
 

新創企業創業資源補給站 

【目的】 

近年來國內創新創業活動蓬勃發展，考量種子團隊與新創企業在準備創新創業之

初，亟需各種早期資金取得管道、創新創業相關諮詢輔導、海外募資與發展等資

訊，台經院執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每月將定期

彙整與更新中央政府、六都地方政府、民間部門協助種子/新創企業的措施與資

源連結資訊，以及海外早期資金取得管道等資訊，並主動傳遞給種子團隊與新創

企業，期望能降低資訊搜尋成本與時間，善用政府與民間各類資源。 

【資訊種類】 

一、中央各部會創業協助資源 

二、六都政府創業協助資源 

三、大學與民間創業育成協助資源 

四、海外資金與資源取得管道 

(一)利用國內資源取得海外連結的一覽表 

(二)美國重要的創業競賽一覽表 

(三)歐洲重要的創業競賽一覽表 

(四)亞洲重要的創業競賽一覽表 

(五)海外知名加速器一覽表-按地區別 

(六)海外知名加速器一覽表-領域別 

(七)重要股權式群眾募資平臺 

(八)重要回饋/捐贈式群眾募資平臺 

(九)2015 年全美最活躍的天使投資團體 

(十)2015 年全球百大 VC 投資人 

(十一)中國大陸早期股權投資人總覽 

【連絡人】 

若想進一步瞭解中小企處相關輔導資源與本計畫內容，歡迎與我們連繫。 

台經院楊孟芯：(02)25865000#303 

台經院徐慶柏：(02)25865000#364 

 

 

 

 



 

一、中央各部會創業協助資源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經

濟

部 

財務融通 

 青年創業及

啟動金貸款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1715&ctNode=609&mp=1  

 企業小頭家

貸款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0590&ctNode=609&mp=1  

 中小企業創

新發展專案

貸款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1787&ctNode=215&mp=1  

 加強投資中

小企業方案 
http://www.moeasmea.gov.tw/content.asp?CuItem=1178  

 融資信用保

證 
https://gcis.nat.gov.tw/main/subclassNewAction.do?method=getFile&pk=438  

 加強投資策

略性服務業

推動計畫 

http://www.issip.org.tw/ctlr?PRO=Index  

創業育成

與課程 

 創業知能養

成學習網 
http://learningup.sme.gov.tw/index.php 

 創業育成課

程計畫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1599&ctNode=546&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1715&ctNode=609&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0590&ctNode=609&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1787&ctNode=215&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ontent.asp?CuItem=1178
https://gcis.nat.gov.tw/main/subclassNewAction.do?method=getFile&pk=438
http://www.issip.org.tw/ctlr?PRO=Index
http://learningup.sme.gov.tw/index.php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1599&ctNode=546&mp=1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計畫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625&ctNode=613&mp=1  

 中小企業經

營領袖研究

班計畫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0253&ctNode=613&mp=1  

 中小企業經

營管理人才

培訓暨趨勢

專題研討計

畫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0067&ctNode=194&mp=1  

 創業 A+行動

計畫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2501&ctNode=415&mp=1  

 促進中小企

業數位學習

計畫(中小企

業網路大學

校)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2657&ctNode=167&mp=1  

 網路社群創

新型服務發
http://www.startup.org.tw/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625&ctNode=613&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0253&ctNode=613&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0067&ctNode=194&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2501&ctNode=415&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2657&ctNode=167&mp=1
http://www.startup.org.tw/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展計畫 

 小型企業創

新研發計畫 
http://www.sbir.org.tw/SBIR/Web/Default.aspx  

 服務業創新

研究計畫 
https://gcis.nat.gov.tw/neo-s/Web/default.aspx  

 協助傳統產

業技術開發

計畫 

http://www.citd.moeaidb.gov.tw/CITDweb/Web/Default.aspx  

 創意能力診

斷與課程推

薦系統 

http://www.sboss.com.tw/aplus2/index.php  

 
 中小企業網

路大學校 
http://www.smelearning.org.tw/ 

競賽與獎

補助 

 新創事業獎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274&ctNode=710&mp=1  

 APEC 創業

挑戰賽 
http://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41815  

 中小企業創

新服務憑證

補(捐)助計

畫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0094&ctNode=613  

http://www.sbir.org.tw/SBIR/Web/Default.aspx
https://gcis.nat.gov.tw/neo-s/Web/default.aspx
http://www.citd.moeaidb.gov.tw/CITDweb/Web/Default.aspx
http://www.sboss.com.tw/aplus2/index.php
http://www.smelearning.org.tw/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274&ctNode=710&mp=1
http://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41815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0094&ctNode=613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數位內容產

業發展補助

計畫 

http://dcp.itnet.org.tw/index.php 

 創業楷模選

拔 
http://www.careernet.org.tw/modules.php?name=kaimo  

 資訊應用服

務創新創意

新秀選拔 

http://newtalent.tca.org.tw/ 

 女性創業菁

英賽 
http://www.sysme.org.tw/woman/internet/competition/competition_introduction.asp 

經

濟

部 

諮詢輔導

與資訊分

享 

 微型及個人

事業支援與

輔導計畫 

http://micro.sme.gov.tw/  

 創業諮詢服

務計畫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2073&ctNode=168&mp=1  

 創業圓夢計

畫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259&ctNode=710&mp=1  

 女性創業

飛雁計畫 
http://www.sysme.org.tw/woman/internet/index.asp  

 APLUSTART https://www.aplustart.org.tw/  

http://dcp.itnet.org.tw/index.php
http://www.careernet.org.tw/modules.php?name=kaimo
http://newtalent.tca.org.tw/
http://www.sysme.org.tw/woman/internet/competition/competition_introduction.asp
http://micro.sme.gov.tw/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2073&ctNode=168&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259&ctNode=710&mp=1
http://www.sysme.org.tw/woman/internet/index.asp
https://www.aplustart.org.tw/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創新創業資

源分享平臺 

 創業星光幫

計畫 
http://www.moea.gov.tw/AD/Ad02/content/ContentDetail.aspx?menu_id=3948  

 中小企業數

位應用群聚

輔導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491&ctNode=549&mp=1 

 中小企業 E

化塑造群聚

輔導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494&ctNode=549&mp=1 

 推動中小企

業 4G 行動商

務應用服務

計畫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516&ctNode=549&mp=1 

 推動中小企

業雲端創新

應用發展計

畫-雲端推廣

服務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519&ctNode=549&mp=1 

http://www.moea.gov.tw/AD/Ad02/content/ContentDetail.aspx?menu_id=3948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491&ctNode=549&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494&ctNode=549&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516&ctNode=549&mp=1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519&ctNode=549&mp=1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智慧財產價

值創造計畫 https://www.moeaidb.gov.tw/external/ctlr?PRO=project.ProjectView&id=1573 

行銷輔導 

 地方特色產

業行銷推廣

計畫 

http://www.moea.gov.tw/AD/Ad02/content/ContentDetail.aspx?menu_id=3988 

科

技

部 

創 業 育

成 、 競

賽、諮詢

輔導、投

資媒合 

 創新創業激

勵計畫 
http://fiti.stpi.narl.org.tw/  

 矽穀科技創

業培訓計畫 http://svtp.stpi.narl.org.tw/  

 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

局創業工坊 

http://startup.stsp.gov.tw/index.php?temp=intro&lang=cht#.VvTQUNJ95Mw 

 萌芽創業推

廣計畫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95ff08c8-fce7-4d03-9a83-a76f9f45e24c 

 產業升級創

新平臺輔導

計畫 

https://www.most.gov.tw/spu/ch/list?menu_id=9532ef45-eac2-4b4c-86f9-22a0fa8be494 

 重新鏈結矽

穀創新產業

https://www.most.gov.tw/spu/ch/list?menu_id=35ccaea1-33ea-4d19-b6af-4319135f84e4&view_mode=list

View 

https://www.moeaidb.gov.tw/external/ctlr?PRO=project.ProjectView&id=1573
http://www.moea.gov.tw/AD/Ad02/content/ContentDetail.aspx?menu_id=3988
http://fiti.stpi.narl.org.tw/
http://svtp.stpi.narl.org.tw/
http://startup.stsp.gov.tw/index.php?temp=intro&lang=cht#.VvTQUNJ95Mw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95ff08c8-fce7-4d03-9a83-a76f9f45e24c
https://www.most.gov.tw/spu/ch/list?menu_id=9532ef45-eac2-4b4c-86f9-22a0fa8be494
https://www.most.gov.tw/spu/ch/list?menu_id=35ccaea1-33ea-4d19-b6af-4319135f84e4&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spu/ch/list?menu_id=35ccaea1-33ea-4d19-b6af-4319135f84e4&view_mode=listView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計畫 

教

育

部 

課 程 培

育、研發

補助、諮

詢輔導 

 大專畢業生

創業服務計

畫(U-start) 

http://ustart.yda.gov.tw/bin/home.php  

 大專校院創

新創業紮根

計畫 

http://ecsos.moe.edu.tw/ 

創業競賽 

 我是運動創

業家-運動服

務業創新創

業輔導計畫 

http://www.sa.gov.tw/wSite/ct?xItem=17614&ctNode=301&mp=11 

文

化

部 

研 發 補

助、展銷

通路 

 價值產值化-

文創產業價

值鏈建構與

創新 

http://www.moc.gov.tw/content_271.html  

 文創咖啡廳

媒合平臺 
http://imatch.moc.gov.tw/ 

財務融通 
 文化創意產

業優惠貸款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318_20823.html  

創 業 育  文化創意產 https://grants.moc.gov.tw/Web/PointDetail.jsp?Key=40&P=742  

http://ustart.yda.gov.tw/bin/home.php
http://ecsos.moe.edu.tw/
http://www.sa.gov.tw/wSite/ct?xItem=17614&ctNode=301&mp=11
http://www.moc.gov.tw/content_271.html
http://imatch.moc.gov.tw/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318_20823.html
https://grants.moc.gov.tw/Web/PointDetail.jsp?Key=40&P=742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成、獎補

助 

業圓夢計畫 

 輔導藝文產

業創新育成

補助計畫 

https://grants.moc.gov.tw/Web/PointDetail.jsp?Key=40&P=1775  

勞

動

部 

諮 詢 輔

導、財務

融通 

 微型創業鳳

凰貸款及創

業諮詢輔導

服務計畫 

http://beboss.wda.gov.tw/cht/index.php? 

交

通

部 

場地租借 

 青年創業或

文創產業創

業者承租交

通部台灣鐵

路管理局經

管公用不動

產計畫 

http://ustart.yda.gov.tw/files/14-1000-541,r18-1.php 

國

發

會 

財務融通 
 創業天使計

劃 
http://www.angel885.org.tw/  

研發補助 

 國家發展

委員會強

化創新創

http://goo.gl/XF9KC2  

https://grants.moc.gov.tw/Web/PointDetail.jsp?Key=40&P=1775
http://beboss.wda.gov.tw/cht/index.php?
http://ustart.yda.gov.tw/files/14-1000-541,r18-1.php
http://www.angel885.org.tw/
http://goo.gl/XF9KC2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業國際鏈

結補助 

農

委

會 

課 程 培

訓、諮詢

輔導、財

務融通、

展銷通路 

 青年農民專

案輔導措施

(諮詢服務、

技術協助、資

金協助、行銷

通路) 

http://ifarmer.coa.gov.tw/  

 強化農業創

新育成中心

服務能量計

畫 

http://goo.gl/nA2JJw 

 農民學院-入

門級初階訓

練 

https://academy.coa.gov.tw/course.php?grade_id=C&WS_id=23 

 農民學院-進

階訓練 
https://academy.coa.gov.tw/course.php?grade_id=D&WS_id=24 

 農村再生整

體發展計畫 
http://www.swcb.gov.tw/content/index.asp?m1=4&m2=468&gp=18  

 青年從農創 http://www.boaf.gov.tw/boafwww/index.jsp?a=ct&xItem=169651&ctNode=240  

http://ifarmer.coa.gov.tw/
http://goo.gl/nA2JJw
https://academy.coa.gov.tw/course.php?grade_id=C&WS_id=23
https://academy.coa.gov.tw/course.php?grade_id=D&WS_id=24
http://www.swcb.gov.tw/content/index.asp?m1=4&m2=468&gp=18
http://www.boaf.gov.tw/boafwww/index.jsp?a=ct&xItem=169651&ctNode=240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業貸款 

研發補助 

 農業產學

研合作計

畫資訊交

流平臺 

http://www.aiuc.org.tw/ 

金

管

會 

財務融通 

 創櫃板 http://gofunding.gretai.org.tw/  

 股權群眾募

資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504

230002&toolsflag=Y&dtable=News  

 創意集資資

訊揭露專區 
http://gofunding.gretai.org.tw/  

 金融挺創意

產業專案計

畫 

http://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409&parentpath=0,8  

客

委

會 

競賽與獎

補助 

 客家青年創

業競賽獎勵

計畫 

http://www.hakka.gov.tw/content.asp?mp=1&CuItem=135966  

資訊分享 

 創業

HAKKA GO

資訊平臺 

http://www.hakka.gov.tw/hakka_go/index.htm  

財務融通  客家青年返 http://www.hakka.gov.tw/content.asp?mp=1&CuItem=127070  

http://www.aiuc.org.tw/
http://gofunding.gretai.org.tw/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504230002&toolsflag=Y&dtable=News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504230002&toolsflag=Y&dtable=News
http://gofunding.gretai.org.tw/
http://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409&parentpath=0,8
http://www.hakka.gov.tw/content.asp?mp=1&CuItem=135966
http://www.hakka.gov.tw/hakka_go/index.htm
http://www.hakka.gov.tw/content.asp?mp=1&CuItem=127070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鄉創業啟航

補助 

課 程 培

訓、諮詢

輔導、財

務融通、

展銷通路 

 客家產業創

新育成計畫 
http://incub.hakka.cpc.tw/Default.aspx 

 客莊青年新

創事業競賽

暨媒合輔導

計畫 

http://www.hakka.gov.tw/hakka_go/startup.htm 

原

民

會 

財務融通 

 經濟產業貸

款及青年創

業貸款專區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23DD6FC526F7465A&DID=3E651750B40064672A2C5

0F2CC383775  

 原住民族綜

合發展基金

貸款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23DD6FC526F7465A  

諮 詢 輔

導、競賽

與獎補助 

 台灣原住民

精 

 實創業輔導

計畫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35AE118732EB6BAF&DID=0C3331F0EBD318C2DAA

D189189FF25EE  

退

輔
財務融通 

 國軍退除役

官兵創業貸
http://www.vac.gov.tw/content/index01.asp?sno=22182&pno=387  

http://incub.hakka.cpc.tw/Default.aspx
http://www.hakka.gov.tw/hakka_go/startup.htm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23DD6FC526F7465A&DID=3E651750B40064672A2C50F2CC383775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23DD6FC526F7465A&DID=3E651750B40064672A2C50F2CC383775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23DD6FC526F7465A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35AE118732EB6BAF&DID=0C3331F0EBD318C2DAAD189189FF25EE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35AE118732EB6BAF&DID=0C3331F0EBD318C2DAAD189189FF25EE
http://www.vac.gov.tw/content/index01.asp?sno=22182&pno=387


 

單

位 
工具類別 

內容 
網址 

會 款利息補貼

專案 

資料來源：圓夢網。 

二、六都地方政府創業協助資源 

都市 主辦單位 工具類別 措施名稱 網址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

局 

 創 業 諮 詢 輔

導 、 共 同 空

間、競賽、投

資媒合 

 創業臺北(一對一創業輔導、專業顧問門

診、創業大師經驗交流、創業相關政策與

資源提供、臺北市政府創業資源申請協助) 
http://www.startup.taipei/ 

 課程培育  臺北市中小企業知識學院 http://www.accupass.com/go/startupkno

wledge 

 臺北市中小企業輔導服務中心 http://tcgwww.taipei.gov.tw/mp.asp?mp=

105007 

 財務融通  臺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 http://www.easyloan.taipei/  

 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計畫 https://www.industry-incentive.taipei/ind

ex.aspx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課程培育  臺北就業服務處 http://eso.gov.taipei/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https://tys.okwork.taipei/ 

http://www.accupass.com/go/startupknowledge
http://www.accupass.com/go/startupknowledge
http://tcgwww.taipei.gov.tw/mp.asp?mp=105007
http://tcgwww.taipei.gov.tw/mp.asp?mp=105007
http://www.easyloan.taipei/
https://www.industry-incentive.taipei/index.aspx
https://www.industry-incentive.taipei/index.aspx
http://eso.gov.taipei/
https://tys.okwork.taipei/


 

都市 主辦單位 工具類別 措施名稱 網址 

 財務融通  促進特定對象就業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 http://eso.gov.taipei/ct.asp?xItem=58743

747&ctNode=6792&mp=116041 

臺北創新實驗室 

 課程培育  免費創業講堂 

http://www.taipei-cospace.taipei/  創 業 諮 詢 輔

導、共同空間 

 工作空間、創業協助、交流小聚、創業課

程、業師引導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

中心 

 

課程培育、創

業諮詢 

 幸福創業微利貸款計畫(創業課程、創業諮

詢服務、產品行銷廣宣、資金融通) http://www.esc.ntpc.gov.tw/  

新北市經濟發展局 
 創業育成、諮

詢輔導、共同

空間、投資媒

合 

 企業服務專區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main/in

dex.aspx  

新北創力坊 
 多元輔導活動、創業活動、輔導策略 

http://www.innosquare.tw/site/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財務融通 

 青年創業貸款 http://www.taiwan-080.com/090/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 

 創投基金在新北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main/

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

uid=5290&modid=1391&mode=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 

 創 業 諮 詢 輔

導 、 財 務 融

通、展銷通路 

 105 年度桃園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

計畫(地方型 SBIR) 
http://vsip.tycg.gov.tw/information_90_1

7204.html 

 課程培育、創  桃園 MIT 網 http://vsip.tycg.gov.tw/  

http://eso.gov.taipei/ct.asp?xItem=58743747&ctNode=6792&mp=116041
http://eso.gov.taipei/ct.asp?xItem=58743747&ctNode=6792&mp=116041
http://www.taipei-cospace.taipei/
http://www.esc.ntpc.gov.tw/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main/index.aspx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main/index.aspx
http://www.innosquare.tw/site/
http://www.taiwan-080.com/090/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main/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5290&modid=1391&mode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main/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5290&modid=1391&mode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main/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5290&modid=1391&mode
http://vsip.tycg.gov.tw/information_90_17204.html
http://vsip.tycg.gov.tw/information_90_17204.html
http://vsip.tycg.gov.tw/


 

都市 主辦單位 工具類別 措施名稱 網址 

業諮詢輔導  105 年青年創業貸款創業輔導課程費用補

貼計畫 

http://www.tycg.gov.tw/ch/home.jsp?id=

15&parentpath=0,1,12&mcustomize=law

_view.jsp&dataserno=201603010002&apl

istdn=ou=data,ou=law,ou=service,ou=ap_

root,o=tycg,c=tw&toolsflag=Y 

 青創業者聯盟 
https://www.facebook.com/tyventure?ref

=hl&ref_type=bookmark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

局 

 創業競賽及創

業講座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http://youth.tycg.gov.tw/  

 創業育成、諮

詢輔導、共同

空間、投資媒

合 

 桃園市青年職涯發展及創業資源網 

http://tyc.tycg.gov.tw/  

 共同空間  青創指揮部、Startup Bar http://tyc.tycg.gov.tw/announcements/4  

台中市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 

 創 業 諮 詢 輔

導、創業講座 

 創業服務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np.asp

?ctNode=19619&mp=117010  

 創 業 諮 詢 輔

導、創業講座 

 創業攻略網 
http://boss168.taichung.gov.tw/  

 創業諮詢輔導  創業診斷服務：創業諮詢、創業診斷、青

年創業貸款利息貼補、摘星計畫、創業攻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lp.asp?

CtNode=19621&CtUnit=3156&BaseDSD=7

http://www.tycg.gov.tw/ch/home.jsp?id=15&parentpath=0,1,12&mcustomize=law_view.jsp&dataserno=201603010002&aplistdn=ou=data,ou=law,ou=service,ou=ap_root,o=tycg,c=tw&toolsflag=Y
http://www.tycg.gov.tw/ch/home.jsp?id=15&parentpath=0,1,12&mcustomize=law_view.jsp&dataserno=201603010002&aplistdn=ou=data,ou=law,ou=service,ou=ap_root,o=tycg,c=tw&toolsflag=Y
http://www.tycg.gov.tw/ch/home.jsp?id=15&parentpath=0,1,12&mcustomize=law_view.jsp&dataserno=201603010002&aplistdn=ou=data,ou=law,ou=service,ou=ap_root,o=tycg,c=tw&toolsflag=Y
http://www.tycg.gov.tw/ch/home.jsp?id=15&parentpath=0,1,12&mcustomize=law_view.jsp&dataserno=201603010002&aplistdn=ou=data,ou=law,ou=service,ou=ap_root,o=tycg,c=tw&toolsflag=Y
http://www.tycg.gov.tw/ch/home.jsp?id=15&parentpath=0,1,12&mcustomize=law_view.jsp&dataserno=201603010002&aplistdn=ou=data,ou=law,ou=service,ou=ap_root,o=tycg,c=tw&toolsflag=Y
https://www.facebook.com/tyventure?ref=hl&ref_type=bookmark
https://www.facebook.com/tyventure?ref=hl&ref_type=bookmark
http://youth.tycg.gov.tw/
http://tyc.tycg.gov.tw/
http://tyc.tycg.gov.tw/announcements/4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np.asp?ctNode=19619&mp=117010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np.asp?ctNode=19619&mp=117010
http://boss168.taichung.gov.tw/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lp.asp?CtNode=19621&CtUnit=3156&BaseDSD=7&mp=117010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lp.asp?CtNode=19621&CtUnit=3156&BaseDSD=7&mp=117010


 

都市 主辦單位 工具類別 措施名稱 網址 

略網 &mp=117010 

 財務融通  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貼補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ct.asp?x

Item=55554&ctNode=3874&mp=117010  

 創業獎勵金、

創業/營運諮詢

輔導、資訊交

流 

 創業協力計畫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ct.asp?

xItem=197759&ctNode=19664&mp=1170

10 

 摘星青年、築夢臺中 
http://www.tcdream.taichung.gov.tw/ 

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 

 財務融通  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專案  http://www.economic.taichung.gov.t

w/ct.asp?xItem=1522133&ctNode=1

2358&mp=111015 

 

 創業獎勵金、

創業/營運諮詢

輔導、資訊交

流 

 台中市青創夢想家 

 http://www.taichung-sbir.org.tw/abo

ut.aspx 

台中市政府農業局 

 創業諮詢輔導  105 年度輔導營農計畫-青年加農、賢拜傳

承計畫 

 http://www.agriculture.taichung.gov.

tw/ct.asp?xItem=1673227&ctNode=

21959&mp=119010 

台南市 
臺南市政府數位文創

園區 

 創業育成、諮

詢輔導、共同

空間、投資媒

 提供空間設備、顧問輔導、交流活動等創

業資源資訊 

 透過課程與活動的辦理，厚植在地人才、

http://www.tdcp.org.tw/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lp.asp?CtNode=19621&CtUnit=3156&BaseDSD=7&mp=117010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ct.asp?xItem=55554&ctNode=3874&mp=117010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ct.asp?xItem=55554&ctNode=3874&mp=117010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7759&ctNode=19664&mp=117010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7759&ctNode=19664&mp=117010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ct.asp?xItem=197759&ctNode=19664&mp=117010
http://www.tcdream.taichung.gov.tw/
http://www.economic.taichung.gov.tw/ct.asp?xItem=1522133&ctNode=12358&mp=111015
http://www.economic.taichung.gov.tw/ct.asp?xItem=1522133&ctNode=12358&mp=111015
http://www.economic.taichung.gov.tw/ct.asp?xItem=1522133&ctNode=12358&mp=111015
http://www.taichung-sbir.org.tw/about.aspx
http://www.taichung-sbir.org.tw/about.aspx
http://www.agricultur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73227&ctNode=21959&mp=119010
http://www.agricultur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73227&ctNode=21959&mp=119010
http://www.agriculture.taichung.gov.tw/ct.asp?xItem=1673227&ctNode=21959&mp=119010
http://www.tdcp.org.tw/


 

都市 主辦單位 工具類別 措施名稱 網址 

合、資訊交流 激發創意能量，促成臺南市數位文創產業

的創新事業蓬勃發展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文 創 PLUS 

臺南創意中

心 

 文創補給站 
http://creativetainan.culture.tainan.gov.t

w/ 

高雄市 

高雄市經發局 

 創業育成、諮

詢輔導、共同

空間、投資媒

合、講座交流 

 數位內容創意中心「青年創業家駐點計畫」 

 提供共同工作空間、充電活動、異業聯盟、

場地出租、輔導培育 
http://www.dakuo.co/  

 財務融通  高雄市政府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及策略性貸

款 

http://edbkcg.kcg.gov.tw/style/front001/b

exfront.php?sid=bmdlawe&item=detail&i

d=122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財務融通  勞工創業貸款 
https://www.bok.com.tw/news?aid=1506

0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http://creativetainan.culture.tainan.gov.tw/
http://creativetainan.culture.tainan.gov.tw/
http://www.dakuo.co/
http://edbkcg.kcg.gov.tw/style/front001/bexfront.php?sid=bmdlawe&item=detail&id=122
http://edbkcg.kcg.gov.tw/style/front001/bexfront.php?sid=bmdlawe&item=detail&id=122
http://edbkcg.kcg.gov.tw/style/front001/bexfront.php?sid=bmdlawe&item=detail&id=122
https://www.bok.com.tw/news?aid=15060
https://www.bok.com.tw/news?aid=15060


 

三、大學與民間創業育成協助資源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北區 臺北市 A PLUS 創新育成中心 (02) 7707-2100 #209 臺北市光復南路 65 號 3 樓 精緻農業,文化創意,資訊服

務業 

https://www.facebook.com/aplusincu

bator 

北區 臺北市 AppWorks 之初創投 (02) 2765-0757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80 號 5F 

雲端運算,智慧生活,文化創

意 

http://appworks.tw/  

北區 臺北市 中國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2) 2931-3416 

#2608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 

文化創意,數位內容,都市更

新 

http://ccnt4.cute.edu.tw/carr/iic/  

北區 臺北市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

心附設生技育成中心 

(02) 2655-8790 # 

1811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 號 F

棟 18、19 樓 

生物科技,醫療照護 http://incubator.sinica.edu.tw  

北區 臺北市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

問協會創新育成中心 

(02) 2367-8389 #22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

91 號 23 樓 

文化創意,資訊服務業,地方

特色產業 

http://www.bmca.org.tw  

北區 臺北市 中華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2) 2782-1862 #288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3 段

245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 http://job.cust.edu.tw/incubatr/  

北區 臺北市 南港 IC 設計育成中心 (02) 2655-7155 #318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2 號

10 樓 

  http://www.nspark.org.tw/  

北區 臺北市 台大車庫-NTU Garage  (02)-3366-1588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三段 30

巷 2 弄 2 號（舟山路直走到

底） 

  http://www.cep.ntu.edu.tw/?page_id

=159 

北區 臺北市 台灣創意工場股份有限公

司 

(02) 2769-1698 #21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59 號 11 樓之 1 

  http://tmi.vc/  

北區 臺北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 

(02) 7714-8235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 2

號 

文化創意,華文電子商務,設

計服務業 

http://ic.ord.ntnu.edu.tw/  

北區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2) 2939-3091 

#67536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行政大樓七樓 

數位內容,教育服務業,資訊

服務業 

http://iic.nccu.edu.tw/main.php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產學合

作暨育成中心 

(02) 6639-6688 

#82337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90 號 

文化創意,數位內容,管理顧

問服務業,地方特色產業 

http://orad.ntue.edu.tw/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 

(02) 8773-7041 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46 號 1

樓 

綠色能源,雲端運算,智慧生

活 

http://www.incu.ntut.edu.tw/bin/hom

e.php  

https://www.facebook.com/aplusincubator
https://www.facebook.com/aplusincubator
http://appworks.tw/
http://ccnt4.cute.edu.tw/carr/iic/
http://incubator.sinica.edu.tw/
http://www.bmca.org.tw/
http://job.cust.edu.tw/incubatr/
http://www.nspark.org.tw/
http://www.cep.ntu.edu.tw/?page_id=159
http://www.cep.ntu.edu.tw/?page_id=159
http://tmi.vc/
http://ic.ord.ntnu.edu.tw/
http://iic.nccu.edu.tw/main.php
http://orad.ntue.edu.tw/
http://www.incu.ntut.edu.tw/bin/home.php
http://www.incu.ntut.edu.tw/bin/home.php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究發

展處創新育成中心 

(02) 2737-6797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

號國際大樓 9 樓 

文化創意,能源技術服務業,

資訊服務業 

www.bic.ntust.edu.tw  

北區 臺北市 大同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2) 2592-5252 

#3619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40 號 

生物科技,雲端運算,智慧生

活 

http://iic.ttu.edu.tw/bin/home.php  

北區 臺北市 天使創業家育成中心 0989-802-492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

79 號 11F-10 

文化創意,資訊服務業 http://www.angelvc.tw  

北區 臺北市 實踐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2) 6601-2498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 H

棟 6 樓 

文化創意,資訊服務業 http://incubator.usc.edu.tw/  

北區 臺北市 普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 8768-1185 

#8888 
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45 號

10F 

  http://www.prolitechcorp.com/tw/ind

ex.htm  

北區 臺北市 東吳大學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02) 2311-1531 

#2893 
臺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

號 

文化創意,華文電子商務,資

訊服務業國際化 

http://www.scu.edu.tw/  

北區 臺北市 益生社會企業創新育成中 (02) 2521-1921 臺北市天祥路 48 巷 2 號 精緻農業,養生照護產業,地

方特色產業 

http://yseiic.org/  

北區 臺北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創創業

協會總會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 

(02) 2755-5217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184 號 9 樓 

美食國際化 http://www.careernet.org.tw/  

北區 臺北市 築空間文化創意產業股份

有限公司(卡市達創業加油

站) 

(02) 2388-2758 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

122-1 號 

文化創意 http://www.custardcream.org/  

北區 臺北市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港生

技育成中心 

(02) 2655-8633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 號 17

樓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醫療照

護 

http://www.nbic.org.tw  

北區 臺北市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港軟

體育成中心 

(02) 6607-6299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1

號 E 棟 4 樓 

數位內容,華文電子商務,資

訊服務業 

http://www.nsi.org.tw  

北區 臺北市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 

(02) 2892-7154 

#2730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2 號 生物科技,發明專利產業化,

智慧生活 

http://www.rdo.tpcu.edu.tw/files/11-

1034-523.php 

北區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產學育成營

運中心 

(02) 2736-1661 

#7131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生物科技,醫療照護 http://incubator.tmu.edu.tw/main.php  

北區 臺北市 臺灣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 

(02) 2369-9141 #111 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 18 號 B

棟 1 樓 

生物科技 http://www.ntuiic.com/  

http://www.bic.ntust.edu.tw/
http://iic.ttu.edu.tw/bin/home.php
http://www.angelvc.tw/
http://incubator.usc.edu.tw/
http://www.prolitechcorp.com/tw/index.htm
http://www.prolitechcorp.com/tw/index.htm
http://www.scu.edu.tw/
http://yseiic.org/
http://www.careernet.org.tw/
http://www.custardcream.org/
http://www.nbic.org.tw/
http://www.nsi.org.tw/
http://www.rdo.tpcu.edu.tw/files/11-1034-523.php
http://www.rdo.tpcu.edu.tw/files/11-1034-523.php
http://incubator.tmu.edu.tw/main.php
http://www.ntuiic.com/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北區 臺北市 西門紅樓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中心 

(02) 2311-9380 #28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 10 號 文化創意 www.redhouse.org.tw  

北區 臺北市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商業育成中心 

(02) 7713-3399 #319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03 號 4 樓 

文化創意,美食國際化,商業

服務設計業,管理顧問服務

業 

http://www.cdri.org.tw  

北區 臺北市 財團法人時代基金會 (02) 2703-2235 #25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40 號 8 樓 

生物科技,資訊服務業,文化

創意 

http://garageplus.asia/  

北區 臺北市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科技服務育成中心 

(02) 6607-2570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133 號 8 樓 

資訊服務業 http://www.iii.org.tw/Default.aspx 

北區 臺北市 銘傳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2) 2888-2189 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140號 1

樓 

文化創意,華文電子商務,資

訊服務業 

http://incubator.mcu.edu.tw/  

北區 臺北市 陽明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 

(02) 2820-4760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致和園區 

生物科技,醫療照護,資訊服

務業 

http://b025.web.ym.edu.tw/front/bin/

home.phtml  

北區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2-2331-6086 北市延平南路 127 號 文化創意 http://incubator.sce.pccu.edu.
tw/frontpage/front/bin/home.
phtml 

北區 臺北市 臺大創意創業中心 02-3366-1739 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 18 號

台大水源校區思源樓 4 樓 

 http://tec.ntu.edu.tw/ 

北區 臺北市 三創育成（Star Rocket ） team@starrocket.io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

2 號 10 樓 

 http://starrocket.io/category/
news-categories/ 

北區 臺北市 台灣創新快製媒合中心 (02)-27377351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科技大樓 605 室 

軟硬體整合、先進製造、管

理能量 
https://www.triplelinkage.com
/webpage/about.aspx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發處

創新育成中心 

(03)450-6333 桃園市平鎮區福龍路一段

100 號 

創新創意產業 http://iic.ntub.edu.tw/bin/ho
me.php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大學創新創業中

心 

(02)8674-1111 分機

68375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圖書館 B1) 

服務創新、數位人文創新 http://www.cie.ntpu.edu.tw/ 

北區 臺北市 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 02-28938133 北投區學園路一號 藝術產業 http://kdarts.tnua.edu.tw/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育 (02)28227101 ext.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健康照顧、養生照護、銀髮 http://incubation.ntunhs.edu.t

http://www.redhouse.org.tw/
http://www.cdri.org.tw/
http://garageplus.asia/
http://incubator.mcu.edu.tw/
http://b025.web.ym.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b025.web.ym.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incubator.sce.pccu.edu.tw/frontpage/front/bin/home.phtml
http://incubator.sce.pccu.edu.tw/frontpage/front/bin/home.phtml
http://incubator.sce.pccu.edu.tw/frontpage/front/bin/home.phtml
http://tec.ntu.edu.tw/
http://starrocket.io/category/news-categories/
http://starrocket.io/category/news-categories/
https://www.triplelinkage.com/webpage/about.aspx
https://www.triplelinkage.com/webpage/about.aspx
http://iic.ntub.edu.tw/bin/home.php
http://iic.ntub.edu.tw/bin/home.php
http://www.cie.ntpu.edu.tw/
http://kdarts.tnua.edu.tw/
http://incubation.ntunhs.edu.tw/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成中心 2727 , 2725 , 2723 樂活、生技醫療 w/  
北區 臺北市 青年創業協會總會 (02) 2332-8558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12 樓 

創意課程、財務診斷、法律

諮詢 
http://www.careernet.org.tw/ 

北區 臺北市 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 (02)-27377033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4 樓 

生醫生態、串連價值鏈 http://www.siic.com.tw/ 

北區 臺北市 創立方 02-29393091 #67080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區域創新創業、人本創業 http://www.iehnccu.com/ 

北區 臺北市 實踐菁英共創基地 (02) 8751 1886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516 號 6 樓 

提供工作空間、創業諮詢 https://www.facebook.com/d
oers.coworking/ 

北區 臺北市 中華兩岸創業發展協進會 (02)7729-4399 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 60 號

2 樓之 2 

經驗交流、海外參訪 http://www.career.org.tw/ 

北區 臺北市 中華創業育成協會 (02)-25451832 臺北市民生東路四段 133號 3

樓 

 http://w3.sce.pccu.edu.tw/uni
ted/guide/guide3.htm 

北區 臺北市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

業公會 

(02)-25450075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133 號 10 樓 C 室 

 http://www.tvca.org.tw/ 

北區 臺北市 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

合輔導基金會 

(02)2396-9314 臺北市南海路 1 號 5 樓  http://www.sbiac.org.tw/inde
x.jsp 

北區 臺北市 TXA 創新新創加速器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102

號 8 樓 

 http://mrjustin7-blog.logdown
.com/ 

北區 臺北市 iiiNNO 一諾創新 0952509872  新創資訊提供、建立創業生

態圈 
http://iiinno.co/ 

北區 臺北市 DOIT Taiwan 共創公域 (02) 66311291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16 號 23 樓 

軟硬體架構、投資媒合 https://taiwan-doit.com/ 

北區 臺北市 台灣紫牛創業協會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83 樓  https://www.facebook.com/ta
iwantechmakersassociation/ti
meline 

北區 臺北市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02)77308836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72 號六

樓之 7 

文化創意、工藝設計 https://www.facebook.com/Gl
obalTiC.Association/timeline 

http://incubation.ntunhs.edu.tw/
http://www.careernet.org.tw/
http://www.siic.com.tw/
http://www.iehnccu.com/
https://www.facebook.com/doers.coworking/
https://www.facebook.com/doers.coworking/
http://www.career.org.tw/
http://w3.sce.pccu.edu.tw/united/guide/guide3.htm
http://w3.sce.pccu.edu.tw/united/guide/guide3.htm
http://www.tvca.org.tw/
http://www.sbiac.org.tw/index.jsp
http://www.sbiac.org.tw/index.jsp
http://mrjustin7-blog.logdown.com/
http://mrjustin7-blog.logdown.com/
http://iiinno.co/
https://taiwan-doit.com/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techmakersassociation/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techmakersassociation/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techmakersassociation/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GlobalTiC.Association/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GlobalTiC.Association/timeline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北區 臺北市 社企聚落 (02) 2322-5571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42 號 社會企業 http://sehub.tw/ 
北區 新北市 馬偕紀念醫院生醫發展中

心暨創新育成中心 

(02)2809-4661#3063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裡民生路

45 號 

醫療照顧、診斷技術、食品

保健 
http://www.mmh.org.tw/taita
m/mmhicc/p1.asp  

北區 新北市 東南科技大學育成中心 (02)8662-5900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技術研發、通信介面 http://www.tnu.edu.tw/cont_t
hree.asp?m_unit=6&mlistnum
_two=5&mt_unit=42&mlistnu
m_three=7&lmm_unit=105&
mlistnum_four=6  

北區 新北市 致理科技大學育成中心 (02)2257-6167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段 313

號 

技術研發、管理諮詢、商務

服務 
http://bic.chihlee.edu.tw/bin/
home.php  

北區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創新育成中

心 

(02)29097811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

號 

軟硬體設備 http://ot.lit.edu.tw/files/13-10
15-968.php  

北區 新北市 世新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 

(02) 2218-3380#617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 43 號 5

樓 

文化創意,數位內容,雲端運

算 

http://mmc.shu.edu.tw/  

北區 新北市 亞東技術學院創新育成及

技轉中心 

(02) 7738-8000 

#1613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58

號 

醫療照護,發明專利產業化,

智慧生活 

http://rd.oit.edu.tw/files/11-1011-748

.php  

北區 新北市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創新育

成中心 

(02) 2805-2088 

#2430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三段

150 號,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

路九段 212 號 

文化創意,資訊服務業,創新

時尚紡織 

http://www.tcmt.edu.tw  

北區 新北市 台灣建築創新育成中心 (02) 667-6111 #153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95 號 3

樓 

綠色能源,智慧綠建築,智慧

生活 

http://training.tabc.org.tw/  

北區 新北市 國立空中大學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2) 2282-9355 

#6205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172 號 文化創意,美食國際化 http://incubator.nou.edu.tw  

北區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 

(02) 2272-2181 

#1911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59

號 

文化創意,數位內容,教育服

務業 

http://iic.ntua.edu.tw/  

北區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2) 2908-9899 

#3066~3068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 號 生物科技,智慧生活 http://incubator.mcut.edu.tw/  

北區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研發處創新 (02) 8212-3202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 99-1 號 觀光旅遊,美食國際化,資訊 https://sites.google.com/site/jinwenic

http://sehub.tw/
http://www.mmh.org.tw/taitam/mmhicc/p1.asp
http://www.mmh.org.tw/taitam/mmhicc/p1.asp
http://www.tnu.edu.tw/cont_three.asp?m_unit=6&mlistnum_two=5&mt_unit=42&mlistnum_three=7&lmm_unit=105&mlistnum_four=6
http://www.tnu.edu.tw/cont_three.asp?m_unit=6&mlistnum_two=5&mt_unit=42&mlistnum_three=7&lmm_unit=105&mlistnum_four=6
http://www.tnu.edu.tw/cont_three.asp?m_unit=6&mlistnum_two=5&mt_unit=42&mlistnum_three=7&lmm_unit=105&mlistnum_four=6
http://www.tnu.edu.tw/cont_three.asp?m_unit=6&mlistnum_two=5&mt_unit=42&mlistnum_three=7&lmm_unit=105&mlistnum_four=6
http://www.tnu.edu.tw/cont_three.asp?m_unit=6&mlistnum_two=5&mt_unit=42&mlistnum_three=7&lmm_unit=105&mlistnum_four=6
http://bic.chihlee.edu.tw/bin/home.php
http://bic.chihlee.edu.tw/bin/home.php
http://ot.lit.edu.tw/files/13-1015-968.php
http://ot.lit.edu.tw/files/13-1015-968.php
http://mmc.shu.edu.tw/
http://rd.oit.edu.tw/files/11-1011-748.php
http://rd.oit.edu.tw/files/11-1011-748.php
http://www.tcmt.edu.tw/
http://training.tabc.org.tw/
http://incubator.nou.edu.tw/
http://iic.ntua.edu.tw/
http://incubator.mcut.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site/jinwenic/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育成中心 2 樓 服務業 / 

北區 新北市 淡江大學建邦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2) 2621-5656 

#230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R102 

文化創意,華文電子商務,資

訊服務業 

http://www.cpic.tku.edu.tw/  

北區 新北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 

(02) 2801-3131 

#8203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

499 號 

綠色能源,發明專利產業化 http://dept.sju.edu.tw/index.html?d_n

o=20&u_id=21 

北區 新北市 華夏技術學院技轉與育成

中心 

(02) 8941-5125 #13 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 號 綠色能源,雲端運算,智慧綠

建築,發明專利產業化,物流

產業服務科技化,智慧生活 

http://www.rd.hwh.edu.tw/bin/home.

php  

北區 新北市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

究中心創新育成中心 

(02) 2999-0016 #175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1

巷 27 號 11 樓之 3 

文化創意 http://www.ptri.org.tw/Default.aspx  

北區 新北市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

究所創新育成中心 

(02) 2267-0321 

#8305 
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 6 號 綠色能源,醫療照護,創新時

尚紡織 

www.ttri.org.tw  

北區 新北市 輔仁大學產學育成中心 (02) 2905-397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文化創意,資訊服務業 http://caicip.rdo.fju.edu.tw/  

北區 新北市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

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2) 2601-5310 

#1913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

101 號 

文化創意,資訊服務業 http://b021.hwu.edu.tw/bin/home.ph

p  

北區 新北市 馬偕紀念醫院生醫發展暨

創新育成中心 

(02) 2809-4661 

#3064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綜

合研究大樓 4 樓 

生物科技,醫療照護 http://www.mmh.org.tw/taitam/mmh

icc/p1.asp  

北區 新北市 新北市青年創業協會創業

輔導 

0800-000-081 永和區自由路 64號 10樓之 4  http://newtaipei.myku.tw/go/
m  

北區 新北市 中國生產力中心 (02)26982989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 號 2 樓 

管理顧問、經營管理 https://www.cpc.org.tw/zh-tw 

北區 新北市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企業創

新創業學會 

(02)-2258-0507 新北市板橋區萬板路 141 號 社會企業 http://www.seietw.org/12864
026032212712406631038263
712022526989303322363720
01324515.html 

北區 新北市 創夢市集 DIT Startup 02-2912-5798 新店區北宜路一段 16 號２

樓, 23152 新北市 

手機遊戲、行動應用、文創

領域 
http://www.ditstartup.com/ 

北區 新竹市 中華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03) 518-6698 新竹市五福路二段 707 號 會展,都市更新,資訊服務業 http://www.iic.chu.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site/jinwenic/
http://www.cpic.tku.edu.tw/
http://dept.sju.edu.tw/index.html?d_no=20&u_id=21
http://dept.sju.edu.tw/index.html?d_no=20&u_id=21
http://www.rd.hwh.edu.tw/bin/home.php
http://www.rd.hwh.edu.tw/bin/home.php
http://www.ptri.org.tw/Default.aspx
http://www.ttri.org.tw/
http://caicip.rdo.fju.edu.tw/
http://b021.hwu.edu.tw/bin/home.php
http://b021.hwu.edu.tw/bin/home.php
http://www.mmh.org.tw/taitam/mmhicc/p1.asp
http://www.mmh.org.tw/taitam/mmhicc/p1.asp
http://newtaipei.myku.tw/go/m
http://newtaipei.myku.tw/go/m
https://www.cpc.org.tw/zh-tw
http://www.seietw.org/1286402603221271240663103826371202252698930332236372001324515.html
http://www.seietw.org/1286402603221271240663103826371202252698930332236372001324515.html
http://www.seietw.org/1286402603221271240663103826371202252698930332236372001324515.html
http://www.seietw.org/1286402603221271240663103826371202252698930332236372001324515.html
http://www.ditstartup.com/
http://www.iic.chu.edu.tw/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成中心 

北區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3) 610-2466 新竹市元培街 306 號 生物科技,醫療照護,智慧生

活 

http://iic.ypu.edu.tw  

北區 新竹市 國立交通大學創業育成中

心 

(03) 572-6653 #17 新竹市學府路 40 號 生物科技,雲端運算,智慧生

活 

http://nctuiic.meworks.cc/page1.aspx

?no=111004 

北區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3)571-5131 #34207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生物科技,雲端運算 http://ocic.nthu.edu.tw/ocic/Content0

1.aspx?c=8 

北區 新竹市 交大天使投資俱樂部 NCTU.Angelclub@g

mail.com 

 雲端通訊、建築設計、光電

醫學、互動商務、IC 設計 
http://angelclub.vc/ 

北區 新竹市 交大產業加速器中心 (03) 623 0117 新竹市東區新安路 5 號 數位內容、雲端應用、物聯

網、綠能環保、生技醫療 
http://iaps.nctu.edu.tw/ 

北區 新竹市 AppUniverz（台灣創新行動

服務推廣協會） 

appuniverz@gmail
.com 

新竹市 校園創業、產官學合作 http://www.appuniverz.org/in
dex.php 

北區 新竹市 工研院科技創新俱樂部 (03)-5915632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53 館 101 室 

資訊通訊、電子光電、材料

化工、機械系統、生醫醫

材、綠能環境、科技文創 

http://techventure.itri.org.tw/ 

北區 新竹市 見域 Kendama  新竹市北門街 74 號 社會創新 https://www.facebook.com/ke
ndama.hc/timeline 

北區 桃園市 中原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3) 2651853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 200 號 工具機 http://cyic.cycu.edu.tw:8080/  

北區 桃園市 中山科學研究院創新育成

中心 

(03) 471-2201 

#329151 
桃園縣龍潭鄉高平村龍源路

134 巷 566 號 

綠色能源,資訊服務業 http://www.csistdup.org.tw  

北區 桃園市 健行科技大學育成中心 (03) 458-1196 #4609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路 229 號 資訊服務業 http://aps2.uch.edu.tw/asp_work/tech

coop/tech/iic/  

北區 桃園市 元智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 

(03) 463-8563 中壢市遠東路 135 號 能源技術服務業,資訊服務

業 
http://www.siic.yzu.edu.tw/m
ain.php 

北區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3) 422-7151 

#27086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綠色能源,文化創意 http://www.iic.ncu.edu.tw/  

北區 桃園市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 (03) 433-1244 中壢市萬能路 1 號 生物科技 http://www2.vnu.edu.tw/vii/  

http://iic.ypu.edu.tw/
http://nctuiic.meworks.cc/page1.aspx?no=111004
http://nctuiic.meworks.cc/page1.aspx?no=111004
http://ocic.nthu.edu.tw/ocic/Content01.aspx?c=8
http://ocic.nthu.edu.tw/ocic/Content01.aspx?c=8
http://angelclub.vc/
http://iaps.nctu.edu.tw/
http://www.appuniverz.org/index.php
http://www.appuniverz.org/index.php
http://techventure.itri.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kendama.hc/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kendama.hc/timeline
http://cyic.cycu.edu.tw:8080/
http://www.csistdup.org.tw/
http://aps2.uch.edu.tw/asp_work/techcoop/tech/iic/
http://aps2.uch.edu.tw/asp_work/techcoop/tech/iic/
http://www.siic.yzu.edu.tw/main.php
http://www.siic.yzu.edu.tw/main.php
http://www.iic.ncu.edu.tw/
http://www2.vnu.edu.tw/vii/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技大學中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北區 桃園市 長庚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 

(03) 211-8557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9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醫療照

護 

http://cii.cgu.edu.tw  

北區 桃園市 龍華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2) 8209-3211 

#3808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300 號 

資訊服務業,智慧生活,生物

科技 

http://www.lhu.edu.tw/m/innovate_c

enter/index.htm 

北區 桃園市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創新育

成中心 

(03)-4361070#8528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 

414 號 

文化創意,綠色能源 http://web.tiit.edu.tw/aicof/in
vcenter.htm# 

北區 桃園市 桃園市創業發展協會 (03)4683838 桃園市中壢區龍興路 153 號 創業課程 http://www.dctmarket.com/Ta
oyuan/ 

北區 桃園市 國立體育大學產學合作暨

創新育成中心 

03-3283201 分 機

1231~1235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

號行政教學大樓 2 樓 

運動技術、健康科技、休閒

創意 
http://www.rad.ntsu.edu.tw/fi
les/11-1009-270.php  

北區 桃園市 開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3)341-2500 # 4914 桃園縣蘆竹鄉開南路一號 雲端復建 http://www.knu.edu.tw/IIC/  

北區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中小企

業創新育成中心 

(02) 2462-2192 

#2296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 http://www.tlo.ntou.edu.tw/  

北區 基隆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

驗所創新育成中心 

(02) 2462-2101 

#2509 
基隆市中正區和一路 199 號 生物科技 http://wwwextra.tfrin.gov.tw/incubati

on/cultivation.html  

北區 新竹縣 明新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3) 559-3142 #2618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1 號 綠色能源,雲端運算,發明專

利產業化 

http://admin.must.edu.tw/index.aspx?

UnitID=20511 

北區 新竹縣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創業育成中心 

(03) 591-3991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53 館 101 室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雲端運

算 

http://incubationservice.itri.org.tw/in

dex_guest.aspx  

北區 新竹縣 大華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3) 592-7700 新竹縣芎林鄉大華路 1 號 綠色能源、客家文化、工程

科技、觀光旅遊、創意行銷 
http://cec.tust.edu.tw/files/90
-1015-14.php  

中區 南投縣 南開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49) 256-3489 

#1710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醫療照護,資訊服務業 http://rnd.nkut.edu.tw/5page401/supe

r_pages.php?ID=5page401  

中區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創業育

成中心 

(049) 291-0960 

#2840 
南投縣埔裡鎮大學路 1 號管

理學院 109 室 

精緻農業,觀光旅遊,文化創

意 

http://www.doc.ncnu.edu.tw/rnd/  

中區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中小企業創 (037) 381-218 苗栗縣苗栗市恭敬裡聯大一 文化創意,設計服務業,綠色 http://incuba.nuu.edu.tw/  

http://cii.cgu.edu.tw/
http://www.lhu.edu.tw/m/innovate_center/index.htm
http://www.lhu.edu.tw/m/innovate_center/index.htm
http://web.tiit.edu.tw/aicof/invcenter.htm
http://web.tiit.edu.tw/aicof/invcenter.htm
http://www.dctmarket.com/Taoyuan/
http://www.dctmarket.com/Taoyuan/
http://www.rad.ntsu.edu.tw/files/11-1009-270.php
http://www.rad.ntsu.edu.tw/files/11-1009-270.php
http://www.knu.edu.tw/IIC/
http://www.tlo.ntou.edu.tw/
http://wwwextra.tfrin.gov.tw/incubation/cultivation.html
http://wwwextra.tfrin.gov.tw/incubation/cultivation.html
http://admin.must.edu.tw/index.aspx?UnitID=20511
http://admin.must.edu.tw/index.aspx?UnitID=20511
http://incubationservice.itri.org.tw/index_guest.aspx
http://incubationservice.itri.org.tw/index_guest.aspx
http://cec.tust.edu.tw/files/90-1015-14.php
http://cec.tust.edu.tw/files/90-1015-14.php
http://rnd.nkut.edu.tw/5page401/super_pages.php?ID=5page401
http://rnd.nkut.edu.tw/5page401/super_pages.php?ID=5page401
http://www.doc.ncnu.edu.tw/rnd/
http://incuba.nuu.edu.tw/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新育成中心 號 能源 

中區 苗栗縣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技轉及育成中心 

(037) 246-166 

#33212 
苗栗縣竹南鎮科研路 35 號 生物科技,醫療照護 http://incubation.nhri.org.tw  

中區 苗栗縣 農業科技研究院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 

(037) 585-715 苗栗縣竹南鎮科東二路 52 號 生物科技,精緻農業 www.atri.org.tw  

中區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 

(05) 631-5032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智慧生活,工具機 http://acs.nfu.edu.tw/article/article_s

how/A 

中區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學與

智財育成營運中心 

(05) 534-2601 #5155 雲林縣鬥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文化創意,設計服務業,資訊

服務業 

http://csmbi.yuntech.edu.tw/  

中區 雲林縣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

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

中心 

(05) 557-3067 雲林縣鬥六市嘉東裡鎮南路

1221 號 

精緻農業,文化創意,地方特

色產業 

http://mail.twu.edu.tw/~oudo/  

中區 彰化縣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

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4) 835-9000 #1552 彰化縣員林鎮山腳路三段 2

巷 6 號 

生物科技,醫療照護,智慧生

活 

http://www.ccut.edu.tw/adminSectio

n/front/news.asp?site_id=rd_iic  

中區 彰化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小企

業創新育成中心 

(04) 723-2105 #7273 彰化縣彰化市師大路 2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工具機 http://incubator.ncue.edu.tw/  

中區 彰化縣 大葉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4) 8511-888 #1642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 號 生物科技 http://iic.dyu.edu.tw/  

中區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4) 711-1115 彰化市介壽北路 1 號 綠色能源,醫療照護 http://bic.ctu.edu.tw/  

中區 彰化縣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

學創新育成中心 

(048) 87-6660 

#1521~1522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緻農

業,智慧電動車,發明專利產

業化 

http://www.mdu.edu.tw/  

中區 彰化縣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

念醫院亞太育成中心 

(04) 781-1586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 6-1 號 2

樓 

生物科技,醫療照護,發明專

利產業化 

http://www.scmh.org.tw/internet/dep

t/ic/  

中區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4) 2205-3366 

#1581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生物科技 http://iaci.cmu.edu.tw/  

中區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4) 2473-0022 

#11340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生物科技,醫療照護 http://masterkj.myweb.hinet.net/  

中區 臺中市 亞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4) 2332-3456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 500 號 文化創意,生物科技,醫療照 http://iic.asia.edu.tw/bin/home.php  

http://incubation.nhri.org.tw/
http://www.atri.org.tw/
http://acs.nfu.edu.tw/article/article_show/A
http://acs.nfu.edu.tw/article/article_show/A
http://csmbi.yuntech.edu.tw/
http://mail.twu.edu.tw/~oudo/
http://www.ccut.edu.tw/adminSection/front/news.asp?site_id=rd_iic
http://www.ccut.edu.tw/adminSection/front/news.asp?site_id=rd_iic
http://incubator.ncue.edu.tw/
http://iic.dyu.edu.tw/
http://bic.ctu.edu.tw/
http://www.mdu.edu.tw/
http://www.scmh.org.tw/internet/dept/ic/
http://www.scmh.org.tw/internet/dept/ic/
http://iaci.cmu.edu.tw/
http://masterkj.myweb.hinet.net/
http://iic.asia.edu.tw/bin/home.php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6440 護 

中區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4) 2284-0872 #119 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   http://members.tripod.com/catherine

_huang/webdesign/taichug_center/in

dex.htm  

中區 臺中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中小企

業創新育成中心 

(04) 2393-1259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 2 段 57

號 

資訊服務業 http://incubate.ncut.edu.tw/  

中區 臺中市 嶺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4) 2389-2088 

#1452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 1 號 觀光旅遊,文化創意,設計服

務業 

http://www.admin.ltu.edu.tw/Home/I

ndex?gpid=67 

中區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4) 2631-8652 

#2238 
台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NB101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 http://ilc.hk.edu.tw/web/acc/9  

中區 臺中市 普藝科技美學產業育成中

心 

(04) 2426-3191 台中市敦化路一段 598 號

11F-7 

文化創意,教育服務業,設計

服務業 

www.pau.com.tw  

中區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4) 24653000 #212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 21 號 資訊服務業,生物科技 http://www.cyut.edu.tw/~incubatr/ch

html/  

中區 臺中市 東海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 

(04) 2350-8340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文化創意,綠色能源 http://iic.thu.edu.tw/  

中區 臺中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

驗所創新育成中心 

(04) 2331-7461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89 號 生物科技 http://www.tari.gov.tw/sub/index17.a

sp  

中區 臺中市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

科技研發中心創新育成中

心 

(04) 2359-0112 #329 台中市工業區 8 路 11 號 養生照護產業,創新時尚紡

織 

http://incubator.shoenet.org.tw/  

中區 臺中市 逢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4) 2451-7250 

#6821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資訊服務業 http://www.bic.fcu.edu.tw/  

中區 臺中市 靜宜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4) 2632-8001 

#11836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 200 號 生物科技 http://www.puicc.pu.edu.tw/  

中區 臺中市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研

究發展處育成中心 

（04）2221-3108 轉 

2292、2293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6 號

(行政大樓 3 樓) 

運動服務 http://icp.camel.ntupes.edu.t
w/front/bin/home.phtml 

中區 臺中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 

(04)2219-5423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91 號 創新服務、永續環境 http://otc.nutc.edu.tw/bin/ho
me.php 

http://members.tripod.com/catherine_huang/webdesign/taichug_center/index.htm
http://members.tripod.com/catherine_huang/webdesign/taichug_center/index.htm
http://members.tripod.com/catherine_huang/webdesign/taichug_center/index.htm
http://incubate.ncut.edu.tw/
http://www.admin.ltu.edu.tw/Home/Index?gpid=67
http://www.admin.ltu.edu.tw/Home/Index?gpid=67
http://ilc.hk.edu.tw/web/acc/9
http://www.pau.com.tw/
http://www.cyut.edu.tw/~incubatr/chhtml/
http://www.cyut.edu.tw/~incubatr/chhtml/
http://iic.thu.edu.tw/
http://www.tari.gov.tw/sub/index17.asp
http://www.tari.gov.tw/sub/index17.asp
http://incubator.shoenet.org.tw/
http://www.bic.fcu.edu.tw/
http://www.puicc.pu.edu.tw/
http://icp.camel.ntupes.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icp.camel.ntupes.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otc.nutc.edu.tw/bin/home.php
http://otc.nutc.edu.tw/bin/home.php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中區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4)2239-051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耕書樓 3 樓 

生物食品科技、醫療照顧 http://rd.ctust.edu.tw/files/11
-1013-144.php 

中區 臺中市 台灣文創企業發展協會 (04) 2299 1562 台中市山西路二段 274 號 2

樓 

原物料優惠、供應商串連、

品牌經營、創意開發 
http://dontworry-tcceda.blogs
pot.tw/p/blog-page_2309.htm
l 

中區 臺中市 光明頂創育智庫 (04)24524969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540 號 10 樓之 1 

 http://ideax.com.tw/ 

中區 臺中市 漢揚創業育成中心 (04)-2238-8835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 631

號 

資金媒合、產業交流、異界

整合 
http://www.hanyang.com.tw/ 

中區 臺中市 TC Incubator 提攜孵化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 中興大學） 

 http://tcincubator.com/ 

東區 宜蘭縣 佛光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3) 931-4782 #201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

257 號 

觀光旅遊,文化創意 http://iic.fgu.edu.tw/main.php  

東區 宜蘭縣 國立宜蘭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3) 933-3889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精緻農業,文化創意,生物科

技 

http://iiic.niu.edu.tw/main.php  

東區 宜蘭縣 蘭陽技術學院創新育成中

心 

(03)-977-1997 分 機 

155, 854 

宜蘭縣頭城鎮復興路 79 號 休閒運動、觀光旅遊、餐飲

服務、創新時尚、數位行

銷、室內設計 

http://bic.fit.edu.tw/Default.a
spx 

東區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3) 863-3987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

號 

生物科技,資訊服務業,文化

創意 

http://c054.ndhu.edu.tw/bin/home.ph

p  

東區 花蓮縣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

研展發展中心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3) 842-3899 #132 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一段

534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文化創

意 

http://www.srdc.org.tw/iic/index.php  

東區 花蓮縣 大漢技術學院創新育成中

心 

(03)8210810 8210882  

8210881 
花蓮縣新城鄉樹人街 1 號 經營管理、創新轉型 http://www02.dahan.edu.tw/

~incubator/index.htm 
東區 花蓮縣 Cre8 hub (03)-8635020 、

(03)-863502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

二段一號(多容館二樓) 

 http://cre8hubndhu.weebly.co
m/ 

東區 花蓮市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 (03)8237637 花蓮市華東 15 號管理大樓 石礦資源、水資源、文化創 http://www.srdc.org.tw/IIC/in

http://rd.ctust.edu.tw/files/11-1013-144.php
http://rd.ctust.edu.tw/files/11-1013-144.php
http://dontworry-tcceda.blogspot.tw/p/blog-page_2309.html
http://dontworry-tcceda.blogspot.tw/p/blog-page_2309.html
http://dontworry-tcceda.blogspot.tw/p/blog-page_2309.html
http://ideax.com.tw/
http://www.hanyang.com.tw/
http://tcincubator.com/
http://iic.fgu.edu.tw/main.php
http://iiic.niu.edu.tw/main.php
http://bic.fit.edu.tw/Default.aspx
http://bic.fit.edu.tw/Default.aspx
http://c054.ndhu.edu.tw/bin/home.php
http://c054.ndhu.edu.tw/bin/home.php
http://www.srdc.org.tw/iic/index.php
http://www02.dahan.edu.tw/~incubator/index.htm
http://www02.dahan.edu.tw/~incubator/index.htm
http://cre8hubndhu.weebly.com/
http://cre8hubndhu.weebly.com/
http://www.srdc.org.tw/IIC/index.php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研究發展中心-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3 樓 意 dex.php 

東區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創新育中心 (089) 355-440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684 號 精緻農業,觀光旅遊,地方特

色產業 

http://incubator.nttu.edu.tw/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創

新育成中心 

(08) 723-8700 

#15405 
屏東市民生東路 51 號 觀光旅遊,資訊服務業,管理

顧問服務業 

http://www.iic.nptu.edu.tw/bin/home

.php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 

(08) 770-3202 #635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生物科技,精緻農業,美食國

際化 

http://incubator.npust.edu.tw  

南區 屏東縣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創新

育成中心 

(08) 882-5001 #2255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

2 號 

生物科技,發明專利產業化,

觀光旅遊 

http://activity.unmmba.gov.tw/NMM

BAIIC  

南區 屏東縣 大仁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8) 762-4002 #1832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 20 號 綠色能源,醫療照護,發明專

利產業化 

http://research.tajen.edu.tw/files/11-1

007-1409.php 

南區 屏東縣 永達技術學院創新育成中

心 

(08) 723-3733 #318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

316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 http://incubator.ytit.edu.tw/bin/home.

php  

南區 屏東縣 美和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8) 778-0735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

23 號 

觀光旅遊,地方特色產業,生

物科技 

http://mit1.meiho.edu.tw/onweb.jsp?

webno=3333332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8) 721 4975 屏東縣林森路 7 號 商管科技、數位內容、教育

人文、文化創意 
http://www.iic.nptu.edu.tw/bi
n/home.php 

南區 屏東縣 屏東縣青年學院 (08) 766 3155 屏東縣康定街 12 號  https://www.facebook.com/yc
pingtung/ 

南區 高雄市 和春技術學院新育成中心 (07) 788-9888 #5011 高雄市大寮區至學路 288 號 觀光旅遊,文化創意,數位內

容 

http://www.iic.fotech.edu.tw/style/  

南區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7) 525-2000 #457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生物科技,文化創意,資訊服

務業 

http://iic.nsysu.edu.tw/bin/home.php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7) 591-9580~4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綠色能源,雲端運算 http://abic.nuk.edu.tw/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育成中

心 

(07) 717-2930 #6631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62 號 生物科技,發明專利產業化 s5@nknucc.nknu.edu.tw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創 (07) 381-4526 #2750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 資訊服務業,地方特色產業, www.incubator.kuas.edu.tw  

http://www.srdc.org.tw/IIC/index.php
http://incubator.nttu.edu.tw/
http://www.iic.nptu.edu.tw/bin/home.php
http://www.iic.nptu.edu.tw/bin/home.php
http://incubator.npust.edu.tw/
http://activity.unmmba.gov.tw/NMMBAIIC
http://activity.unmmba.gov.tw/NMMBAIIC
http://research.tajen.edu.tw/files/11-1007-1409.php
http://research.tajen.edu.tw/files/11-1007-1409.php
http://incubator.ytit.edu.tw/bin/home.php
http://incubator.ytit.edu.tw/bin/home.php
http://mit1.meiho.edu.tw/onweb.jsp?webno=3333332
http://mit1.meiho.edu.tw/onweb.jsp?webno=3333332
http://www.iic.nptu.edu.tw/bin/home.php
http://www.iic.nptu.edu.tw/bin/home.php
https://www.facebook.com/ycpingtung/
https://www.facebook.com/ycpingtung/
http://www.iic.fotech.edu.tw/style/
http://iic.nsysu.edu.tw/bin/home.php
http://abic.nuk.edu.tw/
mailto:s5@nknucc.nknu.edu.tw
http://www.incubator.kuas.edu.tw/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新育成中心 綠色能源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創

新育成中心 

(07) 361-7141 #2318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 號 生物科技 http://web.idv.nkmu.edu.tw/~incubat

or/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中

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07) 601-1000 #1431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 號 綠色能源 http://www.iic.nkfust.edu.tw/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技

術研發暨創新育成中心 

(07) 806-0505 #1411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1 號 觀光旅遊,美食國際化 http://htrii.nkuht.edu.tw/main.php  

南區 高雄市 東方設計學院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7) 693-9676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 110 號 文化創意,設計服務業,智慧

生活 

http://www.tf.edu.tw/  

南區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7) 615-8000 #1805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 號 資訊服務業,設計服務業,創

新時尚紡織 

http://art.iic.stu.edu.tw/  

南區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育成中心 (07) 735-8800 #2446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綠色能源,智慧電動車,工具

機 

http://ord.csu.edu.tw/wSite/lp?ctNod

e=14501&mp=iic  

南區 高雄市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高雄軟

體育成中心 

(07) 962-7199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2號 4

樓 

數位內容,資訊服務業 http://ksi.ites-incubator.net/  

南區 高雄市 義守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7) 657-7711 #2196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

號 

資訊服務業,生物科技 http://www2.isu.edu.tw/site/27/7  

南區 高雄市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創新育成中心 

(07) 351-3121 #3340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 1001

號 

綠色能源,醫療照護 http://www.mirdc.org.tw/  

南區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暨

育成中心 

(07) 781-1151 #6810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51 號 養生照護產業,能源技術服

務業 

http://eri.fy.edu.tw/bin/home.php  

南區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7) 607-7151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1821 號 能源技術服務業,資訊服務

業,生物科技 

www.ic.kyu.edu.tw  

南區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綠色產業中小

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07) 751-3151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 77 號

3 樓 

綠色能源 http://sem.merxmotion.com/motion.a

sp?siteid=100407 

南區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7) 313-8030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生物科技,醫療照護 http://ooiuc.kmu.edu.tw/index.php/zh

-TW/innovation-incubation-center/iic

-intro  

南區 高雄市 高雄市自強創業協會 (07)-3359448 

(07)3359449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路２０３

號３樓 

身心障礙創業 http://www.ccunix.ccu.edu.tw

http://web.idv.nkmu.edu.tw/~incubator/
http://web.idv.nkmu.edu.tw/~incubator/
http://www.iic.nkfust.edu.tw/
http://htrii.nkuht.edu.tw/main.php
http://www.tf.edu.tw/
http://art.iic.stu.edu.tw/
http://ord.csu.edu.tw/wSite/lp?ctNode=14501&mp=iic
http://ord.csu.edu.tw/wSite/lp?ctNode=14501&mp=iic
http://ksi.ites-incubator.net/
http://www2.isu.edu.tw/site/27/7
http://www.mirdc.org.tw/
http://eri.fy.edu.tw/bin/home.php
http://www.ic.kyu.edu.tw/
http://sem.merxmotion.com/motion.asp?siteid=100407
http://sem.merxmotion.com/motion.asp?siteid=100407
http://ooiuc.kmu.edu.tw/index.php/zh-TW/innovation-incubation-center/iic-intro
http://ooiuc.kmu.edu.tw/index.php/zh-TW/innovation-incubation-center/iic-intro
http://ooiuc.kmu.edu.tw/index.php/zh-TW/innovation-incubation-center/iic-intro
http://www.ccunix.ccu.edu.tw/~u8442019/Liren/28.html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u8442019/Liren/28.html 
南區 高雄市 駁二共創基地 (07)222-5136#8567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文創產業、產品設計、出版

產業、視覺傳達設計、廣播

電視 

http://pier2base.tw/ 

南區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5) 271-7293 嘉義市鹿寮裡學府路 300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緻農

業 

http://220.130.241.198/ncyuiic/index

.aspx  

南區 嘉義縣 吳鳳科技大學研發處企業

培育室 

(05) 226-7125 

#21922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 號 

綠色能源,智慧電動車,發明

專利產業化,工具機 

http://www.wfu.edu.tw  

南區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5) 272-0411 

#17401~17406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生物科技,資訊服務業 http://ccuincubat.ccu.edu.tw/  

南區 嘉義縣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中小

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05) 362-2889 #889 嘉義縣樸子市學府路二段 51

號 

觀光旅遊,文化創意,養生照

護產業 

http://iic.toko.edu.tw/bin/home.php  

南區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6) 2422309 台南市永康區尚頂裡南臺街

1 號 

文化創意,資訊服務業,生物

科技 

http://aic.stust.edu.tw/tc/node/aboutr

nd  

南區 臺南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 

(06) 253-0531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529 號 文化創意,設計服務業,生物

科技 

http://incub.rd.tut.edu.tw/  

南區 臺南市 台南數位文創園區 (06) 221-2245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 21 號 文化創意,資訊服務業,設計

服務業 

http://www.tdcp.org.tw/index.php?la

ng=cht  

南區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06) 266-4911 #7200   生物科技,美食國際化 http://www.iic.cnu.edu.tw/?.p=HjZp  

南區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6) 213-3111 #181 台南巿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文化創意,能源技術服務業,

資訊服務業 

http://www.nutn.edu.tw/incubation/i

ndex.htm 

南區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 

(06) 205-9715 #13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綠色能源,文化創意,數位內

容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

IC/ 

南區 臺南市 真理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 

(06) 570-0800 台南市麻豆區北勢裡北勢寮

70-11 號 

精緻農業,觀光旅遊,文化創

意 

http://iic.mt.au.edu.tw/  

南區 臺南市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科育

成中心 

(06) 505-3922 台南市南部科學園區南科二

路 12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智慧生

活 

http://www.siat.nat.gov.tw  

南區 臺南市 經濟部水利署國立成功大 (06) 237-1938 #632 台南市安南區安明路三段 發明專利產業化 http://km.wpeiic.ncku.edu.tw/  

http://www.ccunix.ccu.edu.tw/~u8442019/Liren/28.html
http://pier2base.tw/
http://220.130.241.198/ncyuiic/index.aspx
http://220.130.241.198/ncyuiic/index.aspx
http://www.wfu.edu.tw/
http://ccuincubat.ccu.edu.tw/
http://iic.toko.edu.tw/bin/home.php
http://aic.stust.edu.tw/tc/node/aboutrnd
http://aic.stust.edu.tw/tc/node/aboutrnd
http://incub.rd.tut.edu.tw/
http://www.tdcp.org.tw/index.php?lang=cht
http://www.tdcp.org.tw/index.php?lang=cht
http://www.iic.cnu.edu.tw/?.p=HjZp
http://www.nutn.edu.tw/incubation/index.htm
http://www.nutn.edu.tw/incubation/index.htm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IC/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IC/
http://iic.mt.au.edu.tw/
http://www.siat.nat.gov.tw/
http://km.wpeiic.ncku.edu.tw/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學水利產業知識化育成中

心 

500 號 5 樓 

南區 臺南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

驗所創新育成中心 

(06) 591-1211 #340 台南市新化區牧場 112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 http://incubator.tlri.gov.tw  

南區 臺南市 遠東科技大學精密機械創

新育成中心 

(06) 597-9566 #7256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 號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緻農

業 

http://www.feu.edu.tw/adms/iac/crea

t/big5/index.asp  

南區 臺南市 長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6) 278-5123 #1616 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 文化創意,醫療照護 http://sites.cjcu.edu.tw/coii/home.ht

ml  

南區 臺南市 南星創業加速器 rocket@ssxelerator.c

om 
大學路 18 巷 18 號東區台南

市 

智能軟體、醫療健康、互聯

網應用 
http://www.ssxelerator.com/in
dex.php 

南區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

學院文創育成與研發中心 

06-2360426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規劃

與設計學院耐震擴建教學大

樓 6 樓 (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

路一號) 

文創企業、文化產業 http://ccirdc.cpd.ncku.edu.tw/
cht/ 

南區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

心 

06-2757575 #81315 台南市大學路 1 號勝利校區

K 館後棟 3F 

專利盤點、市場調查、技術

鑑價 
http://ttbic.rsh.ncku.edu.tw/bi
n/home.php 

南區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創新創業辦

公室 

(06)236-0524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勝利

校區 K 館後棟三樓 

電資創新、生醫科技 http://startup.ncku.edu.tw/ 

南區 臺南市 台南青年創業基地 BIG O2 (06) 632 1859 台南巿新營巿中正路 23 號之

1 

青年農業、文化創意、數位 https://www.facebook.com/%
E5%8F%B0%E5%8D%97%E9%
9D%92%E5%B9%B4%E5%89%
B5%E6%A5%AD%E5%9F%BA%
E5%9C%B0BIG-O2-677715108
996254/timeline 

南區 臺南市 南方創客基地 06-6356583 ; 

06-6354697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32 號 農村改造、社會設計 https://southmaker.wda.gov.t

w/cht/index.php?code=list&id
s=2 

離島 金門縣 金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082) 313-733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 號 觀光旅遊,文化創意 http://www.nqu.edu.tw/cht/index.php

?  

http://incubator.tlri.gov.tw/
http://www.feu.edu.tw/adms/iac/creat/big5/index.asp
http://www.feu.edu.tw/adms/iac/creat/big5/index.asp
http://sites.cjcu.edu.tw/coii/home.html
http://sites.cjcu.edu.tw/coii/home.html
http://www.ssxelerator.com/index.php
http://www.ssxelerator.com/index.php
http://ccirdc.cpd.ncku.edu.tw/cht/
http://ccirdc.cpd.ncku.edu.tw/cht/
http://ttbic.rsh.ncku.edu.tw/bin/home.php
http://ttbic.rsh.ncku.edu.tw/bin/home.php
http://startup.nck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5%9F%BA%E5%9C%B0BIG-O2-677715108996254/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5%9F%BA%E5%9C%B0BIG-O2-677715108996254/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5%9F%BA%E5%9C%B0BIG-O2-677715108996254/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5%9F%BA%E5%9C%B0BIG-O2-677715108996254/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5%9F%BA%E5%9C%B0BIG-O2-677715108996254/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5%8D%97%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5%9F%BA%E5%9C%B0BIG-O2-677715108996254/timeline
https://southmaker.wd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2
https://southmaker.wd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2
https://southmaker.wd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2
http://www.nqu.edu.tw/cht/index.php
http://www.nqu.edu.tw/cht/index.php


 

區域 縣市 育成中心/加速器名稱 電話 地址 培育領域 網址 

成中心 

離島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島嶼產

業科技創新育成中心 

(06) 926-4115 #1712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 精緻農業,觀光旅遊,文化創

意 

http://incubation.npu.edu.tw/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http://incubation.npu.edu.tw/


 

 

四、海外資金與資源取得管道 

(一)利用國內資源取得海外連結的一覽表 

活動/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海外連結型態 概述 

新興產業加速育成計畫 

http://sta.sme.gov.tw/ 

 

經 濟 部 中 企

處、資訊工業策

進會、國立交通

大學 

資金媒合(海外募資) 

引入國際專業知識 

參與海外競賽或活動 

國際行銷拓展 

• 推薦優質企業參與國際創業競賽、國際知名加速器、群眾募

資平臺、創櫃板、創業天使計畫等，串連國內外早階投資資

金。 

• 邀請美國矽穀顧問專家來台辦理募資簡報培訓 

• 遴選優秀與有意願之企業，參加各項海外商機對接活動。 

• 連結加速器網絡與育成平臺，協助企業建立之全球合作夥伴

關係，迅速引導發展在地市場業務，促成全球經營佈局與市

場軟著陸。 

• 協助優質且有意願之企業參與各項行銷展演活動與媒合會。 

APEC 創業挑戰賽 

http://www.apecaccelerat
or.org/ 

經 濟 部 中 企

處、台經院 

參與海外競賽或活動 可進軍美國參與相關挑戰賽/活動 

FITI 創新創業激勵競賽 

 

科技部、國研院 引入國際專業知識 矽穀創投家經驗傳承、業師網絡連結 

矽穀科技創業培訓計畫 

http://svtp.stpi.narl.org.tw/ 

科技部、國研院 參與海外競賽或活動 甄選團隊赴美接受矽谷知名創業「加速器」，為期 2 週的專業

訓練 

http://sta.sme.gov.tw/
http://www.apecaccelerator.org/
http://www.apecaccelerator.org/


 

活動/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海外連結型態 概述 

IDEAS SHOW 

http://www.ideas-show.org

.tw/ 

 

經 濟 部 商 業

司、資策會創新

應用服務研究

所 

參與海外競賽或活動 

國際行銷拓展 

吸引海外投資人參與國

內活動 

• 海外參展，輔導參與國外創業競賽 

• 邀集國內外媒體、知名創業家、國內企業大廠、天使及創投

業者蒞臨現場 

• 協助國內網創團隊進行國際業務推展 

創業拔萃方案投資計畫 國發會 資金媒合(引入) 參與投資創投基金，包括美國矽谷知名創投 500Startups 集團、

台美合資的「華美科技創業投資基金」、美國矽穀 TransLink 

Management 及台灣宏誠創投公司共同成立的「TransLink 

CapitalPartners」。 

亞太創業競賽 

http://www.tvca.org.tw/20

14AsiaEC/ 

或 見

http://www.startup.taipei/c

oach/1554 

最新活動訊息 

臺北市政府產

發局/創業服務

辦公室 

參與海外競賽或活動 可前往芬蘭參與 Slush Event 

企業永續創業競賽 

http://www.esica-mba.tw/ 

 

政治大學 海外參訪 滙豐永續發展獎：1 隊，頒給獎狀及補助全額海外研習獎學金

(以每人 12 萬元為上限)。陶氏永續創新獎：1 隊，頒給獎狀及

補助全額海外研習獎學金(以每人 12 萬元為上限)。 

YEF 國際青年創業領袖

計畫 

http://www.entrepreneursh

ip.net.tw/ 

時代基金會 海外參訪 提供台灣學生建立國際網絡、國際觀的學習平臺，經由長達

6~10 個月的模擬實務學習，遴選出 17 名學子，前往海外創業

聖地學習，參訪國際知名學府、全球知名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跨國智庫，及非營利組織。 

http://www.ideas-show.org.tw/
http://www.ideas-show.org.tw/
http://www.tvca.org.tw/2014AsiaEC/
http://www.tvca.org.tw/2014AsiaEC/
http://www.startup.taipei/coach/1554
http://www.startup.taipei/coach/1554
http://www.esica-mba.tw/
http://www.entrepreneurship.net.tw/
http://www.entrepreneurship.net.tw/


 

活動/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海外連結型態 概述 

TiC100 智慧城市與物聯

網經營模式競賽 

http://www.tic100.org.tw/r

ules/ 

 

研華文教基金

會 

海外參訪 企業冠軍及校園自命題總決賽團隊，共 12 隊；有免費出國參

訪機會，但須與 YEF 學生共同角逐機會。 

藍天計畫 

https://www.facebook.com

/acerbluesky 

宏碁、之初創投 海外參訪 帶領新創團隊參與國際型科技聚會。 

台灣創新業中心選拔-新

創公司/團隊赴矽穀 

http://www.tiectw.com/chi

/activity/apply.aspx 

科技部、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海外參訪 選拔台灣具有國際市場發展潛力的新創公司/團隊，前往世界創

新創業聖地－矽穀，透過國際接軌，獲取國際資源，進行創業，

也使新創公司/團隊能與各國最優秀的新創公司/團隊交流，相

互激盪，瞭解新技術的發展並提升團隊的市場商業化能力。 

AIESEC 海外青年創業計

畫 

http://aiesec.org.tw/%E6%

B5%B7%E5%A4%96%E

9%9D%92%E5%B9%B4

%E5%89%B5%E6%A5%

AD%E8%A8%88%E7%9

5%AB/ 

AIESEC 海外參訪實習 AIESEC 提供六到十二週海外青年創業計畫，幫助青年到海外

創業團隊中，學習運營方式和文化，累積能量後開創自己的新

創團隊或成為擁有創業家精神之青年。 

42 Beta Accelerator 

http://www.startupstadium

.tw/42-beta-accelerator/ 

台灣新創競技

場 

引入國際專業知識 

國際行銷拓展 

由 15 位以上陣容堅強的重量級專家與國際創業家，透過一對

一指導、主題分享、工作坊、與專業諮詢，親自傳承與指導海

內外早期創業計劃的構思、呈現、商業模式。 

http://www.tic100.org.tw/rules/
http://www.tic100.org.tw/rules/
https://www.facebook.com/acerbluesky
https://www.facebook.com/acerbluesky
http://www.tiectw.com/chi/activity/apply.aspx
http://www.tiectw.com/chi/activity/apply.aspx
http://aiesec.org.tw/%E6%B5%B7%E5%A4%96%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8%A8%88%E7%95%AB/
http://aiesec.org.tw/%E6%B5%B7%E5%A4%96%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8%A8%88%E7%95%AB/
http://aiesec.org.tw/%E6%B5%B7%E5%A4%96%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8%A8%88%E7%95%AB/
http://aiesec.org.tw/%E6%B5%B7%E5%A4%96%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8%A8%88%E7%95%AB/
http://aiesec.org.tw/%E6%B5%B7%E5%A4%96%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8%A8%88%E7%95%AB/
http://aiesec.org.tw/%E6%B5%B7%E5%A4%96%E9%9D%92%E5%B9%B4%E5%89%B5%E6%A5%AD%E8%A8%88%E7%95%AB/
http://www.startupstadium.tw/42-beta-accelerator/
http://www.startupstadium.tw/42-beta-accelerator/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二)美國重要的創業競賽一覽表 

編號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1 Global Startup Battle 

http://www.globalstartupb

attle.co/ 

 

全球創業週相關活

動，在全球各城市舉

辦大型創業競賽 

N/A 兩種參加方式: 

 參加全球創業週，和評審進行

90 秒公司簡介，前三名可代表

地區參賽 

 根據不同參賽類別，預先繳交簡

介影片，直接進行比賽 

 業師輔導及創業所需相

關服務或支援 

 媒體曝光 

2 Get in the Ring 

http://www.creativebusin

esscup.com/ 

 

全球創業週相關活

動，在全球各城市舉

辦大型創業競賽 

N/A  線上報名 

 8 年以內具創新與可規模化的商

業模式 

 業師輔導及創業所需相

關服務或支援 

 媒體曝光 

3 Startup Open 2015 

http://startupopen.com/ 

 

全球創業週相關活

動，在哥倫比亞舉辦 

N/A  線上報名 

 成立超過 18 個月的公司不得報

名 

 業師輔導 

 國際級 Road Show，獲得

與其他新創團隊、投資

者、業界領袖交流機會 

4 Startup Battlefield 

http://techcrunch.com/star

tup-battlefield/ 

 

TechCrunch 相關創業

競賽，至 2015 年 5 月

已累積 543 家公司參

加，總共募得 52 億美

金，67 家公司完成退

場 

2007  配合 TechCrunch 每年舉辦的 3

場 的 Disrupt 展 演 活 動 與

Hackathon，邀請 15-30 個團隊進

入角逐 

 50,000 美元 

 獲得與其他新創團隊、

投資者交流機會 

5 MassChallenge Startup 

Accelerator 2015 
最大新創加速器，特

別針對種子期及初階

2010 種子期貨初階新創企業—不限國家

地區（需競賽期間簽證等相關證

10 萬美元補助 

http://www.globalstartupbattle.co/
http://www.globalstartupbattle.co/
http://www.creativebusinesscup.com/
http://www.creativebusinesscup.com/
http://startupopen.com/
http://techcrunch.com/startup-battlefield/
http://techcrunch.com/startup-battlefield/
http://masschallenge.org/
http://masschallenge.org/


 

編號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http://masschallenge.org/a

ccelerator 

 

創業 明），募資金額 50 萬美元以下、年

營收未滿 100 萬美元 

6 IBM Smart Camp 

http://ibmsmartcamp.com

/ 

 

IBM PartnerWorld 主

辦，將在全球八個國

家舉辦 

2010  科技產業初階新創企業 

 創立五年以下 

 業師輔導、天使投資網

絡、媒體曝光、市場行

銷支援 

 當地優勝可參加地區競

賽、最後是全球競賽 

7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Startup 

Challenge 

http://aws.amazon.com/st

art-ups/?nc2=h_ls 

 

Amazon Web Services

針對大數據、雲端運

算、消費及商業應用

程式等產業所舉辦 

2007  18 歲以上，年營收（毛利）在

1000 萬美元以下 

 所募資金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須為 Amazon 公佈相關產業 

 各項類別優勝可得 5 萬

美元獎金，5 萬 AWS 紅

利積點 

 優勝可獲得一年的營運

支援以及線上業師輔導

課程 

 媒體曝光 

8 Innotribe Startup 

Challenge 2015 

http://innotribe.com/startu

p-challenge/ 

 

針對金融服務產業 2009 不限地區，創業三年以下，營收 100

萬美元以下 

價值 5 萬美元獎項 

9 CIMA Global Business 

Challenge 2015 

http://www.cimaglobal.co

m/ 

 

全球商業菁英挑戰

賽，由渣打俱樂部和

巴克萊共同主辦 

N/A 僅限大學生（地區不限） 現金及同值獎項 

1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odel Competition 
協助修改商業模式、 2011 2 到 5 位在學學生 25,000 美元現金以上 

http://masschallenge.org/accelerator
http://masschallenge.org/accelerator
http://ibmsmartcamp.com/
http://ibmsmartcamp.com/
http://aws.amazon.com/start-ups/?nc2=h_ls
http://aws.amazon.com/start-ups/?nc2=h_ls
http://innotribe.com/start-challenge/
http://innotribe.com/start-challenge/
http://innotribe.com/startup-challenge/
http://innotribe.com/startup-challenge/
http://www.cimaglobal.com/Events-and-cpd-courses/globalbusinesschallenge/
http://www.cimaglobal.com/Events-and-cpd-courses/globalbusinesschallenge/
http://www.cimaglobal.com/
http://www.cimaglobal.com/
http://businessmodelcompetition.com/
http://businessmodelcompetition.com/


 

編號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http://www.businessmode

lcompetition.com/ 

 

落實營運計畫 

11 LAUNCH Festival 

http://www.launchfestival

.com/ 

 

科技產業新創競賽 2007 N/A 最高 25 萬美元 

12 New Venture 

Championship 

http://www.bizplancompe

titions.com/browse/?c_url

=http://nvc.uoregon.edu/ 

模仿籌資的現實環境 N/A 須為研究生 60,000 美元以上獎金 

13 Challenge Cup 

http://www.1776.vc/chall

enge-cup/ 

 

進行三階段的篩選競

賽，尋求具高度發展

性能解決時代重大挑

戰的新創企業 

N/A 募資金額及營業收入須 250 萬美元

以下 

總額 100 萬美元以上獎金 

14 2016 ARCH GRANTS 

GLOBAL STARTUP 

COMPETITION 

http://app2.pitchburner.co

m/s1/site/ArchGrants 

尋求具創新及初具規

模的企業，欲設立總

部在密蘇裡州聖路易

士 

N/A 18 歲以上 

團隊最少一個創辦人需擁有全職工

作 

50,000 美元獎金 

15 World Cup Tech 

Challenge 2016 

http://www.worldcuptech.

com/ 

 

由 Silicon Valley 

Forum 舉辦，尋找欲

全球發展初具規模的

新創公司 

N/A 商品服務已上市 

但未在 June 1st, 2016前推展至全球

市場 

 

 業師一對一輔導及創業

所需相關服務或支援 

 

16 Wall Street Journal – 

WSJDLive Global 
由華爾街日報舉辦 N/A 募資金額需 500 萬美金以下 媒體曝光度 

http://www.businessmodelcompetition.com/
http://www.businessmodelcompetition.com/
http://www.launchfestival.com/
http://www.launchfestival.com/
http://www.bizplancompetitions.com/browse/?c_url=http://nvc.uoregon.edu/
http://www.bizplancompetitions.com/browse/?c_url=http://nvc.uoregon.edu/
http://www.bizplancompetitions.com/browse/?c_url=http://nvc.uoregon.edu/
http://www.1776.vc/challenge-cup/
http://www.1776.vc/challenge-cup/
http://app2.pitchburner.com/s1/site/ArchGrants
http://app2.pitchburner.com/s1/site/ArchGrants
http://www.worldcuptech.com/
http://www.worldcuptech.com/


 

編號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Startup Competition 2016 

http://www.alphagamma.

eu/entrepreneurship/wsjdl

ive-global-startup-compet

ition-2016/ 

邀請參加制 與全球 500 大企業 CEO 交

流 

17 Aging2.0's 2016 Global 

Startup Search 

http://www.aging2.com/g

ss/ 

提供機會給予著重老

化問題，並具規模的

新創企業拓展至國際

舞臺 

N/A 募資金額/營收需 300 萬美金以下 媒體曝光度 

2,500 美元獎金 

18 Global Innovation in 

Sports – Startup Awards – 

Rio 2016 

http://rio2016.hype-found

ation.org/ 

針對運動相關產業， 

71,000 參賽者橫跨 46

國，決賽將在 2016 裡

約奧運會上舉辦 

N/A N/A 媒體曝光 

接觸重要投資人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http://www.alphagamma.eu/entrepreneurship/wsjdlive-global-startup-competition-2016/
http://www.alphagamma.eu/entrepreneurship/wsjdlive-global-startup-competition-2016/
http://www.alphagamma.eu/entrepreneurship/wsjdlive-global-startup-competition-2016/
http://www.alphagamma.eu/entrepreneurship/wsjdlive-global-startup-competition-2016/
http://www.aging2.com/gss/
http://www.aging2.com/gss/
http://rio2016.hype-foundation.org/
http://rio2016.hype-foundation.org/


 

 

(三)歐洲重要的創業競賽一覽表 

編號 國家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1 歐洲 ChallengeUP 2015 

http://challengeup.eu/ 

 

由 Intel, Cisco and Deutsche 

Telekom 合作以 IOT 為主題

的創業競賽 

 

2015 限歐洲、中東、

非洲與俄羅斯新

創企業參與 

提供參加競賽的旅費與住

宿費，獲獎者可獲得業師商

品化上市的輔導、全球技術

專家的網路以及可能來自
Intel, Cisco and Deutsche 

Telekom 投資 

2 英國/法

國 

Leweb Paris/London 

Startup Competition 

http://leweb.co/startup

-competition/ 

兩年舉辦一次，以數位科技產

業為主，為歐洲最知名科技創

業挑戰賽 

2004 新創企業三年以

下，募資額未滿

150 萬美元，提供

B2B/B2C 服務

（不限產業） 

N/A 

3 法國 Hello Tomorrow 

Challenge 

http://hello-tomorrow.

org/ 

 

全球新創企業挑戰賽（科技

業） 

N/A 新創企業兩年以

下，所募資金 25

萬歐元以下 

10 萬歐元補助 

4 德國 The Pirate Summit 

http://piratesummit.co

m/en/piratesummit-20

15 

 

全歐洲最盛大、充滿創意及活

力的創業挑戰賽 

2010 N/A 2 萬歐元、資深創業家輔

導、天使網絡 

5 德國 Startup Camp Berlin 

http://startupcamp.co/ 
德國柏林最大的早期階段新

創企業創業競賽 

2014 N/A N/A 

http://challengeup.eu/
http://paris.leweb.co/programme/startup-competition
http://paris.leweb.co/programme/startup-competition
http://leweb.co/startup-competition/
http://leweb.co/startup-competition/
http://hello-tomorrow.org/challenge/
http://hello-tomorrow.org/challenge/
http://hello-tomorrow.org/
http://hello-tomorrow.org/
http://piratesummit.com/en/piratesummit-2015
http://piratesummit.com/en/piratesummit-2015
http://piratesummit.com/en/piratesummit-2015
http://startupcamp.co/


 

編號 國家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6 芬蘭 Slush 

http://www.slush.org/ 

http://whitebull.com/e

vent/techchampions-2

015-helsinki 

由非營利組織發起，鼓勵科技

創業，參賽者來自全球 80 個

國家，超過 1 萬名 

2008 N/A 25 萬歐元 

7 歐洲 TechChampions 

2015 – Helsinki 

http://whitebull.com/
event/techchampions
-2015-paris 
 

每年在歐洲不同國家舉辦高

峰會議，會中包含創業競賽 

2014 限歐盟國家的新

創企業 

獲得網絡人脈、提升知名度 

8 歐盟 Tech5 

http://thenextweb.co
m/tech5/ 
 

為歐洲線上競賽，只要在尋找

歐洲高成長的科技公司，前 5

名可至 TNW Conference 

Europe 中向投資人發表與募

資 

2013 限總部在歐洲的

公司，程利時間

在 5 年內且 2014

年營收超過 20萬

歐元，已有自我

產品與市場 

- 

9 英國 The Pitch 2015 

http://www.thepitch.u

k/ 

英國最大創業競賽 2008 N/A 多項創業/諮詢等服務 

10 英國 Re.Work 

https://www.re-work.c

o/tech 

 

數位科技、物聯網、生技醫藥

為主 

N/A N/A 業師輔導、天使網絡 

11 歐洲 Intel Business 

Challenge Europe 

https://workshop.intel.

以網路、電信、科技等技術產

品為導向，比賽共分為三階段

（線上申請/歐洲/加州比賽） 

2006 須為歐盟居民/公

民，否則須在競

賽期間申請有效

業師輔導、資源輔助、天使

投資人以及成功企業家建

立網絡 

http://www.slush.org/
http://www.slush.org/
http://whitebull.com/event/techchampions-2015-helsinki
http://whitebull.com/event/techchampions-2015-helsinki
http://whitebull.com/event/techchampions-2015-helsinki
http://whitebull.com/event/techchampions-2015-paris
http://whitebull.com/event/techchampions-2015-paris
http://whitebull.com/event/techchampions-2015-paris
http://thenextweb.com/tech5/
http://thenextweb.com/tech5/
http://www.thepitchuk.com/
http://www.thepitch.uk/
http://www.thepitch.uk/
https://www.re-work.co/tech
https://www.re-work.co/tech
https://workshop.intel.com/Intel_Business_Challenge-Europe_2014/


 

編號 國家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com/Intel_Business_C

hallenge-Europe_2014

/ 

 

過去 8 年裡投資 5600 萬美元

在新創團隊上，成功扶植 166

個團隊，其中 57%的產品仍在

市場流通，39%現為一流企業 

簽證 

須為大學生或研

究生，或畢業四

年以內的畢業

生，年齡介於

18-34 歲之間 

新創企業三年以

下 

可至美國矽穀參訪，並與知

名投資人交流互動 

12 愛爾蘭 The Summit （Web 

Summit） 

https://websummit.net

/ 

 

以科技業為主的網路高峰

會，與會者超過 2 萬名 

2010 新創企業三年以

下，募資金額未

滿 300 萬歐元 

現金、全額補助參另美國

（Collision）及亞洲（Rise）

創業高峰會 

13 瑞士 Seedstars World 

http://www.seedstarsw

orld.com/ 

 

 透過創業及投資降低全球

失業率，創業競賽主要在

全球新興國家或市場舉辦 

N/A  線上申請，預

先獲選 /受邀

的新創企業才

可參加 

 各地區優勝團隊可到瑞

士與歐洲一流投資人交

流會面 

 可獲得價值 50 萬美元的

股權投資 

 媒體曝光 

 策略聯盟機會 

14 歐洲 Pioneers Challenge 

The Battle of the 

Ecosystems 

 

https://pioneers.io/fest

ival2016/pioneers500/

 以七大主題為主：金融服

務、業務及生產力、材料

製造、能源及公共事業、

生活型態與娛樂、交通運

輸、農業及生命科學。 

N/A  募資金額未達

300 萬歐元 

 媒體曝公 

 獲得資深公司投資及合

作 

 

https://workshop.intel.com/Intel_Business_Challenge-Europe_2014/
https://workshop.intel.com/Intel_Business_Challenge-Europe_2014/
https://workshop.intel.com/Intel_Business_Challenge-Europe_2014/
http://summitdublin.com/startups/alpha
https://websummit.net/
https://websummit.net/
http://www.seedstarsworld.com/
http://www.seedstarsworld.com/
https://pioneers.io/festival2016/pioneers500/#challenge
https://pioneers.io/festival2016/pioneers500/#challenge


 

編號 國家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challenge 

15 歐洲 BETAPITCH | 2016 

http://www.betapitch.

net/ 

由 betahaus 舉辦的全球性競

賽，目前有十個城市的參賽

者。 

N/A N/A  德國柏林參訪之旅 

 參加十月中旬的全球投

資日 

 業師輔導及創業所需相

關服務或支援 

 

16 西班牙 BBVA OPEN 

TALENT 

http://www.centrodein

novacionbbva.com/en/

opentalent 

以金融新創為主軸，進行多輪

的競賽。 

2009  商品已有測

試版 

 在 2012年一

月以後創立 

 募資 250 萬

歐元以下 

 營收 150 萬

歐元以下 

 總額 180,000 歐元獎金 

 業師輔導及與 BBVA 合

作專案機會 

 一周的馬德里參訪機會 

17 德國 Be.Project 

http://www.bearingpoi

nt.com/en/careers/stud

ents-graduates/beproje

ct/ 

由 BearingPoint 主辦，針對

德國、瑞士、匈牙利的學生舉

辦的新創競賽 

  須為在校學

生 

 8,000 歐元獎金 

 一年期 BearingPoint 的輔

導諮詢 

18 歐洲 Women Startup 

Competition Europe 

http://www.womenstar

tupcompetition.com/ 

專屬於女性創業者的競賽   50%以上主

要創辦者為

女性 

 在布達佩斯 2 個月免費

的辦公室 

 獲得 500,000 歐元的投資

機會 

 Apple 的產品 

19 歐洲 THE GREEN ALLEY 世界上第一個國際級專注於   符合參賽領  業師輔導 

https://pioneers.io/festival2016/pioneers500/#challenge
http://www.betapitch.net/
http://www.betapitch.net/
http://www.centrodeinnovacionbbva.com/en/opentalent
http://www.centrodeinnovacionbbva.com/en/opentalent
http://www.centrodeinnovacionbbva.com/en/opentalent
http://www.bearingpoint.com/en/careers/students-graduates/beproject/
http://www.bearingpoint.com/en/careers/students-graduates/beproject/
http://www.bearingpoint.com/en/careers/students-graduates/beproject/
http://www.bearingpoint.com/en/careers/students-graduates/beproject/
http://www.womenstartupcompetition.com/
http://www.womenstartupcompetition.com/


 

編號 國家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AWARD 

http://green-alley-awa

rd.com/ 

綠能科技的創新競賽 域  在環境能源產業與專業

人士建立連結 

 7,000 歐元獎金 

 為期 6 個月的免費辦公

室 

20 歐洲 European Startup Tour 

http://www.startuptour

.eu/ 

橫跨 7國 25城市 1000個專案

以上的大型競賽 

    線上諮詢服務 

 

21 歐洲 Mektory Startup 

Competition 

http://www.ttu.ee/proj

ects/mektory-eng/busi

ness-model-competiti

on-3/ 

目標為全球的學生 2011  全球學生(大

專 、 研 究

所、博士班) 

 矽穀參訪行程 

 一年期免費使用辦公室 

22 英國 VISA EUROPE 

COLLAB’S 

STARTUP 

COMPETITION 

http://theacceleratorne

twork.com/visa-collab

-startup-competition/ 

以數位科技、資料處理、團體

行動支付三大主軸作為競賽

主題 

  參訪行程 

最 終 獲 勝 者 能 與 Visa 

Europe Collab 共同執行計

畫 

 

23 歐洲 The European 

EuroCloud Award 

2016 

https://www.eurocloud

.org/award.html 

以雲端服務科技為主軸 2014 商品上市三年以

內 

 

 

24 

 
丹麥 UNIVERSITY 

STARTUP WORLD 
橫跨 55個國家約 40萬學生參  1. 團隊內至少 提供免費協助資源 

http://green-alley-award.com/
http://green-alley-award.com/
http://www.startuptour.eu/
http://www.startuptour.eu/
http://www.ttu.ee/projects/mektory-eng/business-model-competition-3/
http://www.ttu.ee/projects/mektory-eng/business-model-competition-3/
http://www.ttu.ee/projects/mektory-eng/business-model-competition-3/
http://www.ttu.ee/projects/mektory-eng/business-model-competition-3/
http://theacceleratornetwork.com/visa-collab-startup-competition/
http://theacceleratornetwork.com/visa-collab-startup-competition/
http://theacceleratornetwork.com/visa-collab-startup-competition/
https://www.eurocloud.org/award.html
https://www.eurocloud.org/award.html


 

編號 國家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CUP 

http://universityworld

cup.com/ 

加的國際競賽 有一位在學

學生 

2. 募資金額 25

萬美元以下 

 

2.業師輔導 

3.國際網絡交流 

 

 

25 歐洲 ClimateLaunchpad 

2016 

http://climatelaunchpa

d.org/competition2016

/ 

 

以環保、綠能為主題，與環境

氣候相關 

 1. 創立未滿一

年 

2. 募資 20 萬歐

元以下 

3. 商品尚未販

賣及上市 

1. 獲得加速器輔導 

2. 冠軍獎金 10,000 歐元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http://universityworldcup.com/
http://universityworldcup.com/
http://climatelaunchpad.org/competition2016/
http://climatelaunchpad.org/competition2016/
http://climatelaunchpad.org/competition2016/


 

(四)亞洲重要的創業競賽一覽表 

編號 國家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1 新加坡 Echelon Satellite 

Echelon 亞洲創業之星大

賽 

新加坡媒體 e27 從 2010年開始在亞

洲舉辦為期兩天的 Echelon 創業競

賽。主要競賽開始前，Echelon 先在

亞洲各地舉辦 11 場巡迴前哨賽

（Satellites：馬來西亞、香港、泰國、

日本、菲律賓、台灣、印尼、新加

坡、韓國、越南與澳州），最後從中

選出了十個最具潛力的新興創業團

隊，在大會首日於新加坡總站展開

每組五分鐘的提案發表（pitch），最

後選出 Echelon 年度創業之星大獎

（Most Promising Startup），頒以豐

富的獎金 

2010  提交申請的團隊必

須在亞洲登記為公

司，並且不能以過去

曾在 Echelon 上發表

過的產品/服務參賽。 

Echelon 亞洲創業之星大賽總冠

軍可獲得 90 萬美金的資金挹注 

2 日本 Global Brain Alliance 

Forum （GBAF） 

-World Ventures Pitch 

Battle 世界風投創業競賽 

為日本 Global Brain 公司成立的

Global Brain Alliance Forum 

（GBAF），為全球創業者與投資者

聚會論壇，會中將有從亞洲各大創

業大賽首獎所精選出的十個團隊，

競逐世界風投創業競賽首獎 

2007 由Global Brain 公司

亞洲各大創業大賽

首獎所精選出的十

個團隊參加 

- 

3 韓國 Startup Nations Summit 

由韓國銀行圈青年創業

財團（Banks Foudation for 

Young Enterpreneurs）主

辦，銀行圈青年創業財團

由韓國全國銀行聯合會

與 20 個金融機構合作

出資成立，在三年內出資

五千億韓元，促進青年創

該組織以 Coworking、Incubating、

Networking 融合模式與韓國金融

機關及各大銀行擁有的資源，辦理

創業聚會、提供工作空間、辦理創

業高峰會議。每年約有來自 40 個國

家超過 1,000 參與創業高峰會議，

包括創業者、投資人、政策制訂者

與促進組織等。除了進行促進創業

2012 N/A 首獎可獲得 10 萬美金現金 



 

編號 國家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業。 經驗分享、演講與討論外，還涵蓋

世界創業競賽活動，所有參賽者提

供線上簡報，放在競賽網頁，由登

記的投票人進行票選，選出準決賽

的團隊，再舉辦準決賽與決賽，請

入選團隊現場發表，選出首獎。 

4 中國大陸 TechCrunch China：

Shanghai, Beijing（北京創

業競賽） 

TechCrunch China 和 TechNode 共同

主辦 TechCrunch Beijing， 

亞太區總共有超過 200 個團隊發表

行動和硬體技術，選出 15 強前進北

京比賽，比賽的第一天就選出 5 強

進入總決賽，各入選團隊必需用英

文進行 6 分鐘的 pitch，並有 3 分鐘

的評委 Q&A。 

2013 N/A  首獎可以參加兩個全球創業比

賽，包括 11 月到韓國參加 Startup 

Nations Summit World Startup 

Competition，以及 12 月到日本參

加 Global Brain Alliance Forum。 

5 中國大陸 中國創新創業大賽 中國創新創業大賽」已經連續舉辦

3 屆，是由中國大陸科技部，教育

部，財政部和中國工商聯共同指導

舉辦的大陸規格最高的創新創業競

賽。此前三屆競賽共有 31,784 家團

隊參加，通過競賽平臺獲得資本融

資約 300 億元人民幣。（大陸官方網

址：  

http://www.chinatorch.gov.cn  ） 

    2014 年作為台灣唯一主辦方，

「ACE 傑青會」承辦了第三屆競賽

港澳臺賽區暨首屆兩岸四地大學生

創新創業大賽（以下簡稱競賽）。兩

岸四地共有 33所大專院校的 160支

團隊報名參加比賽。其中通過「ACE

傑青會」報名參加的團隊多達近 80

2012  大學團隊組： 

廣東省、臺灣、香

港、澳門在讀大學

生、研究生及以上

（碩士、博士、博士

後）。 

在 2015 年 6 月 15 日

前尚未在國內註冊

成立企業的、擁有科

技創新成果和創業

計畫的創業團隊（如

海外留學回國創業

人員、進入創業實施

階段的優秀科技團

隊、大學生創業團隊

等）。 

 大專院校團隊組： 

一等獎 1 名，獎金人民幣 15 萬元

整。 

二等獎 2 名，獎金人民幣 8 萬元

整（每名）。 

三等獎 3 名，獎金人民幣 5 萬元

整（每名）。 

 社會企業組： 

一等獎 1 名，獎金人民幣 15 萬元

整。 

二等獎 1 名，獎金人民幣 8 萬元

整。 

三等獎 1 名。獎金人民幣 5 萬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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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ACE 傑青會」組織的這些台

灣參賽團隊更是囊括此次競賽企業

組的一二三等獎，大學生團隊的二

三等獎和優勝獎，合共獲得獎金總

額超過百萬人民幣。 

基於去年競賽的成功舉辦，前述大

陸主辦單位在廣東省設立了「2015

年第四屆中國創新創業大賽港澳臺

賽暨第二屆兩岸四地大學生創新創

業大賽」之獨立賽區，使得此次兩

岸競賽之規格再次升級。 

核心團隊成員不少

於 3 人；其中至少 2

人為 2015 年正式註

冊之在校大學生。 

計畫賽後 6個月內在

國內註冊成立企業。 

參賽專案的產品、技

術及相關專利歸屬

參賽團隊，與其它任

何企業無產權糾紛。 

 社會企業組： 

2010 年至 2015 年期

間正式在台灣登記

成立並運營至今之

中小型公司。 

具有創新能力和高

成長潛力的科技型

中小企業。 

2014 年銷售額不超

過 1.5 億元人民幣。 

6 中國大陸 AWS 因雲而變創業大賽 創新中國與亞馬遜 AWS 合作舉辦 

AWS 因雲而變創業大賽暨創新中

國雲計算專場，將全力尋找最有潛

力的移動互聯網、大數據、遊戲、

消費級應用和商業級應用的初創公

司，並提供與 VC 大咖面對面、一

對一深度交流的機會，以及最高價

值 18 萬元人民幣的 AWS 雲服務及

配套獎勵—進入前１５名創業公司

將獲得價值６萬人民幣到１８萬人

2006 從事移動互聯網、大

數據、遊戲、消費級

應用和商業級應用

的早期創業公司 

 一等獎(3 名) 

每家企業獲得價值 18 萬人民幣

的 AWS 雲服務，包括 9 萬人民

幣 AWS 中國區服務和 9 萬人民

幣 AWS 海外雲服務 

 二等獎(5 名) 

每家企業獲得價值 10 萬人民幣

的 AWS 雲服務，包括５萬人民

幣 AWS 中國區服務和５萬人民

幣 AWS 海外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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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不等的 AWS 雲服務，並獲媒體

報導、投資人投資機會等大量福

利，為創業夢想加速。 

 

 三等獎（7 名） 

每家企業獲得價值 6 萬人民幣的

AWS 雲服務，包括３萬人民幣

AWS 中國區服務和 3 萬人民幣

AWS 海外雲服務 

7 中國大陸 南山創業之星大賽 創新南山“創業之星”大賽由深圳

市南山區人民政府、深圳市科技創

新委主辦，深圳市南山區科技創新

局、深圳市南山區科技創業服務中

心承辦，深圳“接觸”創業沙龍、

南山“大孵化器”聯盟、“創業之

星”投資聯盟協辦，是一項立足南

山、面向全國、輻射全球的“鼓勵

創新，扶持創業”的大型創業企業

與項目的選拔活動。2008 年舉辦首

屆大賽至今，已吸引了海內外眾多

的創新企業和創業團隊參賽，賽事

規格、專案數量、投資案例等逐年

遞增。 

 

 

 

 

 

2008 1.企業成長組 

(1)具有高成長性和

創新能力的科技型

中小企業； 

(2)成立不足 5 年

（2010年 1月 1日以

後註冊），且 2014 年

銷售額不超過 1.5 億

元人民幣； 

(3)經營規範，企業社

會形象良好，無違法

經營等不良記錄。 

(4)曾參加本賽事並

獲獎的企業無參賽

資格。 

2.初創團隊組 

(1)本年度內尚未在

國內註冊成立企業

的，擁有科技創新成

果和創業計劃的創

業團隊（如海外留學

回國創業團隊、進入

創業實施階段的優

秀科技團隊等）； 

(2)核心成員不少於 3

【企業成長組：（20 名）】（總獎

金 310 萬） 

【初創項目組：（20 名）】（總獎

金 170 萬） 

【大學生創新組：（20 名）】（總

獎金 69 萬） 

【單項獎（若干）】（總獎金 50

萬） 

【合作成果及賽後培育】（總獎金

10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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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且計劃在賽後 6

個月內成立企業。 

(3)3年內曾參加本賽

事並獲獎的團隊無

參賽資格。 

3.大學生創新組 

(1)報名時仍在國內

外各全日制大專院

校就讀或畢業一年

以內，且擁有創業計

劃的大學生創業團

隊； 

(2)核心成員不少於 3

人。 

(3)3年內曾參加本賽

事並獲獎的團隊無

參賽資格。 

8 中國大陸 智能產業創新創業大賽 智慧產業創新創業大賽是由深圳市

招科高智創新科技有限公司聯合深

圳市機器人協會主辦的智慧產業專

業賽事，大賽同時作為專業賽和第

四屆中國創新創業大賽深圳賽區暨

第七屆中國（深圳）創新創業大賽

對接。大賽同時得到深圳市招科創

新基金、香港科技大學創新中心、

香港城市大學知識轉移處等的多家

機構的支持，旨在共同打造培育、

引導、投資、融資一體化的創業生

態圈體系。 

2012 1、團隊組參賽條件 

(1)在 2015 年 6 月 15

日前尚未在國內註

冊成立企業的、擁有

科技創新成果和創

業計劃的創業 

團隊(如海外留學回

國創業人員、進入創

業實施階段的優秀

科技團隊、大學生創

業團隊等); 

(2)核心團隊成員不

少於 3 人; 

 



 

編號 國家 名稱 簡介 創辦時間 申請資格 獎項 

(3)計劃賽後 6 個月

內在國內註冊成立

企業; 

(4)參賽項目的產

品、技術及相關專利

歸屬參賽團隊，與其

它任何企業無產權

糾紛。 

 

2、企業組參賽條件 

(1)具有創新能力和

高成長潛力的科技

型中小企業; 

(2)2014 年銷售額不

超過 1.5 億元人民

幣。 

9 中國大陸 中國創翼  為促進青年創業創新，中國宋慶齡

基金會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合

作，在 2015 年舉辦“中國創翼”青

年創業創新大賽。 

2015 一）團隊組參賽條件 

1．在報名時尚未在

國內註冊個體工商

戶或成立企業、擁有

科技創新成果或創

業計劃的團隊； 

2．核心團隊成員不

少於 3 人； 

3．參賽者須為參賽

團隊核心成員或創

始人； 

4．團隊負責人及主

要創始人不擔任其

他企業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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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企業組參賽條

件 

1．該企業為具有創

新能力和較高成長

潛力的中小微企業

和個體工商戶； 

2．該企業有股權融

資需求，尚未接受投

資或僅接受過早期

投資； 

3．有創新性的產

品、技術或商業模

式； 

4．在工商部門註冊

登記時間一般不超

過 3 年。 

10 中國大陸 “千人計畫”創業大賽 “千人計劃”創業大賽由千人計劃

創投中心(東沙湖股權投資中心)和

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共同舉辦，自

2012 年啟動以來，每年舉辦一屆。

大賽旨在為世界各國懷揣夢想的創

業人才搭建在中國創業的平臺，建

立與資本、市場、產業對接的橋樑，

為早期創業企業注入成長的力量。 

2012 1、大賽面向所有擁

有創業激情和夢想

的創業團隊以及早

期創業企業； 

2、如果企業已經成

立，需要滿足註冊時

間不滿 2 年。 

（1）創業助力金：對獲獎項目提

供一定的現金獎勵；（如獲獎時，

創業項目尚未在國內落地註冊，

則創業獎勵將於獲獎項目在國內

落地註冊後一次性發放） 

一等獎：5 萬元/名； 

二等獎：3 萬元/名； 

三等獎：2 萬元/名； 

（2）全流程融資財務顧問服務，

協助企業進行融資； 

（3）2016 年“學在沙湖”創業

訓練營的全額獎學金。 

11  中國大陸 中國獵豹「紫牛」創業比

賽 

獵報移動將投入一億新台幣鼓勵台

灣網路創新，邀請台灣有志於網路

2015 1. 參賽資格：在校學生

及社會人士均可報

公佈複賽名單後，選出十組團隊

參加６月４日於臺北舉辦的「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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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的青年，向獵豹移動提出創業

計畫。經過傅盛及兩岸創業圈組成

的導師團嚴格評選後，選出「紫牛

之星」團隊前往北京，接受導師團

親自指導，並連結北京重要創業創

投人脈。團隊全程參與北京創業訓

練後，將於北京進行終極決選，勝

出者可獲至少 30 萬人民幣（約 150

萬台幣）的獵豹創新獎勵金。 

名。 

2. 提案之創新產品或

服務需與移動互聯

網應用相關。 

3. 參賽作品所包含的

各項技術，其來源並

未違反任何法律規

定或具法律效力之

合約規範。 

Demo Day」，由導師團現場選出

紫牛之星團隊（五位評審有三位

通過即可入選），前進北京創業之

旅，最終有一組可獲得 30 萬人民

幣創業獎金。 

12 中國大陸 阿裡百川夢想創業大賽 阿裡巴巴集團百川計畫所舉辦的

「百川夢想創業大賽」基於三個核

心精神：更緊密的社群連結應用、

更便捷的生活服務應用、具創意的

電商導購服務，進行連續 30 小時

的 App 創意開發設計。 

2015.5.23-24 臺北初賽。 

2015.6 杭州總部決賽 

 

2015 台灣區部分：參賽資

格限在校大學生，年

齡不限，學歷不限。

線上報名，每組團隊

上限 5 人。 

凡符合以下二條件

者：對行動互聯網、

創業達人、產品專

家、coding 大神、

UI/UX 設計師、校園

CEO 等條件 

臺北得奬隊伍除了能夠獲得阿裡

百川創業資源包，與全團隊在阿

裡巴巴集團的實習機會之外，5 

支團隊也將於 7 月份至杭州參

加「阿裡百川嘉年華」，向中國及

國際創投者展現其團隊的優秀作

品，以爭取更多被投資的機會。 

13 中國大陸 G-STARTUP Worldwide 

http://g-startup.com/ 
在世界各大城市尋找具發展性的新

創企業 

N/A 經歷種子輪但金額

小於 150 萬美元 

 

區域冠軍 50000 美元 

全球決賽冠軍 30 萬美元 

補助部分金額前往矽穀參訪 

14 中國大陸 Global Innovation Awards 

GIA2016 

http://www.jvpvc-gia.com/ 

目標為設於以色列、中國、美國及

歐洲的新創公司， 

2015 募資金額小於 200萬

美元 

12 個月內能推出測

試版商品 

總額 150 萬美元獎金 

全球媒體曝光 

15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36th GITEX Technology 

Week 

http://www.gitex.com/Cont

舉辦於杜拜，400 家新創企業有機

會嶄露頭角 

N/A 符合特定產業類別 100 萬美元獎金 

接觸投資人 

http://g-startup.com/
http://www.jvpvc-gia.com/
http://www.gitex.com/Content/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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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tartups 

16 香港 RISE HONG KONG 

https://riseconf.com/  
歐洲最大科技盛會 Web Summit 的

統籌團隊舉辦，五年前首度在愛爾

蘭舉行，自 2015 年起被帶入亞洲，

吸引多達 7,000 位來自 70 多國的

參加者。400 多家最熱門的創業公

司、400 多位頂級投資者及 400 多

位中外記者雲集。 

2015 開放亞洲地區創業

團隊線上申請，審查

錄取 10%的新創企

業參與現場

PITCH，以曾獲 300

萬美元以下投資額

的企業為佳 

入選可參與展示會、業師指導、

工作坊；優勝可獲得 25 萬港幣、

二、三名可獲得 10 萬港幣以及投

資人接觸機會及全球媒體報導曝

光 

17 日本 SLUSH ASIA 

http://asia.slush.org/  
源於芬蘭，自 2015 年起進入亞洲，

每年吸引超過來自 40 個國家以上

的 6,000 名投資人、企業家和媒體

參與 

2015 尋求資金、媒體曝

光、商業合作以及人

才的早期新創 

獲得價值一百萬日圓 Google 

Premium Service、日本航空 

55000 英里里程、ORRICK 價值 

15000 美元法律服務與 Autodesk 

現金一百萬日圓 

18 台灣 ASIA BEAT 

http://www.asiabeat.org 
由 atwork 愛特眾創承辦、台灣資策

會與新加坡媒體 e27 等多方協辦，

大會包含論壇、路演、展位及閉門

會議等，預計邀請亞太 15 個國家

（地區）領先的孵化器，80 個優秀

創業專案，50 幾家創投機構和 30

場的精彩演講，大會所涉領域包含

人工智慧、VR、AR、物聯網、互

聯網金融、區塊鏈技術、企業服務、

跨境電商等。 

2014 已成立公司、尋求天

使投資、目標為拓展

國際市場的台灣新

創企業 

優勝隊伍將獲得創業獎金、育成

進駐、亞洲三大科技媒體 e27、

TechNode、Platum 曝光機會 

http://www.gitex.com/Content/Startups
https://riseconf.com/
http://asia.slush.org/
http://www.asiabeat.org/


 

(五)海外知名加速器一覽表-按地區別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北美地區 

Y Combinator（矽穀） 又稱創業界的明星大學,只

投進入他們加速器的公

司，不進行直投 ; 只在矽

穀，更關注美國本土的創業

者; 更偏愛技術型公司 

科技、網路、網路為

基礎、電子商務、軟

硬整合 

x（但每週

會議室皆

會安排各

創業團隊

以餐聚方

式相互交

流） 

v v 投注種子資金,提供實際演練

Workshop、商業規劃及募資

等, 繼續協助創業團隊募集下

一階段資金 

Techstars 據點遍佈英美主要城市

（Boston, Boulder, Chicago, 

NYC, Seattle, London, 

Austin）, 著重於科技導向

的公司，特別是致力於網

站、軟體的團隊，不投資生

技、餐廳、顧問公司，以及

只做 local 市場的新創團隊 

科技、網路、軟體、

行動裝置、遊戲、電

子商務、實體設備、

SaaS、硬體、網路為

基礎、雲端，擁有國

際市場潛力的團隊也

是投資重點之一 

v v （641 位

Mentors 分佈

在各據點

（Boulder, 

Boston、NYC, 

Seattle, 

Austin , 

London, 

Chicago），涵

蓋多項領域，

強調經驗資

深） 

v 股權投資,校友及投資人網絡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北美地區 

500Startups（Mountain 

View） 

定位是種子投資+加速器 , 

有解決特定市場需求的商

業模式尤佳，有一定的顧客

市場規模及獲利，資金在 1

百萬以下; 投資範圍遍佈全

球; 更偏愛設計和產品; 持

續與投資者對話，並把合適

的創業公司介紹給投資者 

培育上注重功能設計

（Design）、顧客資

料分析（Data）、以

及 產 品 推 廣

（Distribution） 

v（強制進

駐） 

v v 包括線下活動（開授課程;安排

企業參訪）; 創始人社區 

Plug & Play Tech 

Center 

為一專門為高科技新創企

業育成與加速服務的公

司，目前已有超過 300 育成

加速的新創企業，並與 180

多個天使投資人、150 多家

創投公司建立合作夥伴關

係。目前也是國發會力邀來

台的國際創業加速器目標

對象之一。 

品牌與零售、物聯

網、金融科技、媒體

與行動科技、自動化

技術、保險/金融服務 

v v v 提供 3 天創業研討會、3 個月

加速計畫 

 

Betaspring 協助已有產品之科技及設

計創業者開設公司 

科技、網路、行動裝

置、實體設備、網路

為基礎 

v v v 活躍的校友及導師網路,領域

專家,種子基金,免費法律諮詢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北美地區 

AlphaLab 由美國最活躍的種子期投

資 公 司 之 一 Innovation 

Works 所成立 

網路、軟體、行動裝

置、遊戲、硬體 

x v v 股權投資,商業模式測試,提供

教育訓練,建立網絡 

Bizdom  為 Dan Gilbert（founder and 

chairman of Quicken Loans 

and Rock Ventures 創辦人）

所設立的非營利加速器 

科技、軟體、行動裝

置、SaaS 

v v v 種子期資金,投資人網路, 協

助後續籌資,教育訓練與工作

坊,行政支援 

Launchpad LA 被 Forbes 評選為全美第五

名的加速器 

科技、網路、軟體 v v x 直接投資, 顧問及投資者網路 

Gener8tor 以投資科技導向之新創企

業為主，由美國家庭保險公

司贊助 

軟體、SaaS、網路基

礎、硬體、電子商務 

v v v 股權投資,校友及導師網路 

HUB Ventures/Better  

Ventures 

支持創業家用科技打造更

美好的世界，著重於客戶發

展、籌資及對投資人簡報 

網路、軟體、行動裝

置、遊戲 

v v v 股權投資,每週舉辦工作坊,同

儕合作,投資人網絡 

Mucker Lab 以加速科技生態系統為主

要目標，並為早期新創企業

提供資源 

科技、網路、電子商

務、 SaaS 

v v v 協助下一階段籌資,產品試水

溫,並找到正確的商業模式與

客戶 

Communitech Rev（加

拿大） 

為科技新創公司孵化計

畫，協助新創企業由種子階

段制獲得 A 輪資金 

SaaS、行動裝置、網

路基礎、硬體、雲端 

v v v 股權投資,協助開闢國際市場 

Victory Spark 以協助服務美國退休軍人

為主的新創公司 

科技、軟體、行動裝

置、遊戲、硬體 

v v v 僅提供種子資金，但不取得股

權 

http://www.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2/04/30/top-tech-incubators-as-ranked-by-forbes-y-combinator-tops-with-7-billion-in-value/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北美地區 

Capital Innovators 提供種子期資金,資源與連

結,以專案為導向的業師輔

導 

網路、軟體、SaaS、

網路基礎 

v v v 股權投資,提供投資網路及下

一輪籌資機會 

Excelerate Labs 被富比士評為世界第三的

加速器 

網路、軟體、電子商

務、SaaS、網路基礎 

v v v 股權投資,與名列前茅的大學

結為合作夥伴 

BoomStartup 以科技類新創公司為主，助

其創造最低可行性產品

（minimal viable product） 

科技、網路、軟體、

行動裝置 

v v v 股權投資,投資人網路,支援服

務 

SURGE 以投資能源及清潔技術為

主的種子基金，亦獲選為全

美前十大加速器 

科技、網路、軟體、

行動裝置、SaaS、硬

體設備、網路基礎、

硬體 

v v v 股權投資,協助與產業專家及

導師建立市場回饋機制與網

絡,並引薦關鍵消費者,亦協助

下一輪籌資,協助準備相關文

件,媒體曝光 

The ARK Challenge 以科技新創公司為主，主要

應用領域為已有產品及客

戶零售/後勤支援產業 

行動裝置、電子商

務、SaaS、網路基礎 

v v v 股權投資,訓練課程,來自零售

產業的業師輔導,產業資訊,行

銷服務 

Kaplan EdTech 由 Techstars 發起，以教育類

新創公司為主 

科技、網路、網路為

基礎 

v v v 股權投資,提供住宿諮詢,市場

趨勢與回饋,訓練資源,與學校

為合作夥伴 

StartFast Venture  以支持科技導向之新創企

業為主，不投資生技或專業

服務業 

網路、軟體、行動裝

置、SaaS 

v v v 股權投資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歐洲地區 

Startupbootcamp 橫跨歐洲 5 個城市及以色

列，為全球領先的加速器之

一 

科技、網路、軟體、

行動裝置、硬體設

備、網路基礎 

v v v 提供來自全球的相關領域之

導師、投資人及夥伴網路 

Seedcamp 歐洲知名的種子期前即種

子期加速器 

科技 v v v 建立人際網絡,行銷與分配,產

品發展與設計,籌資 

Eleven  採遞增投資（ incremental 

investment ），起初是由

TechStars London 負責 

科技、網路、軟體、

行動裝置、硬體 

v v v 提供種子資金 

Techstars London 由 Techstars 負責營運 網路、遊戲、SaaS、

實體設備、網路為基

礎、硬體、雲端 

v v v 種子投資,可介接 Techstars 及

巴克萊資料與科技公司校友

網路 

H-Farm 針對種子期前團隊進行投

資 

行動裝置、電子商

務、SaaS、網路基礎

（時尚、設計、食物

與九、旅遊業、O2O

零售體驗、物聯網） 

v v v 投資人網路建立,課程,獲得價

值 8 萬歐元的現金與服務 

StartUp42 為非營利加速器，協助早期

科技新創公司發展第一個

原型產品，具法國工程學校

EPITA 的支援 

科技、軟體、遊戲、

雲端、大數據，偏

好 B2B and B2B2C類

型 

v v v（Prototype 

Fiesta） 

EPITA 的實驗室、研究員、教

師、校友、學生的支持，建立

網路的機會,媒體曝光機會,每

週評鑑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亞洲地區 

JFDI.Asia（新加坡） 東南亞最成功、歷史最悠久

的種子加速器 

網路、軟體、行動裝

置、SaaS、雲端 

v v v 提供現金投資及科技設備、投

資人網絡 

SK Planet（韓國） 由 SK 電訊公司分拆上市 科技、網路、行動裝

置、電子商務、雲端

（包括新媒體、通訊

及 SNS、LBS 等） 

v v v 投資人網絡 

SparkLabs（韓國） 由南韓創業家發起，協助發

展南韓的新創企業生態系

統 

網路、行動裝置、線

上遊戲、雲端、電子

商務、數位媒體 

v v v 提供創業家、創投、天使投資

人及執行長網絡,股權投資 

Chinaccelerator（中國

上海） 

為中國首家提供種子資金

的計畫 

網路、軟體、行動裝

置、雲端、電子商務、

SaaS、網路基礎 

v v v 股權投資，為期兩周的成功創

業公司參訪之旅,協助尋找住

房,須移居上海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亞洲地區 

上海楊浦科技創業中

心有限公司（中國上

海） 

http://www.ypbase.com/

web/index.aspx 

 

2009 年，楊浦創業中心完成

了全國第一家由孵化器建

立的“企業加速器”；2010

成為國內首家擁有貸款和

投資功能的企業孵化器。建

立起以“創業導師+創業投

資+專業孵化”為核心的創

新服務體系，創立了被譽為

全國孵化器發展模式之一

的“楊浦模式”。 

物聯網、雲計算、環

保科技等等 

v v v 創業導師服務、市場拓展服

務、融資服務、人力資源服

務、專案申報服務、專業技術

服務、國際化服務等一整套的

創新服務，這些服務平臺的建

立和發展，從企業的實際需求

出發，為企業成長提供了強有

力支撐和保障。 

上海市虹口區科技創

業中心（中國上海） 

http://www.yjbys.com/c

ompany/6388582.html 

 

上海市虹口區科技創業中

心是由上海市虹口區科學

技術委員會於 1992 年 8 月

發起成立，是繼上海市科技

創業中心成立後全國第一

批成立的科技企業孵化中

心。 

綜合 v v v 科技創業苗圃、產業園區入駐

企業提供註冊登記、專案申報

與孵化服務、專項財政扶持、

政策諮詢、財稅籌畫、投融資

與專案對接、資產重組與並

購、改制與上市籌畫、場外市

場（新三板與上海股交中心）

掛牌與培育、辦公物業配套服

務。 

http://www.ypbase.com/web/index.aspx
http://www.ypbase.com/web/index.aspx
http://www.yjbys.com/company/6388582.html
http://www.yjbys.com/company/6388582.html


 

合肥科技創業苗圃(中

國安徽省合肥) 

http://www.hfstartup.co

m/ 

 

以合肥市科技創新公共服

務中心為主體，建設科技創

業苗圃。旨在為創業者提供

零成本創業辦公環境和創

業過程中所需的系列化服

務，説明創業團隊健康快速

成長，完成創業項目從構

思、設想或試驗室階段轉化

成產品、進入市場的公司化

的進程。 

物聯網、網路科技、

智慧科技、電商、遊

戲 

v v x 資訊資源服務、創業課程培

訓、智慧財產權和法務諮詢、

評估診斷服務、專業技術服

務、投融資服務、政策輔導、

商務秘書服務 

深圳市高新奇戰略新

興產業園區 

http://www.gsip.com.cn

/ 

 

深圳市高新奇集團聯合深

圳市投資商會、孵化器專業

團隊將自有 22 萬平方米的

園區打造成深圳寶安尖崗

山片區首家集戰略新興產

業孵化器、加速器、上市企

業培訓基地等“三位一

體”的高層次新型科技產

業園區，並力爭成為寶安區

乃至深圳市的產業轉移升

級示範基地。 

資訊技術、節能環

保、生物醫藥、新能

源、文化創意 

v v x 管理公司專門成立“企業服

務部”，提供包括裝修設計、

工商註冊、財稅籌畫、資質申

請、項目申報、科技信貸、股

權投資、管理諮詢等貼身輔導

服務。 

http://www.hfstartup.com/
http://www.hfstartup.com/
http://www.gsip.com.cn/
http://www.gsip.com.cn/


 

華豐華源科技創新園 

http://www.yzcenter.cn/

index.html 

 

目前入駐園區的企業約 800

家，其中，科技型企業 600

家，已形成以平板電腦主機

板為龍頭、平板電腦週邊元

件為配套的研發產業鏈。有

良好的人才聚集、雄厚的技

術儲備、通暢的資訊溝通及

華豐實業提供的科技企業

服務平臺，華源科技創新園

的平板電腦研發中心已初

具規模。 

電子元器件、系統集

成、平板電腦、醫療

設備研發等行業 

v x x 資訊交流平臺、產品交易平

臺、金融服務平臺、物流運輸

平臺、人力資源平臺、企業管

理諮詢平臺、產學研合作平臺 

桃花源科技創新園 

http://www.phoenix21.n

et/Category_54/Index.as

px 

 

寶安桃花源科技創新園自

2001 年規劃建設以來，已建

成寶安桃花源科技創新園

主園及 11 個分園，總占地

面積約 85.48 萬平方米，建

築面積約 126.82 萬平方

米。目前，寶安桃花源科技

創新園已成為集科技研

發、科技成果轉化、公共檢

測、科技人員創業、軟體發

展應用、科技交流和培訓為

一體的科技創新基地。 

科技研發、軟件開發

產業 

v v x 綜合配套有多功能會議室、學

術報告廳、科技人員活動中

心、員工餐廳、網球場、籃球

場、自助銀行等。 

http://www.yzcenter.cn/index.html
http://www.yzcenter.cn/index.html
http://www.phoenix21.net/Category_54/Index.aspx
http://www.phoenix21.net/Category_54/Index.aspx
http://www.phoenix21.net/Category_54/Index.aspx


 

奮達西鄉科技創新園 

http://www.phoenix21.n

et/Category_1240/Index

.aspx 

 

園區占地面積約 1.92 萬平

方米，目前已經接收 33 戶

中小企業和微小企業入園

孵化。 

創新園將更大的範圍、更高

的層次為科技企業和創業

者進行服務，有效地集成社

會上的各方面資源，為創業

者搭建更有效的孵化平

臺，使其充分發揮其潛能，

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 

科技產業 v v x 綜合配套還包括有：多功能會

議室（免費提供）、員工餐廳、

籃球場、ATM 自助銀行、免

費停車位等重要配套設施。 

華南城電子商務產業

園 

http://www.lgecp.com/i

ndex.htm 

 

華南城電子商務產業園是

在市、區兩級政府的鼎力支

持下，由華南城集團傾力打

造的全國首個物流與電子

商務協同發展的產業園。 

跨境電商、傳統轉型

升級企業、平臺運營

商、網店店主及協力

廠商服務商 

v v v 1+N 服務模式、十大公共服務

中心 

新木盛低碳科技型企

業孵化器 

http://www.sz168.net.cn

/SpecialGYY/xmsgx_zx

q/ 

 

園區打造低碳產業孵化、科

技研發、企業總部營運及商

業服務，實行產業鏈整合為

主的低碳產業示範園區，規

劃建設為科研、中試、設

計、運營、轉化、生產、技

術認定、宣傳、銷售、服務

等一體的低碳企業集群園

區。 

綜合。大多為高新技

術、科技企業。 

v v x 設有園區公共平臺伺服器機

房、資訊交流、會議研討、企

業家活動區、中試測試服務

區、電子閱覽室、培訓室等。 

尚有融資平臺，提高企業的技

術創新能力、加快企業科研成

果轉化能力。 

http://www.phoenix21.net/Category_1240/Index.aspx
http://www.phoenix21.net/Category_1240/Index.aspx
http://www.phoenix21.net/Category_1240/Index.aspx
http://www.lgecp.com/index.htm
http://www.lgecp.com/index.htm
http://www.sz168.net.cn/SpecialGYY/xmsgx_zxq/
http://www.sz168.net.cn/SpecialGYY/xmsgx_zxq/
http://www.sz168.net.cn/SpecialGYY/xmsgx_zxq/


 

上海金山化工孵化器

發展有限公司 

http://www.jstic.sh.cn/h

tml/ 

上海金山化工孵化器發展

有限公司是金山推進國際

化工城建設的科技創新平

臺。它具有創業孵化、加速

成長、研發創新、服務提升

等功能，並“以精細化工高

端服務為核心、新型化工產

業領域為支撐”，精心打造

電子化學品、生物化工與新

醫藥、高效催化劑、高性能

塗料、高附加值化工設備等

產業集群。 

精細化工 v v x 提供人才引進服務、技術應用

服務、物業管理服務、仲介諮

詢服務、專案申報服務、投資

融資服務。 

上海慧谷高科技創業

中心 

http://www.withub.org/

home.php 

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市科

學技術委員會和徐匯區人

民政府聯合組建的社會公

益性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

器。餘年來，中心先後被評

為首批“上海市級軟體產

業基地”、“上海市國際孵

化器”、“國家高新技術創

業服務中心”等，並獲得

“上海市科技創新創業服

務先進集體”、“上海市火

炬計畫 20 周年先進集體”

等一系列榮譽稱號。 

IT 企業 v v x 中心自成立以來，通過融資支

持、政策輔導、人才培訓、市

場開拓等一系列創業孵化服

務的實施，在建設創新環境、

聚集科技資源、促進產學研合

作等方面積極探索實踐，逐步

樹立了“交大慧谷”的知名

品牌。 

http://www.jstic.sh.cn/html/
http://www.jstic.sh.cn/html/
http://www.withub.org/home.php
http://www.withub.org/home.php


 

上海張江藥穀公共服

務平臺有限公司 

http://www.pharma-eng

ine.com/pha/user2/inde

x.action 

張江藥穀平臺秉承在有限

的物理空間中拓展衍生服

務能力的理念，以孵化服務

為依託，以專業技術服務和

投融資服務為支柱，專注於

新藥研發生產鏈前端的專

業孵化育成，為張江生物醫

藥產業的創新鏈增添了新

的一環。 

生物醫藥 v v x 配有共用商務中心。提供相對

獨立辦公條件和創業培訓、創

業諮詢、技術服務。協助入孵

企業申報和落實張江園區房

租補貼，同時協助入孵企業獲

得直接研發經費補貼的資格

認定。 

上海聚科生物園區有

限公司 

http://www.jkbp.com/ 

 

上海聚科生物園區是 2003

年徐匯區政府聯合中科院

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創辦

的生物技術產業孵化園

區，是經國家科技部批准的

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是

集創業苗圃、專業孵化、企

業加速、產業園區于一體的

創新創業服務機構。 

生物醫藥 v v x 聚科一卡通”項目於 2014 年

11 月正式開通啟用，客戶手持

“一卡通”即可實現在園區

及全國杉德商戶就餐、購物、

商務消費等多種功能，享受安

全、便捷、時尚的服務體驗。 

深圳大運軟體小鎮孵

化器 

http://www.chip.org.cn/

cn/index 

 

深圳大運軟體小鎮孵化器

是由深圳市國高育成投資

運營有限公司建設運營管

理，孵化面積約為 2.67 萬平

方米。大運軟體小鎮孵化器

以“鏈式孵化”為服務模

式，整合創新要素資源，打

造完善的產業孵化體系，致

力於成為培育科技型中小

企業和企業家的搖籃。該孵

移動互聯、機器人、

智慧應用 

v v x 為幫助入園企業更快的發展

壯大，提供具體有效的服務，

國高育成集聚了金融、政策、

人才、法律、稅務、高校等 31

家戰略合作支撐單位，全力打

造創新金融、創新技術、產學

研合作、高端人才、政策市

場、產業綜合、社區生活、高

端物管八大創新服務體系 

http://www.pharma-engine.com/pha/user2/index.action
http://www.pharma-engine.com/pha/user2/index.action
http://www.pharma-engine.com/pha/user2/index.action
http://www.jkbp.com/
http://www.chip.org.cn/cn/index
http://www.chip.org.cn/cn/index


 

化器已累計引入和孵化 158

家科技企業，畢業企業 30

餘家。 

龍崗互聯網企業培育

中心 

http://baike.baidu.com/v

iew/8936278.htm 

 

龍崗互聯網企業培育中心

緊鄰天安雲穀南部，是由龍

崗區政府、龍崗區科技局與

天安駿業投資發展有限公

司、駿業科技產業集群發展

有限公司合力打造的專業

產業培育中心，是社區經濟

轉型與產業升級的新舉

措，是一個專為互聯網企業

量身定做的創業孵化與創

新加速空間。 

物聯網、互聯網、電

子商務 

v v x 專屬商務會議室、專門的企業

展廳展示企業成果平臺，並將

開發建設基於大型資料庫功

能的互動式網站等多種有利

於企業孵化發展的配套設施。 

深圳市南山區科技創

業服務中心 

http://www.sznsibi.org/ 

 

深圳市南山區科技創業服

務中心是深圳市首批國家

級孵化器之一。截至 2015

年 12 月，科創中心已有孵

化基地 16 個，孵化面積超

過 110 萬平方米，在孵企業

1000 余家，培育出大批科技

龍頭企業，其中上市和擬上

市企業超過 60 家。 

綜合。以科技產業、

金融科技產業為主。 

v v v 各項投資服務。定期舉辦“接

觸”創業沙龍、創業之星大賽

等各項活動。並有創業、企業

導師輔導。 

http://baike.baidu.com/view/89362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36278.htm
http://www.sznsibi.org/


 

深圳市新能源創新產

業園 

http://www.sznsibi.org/

park-xnycx-about.htm 

 

深圳市新能源創新產業園

由深圳市康各盛實業公司

投資建設，是經南山區政府

認定的專業性科技企業孵

化器。園區位于南山區科技

園北側，屬於“大沙河創新

走廊”的核心區域和主力

園區，是全市首個新能源產

業方面的專業孵化園區。 

新能源產業 v v v 園區作為新能源產業基地和

研發基地，以聚集效應吸引新

能源企業、服務機構和公共平

臺入駐，為新能源產業開闢技

術交易、技術轉讓、技術服

務、產品推薦、人力資源招

聘、輔助專利申請等專案對接

市場。 

深圳起點創業孵化基

地 

(起點創業谷) 

http://www.startupcafe.

com.cn/ 

 

起點創業谷位於深圳市南

山區數位技術園 A3 棟，為

深圳首家集開放式創業平

臺、產品展示平臺、投資對

接平臺、科技創業苗圃、常

規孵化器及公共技術服務

平臺為一體的全方位創新

型孵化基地。 

互聯網、電子資訊、

文化創意等 

v v v 起點創業谷不同于傳統孵化

器，除了為各個層次的創業團

隊提供適合的物理空間外，還

具有完整的創業服務鏈、強大

的創業交流功能、完善的增值

服務及有力的技術服務平臺

支撐，全方位為企業發展提供

有效的幫助。 

一本雲谷 

(深圳市一本電子商務

產業園) 

http://www.yibencloud.

com/cloud/Index/index.

html 

 

一本雲穀是基於一本電子

商務產業園現有企業、移動

互聯網及合作服務商的園

區產業資源與服務平臺，通

過雲穀 O2O 平臺將運營服

務平臺化、標準化，構建以

協助企業與人才更高效和

更低成本的發展為目標的

公共平臺。 

電子商務、軟體、網

路及高科技企業 

v v v 一本全心全意為創業企業提

供各種優惠政策資訊、創業基

金、科技金融、創業諮詢、辦

公和商務服務及資訊等一系

列服務。 

http://www.sznsibi.org/park-xnycx-about.htm
http://www.sznsibi.org/park-xnycx-about.htm
http://www.startupcafe.com.cn/
http://www.startupcafe.com.cn/
http://www.yibencloud.com/cloud/Index/index.html
http://www.yibencloud.com/cloud/Index/index.html
http://www.yibencloud.com/cloud/Index/index.html


 

南山雲谷創新產業園 

http://www.sznsibi.org/

park-ygkj-about.htm 

 

“南山雲谷”將全方位培

育促進三大戰略產業及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力爭打造

成為一個創新型的綜合園

區：優先吸引有雲計算為核

心優勢的互聯網與電子商

務企業，包括網路遊戲、物

聯網及三網融合等資訊科

技企業的入駐，並將涵蓋生

物醫療和新能源新材料另

兩大戰略產業，以及智慧交

通、智慧手機、電子製造、

文化創意、服裝設計等先進

製造業或創新、創意型產業

的企業入駐。 

綜合。以文創、互聯

網和電子商務為主 

v v v 雲谷投資基金、創業咖啡廳、 

平臺服務、國際合作、IT 茶

會、創新工廠、專利機構、會

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 

創新谷(深圳移動互聯

網孵化器) 

http://baike.baidu.com/v

iew/9229247.htm 

 

創新谷是一個 TMT 和移動

互聯網產業的孵化器和加

速器。創新穀存在的獨特價

值是能幫助創業者提升創

業項目的成功率。 

互聯網、物聯網、電

子商務、遊戲產業 

v v v 提供辦公場所、工商、稅務、

法務服務、人力資源、創業輔

導、業務發展、資金支持。 

http://www.sznsibi.org/park-ygkj-about.htm
http://www.sznsibi.org/park-ygkj-about.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92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9247.htm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龍華新區科技企業孵

化器 

http://jfj.szlhxq.gov.cn/l

hjjfwj/rdzt44/qyfhq95/6

34048/index.html 

 

“龍華新區科技企業孵化

器”位於梅觀高速觀瀾出

口，孵化器占地 10 萬㎡，

目前已進駐約 135 家科技企

業在此孵化。 

綜合。著重於科技產

業、智慧財產權科技

專案創辦。 

v v x 孵化器配套班車、會議室、圖

書閱覽區、無線 wifi、中央食

堂、員工宿舍等。另有政策支

持以及工商法務服務。 

http://jfj.szlhxq.gov.cn/lhjjfwj/rdzt44/qyfhq95/634048/index.html
http://jfj.szlhxq.gov.cn/lhjjfwj/rdzt44/qyfhq95/634048/index.html
http://jfj.szlhxq.gov.cn/lhjjfwj/rdzt44/qyfhq95/634048/index.html


 

 

 (六)海外知名加速器一覽表-按領域別 

北美地區 Barclays Accelerator 

http://www.barclaysac

celerator.com/#/ 

幫助金融創新開發顛覆性

技術，特別以投資銀行、財

富管理及信用卡行業為目

標。 

 

人工智慧學習、資

金借貸、數位銀

行、網路金融安

全、財富管理、保

險、數據分析 

v v  在倫敦或紐約進行13

週的密集課程 

北美地區 Wells Fargo Startup 

Accelerator 

https://accelerator.well

sfargo.com/ 

直接與潛在的客戶及風險

資本家建立連結，評估新創

概念的可行性、市場發展方

向，有助於產品及服務步上

軌道 

大數據分析、信

貸、存款、行動支

付、金融安全、財

富管理、金融行銷 

 v v 在舊金山半年一次為

期 6 個月的計畫，並

有機會獲得 50 萬美

元的股權投資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金融科技 

北美地區 FinTech Innovation Lab 

http://www.fintechinnov

ationlabnyc.com/ 

目標為早期及成長期的公

司，但須已推出產品測試板。

藉由參加研討會、小組討論激

盪想法，並提供一對一的會

議，活動尾聲將對風險投資家

及金融業高階主管進行簡報。 

物聯網應用、金融服

務、風險管理、大數

據分析、人力資源、

數位行銷、社交媒體

工具 

    v 

 

v v 在紐約進行 12 週的課

程，獲得企業家及專業顧

問指導 

http://www.barclaysaccelerator.com/#/
http://www.barclaysaccelerator.com/#/
https://accelerator.wellsfargo.com/
https://accelerator.wellsfargo.com/
http://www.fintechinnovationlabnyc.com/
http://www.fintechinnovationlabnyc.com/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金融科技 

北美地區 Ynext 

launchpadhttps://ynext

.yodlee.com/launchpa

d/accelerator#.Vv44_J

x95Mw 

/#.Vv430Zx95Mw 

以交易性金融數據為主要

輔導方針，推出顛覆性的金

融服務，經高層金融人員及

科技管理人員，提供諮詢及

輔導。 

金融科技、數據分

析 

 v v 舉辦交流活動，如:投

資創始人晚餐，建立

數百位專家平臺。 

北美地區 FinTech Sandbox 

http://fintechsandbox.

org/ 

提供金融新創企業免費使

用財務數據和資源，指導和

介紹潛在客戶和投資者。 

數據分析 v v  為期六個月的計畫，

並提供設備及平臺來

解決創業問題 

北美地區 Plug & Play Tech Center 

http://plugandplaytechce

nter.com/ 

為一專門為高科技新創企業

育成與加速服務的公司，目前

已有超過 300 育成加速的新

創企業，並與 180 多個天使投

資人、150 多家創投公司建立

合作夥伴關係。目前也是國發

會力邀來台的國際創業加速

器目標對象之一。 

品牌與零售、物聯

網、金融科技、媒體

與行動科技、自動化

技術、保險/金融服

務 

v v v 提供 3 天創業研討會、

3 個月加速計畫 

 

歐洲地區 Seedcamp 

http://seedcamp.com/ 

位於英國，支持新創廠商從預

備到種子階段，幫助來自世界

各地的創始人。 

風險投資、人力資

源、雲端服務、電子

商務、金融科技 

 v  提供每週指導日及終

身學習學院。 

  

https://ynext.yodlee.com/launchpad/incubator/#.Vv430Zx95Mw
https://ynext.yodlee.com/launchpad/incubator/#.Vv430Zx95Mw
https://ynext.yodlee.com/launchpad/incubator/#.Vv430Zx95Mw
https://ynext.yodlee.com/launchpad/incubator/#.Vv430Zx95Mw
https://ynext.yodlee.com/launchpad/incubator/#.Vv430Zx95Mw
http://fintechsandbox.org/
http://fintechsandbox.org/
http://plugandplaytechcenter.com/
http://plugandplaytechcenter.com/
http://seedcamp.com/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金融科技 

歐洲地區 Startupbootcamp 

http://www.startupbootc

amp.org/ 

位於荷蘭，著重於連結新創企

業和提供垂直專業知識的業

師。 

物聯網、電子商務、

金融科技 

v v v 提供三個月額外共同

工作空間，以及每月大

師聚會。 

歐洲地區 FINTECH Circle 

http://fintechcircle.com/ 

位於倫敦，專注於金融科技的

投資機會並且幫助廠商獲得

有金融服務專長的天使基金。 

銀行保險、企業貸款  v  舉辦 Fintech Tours 

歐洲地區 Fusion Fintech 

http://www.fintechfusio

n.ch/ 

來自於瑞士日內瓦市中心，目

的是融合瑞士最好的人才引

領創新的金融服務。 

網路安全、財富資產

管理、數據隱私、保

險、人工智慧、P2P

平臺 

v v  提 供 十 二 個 月 的 計

畫，並且可以直接進入

當地(瑞士)市場。 

歐洲地區 Axel Springer Plug and 

Play Accelerator 

http://www.axelspringer

plugandplay.com/ 

位於柏林，提供工作室、融資

及業師，選定有開創性的企業

家，作為一個幫助新企業立即

進入複雜網絡的加速器。 

金融服務、物聯網 v v v 提供初創公司三個月

計畫在柏林的工作場

所及 25,000 歐元。 

亞洲地區

(台灣) 

FinTechBase 

http://fintechbase.com.t

w/ 

國內第一個由產、官、研共同

孕育與投入所成立的垂直領

域專屬創新生態圈。 

產業創新、新創加

速、人才培育、基金

補助 

v v v 金融科技新創事業資

金補助計畫（單一團隊

補助高達 200 萬元新台

幣） 

  

http://www.startupbootcamp.org/
http://www.startupbootcamp.org/
http://fintechcircle.com/
http://www.fintechfusion.ch/
http://www.fintechfusion.ch/
http://www.axelspringerplugandplay.com/
http://www.axelspringerplugandplay.com/
http://fintechbase.com.tw/
http://fintechbase.com.tw/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金融科技 

亞洲地區

(香港) 

The SuperCharger 

http://www.fintechsuper

charger.com/ 

第一個位於香港的 fintech 加

速器，與渣打、百度等合作，

致力於協助新創企業和全球

互聯網金融發展中拓展 

大數據分析、安全系

統解決方案、支付、

網路貸款、財富管

理、P2P 貸款、群眾

籌資 

v v v 12 週的輔導課程，並提

供 平 臺 與 投 資 人 接

觸，出席亞洲金融論壇

及香港投資推廣署的

活動 

亞洲地區

(香港) 

DBS Accelerator 

https://www.dbs-acceler

ator.com/ 

徵求全球具有金融創新及解

決銀行體驗的新創企業參加。 

人工智慧、大數據分

析、銀行基礎設施、

資訊安全、風險規劃

及監測、財富管理、

中小企業銀行解決 

v v v 6 個月的輔導計畫，並

提供技術輔導平臺及

交流平臺，能與投資人

建立連結 

亞洲地區

(香港、新

加坡) 

VenturetecAccelerator 

http://www.venturetecac

celerator.com/ 

是亞太地區第一個專注於金

融科技建立顛覆性改變企業

的專案，在六個月的計畫中提

供種子基金、業師輔導並建立

商品路線及吸引後續投資 

大數據分析、軟體服

務、企業移動解決方

案、穿戴性裝置、虛

擬化商品、資訊安

全、雲端服務 

v v v 額外資金來源、與 500

大全球財富公司的投

資人建立連結 

矽谷展演機會 

亞洲地區

(新加坡) 

Finlab 

http://www.thefinlab.co

m/ 

與新加坡最大的風險投資基

金 UOB 合作，專案建立一個

有效的商業模式，發展解決方

案、客戶銷售、連結與建立合

作夥伴，獲得投資和指數擴展

業務規模。 

流動性、支付收款、

風險管理、中小企業

銀行解決方案、大數

據分析、社交軟體、

財富管理、客戶體驗

管理 

v v v 額外投資資金、免費使

用雲端分析版權軟體 

亞洲地區

(新加坡) 

TCF-PnP Program: 

Fintech Call 

http://theco-foundry.com

由 The Co-Foundry (TCF)及

Plug and Play (PnP)所帶領的

為期 6-12 個月的加速器計

畫，提供深厚的亞洲企業關係

支付與交易、風險管

理、隱私與資訊安

全、數位貨幣、行動

銀行、P2P 線上借

v v v 與矽穀及新加坡的投

資人建立連結 

 

http://www.fintechsupercharger.com/
http://www.fintechsupercharger.com/
https://www.dbs-accelerator.com/
https://www.dbs-accelerator.com/
http://www.venturetecaccelerator.com/
http://www.venturetecaccelerator.com/
http://www.thefinlab.com/
http://www.thefinlab.com/
http://theco-foundry.com/fintechcall2015/


 

/fintechcall2015/ 網，推動在新加坡或矽穀創業

的新創公司成長。 

貸、零售業銀行、保

險、財務顧問服務、 

雲端計算、SaaS、行

為分析 

亞洲地區

(新加坡) 

Life.SREDAInspirAsia 

http://www.lifesreda.co

m/accelerator/ 

Life.SREDA Inspirasia 加速器

頗為獨特，只開放給種子期和

A 系列階段的創業公司，並與

新創企業建立長期的夥伴關

係 

行動支付、線上貸

款、P2P 借貸、行動

銀行、電子錢包、P2P

匯款轉帳、零售商收

款 

v v v  

亞洲地區

(新加坡) 

Fatfish Medialab 

http://www.fatfish.co/ou

r-business/ 

Fatfish 互聯網集團是東南亞

和澳大利亞的互聯網企業及

投資開發公司，旗下的 Fatfish

媒體實驗室積極扶持新創公

司各個業務領域的操作，如產

品開發，市場行銷，戰略和財

務。 

行動支付、電子商

務、金融科技 

 v  最高投入 25 萬新加坡

元的股權投資 

亞洲地區 

(新加坡) 

DBS Hotspot 

http://www.dbs.com/inn

ovation/hotspot2016/ind

ex.html 

由星展銀行主辦，旨在通過實

驗，指導和培訓，培養創業精

神並扶植新創企業在新加坡

發展。 

金融科技、企業問題

解決 

v v v 25,000 新加坡幣獎金 

建立投資人媒合平臺 

亞洲地區 

(新加坡) 

The OCBC Fintech 

Accelerator 

http://theopenvaultatocb

c.com/ 

華僑 FinTech 加速器，與

NEST 合作舉辦，旨在幫助企

業家更快速、高效建立未來的

金融技術公司，最多八個新創

公司將被選中參加 12 週的課

程。 

財富管理、信貸及融

資、保險、網路安

全、人工智慧、大數

據分析、行動支付、

物聯網 

v v v  

亞洲地區 龍崗天安數碼城科技金 為中國第一個成立專屬於金 金融科技 v v v 成立溝通平臺，並能與

http://theco-foundry.com/fintechcall2015/
http://www.lifesreda.com/accelerator/
http://www.lifesreda.com/accelerator/
http://www.fatfish.co/our-business/
http://www.fatfish.co/our-business/
http://www.dbs.com/innovation/hotspot2016/index.html
http://www.dbs.com/innovation/hotspot2016/index.html
http://www.dbs.com/innovation/hotspot2016/index.html
http://theopenvaultatocbc.com/
http://theopenvaultatocbc.com/


 

(中國大

陸) 

融孵化器 融科技的孵化器，享有深圳市

科技金融的資源，包含創業投

資、培訓課程、國際技術移

轉…等 

投資人接觸，並不定期

舉辦講座、沙龍、論壇 

亞洲地區

(中國大

陸) 

意投孵化器 

http://www.club-vc.com.

cn/ 

主要以矽穀創投的方式為天

使、早期、成長階段的高科技

企業提供一站式創業與資本

虛擬孵化服務，同時在溫哥

華、廣州、東莞、常平、惠州、

鎮江等地同步運營。培養企業

的核心競爭力和高速健康發

展的能力，從而使孵化企業在

資本市場得到認可並取得超

過行業平均水準的價值。 

大數據、移動互聯

網、交易支付、雲端

計算 

v v v 羿投孵化器與美國、加

拿大、比利時、香港、

台灣各地孵化器、科研

院所、大學建立長期的

戰略合作關係 

  

http://www.club-vc.com.cn/
http://www.club-vc.com.cn/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金融科技 

亞洲地區

(中國大

陸) 

上海金融穀園區孵化器 

http://www.sh-financialv

alley.com/Operate/BL.as

p 

上海金融谷建設金融支持型

企業孵化器，吸引創業起步階

段或成立初期的科技企業和

新興產業入駐，為其提供天使

基金、種子基金、科技貸款及

融資輔導等一條龍金融服

務；建設金融支持型企業加速

器，吸引成長型企業和高速發

展科技企業入駐，為其提供融

資和資本運作服務的專業化

服務場所和平臺，通過開辦擔

保、再擔保、增信、多管道組

合融資等業務,為企業提供展

業-創業一站通服務。 

 v v v 建 立 導 師 及 校 友 機

制，並建立與投資人的

連結穩固資金來源。 

亞洲地區

(中國大

陸) 

創新穀 

http://www.innovalley.

com.cn/ 

創新穀是中國最活躍的互聯

網孵化器和天使投資基金之

一，總部位於深圳。創新谷管

理團隊有著豐富的互聯網和

移動互聯網從業經驗，此前創

新谷創始人朱波先生在擔任

華為互聯網業務總裁期間投

資的暴風影音和昆侖萬維已

成功上市。 

互聯網、移動互聯網 v v v 提供住宿、IT 基礎設

備，定期安排互聯網圈

及輔導員諮詢，並策劃

行銷及宣傳的策略 

  

http://www.sh-financialvalley.com/Operate/BL.asp
http://www.sh-financialvalley.com/Operate/BL.asp
http://www.sh-financialvalley.com/Operate/BL.asp
http://www.innovalley.com.cn/
http://www.innovalley.com.cn/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金融科技 

亞洲地區

(中國大

陸) 

賽富互聯網金融孵化器 賽富互聯網金融孵化器由蘇

州賽富科技有限公司創辦，賽

富科技是國內領先的互聯網

供應鏈金融大數據風控平

臺，業務涵蓋銀行、證券、保

險、擔保、小貸、融資租賃、

保理、互聯網金融等新興金融

領域 

雲端運算、協力廠商

支付、眾籌、大數據

金融、金融創新、大

數據社會化徵信 

v v v 結合天使投資、市場資

源、人才技術轉化，整

合天使投資機構及個

人資金，註力創業團隊

的成長 

亞洲地區

(中國大

陸) 

畢友創新谷 

http://www.uistars.com/ 

創新穀是四川首個產業互聯

網金融創新孵化器，助推西部

產業跨業創新發展 

互聯網金融、互聯網

技術開發、金融領

域、O2O 

v v v 三個月集中輔導，與產

業 資 源 直 接 建 立 連

結，O2O 融資服務、創

業者之家提供住宿 

  

http://www.uistars.com/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硬體(Hardware) 

北美地區 HAX 

https://hax.co/ 

全球最大及第一個以硬體為

主的加速器，一年進行兩梯次

輔導。輔導新創企業許多面

向，如諮詢、可製造性設計、

採購。 

消費電子設備、B2B

設備、媒體娛樂、機

器人、家電、顛覆性

的玩具 

v v v 在計畫尾聲，會前往舊

金山進行 demo day，提

供絕佳機會與投資人

建立連結。 

提供額外種子基金(2萬

5 千美元換取 6％股份

或 10萬美金換取 9％股

份兩種方案) 

北美地區 Alphalab gear 

http://alphalabgear.org/ 

計劃課程長達 40 週、小班

制，專注於提供任何與硬體相

關的技術支援，原型製造設備

及軟體，此外並提供包含商品

設計、金融、行銷…等多元面

向的教育課程 

機器人、硬體、軟體 v v v 可以選擇 25000 美元

5%股權或 50000 美元

9%的方案。 

並提供平臺建立同業

連結獲取更多建議 

提供實習機會 

北美地區 Highway1 

http://highway1.io/ 

位於舊金山，提供為期四個月

的加速專案，專注於產品發展

設計及規模製造與募資，目前

已有67專案來自於12個不同

國家 

具變革性的消費市

場產品 

v v v 可以選擇 100000 美元

8%股權或 50000 美元

5%的方案。 

提供 10 日的深圳參訪

之旅 

建立與投資人接觸的

連結機會 

https://hax.co/
http://alphalabgear.org/
http://highway1.io/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硬體(Hardware) 

北美地區 gener8tor 

http://www.gener8tor.co

m/ 

全美 top15 的加速器，在 12

週的加速器計畫中，投資高達

14 萬美元，支持這些新興公

司成長，透過經驗豐富的導

師，技術專家，企業合作夥

伴，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及網

絡建立。 

軟體、IT、網路、電

子商務、硬體 

v v v 多元現金投資方案 

 

 

北美地區 BOLT 

https://www.bolt.io/ 

BOLT 以硬體為主的協助加

速器，協助新創企業實現硬體

夢想，並提供種子資金，高端

的原型店、專職的工程和設計

人員，協助製造和商業化。 

硬體 v   提供一套流程，使企業

能夠按部就班的完成

夢想商品。 

提供額外的資金投資 

北美地區 Tandem 

http://tandemcap.co

m/ 

位於 CA 專精於軟硬體的加

速器，除了種子投資外，協助

新創企業擬定成長策略、品牌

建構及資金使用規劃 

硬體、軟體 v v  最多兩百萬美元的種

子投資 

北美地區 Wearable Iot World 

http://wearableworld.co/ 

世界首創世界上第一個專注

物聯網（IOT），可穿戴、 

技術和新興技術應用於互聯

網的加速器。起初為創新中

心，後來擴大服務，包括開發

企業環境、啟動創新和文化創

新的加速器和諮詢項目。 

尖端科技、硬體、可

穿戴式裝置 

 v  與全球 2,000 企業建立

深厚夥伴關係 

獲得種子基金 

http://www.gener8tor.com/
http://www.gener8tor.com/
https://www.bolt.io/
http://tandemcap.com/
http://tandemcap.com/
http://wearableworld.co/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硬體(Hardware) 

歐洲地區 Industrio 

http://industrio.co/ 

提供種子資金，專業的原型開

發資源和強大的製造支持，幫

助公司在市場上推出產品，此

外具有 40 多個顧問解決問

題，使產品概念、開發更加清

晰，塑造商業模式、定位品牌 

消費設備、B2B 設

備、自動機電一體化

設備、機器人、智能

家電、物聯網 

v v v 提供專業的製造基礎

設施、材料，及一些知

名的軟體免費使用 

歐洲地區 buildit 

http://www.buildit.ee/ 

位於愛沙尼亞，在 3 個月的指

導方案團隊可以使用我們的

原型工具。90 位來自 15 個不

同國家的導師會提供全方面

的協助。創業公司在塔爾圖科

技園區免費提供的開放式空

間辦公，並可在一個生活實驗

室測試他們的產品。團隊還從

合作夥伴獲取免費和優惠服

務 - 包括開發工具，設計服

務，法律和會計服務…等。 

硬體、創意產業 v v  提供住宿，建構平臺與

投資者建立連結 

歐洲地區 HARDWARE.co 

http://hardware.co/accel

erator/overview/ 

HARDWARE.co 致力於創造

創新的硬體產品和企業的全

球性社區和加速器。經由 14

天密集的加速計畫，40 位元

各領域的導師將給予所有協

助 

硬體 v v v 在加速計畫完成後繼

續提供一定的協助 

http://industrio.co/
http://www.buildit.ee/
http://hardware.co/accelerator/overview/
http://hardware.co/accelerator/overview/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硬體(Hardware) 

歐洲地區 Startupbootcamp 

HighTechXL 

http://www.startupbootc

amp.org/accelerator/hig

htechxl-eindhoven.html 

專注於高科技硬體硬體創

新，在 3-6 個月的課程中，接

受 125 位導師輔導並能使用

領域巨大的網絡連結獲取資

訊 

先進機器人、物聯

網、自動汽車技術、

傳感器製造、先進材

料、醫療技術 

v v v 專案結束後三年內仍

給予一定的協助資源 

提供市場調查，以荷蘭

為測試地點，貼近市場

需求 

亞洲地區

(中國大

陸) 

星雲智慧硬體加速器 

http://www.stargeek.cn/

pages/main.html 

星雲智慧硬體加速器是由聯

想出資傾力，位於深圳，是國

內首家專註解決智慧硬體供

應量管理環節的專業智慧硬

體加速器平臺。 

創新技術、人工智

慧、智慧硬體 

v v v 免費對有資金需求的

團隊推薦融資機構 

亞洲地區

(中國大

陸) 

太火鳥智慧硬體孵化

平臺 

http://www.taihuoniao.c

om/home 

北京太火紅鳥科技有限公司

是中國最火爆的智慧硬體孵

化平臺。太火鳥致力於建設重

構產品研發創新流程，努力幫

助設計師和創意者實現商業

價值，從廣泛的創意中尋找具

有「創新價值」且可以被稱為

「性感設計」的產品，開啟一

個全新的眾包設計時代 

設計創新、供應鏈、

智能軟硬體 

v v v 商品定義、投資融資、

硬體品控、軟體體驗、

推廣營銷、管道建設等

每個環節全程全力支

援 

http://www.startupbootcamp.org/accelerator/hightechxl-eindhoven.html
http://www.startupbootcamp.org/accelerator/hightechxl-eindhoven.html
http://www.startupbootcamp.org/accelerator/hightechxl-eindhoven.html
http://www.stargeek.cn/pages/main.html
http://www.stargeek.cn/pages/main.html
http://www.taihuoniao.com/home
http://www.taihuoniao.com/home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硬體(Hardware) 

亞洲地區

(台灣) 

vMaker 台灣自造者 

http://vmaker.tw/ 

提供科技新知、生活手做和募

資專案等不同面向的創客/自

造者（Maker）活動及資訊，

創造多面的互動場域。 

電子、行動設備、機

器人、工藝、針織、

紙藝、裁縫 

   建立一個能夠提供自

造者（maker）們互相

交流技術、展示、討論

的場域，一方面針對國

內自造者的需求提供

服務，一方面積極延伸

社群範圍 

亞洲地區 ActnerLab (韓國) 

http://www.actnerlab.co

m/ 

與 Lab IX of Silicon Valley 合

作，共同輔導新創企業邁向國

際化，提出四種不同的加速育

成計劃協助各個階段的新創

企業 

硬體 v v  提供精闢市場洞悉及

區域創新圈的介紹 

有機會進入 Lab IX 的

加速器計畫， 

http://vmaker.tw/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科技、網路、軟體、生物科技 

北美地區 Y Combinator（矽穀） 又稱創業界的明星大學,只投

進入他們加速器的公司，不進

行直投; 只在矽穀，更關注美

國本土的創業者; 更偏愛技

術型公司 

科技、網路、網路為

基礎、電子商務、軟

硬整合 

x（但每週會

議室皆會安

排各創業團

隊以餐聚方

式相互交

流） 

v v 投注種子資金,提供實際

演練 Workshop、商業規

劃及募資等, 繼續協助創

業團隊募集下一階段資

金 

北美地區 Techstars 據點遍佈英美主要城市

（Boston, Boulder, Chicago, 

NYC, Seattle, London, 

Austin）, 著重於科技導向的

公司，特別是致力於網站、軟

體的團隊，不投資生技、餐

廳、顧問公司，以及只做 local

市場的新創團隊 

科技、網路、軟體、

行動裝置、遊戲、電

子商務、實體設備、

SaaS、硬體、網路為

基礎、雲端，擁有國

際市場潛力的團隊

也是投資重點之一 

v v （641 位

Mentors 分佈

在各據點

（Boulder, 

Boston、NYC, 

Seattle, 

Austin , 

London, 

Chicago），

涵蓋多項領

域，強調經驗

資深） 

v 股權投資,校友及投資人

網絡 

北美地區 Betaspring 協助已有產品之科技及設計

創業者開設公司 

科技、網路、行動裝

置、實體設備、網路

為基礎 

v v v 活躍的校友及導師網路 ,

領域專家,種子基金,免費

法律諮詢 

北美地區 AlphaLab 由美國最活躍的種子期投資

公司之一 Innovation Works所

成立 

網路、軟體、行動裝

置、遊戲、硬體 

x v v 股權投資,商業模式測試,

提供教育訓練,建立網絡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科技、網路、軟體、生物科技 

北美地區 Bizdom  為 Dan Gilbert（founder and 

chairman of Quicken Loans 

and Rock Ventures 創辦人）所

設立的非營利加速器 

科技、軟體、行動裝

置、SaaS 

v v v 種子期資金,投資人網路, 

協助後續籌資,教育訓練

與工作坊,行政支援 

北美地區 Launchpad LA 被 Forbes 評選為全美第五名

的加速器 

科技、網路、軟體 v v x 直接投資, 顧問及投資者

網路 

北美地區 Gener8tor 以投資科技導向之新創企業

為主，由美國家庭保險公司贊

助 

軟體、SaaS、網路基

礎、硬體、電子商務 

v v v 股權投資,校友及導師網

路 

北美地區 HUB Ventures/Better  

Ventures 

支持創業家用科技打造更美

好的世界，著重於客戶發展、

籌資及對投資人簡報 

網路、軟體、行動裝

置、遊戲 

v v v 股權投資,每週舉辦工作

坊,同儕合作,投資人網絡 

北美地區 Mucker Lab 以加速科技生態系統為主要

目標，並為早期新創企業提供

資源 

科技、網路、電子商

務、 SaaS 

v v v 協助下一階段籌資 ,產品

試水溫,並找到正確的商

業模式與客戶 

北美地區 Communitech Rev（加

拿大） 

為科技新創公司孵化計畫，協

助新創企業由種子階段制獲

得 A 輪資金 

SaaS、行動裝置、網

路基礎、硬體、雲端 

v v v 股權投資,協助開闢國際

市場 

北美地區 Victory Spark 以協助服務美國退休軍人為

主的新創公司 

科技、軟體、行動裝

置、遊戲、硬體 

v v v 僅提供種子資金，但不取

得股權 

北美地區 Capital Innovators 提供種子期資金,資源與連結,

以專案為導向的業師輔導 

網路、軟體、SaaS、

網路基礎 

v v v 股權投資,提供投資網路

及下一輪籌資機會 

北美地區 Excelerate Labs 被富比士評為世界第三的加

速器 

網路、軟體、電子商

務、SaaS、網路基礎 

v v v 股權投資,與名列前茅的

大學結為合作夥伴 

 

http://www.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2/04/30/top-tech-incubators-as-ranked-by-forbes-y-combinator-tops-with-7-billion-in-value/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科技、網路、軟體、生物科技 

北美地區 BoomStartup 以科技類新創公司為主，助其

創 造 最 低 可 行 性 產 品

（minimal viable product） 

科技、網路、軟體、

行動裝置 

v v v 股權投資,投資人網路,支

援服務 

北美地區 SURGE 以投資能源及清潔技術為主

的種子基金，亦獲選為全美前

十大加速器 

科技、網路、軟體、

行動裝置、SaaS、硬

體設備、網路基礎、

硬體 

v v v 股權投資,協助與產業專

家及導師建立市場回饋

機制與網絡,並引薦關鍵

消費者,亦協助下一輪籌

資,協助準備相關文件,媒

體曝光 

北美地區 The ARK Challenge 以科技新創公司為主，主要應

用領域為已有產品及客戶零

售/後勤支援產業 

行動裝置、電子商

務、SaaS、網路基礎 

v v v 股權投資,訓練課程,來自

零售產業的業師輔導,產

業資訊,行銷服務 

北美地區 Kaplan EdTech 由 Techstars 發起，以教育類

新創公司為主 

科技、網路、網路為

基礎 

v v v 股權投資,提供住宿諮詢,

市場趨勢與回饋,訓練資

源,與學校為合作夥伴 

北美地區 StartFast Venture  以支持科技導向之新創企業

為主，不投資生技或專業服務

業 

網路、軟體、行動裝

置、SaaS 

v v v 股權投資 

北美地區 AngelPad 

http://angelpad.org/ 

AngelPad 是由麻省理工學院

的中美種子加速器排名名列

＃1 美國加速器， 

總部設在紐約和舊金山的種

子階段的加速器計劃， 

在過去的 5 年裡，我們輔導了

115 家企業。 

 v v v  

http://angelpad.org/


 

北美地區 Founders Space 

http://www.foundersspa

ce.com/ 

致力於輔導企業家幫助具成

長潛力的新創企業，根據 

Forbes Magazine 為世界排名

前 10 的加速器，密集兩週的

計畫 

 v v v 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可選擇以支付參與計畫

費用代替交換股權 

額外 2萬美元的金額投資 

北美地區 Coinx Accelarotor 

http://www.coinxgroup.

com/#!coinx-accelerator

/byseh 

專門致力於協助晚期新創企

業訂定長期企業的擴張策略 

 v v v 投資 25k-100k 

北美地區 INDIE BIO 

http://sf.indiebio.co/ 

世界首創的生物科技加速

器，坐落舊金山擁有兩間大型

實驗室，提供為期三個月的加

速計畫。 

生物科技 v v v 250,000 美元種子基金 

歐洲地區 Startupbootcamp 橫跨歐洲 5 個城市及以色

列，為全球領先的加速器之一 

科技、網路、軟體、

行動裝置、硬體設

備、網路基礎 

v v v 提供來自全球的相關領

域之導師、投資人及夥伴

網路 

歐洲地區 Seedcamp 歐洲知名的種子期前即種子

期加速器 

科技 v v v 建立人際網絡,行銷與分

配,產品發展與設計,籌資 

 地區 加速器名稱 簡介 主要領域 提供服務 

創業空間 業師輔導 Demo Day 其他 

科技、網路、軟體、生物科技 

歐洲地區 Eleven  採 遞 增 投 資 （ incremental 

investment ） ， 起 初 是 由

TechStars London 負責 

科技、網路、軟體、

行動裝置、硬體 

v v v 提供種子資金 

歐洲地區 Techstars London 由 Techstars 負責營運 網路、遊戲、SaaS、

實體設備、網路為基

礎、硬體、雲端 

v v v 種子投資,可介接

Techstars 及巴克萊資料

與科技公司校友網路 

歐洲地區 H-Farm 針對種子期前團隊進行投資 行動裝置、電子商

務、SaaS、網路基礎

（時尚、設計、食物

與九、旅遊業、O2O

零售體驗、物聯網） 

v v v 投資人網路建立,課程,獲

得價值 8萬歐元的現金與

服務 

歐洲地區 StartUp42 為非營利加速器，協助早期科

技新創公司發展第一個原型

產品，具法國工程學校 EPITA

的支援 

科技、軟體、遊戲、

雲端、大數據，偏

好 B2B and B2B2C

類型 

v v v（Prototype 

Fiesta） 

EPITA 的實驗室、研究

員、教師、校友、學生的

支持，建立網路的機會 ,

媒體曝光機會,每週評鑑 

亞洲地區 JFDI.Asia（新加坡） 東南亞最成功、歷史最悠久的

種子加速器 

網路、軟體、行動裝

置、SaaS、雲端 

v v v 提供現金投資及科技設

備、投資人網絡 

亞洲地區 SK Planet（韓國） 由 SK 電訊公司分拆上市 科技、網路、行動裝

置、電子商務、雲端

（包括新媒體、通訊

及 SNS、LBS 等） 

v v v 投資人網絡 

亞洲地區 SparkLabs（韓國） 由南韓創業家發起，協助發展

南韓的新創企業生態系統 

網路、行動裝置、線

上遊戲、雲端、電子

商務、數位媒體 

v v v 提供創業家、創投、天使

投資人及執行長網絡,股

權投資 

亞洲地區 Dev Korea(南韓) 為韓國首創跨城市同步進行  v v v 接觸 60-80 位投資人，在

http://www.foundersspace.com/
http://www.foundersspace.com/
http://www.coinxgroup.com/#!coinx-accelerator/byseh
http://www.coinxgroup.com/#!coinx-accelerator/byseh
http://www.coinxgroup.com/#!coinx-accelerator/byseh
http://sf.indiebio.co/


 

  

http://www.devkorea.vc/ 的加速器，為期三個月，在紐

約進行 demo day 

計劃結束後仍然會繼續

輔導公司，並舉辦天使投

資人 pitch 相關活動 

亞洲地區 BASH (新加坡) 

http://www.infocommin

vestments.com/BASH.ht

ml 

設立五大主題區域提供新創

企業硬體設備、輔導加速器及

共同空間的計畫。 

 v v  25,000 平方英呎的大空

間，建立創業社群激盪想

法 

亞洲地區 Chinaccelerator（中國上

海） 

為中國首家提供種子資金的

計畫 

網路、軟體、行動裝

置、雲端、電子商

務、SaaS、網路基礎 

v v v 股權投資，為期兩周的成

功創業公司參訪之旅,協

助尋找住房,須移居上海 

http://www.infocomminvestments.com/BASH.html
http://www.infocomminvestments.com/BASH.html
http://www.infocomminvestments.com/BASH.html


 

(七)重要股權式群眾募資平臺 

 
地區 網站名稱 成立時間 網址 簡介 

美國 AngelList 2010 https://angel.co/ 被譽為「矽穀黃頁」的群眾募資平臺，在投資圈內頗負盛名，以讓科技領域的投資變得

更透明更高效為願景，為創業公司和投資者提供創投交流社群和融資平臺。 

AngelList 的資金募集相對而言較為分散，不同的 VC 透過網站自動匹配項目，每個人付

出一點金錢，來共同對公司進行天使輪投資。AngelList 極具吸金力的 Syndicate 服務曾

一度引發熱議，而其所推出的 Maiden Lane 基金則會專門用於資助 AngelList 上優秀的

天使投資人，透過這筆資金，天使投資人可以和其他投資者進行聯合投資。 

美國 Crowdfunder 2011 https://www.crowdfunder.co

m/ 
來自美國洛杉磯，作為天使投資股權群眾募資平臺的代表，Crowdfunder 致力於改寫美

國法律，幫助美國初創公司和小型企業透過股權或收入的融資方式來募集資金。其創始

人兼 CEO Chance Barnett 也是美國 JOBS 法案的參與者之一。除了幫助企業籌集資金之

外，Crowdfunder 還會吸引企業家及投資者來為創業公司提供融資教學指導及行銷資源

的幫助。 

美國 Wefunder 2011 https://wefunder.me/ 結合 Y Combinator 所經營之創業社群連結，推出共同基金，從 Wefunder 平臺上募集投

資人資金，由基金管理者投資 YC 的潛力新創團隊。 

每週推出一個募資項目。在募資項目完成線上融資後，該平臺會將所有確定投資的用戶

投資款集合起來，成立一個新的、獨立的小基金，入股該創業公司。 

美國 SeedInvest 2012 https://www.seedinvest.com/ 總部位於紐約創業社區，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進行交易協作和盡職調查的平臺。借助虛

擬會議室，創業公司還可以與投資者進行交流以尋求合作。目前，共有 650 位天使投資

人入駐了，450 家創業公司齊聚以尋求融資。 

SeedInvest 基於投資者的喜好和投資歷史來提供人性化的投資推薦，過濾不符合要求的

申請，篩選出最值得投資與最受歡迎的投資機會。 

美國 AgFunder 2012 http://agfunder.com/ 專注於農業及農業技術相關的新創公司募資計畫，包括農產品、農業技術應用等領域。 

美國 AlumniFunder 2013 http://www.alumnifunder.com

/ 
一個專為畢業校友和在校生打造的創業籌資平臺，不隸屬特定的學校，而是適用於所有

院校創業團隊。透過畢業校友提供資金，資助擁有創意點子的在校生，建立更為直接透

明的資源管道。 

美國 Grow Venture 

Community 

2009 http://group.growvc.com/ 全球性的社區創業平臺，匯集創業者、投資者、創投，讓出色的創業點子被看見。打造

創業生態，讓創業者可以接觸專家、資金提供者、團隊成員、客戶、合作夥伴。 



 

地區 網站名稱 成立時間 網址 簡介 

美國 MicroVentures 2009 https://microventures.com/ 微型借貸與投資網站，對創業項目做一些初期調查篩選工作並向創業公司酌收費用，然

後以檔形式呈現出來，以此為投資人做出最終投資決策前的親自調查提供幫助。融資額

上限達 100 萬美元，MicroVentures 將收取融資額的 10%作為傭金。 

美國 CircleUp 2012 https://circleup.com/ 基於消費者產品的公司的募資平臺，對像是對於專業的投資人給消費性產品的公司，可

說是介於 AngelList 跟 Kickstarter 之間的服務公司，是一家媒合投資你喜歡的消費產品

的平臺。 

美國 FundersClub 2012 https://fundersclub.com/ 股權基礎的線上融資平臺，至 2015 年 2 越累計 12,000 名合格投資者，完成募資的初創

公司達 115 家，初創公司募資金額已 100 萬為限，共計募資金額超過 2,900 萬美元。 

英國 CrowdCube 2011 http://www.crowdcube.com/ Crowdcube 是世界上第一個股權群眾募資平臺，以股票為基礎，進行資金籌集。非上市

在英國註冊的創業型公司可以透過 Crowdcube 平臺向大眾尋求資金扶持。投資者除了可

以與創業者進行交流並得到投資回報之外，還可成為他們所支持企業的股東。 

通過股權群眾募資，企業家們能夠繞過天使投資和銀行，直接從普通大眾手中獲得資

金。2013 年 2 月，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FCA）認定 Crowdcube 合法。在群眾募

資期內，如果達到融資目標，那麼發起人將獲得籌款，即為融資成功，而 Crowdcube 則

將收取 5% 的傭金；反之，未能達到預期目標，則為失敗，之前所籌款項將返還投資者。 

英國 Angels Den 2007 http://www.angelsden.com/ 最大天使投資平臺，成立的宗旨是變革企業家們獲得投資以及發展企業的方式。至 2014

年底，Angels Den 已為融資企業籌得了 1,800 萬英鎊，重視募資項目的質量勝於數量。

側重於把中小企業和初創公司介紹給能夠提供資金同時也能夠提供專業建議和行業見

解的天使投資人。2014 年底與中國著名股權眾籌平臺「路演吧」合作，共用投資人與投

資項目資源。 

英國 Seedrs 2012 https://www.seedrs.com/ 天使投資融資服務平臺，融資額度在 10 萬英鎊（100 萬元）以內，讓用戶可以直接通過

Seedrs 平臺進行小額在線投資並獲得創業公司相應的股份。 

為了保證平臺的透明操作，已獲得 FSA 的授權並受其監管。在 Seedrs 平臺上投資項目

後，用戶將有機會獲得一定比例的稅款減免。對稅率較高的英國來說，這點對英國民眾

理財非常具有吸引力。Seedrs 會要求用戶必須通過一份測試，以表明用戶知曉投資所存

有的風險。 

中國 天使匯 2011 http://angelcrunch.com/ 天使匯是中國最早幾家股權募資平臺之一，標榜幫助初創企業迅速找到天使投資，幫助

天使投資人發現優質初創專案。通過產品，使用者體驗，融資，股權等一系列的指導協

助創業發展。天使匯、創投圈、原始會為中國股權募資發展排名前三名的平臺，共計發

布 48,394 個專案（至 2014 年 11 月），占 IT 橘子收錄中國 21 家股權募資平臺案例的



 

地區 網站名稱 成立時間 網址 簡介 

98%，其中 274 個專案拿到融資，金融為 13.2 億元。天使匯上發布的專案約 16,090 個，

獲投率為 1.4%，單個平均融資額為 434.8 萬元。 

中國 創投圈 2011 http://www.vc.cn/ 創投圈是專為早期創業者和天使投資人服務的股權投融資平臺。由天使會（徐小平、李

開複、雷軍、曾李青、何伯權、包凡、蔡文勝、季琦、倪正東、呂譚平、楊向陽）和創

新工廠共同投資的第一家公司。創投圈發布專案數量為 30,304 個（至 2014 年 11 月），

獲投率為 0.1%，單個平均融資額為 571 萬元。 

中國 原始會 2013 http://www.yuanshihui.com/ 網信金融旗下運營的一站式股權眾籌平臺，至 2014年 11月，平臺合作創業項目超過 2000

個，認證投資人超過 1000 人。已經有 9 個項目完成了股權眾籌，總體融資總額約 1.2 億

元，獲投率為 0.45%，單個專案的平均融資額約為 1,333 萬元。 

中國 大家投 2012 http://www.dajiatou.com/ 大家投作為國內最早成立的股權眾籌網站之一，至 2014 年 10 月，平臺上線項目數量 46

個，項目融資成功數量為 31 個，項目融資成功率高達 68%。走得最前的大家投，已經

有了自己明顯的特色：專案主打融資小額快速，投資門檻相對較低，流程和服務盡可能

產品化。 

中國 路演吧 2014 http://luyanba.com/ 2014 年 5 月正式上線運營的新銳股權眾籌平臺，由專業網絡運營專家、法律顧問、會計

師和財務投資顧問組成的團隊，通過革命性的線上視頻路演業務，結合嚴格、謹慎的天

使投資理念，率先在中國股權眾籌業界提出了投前、投中、投後的全程保障措施，由該

平臺制定的「股權眾籌領投人準則」也獲得了業界公認，有望通過進一步的實踐驗證，

形成中國股權眾籌界的行業標準。在以上創新性和規範性相結合的運營理念指導之下，

路演吧的 5,000 名境內天使投資人，從 800 多個創業項目中精選出多個早期創業項目，

並成功完成了超過 1,000 萬元人民幣的投融資對接，其規範經營的良好口碑也快速在業

界建立了品牌形象。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八)重要回饋/捐贈式群眾募資平臺 

地區 網站名稱 成立時間 網址 簡介 

美國 Kickstarter 2009 https://www.kickstarter.com/ 放眼全球，最知名最火紅的群眾募資平臺。Kickstarter 是群眾募資網站的鼻祖，也是全

球科技創業愛好者及創新者的聖地。從 2009 年，Perry Chen、Yancey Strickler 和 Charles 

Adler 的合作創立，到超過 570 萬用戶參與總計 10 億美元的項目群眾募資，用戶分佈

七大洲 224 個國家，Kickstarter 成為了全球最成功的群眾募資平臺，也讓以夢想為名創

意群眾募資逐漸成為一大潮流。 

在 Kickstarter 上，有著設計、娛樂、藝術、遊戲、科技、時尚、電影製作等五花八門的

創業項目，在行動互聯網領域，諸如應用開發、智慧手錶、虛擬實境、3D 列印、開源

硬體等許多類別的產品都在這裡成名成長。 

美國 Indiegogo 2008 https://www.indiegogo.com/ 美國第二大群眾募資平臺，相比 Kickstarter 對於項目的篩選和嚴苛的服務規則，

Indiegogo 更為開放，其服務對象非常廣泛，不限定客戶類型，沒有項目限制，無論是企

業還是個人需要融資均可，也正因如此，除了夢想之外，公益精神成為了 Indiegogo 區

別於 Kickstarter 的一大特色。 

美國 RocketHub 2010 http://www.rockethub.com/ RocketHub 這家在全球群眾募資網站排行榜中位列 TOP 5，位於美國紐約，由創作歌手

Brian Meece、演員兼製片人 Jed Cohen 和科技評論人 Vladimir Vukicevic 共同創立，分

別擔任 CEO、COO 和 CTO。2011 年 1 月，語言學家兼創客 Alon Hillel-Tuch 加入

RocketHub 創始團隊，擔任 CFO。 

在 RocketHub 上，用戶可藉助社交媒體通過 Direct-to-Fan 模式進行項目宣傳和資金募

集，如果融資目標在設定期限內沒有達成，用戶仍然可以繼續募集資金。如果達到目標，

RocketHub 將從中抽成 4%，另外再加 4% 的手續費。反之，除了額定的手續費之外，

RocketHub 還將抽成 8%。而支持者除了投資外還可就項目進行投票，得票最高的項目將

獲得由 RocketHub 提供商業服務和行銷資源的援助。 

美國 Razoo 2006 年 http://www.razoo.com/ 在美國華盛頓成立的線上群眾募資平臺 Razoo，以促進社會公益並透過簡單、有趣而又

雋永的饋贈與服務激勵他人參與其中為目標。在該平臺之上，用戶可以為任何事物進行

捐款、資金募集及建立合作。 

Razoo 的名稱來自於硬幣的最小數值，有涓涓細流匯成大海之意。不過，Razoo 所追求

的是「Raise Money for Anything」，許多獨立應用開發者都會在這裡為應用進行資金籌

集，而 Razoo 也有其官方 iPhone 應用，用戶可以直接在手機上管理項目，與捐助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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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CrowdRise 2010 年 https://www.crowdrise.com/ CrowdRise 是一家專注於為慈善項目提供群眾募資服務的網站，支持線上籌款和社交網

絡活動，通過對交易收取 3% 至 5% 的服務費來獲得收入。CrowdRise 成立於 2010 年

5 月，由著名演員 Edward Norton 及 Robert Wolfe 聯合創辦，其創始成員還包括 Shauna 

Robertson 和 Jeffrey Wolfe。 

當下，非營利組織傳統的融資方式存在缺陷，群眾募資模式在非營利組織中逐漸獲得普

及，但大多數社交工具無法滿足組織需求或帶來「揮發式」體驗。而 Norton 所主張的

則是讓 CrowdRise 成為所有人的慈善活動平臺，重新定義人們的社會活動生活。

CrowdRise 的名人效應也顯而易見，Seth Rogen、Jonah Hill、Will Ferrell 等多位大老們

鼎力支持，利用他們社交平臺的力量為自己所喜愛的慈善團體發起慈善募款活動。 

美國 Peerbackers 2011 http://peerbackers.com/ Peerbackers 會審核專案的合法性，以及申請者是否瞭解如何集資成功。收取 5%交易費，

透過 Paypal 收款，需要再付 2.9%的手續費。提供三種募資方式： 

-達到或超過募資目標，獲得所有募款金額。 

-沒有達到募資目標，可以執行回饋承諾，獲得募款金額。 

-沒有達到募資目標，無法執行回饋承諾，募款金額退回。 

美國 Plum Alley 2012 https://www.plumalley.co/ 專門針對女性創業者的群眾募資平臺，以「支持並促使女性創業成為未來潮流」為願景，

其創始人兼 CEO Deborah Jackson 在慈善籌款方面有著超過 20 年的經驗。 

Plum Alley 的群眾募資項目極具女性特色，比如家裝、園藝、美容等，當然，也包含創

業、科技等類型，許多硬體開發產品及工具也在這裡發起群眾募資。儘管與上述的綜合

群眾募資平臺相比，Plum Alley 更侷限於女性，但卻遠遠超出了創新項目群眾募資及世

界群眾募資平臺的概念，而是致力於推廣女性項目，改善婦女和女童的生活，從而改變

世界。 

阿根廷 Ideame 2011 http://idea.me/ 拉丁美洲首屈一指的群眾募資平臺，於 2011 年 8 月誕生於阿根廷，支持藝術、遊戲、

音樂、教育、科技、環境、創業等多個類別的群眾募資活動，足跡遍佈阿根廷、巴西、

智利、哥倫比亞、美國等多個國家。其最大亮點就是，它是首家支持用比特幣支付的群

眾募資平臺。 

Ideame 鼓勵創新，通過群眾募資、社交網絡及其他增值服務來幫助創業者進行項目融

資。在 Ideame 上，用戶不僅可以透過信用卡和 Paypal 的方式來支援自己所看好的項目，

還可以用 BitPay，用比特幣來支援對應項目。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九) 2015 年全美最活躍的天使投資團體 

排名 名稱 地區 

1 Keiretsu Forum Washington, DC 

2 Tech Coast Angels Southern CA 

3 Central Texas Angel Network Austin, TX 

4 Houston Angel Network Houston, TX 

5 New York Angels New York, NY 

5 Alliance of Angels Seattle,WA 

7 Wisconsin Investment Partners Madison, WI 

8 Maine Angels Portland, ME 

8 Hyde Park Angels Chicago,IL 

10 Desert Angels Tucson, AZ 

10 Launchpad Venture Group Boston, MA 

10 Sand Hill Angels San Jose,CA 

資料來源： Angel Angel Resource Institute （2016）, HALO Report：Angel Group Update 2015.  

 

  



 

（十）2015 年全球百大 VC 投資者 

 

排名 肖像 姓名 企業 

1  Peter Fenton Benchmark Capital 

2  Fred Wilson Union Square Ventures 

3  Chris Sacca Lowercase Capital 

4  Joshua Kopelman First Round Capital 

5  James Goetz Sequoia Capital 

6  Danny Rimer Index Ventures 

7  Steve Anderson Baseline Ventures 

http://cbinsights.com/investor/benchmark-capital
http://cbinsights.com/investor/union-square-ventures
http://cbinsights.com/investor/lowercase-capital
http://cbinsights.com/investor/first-round-capital
http://cbinsights.com/investor/sequoia-capital
http://cbinsights.com/investor/index-ventures
http://cbinsights.com/investor/baseline-ventures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fenton.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fredwilson.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chrissacca.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joshkopelman.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jimgeotz.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dannyrimer.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steveanderson.png


 

8  Bill Gurley Benchmark Capital 

9  Nanpeng (Neil) Shen Sequoia Capital (China) 

10  Scott Sandell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11  James Breyer Breyer Capital 

12  Peter Thiel Founders Fund 

13  Michael Moritz Sequoia Capital 

14  Michael Maples Jr. Floodgate 

15  Marc Andreessen Andreessen Horowitz 

16  Aydin Senkut Felicis Ventures 

http://cbinsights.com/investor/benchmark-capital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sequoia-capital-china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new-enterprise-associates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breyer-capital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founders-fund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sequoia-capital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floodgate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andreessen-horowitz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felicis-ventures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scottsandel.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jimbreyer.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peterthiel.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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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enny Lee GGV Capital 

18  Roelof Botha Sequoia Capital 

19  Bradley Feld Foundry Group 

20  Rebecca Lynn Canvas Ventures 

21  Mary Meeker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22  Brian Atwood Versant Ventures 

23  David Sze Greylock Partners 

24  Matt Cohler Benchmark Capital 

25  Sameer Gandhi Accel Partners 

26  Hurst Lin DCM Ventures 

27  Benjamin Horowitz Andreessen Horo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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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Bijan Sabet Spark Capital 

29  Paul Madera Meritech Capital Partners 

30  Bryan Roberts Venrock 

31  Douglas Leone Sequoia Capital 

32  Promod Haque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33  Yuri Milner DST Global 

34  Todd Chaffee 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 

35  Salil Deshpande Bain Capital Ventures 

36  Jon Callaghan True Ventures 

37  Sandy Miller 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 

38  Randy Glein DFJ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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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Theodore Schlein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40  Jonathan Silverstein OrbiMed Advisors 

41  Harry Weller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42  Lee Fixel Tiger Global Management 

43  Byron Deeter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44  Mike Volpi Index Ventures 

45  Navin Chaddha Mayfield Fund 

46  Alfred Lin Sequoia Capital 

47  Asheem Chandna Greylock Partners 

48  Charles Moldow Foundation Capital 

49  Forest Baskett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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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ichael Dearing Harrison Metal 

51  Amir Nashat Polaris Partners 

52  Deven Parekh Insight Venture Partners 

53  George Zachary CRV 

54  Jeremy Levine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55  David Cowan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56  George Bischof Meritech Capital Partners 

57  Ping Li Accel Partners 

58  John Vrionis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59  Jai Das Sapphire Ventures 

60  Jeremy Liew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harrison-metal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polaris-partners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insight-venture-partners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crv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bessemer-venture-partners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bessemer-venture-partners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meritech-capital-partners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accel-partners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lightspeed-venture-partners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sapphire-ventures
https://www.cbinsights.com/investor/lightspeed-venture-partners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MichaelDearing50.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51-AmirNashat.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52-DevenParekh.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53-GeorgeZachary.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54-JeremyLevine.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55-DavidCowan.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56-GeorgeBischof.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57-PingLi.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58-JohnVrionis.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59-JaiDas.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3/60-JeremyLiew.png


 

61  Douglas Cole Flagship Ventures 

62  Xiaojun Li IDG Capital Partners 

63  David Chao DCM Ventures 

64  David Weiden Khosla Ventures 

65  Andrew Braccia Accel Partners 

66  Rob Ward Meritech Capital Partners 

67  Hemant Taneja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68  Neeraj Agrawal Battery Ventures 

69  John Doerr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70  Ann Lamont Oak HC/FT 

71  Rory O’Driscoll Scale Venture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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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Kevin Efrusy Accel Partners 

73  Krishna Kolluri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74  Matt Murphy Menlo Ventures 

75  Michael Goguen ex-Sequoia Capital 

76  Mamoon Hamid Social Capital 

77  Rich Wong Accel Partners 

78  Christopher Schaepe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79  Jeff Crowe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80  Samir Kaul Khosla Ventures 

81  Josh Stein Draper Fisher Jurvetson 

82  Joel Cutler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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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Brook Byers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84  Neil Rimer Index Ventures 

85  Beth Seidenberg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86  Mitch Lasky Benchmark Capital 

87  Rob Hayes First Round Capital 

88  Peter Wagner Wing Venture Partners 

89  Ryan Sweeney Accel Partners 

90  Alex Ferrara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91  Satish Dharmaraj Redpoint Ventures 

92  Venky Ganesan Menlo Ventures 

93  Ravi Mhatre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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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Gordon Ritter Emergence Capital Partners 

95  Anton Levy General Atlantic 

96  Richard Liu Morningside Ventures 

97  Amish Jani FirstMark Capital 

98  Jim Tananbaum Foresite Capital 

99  Suyang Zhang IDG Capital Partners 

100  Keith Rabois Khosla Ventures 

 

註：計算排名因素- 

 投資者撤資:撤資頻率、資金規模、投資階段評估 

 網絡核心:與其他投資者的連結 

 一致性:投資階段、投資目標行業的一致性 

 非流動性投資組合公司的價值:投資頻率、資金規模及高價值投資之進入階段 

 近期表現：自 2008年後開始評估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March 13, 2016) - The Top 100 Venture Capit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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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國大陸早期投資人一覽表 

編號 標題 

11-1 2015 年中國天使投資機構 10 強 

11-2 2015 年中國創業投資機構 20 強 

11-3 2015 年中國本土創業投資機構 20 強 

11-4 2015 年中國外資創業投資機構 10 強 

11-5 2015 年中國私募股權投資機構 20 強 

11-6 2015 年中國私募股權投資機構 20 強（本土） 

11-7 2015 年中國私募股權投資機構 10 強（外資） 

11-8 2015 年中國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領域投資機構 20 強 

11-9 2015 年中國互聯網金融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11-10 2015 年中國醫療健康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11-11 2015 年中國消費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11-12 2015 年中國文化創意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11-13 2015 年中國先進製造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11-14 2015 年中國清潔技術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11-15 2015 年中國新農業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11-16 2015 年中國全方位增值服務 VC/PE 投資機構 10 強 

11-17 2015 年中國天使投資人 10 強 

11-18 2015 年中國創業投資人 10 強 

11-19 2015 年中國私募股權投資人 10 強 



 

表 11-1 中國大陸 2015 年天使投資機構 1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北京真格天成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zhenfund.com/ 

階段：種子天使輪、Pre-A 輪、A 輪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電子商務、教育、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金融、文化娛

樂體育硬體、農業、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2012 年初在北京成立的天使基金，計畫在三年內投資百家早期創業型企業，關注的領域包

括電子商務、移動互聯網、遊戲、教育培訓、消費品以及醫療。 

2 北京創新工場投資中心

（有限合夥） 

網址：http://www.chuangxin.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醫療健康、電子商務、本地生活、金融、文

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創辦於 2009 年 9 月，是一家早期投資機構，同時為創業者提供全方位的創業服務。投資

方向立足於資訊產業最熱門的領域：移動互聯網、消費互聯網、電子商務和雲計算；主要涉足的

投資階段為：種子輪、天使輪和 A 輪，B 輪會有選擇的進行跟投。 

3 顯峰華興創業投資有限

公司 

網址：http://weibo.com/u/3358989074 

階段：天使初創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廣告行銷、醫療健康、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SNS 社交網路 

介紹：險峰華興(China、Renaissance、K2、Ventures)由華興資本創始人包凡攜手陳科屹創立，是

專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和科技類專案的早期天使投資機構。 

4 北京聯想之星創業投資

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legendstar.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製造業、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硬體、教育、金融、

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

交網路 

 

介紹：聯想之星專注於種子期科技企業的超級天使，解決企業融資問題，深度孵化並從事和人兩

方面提升企業價值。 

5 隆領投資 網址：http://www.longling.com/ 

階段：Pre-A 輪、A 輪、B 輪 

 

領域：移動互聯網、遊戲、文化娛樂體育、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旅遊、

企業服務、SNS 社交網路 

、 

介紹：隆領投資成立於 2013 年，由天使投資人蔡文勝所創辦，關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文化

創意、藝術品等領域。 

6 洪泰基金 網址：http://www.innoangel.com/ 

階段：種子天使輪 

 

領域：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育、本地生活、移動互聯網、互聯網、醫療健康、金融、

硬體、農業、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

路 

 



 

介紹：洪泰基金成立於 2014 年，由俞敏洪、盛希泰聯合創辦，投資對像是那些估值在 5000 萬左

右規模的公司，每個專案的投資規模在 300—500 萬元。投資將聚焦在三個方面：一是跟吃喝玩

樂相關的專案；二是大健康和教育相關的專案；三是移動互聯網能夠顛覆的所有領域。 

7 英諾天使基金 網址：http://www.innoangel.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金融、硬體、教育、電子商

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英諾天使基金是一個關注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相關領域的天使投資基金，重點關注手機遊

戲、線上教育、O2O、互聯網金融、移動健康等領域。 

8 阿米巴資本 階段：種子天使輪、Pre-A 輪、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本地生活、金融、電子商務、汽車交通、房產服務、SNS 社交網

路 

 

介紹：阿米巴資本成立於 2011 年 10 月，專注於 TMT 行業的早期投資。 

9 九合創投 網址：http://www.innoangel.com/ 

階段：種子天使輪、Pre-A 輪、A 輪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遊戲、電

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九合創投是一個天使風險投資基金，關注並投資早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創業公司和團隊。

由資深互聯網人士、前“百度七劍”之一的王嘯於 2011 年創立。 

10 梅花天使創投 階段：天使初創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 



 

介紹：梅花天使創投成立於 2014 年，由吳世春等創辦。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2 中國大陸 2015 年創業投資機構 2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達晨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fortune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醫療健康、製造業、金融 

 

介紹：達晨創投成立於 2000 年 4 月，是第一批按市場化運作設立的內資創業投資機構。公司成立

13 年來，聚焦于文化傳媒、消費服務、現代農業、節能環保四大投資領域。 

2 深圳創新投 

 

成立時間：1999 年 

機構總部：深圳市 

註冊地點：深圳市 

官方網站：www.szvc.com.cn 

 

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是以資本為主要聯結紐帶的母子公司為主體的大型投資企業集團，於 2002 年

10 月正式成立。集團核心企業——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深圳創新投”）的前身為

1999 年 8 月 26 日成立的深圳市創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 

深創投是國內資本規模最大、投資能力最強、最具競爭力的內資創業投資公司之一，註冊資本 42

億元人民幣，可投資能力超過 100 億元人民幣，平均年投資回報率（IRR）為 36%。主要股東包括

深圳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深圳市遠致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星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 

十五年間接洽專案數萬個，已投資專案 544 個，領域涉及 IT、通訊、新材料、生物醫藥、能源環保、

化工、消費品、連鎖、高端服務等，累計投資金額逾 158 億元人民幣。 

http://www.szvc.com.cn/


 

 

3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 

 

網址：http://www.sequoiacap.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紅杉資本創始於 1972 年，共有近 30 支基金，擁有逾 100 億美元總管理資本。紅杉資本中國

基金目前管理總額約 25 億美元和逾 40 億人民幣的總計 8 期基金，用於投資中國的高成長企業。紅

杉重點關注的四個方向為科技/傳媒、消費品/服務、醫療健康、新能源/環保/先進製造，但所投資的

公司並不限於此。 

4 經緯中國 

 

網址：http://www.matrixpartners.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經緯中國 2008 年創立，總部設在北京，在環保技術、教育、能源、金融服務、健康、互聯

網和軟體行業等不同領域積極尋找投資機會。 

5 IDG 資本 

 

網址：http://www.idg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IDG 資本專注於與中國市場有關的 VC/PE 投資項目，重點關注消費品、連鎖服務、互聯網

及無線應用、新媒體、教育、醫療健康、新能源、先進製造等領域的擁有一流品牌的領先企業，覆

蓋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Pre-IPO 各個階段，投資規模從上百萬美元到上千萬美元不等。 

6 毅達資本 

 

網址：http://www.addor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企業服務、企業服務、硬體、文化娛樂體育、金融、教育、文化娛樂體育、本地生活、電子

商務、製造業、環保能源、醫療健康、移動互聯網、互聯網 

 

介紹：毅達資本成立於 1992 年，是江蘇高科技投資集團核心企業，由江蘇高投與管理團隊核心成

員共同組建，關注清潔技術、節能環保、健康產業、TMT、先進製造、新材料、消費和現代服務以

及文化產業等各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7 藍馳創投 

 

網址：http://www.innoangel.com/ 

階段：Pre-A 輪 A 輪 B 輪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硬體 

 

介紹：藍馳創投是一家專注早期階段企業的領先國際風險投資公司，目前管理超過 10 億美元總資

本，重點關注互聯網服務/IT、移動通訊、半導體、節能與環保領域 

8 君聯資本 

 

網址：http://www.legendcapital.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君聯資本(聯想投資)共管理五期美元基金、兩期人民幣基金，資金規模合計逾 130 億元人民

幣，關注 TMT、清潔技術、醫療健康、先進製造、消費品、現代服務業，重點投資於初創期和擴

展期中小企業，兼顧種子期的項目。 

9 東方富海 

 

網址：http://www.ofcapital.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介紹：東方富海成立於 2006 年，累計管理基金規模近 70 億元人民幣。目前已投資專案超過 100 個，

10 個專案成功上市。投資領域：資訊技術、健康醫療、消費品、新能源新材料。 

 

10 北極光創投 

 

網址：http://www.nlight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

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北極光創投創立於 2005 年，管理 3 支美元基金和 3 支人民幣基金，管理資產總額 10 億美元。

關注通訊、媒體、高科技（TMT）領域為主，同時涵蓋清潔技術、醫療健康、新材料、先進製造以

及消費等多個行業。投資階段主要為早期和成長期初期，即企業在公開市場發行上市前的 4-5 年，

同時也策略參與發行上市前 1-2 年的投資機會。 

11 聯創永宣 

 

網址：http://www.newmargin.com/site/home_en.asp 

階段：Pre-A 輪 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硬體教育金融遊戲汽車



 

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農業工具軟體 

 

介紹：上海永宣創投前身為上海聯創，目前管理的基金規模大約為 15 億美金。重點投資領域將是

那些有著顯著增長潛力並能帶來高附加值的行業：IT、高成長性技術，生物醫藥，高附加值的製造

業。 

12 元禾控股 

 

網址：http://www.oriza.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 

 

介紹：元禾創投（蘇州創業投資集團）是一家管理 210 億元資金規模的投資控股企業，業務覆蓋股

權投資、債權融資和股權投資，旗下基金有中新創投、原點創投、凱風創投等。 

13 同創偉業 

 

網址：http://www.cowincapital.com.cn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天使初創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

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深圳同創偉業成立於 2000 年，旗下已設立 7 支基金，管理資金規模達 60 億人民幣，致力於

扶持新能源、新材料、通信電子、節能環保、生物醫藥等新興高科技企業和新型消費服務業的發展。 

14 啟明創投 

 

網址：http://www.qimingventures.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製造業、農業、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



 

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啟明創投成立於 2006 年 2 月，是一家中國領先的風險投資機構，旗下管理四支基金，資金

總額超過 11 億美元，專注於媒體和互聯網、資訊技術、消費者和零售業、醫療保健以及清潔能源

等行業早期和成長期企業的投資。 

15 軟銀中國 

 

網址：http://www.sbc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軟銀中國資本(SBCVC)成立於 2000 年，是一家領先的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基金管理公司，

致力於在大中華地區投資優秀的高成長、高科技企業。 

16 基石資本 

 

網址：http://www.stonevc.com/ 

階段：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醫療健康、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教育、金融、文化娛樂

體育、硬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 

 

介紹：基石資本長期致力於投資中國本土的成長期企業、以及上市前企業的股權投資，聚焦於穩健

增長的重點行業：先進製造、TMT、醫療健康、消費及服務等。基石資本管理基金包括私募股權投

資、風險投資、定增、並購、固定收益等類型，管理資產規模 150 億元。基石資本獲得了出資人和

市場的高度認同。基金出資人包括大型保險集團、政府引導基金、FOF、知名企業、企業家和高淨

值人士 

17 賽伯樂投資集團 

 

網址：http://www.cybernaut.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 

 

http://www.stonevc.com/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遊戲、電子商務、企業服務 

 

介紹：Cybernaut 賽伯樂投資成立於 2008 年，關注早中期具有強大整合平臺價值的企業，已經投資

了金融、教育、醫療健康、高科技以及先進製造業等領域的企業。 

18 賽富投資基金 

 

成立時間：2001 年 

機構總部：香港 

官方網站：www.sbaif.com 

 

賽富投資基金是由閻焱先生和其合夥人管理總規模超過 40 美元的投資基金，包括若干美元和人民

幣基金，是亞洲著名的風險投資和成長期企業投資基金之一。賽富管理的資金主要來源於歐美著名

大學投資基金、公共養老基金、家族信託基金和其他機構投資人。賽富連續多年被“國際私募基金”

雜誌、清科、福布斯評為亞洲最佳創業投資基金或最佳成長投資基金。閻焱先生、羊東先生等人多

次被評為中國或亞洲最佳創業投資人。 

賽富投資基金自 2001 年開始投資於亞洲企業，目前已經在中國、印度和韓國等地區投資超過 20 億

美元，100 多家企業。 

賽富投資基金注重和企業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為企業提供增值服務和解決問題。包括為企業提供公

司治理、財務規範、員工激勵、高管招聘、發展戰略、公開發行上市等方面的諮詢和建議。在企業

出現困難時，協助企業解決問題，渡過難關。 

19 今日資本 

 

網址：http://www.capitaltoday.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電子商務、本地生活 

 

介紹：今日資本是一家專注於中國市場的國際性投資基金，獨立管理著 6.8 億美元的基金，關注零

售、消費品、醫療、互聯網等行業。 

http://www.sbaif.com/


 

20 紀源資本 

 

網址：http://www.gg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

娛樂體育、硬體、農業、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

網路 

 

介紹：紀源資本(GGVCapital)成立於 2000 年，管理著跨 4 個基金共計 16 億美元的資金，並持續關

注支持中美兩地的行業領袖。紀源專注於擴展期投資，資金規模集中在 500 萬-2500 萬美元之間，

關注互聯網/數字媒體、雲計算/軟體服務、中國城市化發展推動的消費領域等。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3 中國大陸 2015 年本土創業投資機構 2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達晨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fortune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醫療健康、製造業、金融 

 

介紹：達晨創投成立於 2000 年 4 月，是第一批按市場化運作設立的內資創業投資機構。公司成立

13 年來，聚焦于文化傳媒、消費服務、現代農業、節能環保四大投資領域。 

2 深圳創新投 成立時間：1999 年 

機構總部：深圳市 

註冊地點：深圳市 

官方網站：www.szvc.com.cn 

 

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是以資本為主要聯結紐帶的母子公司為主體的大型投資企業集團，於 2002 年

10 月正式成立。集團核心企業—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深圳創新投”）的前身為

1999 年 8 月 26 日成立的深圳市創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 

深創投是國內資本規模最大、投資能力最強、最具競爭力的內資創業投資公司之一，註冊資本 42

億元人民幣，可投資能力超過 100 億元人民幣，平均年投資回報率（IRR）為 36%。主要股東包括

深圳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深圳市遠致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星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 

http://www.szvc.com.cn/


 

十五年間接洽專案數萬個，已投資專案 544 個，領域涉及 IT、通訊、新材料、生物醫藥、能源環保、

化工、消費品、連鎖、高端服務等，累計投資金額逾 158 億元人民幣。 

 

3 毅達資本 網址：http://www.addor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企業服務、企業服務、硬體、文化娛樂體育、金融、教育、文化娛樂體育、本地生活、電子

商務、製造業、環保能源、醫療健康、移動互聯網、互聯網 

 

介紹：毅達資本成立於 1992 年，是江蘇高科技投資集團核心企業，由江蘇高投與管理團隊核心成

員共同組建，關注清潔技術、節能環保、健康產業、TMT、先進製造、新材料、消費和現代服務以

及文化產業等各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4 君聯資本 網址：http://www.legendcapital.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君聯資本(聯想投資)共管理五期美元基金、兩期人民幣基金，資金規模合計逾 130 億元人民

幣，關注 TMT、清潔技術、醫療健康、先進製造、消費品、現代服務業，重點投資於初創期和擴

展期中小企業，兼顧種子期的項目。 

5 東方富海 網址：http://www.ofcapital.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介紹：東方富海成立於 2006 年，累計管理基金規模近 70 億元人民幣。目前已投資專案超過 100 個，

10 個專案成功上市。投資領域：資訊技術、健康醫療、消費品、新能源新材料。 

 

6 聯創永宣 網址：http://www.newmargin.com/site/home_en.asp 

階段：Pre-A 輪 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教育、金融、遊戲、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農業、

工具軟體 

 

介紹：上海永宣創投前身為上海聯創，目前管理的基金規模大約為 15 億美金。重點投資領域將是

那些有著顯著增長潛力並能帶來高附加值的行業：IT、高成長性技術，生物醫藥，高附加值的製造

業。 

7 元禾控股 網址：http://www.oriza.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 

 

介紹：元禾創投（蘇州創業投資集團）是一家管理 210 億元資金規模的投資控股企業，業務覆蓋股

權投資、債權融資和股權投資，旗下基金有中新創投、原點創投、凱風創投等。 

8 同創偉業 網址：http://www.cowincapital.com.cn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天使初創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



 

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深圳同創偉業成立於 2000 年，旗下已設立 7 支基金，管理資金規模達 60 億人民幣，致力於

扶持新能源、新材料、通信電子、節能環保、生物醫藥等新興高科技企業和新型消費服務業的發展。 

9 基石資本 網址：http://www.stonevc.com/ 

階段：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醫療健康、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教育、金融、文化娛樂、

體育、硬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 

 

介紹：基石資本長期致力於投資中國本土的成長期企業、以及上市前企業的股權投資，聚焦於穩健

增長的重點行業：先進製造、TMT、醫療健康、消費及服務等。基石資本管理基金包括私募股權投

資、風險投資、定增、並購、固定收益等類型，管理資產規模 150 億元。基石資本獲得了出資人和

市場的高度認同。基金出資人包括大型保險集團、政府引導基金、FOF、知名企業、企業家和高淨

值人士 

10 高榕資本 網址：http://www.banyan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電子商務 

 

介紹：高榕資本（BanyanFund）成立於 2013 年，是一家新成立的關注國內科技領域的投資基金。

管理著 2 億多美元基金，專注於 TMT 行業種子期和成長期投資。 

11 創東方投資 

 

網址：http://www.cdf-capital.com/ 

階段：種子天使輪 Pre-A 輪 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硬體、農業、教育、金

融、文化娛樂、體育、企業服務 

http://www.stonevc.com/


 

 

介紹：創東方投資，一家專業從事創業投資和創業管理的投資機構，目前管理資金規模 30 億元人

民幣，累計投資各類成長型企業 60 餘家。 

12 順為資本 

 

網址：http://www.oriza.com.cn 

階段：種子天使輪 Pre-A 輪 A 輪 B 輪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本地生活、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電子商務 

 

介紹：順為基金（北京順為資本投資諮詢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1 年，所管理資金規模超過兩億美

元，重點關注中國互聯網相關行業，投資方向包括但不限於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社交網路平臺

等，主要投資目標為初創期及成長期的優質創業公司。 

13 松禾資本 

 

網址：http://www.pinevc.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 

 

介紹：松禾資本是由深港產學研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於 2007 年發起設立的專業化創業投資管理公司，

目前受託管理資產超過 50 億元人民幣。 

14 浙商創投 

 

網址：http://www.qimingventures.com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 

 

介紹：浙商創投成立於 2007 年 11 月，目前已經管理了 9 個 VC/PE 基金和 1 個天使基金，可投資

資金規模 30 多億元人民幣，管理資產規模達 100 億元人民幣。 



 

15 華睿投資 

 

網址：http://www.sinowisdom.cn/ 

階段：種子天使輪 Pre-A 輪 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 

 

介紹：華睿投資創立於 2002 年，是中國本土最早從事創業投資的民營資本管理機構。截止 2012 年

6 月底，華睿投資旗下擁有 25 只創業投資基金，管理資本超過 60 億元。 

16 天圖資本 

 

網址：http://www.tiantu.com.cn 

階段：成長發展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教育、金融 

 

介紹：天圖資本專注於投資品牌消費品企業（家庭及個人消費的產品與服務）並以 A 輪投資為主，

所投消費品企業涵蓋醫療健康、文化教育、金融服務、生活服務、食品飲料、服裝、首飾等消費品

類。 

17 富坤創投 

 

成立時間：1999 年 

機構總部：深圳市 

註冊地點：深圳市 

官方網站：www.rlequities.com 

 

深圳市富坤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簡稱“富坤創投”）前身為深圳市哈史坦福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9 年。富坤投資是國內起步較早、管理規範的專業投資公司，富坤投資在股權投資與投資銀行業

務等領域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和優秀的業績，管理的資金規模約 43 億元人民幣，並成為重慶、北京、

深圳、長沙等城市各級政府參與引導的基金管理人。 

18 華創資本 網址：http://www.cgcvc.com/ 

階段：種子天使輪 Pre-A 輪 A 輪 B 輪 

http://www.rlequities.com/


 

  

領域：移動互聯網、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硬體、農業工具、軟體、汽車、交通、

企業服務 

 

介紹：華創資本是一家為創業者提供初創期和成長期投資的專業投資機構，自 2006 年成立伊始，

一直專注于新金融、新消費、新實業領域的早期投資。我們的產品包括股權投資、高成長企業債以

及全方位的投後增值服務。 

19 湖北高投 

 

網址：www.cnhbgt.com 

成立時間：2005 年 

機構總部：武漢市 

註冊地點：武漢市 

 

介紹：湖北省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5 年 10 月，註冊資本 7.2 億人民幣，是一家由

湖北省科技廳聯合宜昌、襄樊、黃石、葛店四家高新技術開發區共同發起成立的省級科技投融資平

臺，公司功能定位為服務全省高新技術產業的專業性投融資平臺，重點對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

業、文化產業等新興戰略產業，尤其是初創期企業開展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積極拓展面向高新技

術特色產業鏈的企業並購重組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基礎設施及孵化器進行投資；拓展創業投

資管理和資產管理業務，受託管理股權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 

20 啟賦資本 

 

網址：http://www.qfvc.cn/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深圳啟賦資本成立於 2011 年 12 月，是一家私募股權投資公司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http://www.qfvc.cn/


 

表 11-4 中國大陸 2015 年外資創業投資機構 1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 網址：http://www.sequoiacap.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紅杉資本創始於 1972 年，共有近 30 支基金，擁有逾 100 億美元總管理資本。紅杉資本中國

基金目前管理總額約 25 億美元和逾 40 億人民幣的總計 8 期基金，用於投資中國的高成長企業。紅

杉重點關注的四個方向為科技/傳媒、消費品/服務、醫療健康、新能源/環保/先進製造，但所投資的

公司並不限於此。 

2 經緯中國 網址：http://www.matrixpartners.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經緯中國 2008 年創立，總部設在北京，在環保技術、教育、能源、金融服務、健康、互聯

網和軟體行業等不同領域積極尋找投資機會。 

3 IDG 資本 網址：http://www.idg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IDG 資本專注於與中國市場有關的 VC/PE 投資項目，重點關注消費品、連鎖服務、互聯網

及無線應用、新媒體、教育、醫療健康、新能源、先進製造等領域的擁有一流品牌的領先企業，覆

蓋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Pre-IPO 各個階段，投資規模從上百萬美元到上千萬美元不等。 

4 藍馳創投 網址：http://www.innoangel.com/ 

階段：Pre-A 輪 A 輪 B 輪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硬體 

 

介紹：藍馳創投是一家專注早期階段企業的領先國際風險投資公司，目前管理超過 10 億美元總資

本，重點關注互聯網服務/IT、移動通訊、半導體、節能與環保領域 

5 北極光創投 網址：http://www.nlight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

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北極光創投創立於 2005 年，管理 3 支美元基金和 3 支人民幣基金，管理資產總額 10 億美元。

關注通訊、媒體、高科技（TMT）領域為主，同時涵蓋清潔技術、醫療健康、新材料、先進製造以

及消費等多個行業。投資階段主要為早期和成長期初期，即企業在公開市場發行上市前的 4-5 年，

同時也策略參與發行上市前 1-2 年的投資機會。 

6 啟明創投 網址：http://www.qimingventures.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製造業、農業、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

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啟明創投成立於 2006 年 2 月，是一家中國領先的風險投資機構，旗下管理四支基金，資金

總額超過 11 億美元，專注於媒體和互聯網、資訊技術、消費者和零售業、醫療保健以及清潔能源

等行業早期和成長期企業的投資。 

7 軟銀中國 網址：http://www.sbc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軟銀中國資本(SBCVC)成立於 2000 年，是一家領先的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基金管理公司，

致力於在大中華地區投資優秀的高成長、高科技企業。 

8 賽伯樂投資集團 網址：http://www.cybernaut.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遊戲、電子商務、企業服務 

 

介紹：Cybernaut 賽伯樂投資成立於 2008 年，關注早中期具有強大整合平臺價值的企業，已經投資

了金融、教育、醫療健康、高科技以及先進製造業等領域的企業。 

9 賽富投資基金 成立時間：2001 年 

機構總部：香港 



 

官方網站：www.sbaif.com 

賽富投資基金是由閻焱先生和其合夥人管理總規模超過 40 美元的投資基金，包括若干美元和人民

幣基金，是亞洲著名的風險投資和成長期企業投資基金之一。賽富管理的資金主要來源於歐美著名

大學投資基金、公共養老基金、家族信託基金和其他機構投資人。賽富連續多年被“國際私募基金”

雜誌、清科、福布斯評為亞洲最佳創業投資基金或最佳成長投資基金。閻焱先生、羊東先生等人多

次被評為中國或亞洲最佳創業投資人。 

賽富投資基金自 2001 年開始投資於亞洲企業，目前已經在中國、印度和韓國等地區投資超過 20 億

美元，100 多家企業。 

賽富投資基金注重和企業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為企業提供增值服務和解決問題。包括為企業提供公

司治理、財務規範、員工激勵、高管招聘、發展戰略、公開發行上市等方面的諮詢和建議。在企業

出現困難時，協助企業解決問題，渡過難關。 

10 今日資本 網址：http://www.capitaltoday.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電子商務、本地生活 

 

介紹：今日資本是一家專注於中國市場的國際性投資基金，獨立管理著 6.8 億美元的基金，關注零

售、消費品、醫療、互聯網等行業。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5 中國大陸 2015 年私募股權投資機構 2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九鼎投資 網址：http://www.jd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硬體、農業 

 

介紹：昆吾九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專注於股權投資及管理，管理了多支人民幣基金和一支美元基

金。九鼎投資在消費、服務、醫藥醫療、農業、裝備、材料、礦業、節能環保等領域均有專業的投

資團隊進行長期研究、跟蹤，並有大量的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的投資案例。 

2 中信產業基金 網址：http://www.citicpe.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

硬體、農業 

 

介紹：中信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8 年 6 月，由中信集團和中信證券組建的 PE 基金。 

3 複星資本 成立時間：2007 年 

機構總部：上海市 

註冊地點：上海市 

官方網站：www.fosuncapital.com 

 

上海複星創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複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主要成員企業，是複星集



 

團的直接投資和對外開展資產管理的，力爭打造成為國內領先的股權投資和基金管理人。 

目前，複星創富管理的基金規模超 60 億元，複星創富人民幣基金投資人（LP）主要由國內知名上

市公司和著名民營企業家組成。公司直接投資和受託管理的企業達 10 餘家，投資領域涉及：金融

保險、能源化工、礦產資源、交通物流、消費品、裝備製造、農林資源以及資訊科技等多個行業 

4 鼎暉投資 網址：http://www.cdhfund.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鼎暉投資成立於 2002 年，目前管理基金規模超過 70 億美元，包括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地

產投資和證券投資基金。投資領域包括但不限於資訊技術與服務、新媒體、大眾消費品和消費服務、

醫療設備及服務、教育、綠色技術等行業。 

5 KKR 網址：http://china.kkr.com/ 

階段：成熟期、上市公司、收購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金融、硬體、農業、電子商務、汽車交

通、房產服務、企業服務 

 

介紹：KKR 集團（KohlbergKravisRoberts&Co.L.P.，簡稱 KKR）成立於 1976 年，是全球歷史最悠

久也是經驗最為豐富的資產管理與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之一，業務包括直接投資、並購等。 

6 建銀國際 機構總部：香港 

註冊地點：香港 

官方網站：www.ccbintl.com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是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建設銀行”）

全資擁有的投行旗艦，業務圍繞 Pre-IPO、IPO 與 Post-IPO 三大環節形成涵蓋眾多產品的完整投行



 

產業鏈，竭誠為全球優質企業提供包括保薦與承銷、財務顧問、企業收購兼併及重組、上市公司增

發配售及再融資、直接投資、資產管理、證券經紀、市場研究及投資諮詢等全方位的投行服務。 

 

建銀國際通過以下三個主要的投資平臺，開展私募股權投資業務：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核心業務為基金投資及資產管理。該公司的直接投資業務在保證傳統行

業投資業績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將醫療健康、文化創意、互聯網和物聯網、新能源、綠色節能環保、

IT 硬體、新材料及第八類新經濟定為重點投資方向。 

 

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中國）”）設立於北京，是建銀國際面向境內資本

市場開展業務的重要平臺以及為建設銀行客戶提供全面金融解決方案的重要平臺。中國公司充分利

用與建設銀行在內地業務中密切聯動的獨特優勢，依託母公司綜合性金融服務集團的雄厚實力，根

植於中國市場，向優質客戶提供直接投資、財務顧問、投資管理、金融創新產品和證券研究等投行

服務。 

 

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從事

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業務的戰略平臺。公司充分利用中國建設銀行及建銀國際在金融和投資領域的

綜合優勢，為被投資企業提供產業運營增值和資本運營增值服務，説明企業成長，為投資者創造價

值，實現多方共贏。目前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已經設立與正在籌建的中國內地私募基金，覆蓋醫療保

健、文化、航空、環保等多個產業。 

7 中金佳成 成立時間：2007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介紹：中金佳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簡稱“中金佳成”）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成立的一家全資

子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 5000 萬元人民幣。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於 2009 年 5 月 7 日、2011 年 1

月 24 日以及 2011 年 4 月 8 日對該公司分別增資人民幣 6000 萬元、1 億元和 2 億元，增資後中金佳



 

成的註冊資本為 4.1 億元。中金佳成主要從事境內直接投資業務。 

8 海通開元 網址：http://www.htsec.com/htsec/Channel/2670234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海通開元是海通證券旗下專業從事直接股權投資業務的全資子公司，專注於新能源、新材料、

消費品、生物醫療、資訊技術、先進製造以及處於景氣度上升階段國家支持行業的投資機會。 

9 弘毅投資 網址：http://www.hony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收購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 

 

介紹：弘毅投資是聯想控股旗下 PE 投資機構，業務涵蓋並購投資、成長型投資與跨境投資，投資

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海外公司，已先後在建材、醫藥、裝備製造、消費品、新能源、

新材料、商業連鎖、文化傳媒、金融服務等多個行業進行了投資。 

10 高瓴資本 網址：http://www.hillhousecap.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高瓴資本（HillhouseCapital）是一家專注於長期結構性價值投資的投資公司，重點投資領域

包括互聯網與媒體、消費與零售、醫療健康、能源與製造業等。 



 

11 金浦產業投資 

 

網址：http://www.gpcapital.com.cn/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收購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金融硬體企業服務 

 

介紹：金浦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浦投資）成立於 2009 年 7 月，是上海金融發展投資基

金的管理人，總規模為 200 億元人民幣，參與中國金融產業和其他產業的重組、改制、上市和並購。 

12 騰訊產業共贏基金 

 

網址：http://www.tencent.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收購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文化娛樂體育 

 

介紹：騰訊產業共贏基金是騰訊公司旗下的企業創業投資平臺，主要關注網路遊戲、社交網路、無

線互聯網、電子商務以及新媒體等領域。 

13 光大控股 

 

成立：1997 年 

執行長：陳爽（執行董事） 

總部地點：香港金鐘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46 樓 

介紹：光大控股是中國光大集團的子公司，主要業務是提供金融服務及投資控股。 

14 華平投資 

 

網址：http://www.warburgpincus.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美國華平投資集團是一家私募股權投資機構，投資於公司發展的各個階段。 

15 阿裡資本 網址：http://www.alibaba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收購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電

子商務、汽車交通、旅遊、企業服務 

 

介紹：阿裡資本成立於 2008 年年中，隸屬于阿裡巴巴集團。使命是通過投資、並購和業務拓展，

創造戰略和長遠財富價值，成為繁榮電子商務生態圈的一支核心力量。 

16 天星資本 

 

網址：http://www.stonevc.com/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 IPO 上市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金融、農業、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 

 

介紹：天星資本是一家創投機構，目前管理基金規模 30 億元人民幣，投資領域涉及 TMT、醫藥醫

療、新能源、節能環保、高端製造、文化傳媒等。 

17 矽谷天堂 

 

成立時間：2006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官方網站：www.ggttvc.com 

 

矽谷天堂資產管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矽谷天堂”）是在國家工商總局註冊的一家專門從事

資產管理業務的集團公司，管理資本量將近 300.00 億元。矽谷天堂在北京、深圳、上海、武漢、成

都、西安設有華北、華南、華東、華中、西南、西北 6 家分公司，且旗下擁有浙江天堂矽谷、武漢

創新投、吉林亞東等三家控股子公司。 

矽谷天堂根據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設置了初創期、起步期、成長期、成熟期 4 種不同類型的基金；

根據行業不同，設置了新能源、新材料、環保等基金；並設置了相應的輔助基金。不同類型的基金

明確各自的投資方向和投資規模，制定最優化的基金模式、風險控制手段和退出策略，選擇最佳的

投資服務策略和週邊關係管理方法，通過不同類型的基金產品，全方位地説明各個創新、創業階段

http://www.stonevc.com/
http://www.ggttvc.com/


 

的企業。 

矽谷天堂始終堅持“專業、規範、穩健”的經營理念。該公司將重點關注 TMT、生物醫藥、節能

環保、新能源和現代服務業等投資領域，積極尋找產業轉型升級中的結構性機會，選擇富有較高成

長性和管理規範、有自主創新業務模式的企業進行投資。 

18 國開金融 

 

成立時間：2009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官方網站：www.cdb-capital.com 

 

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是國家開發銀行根據國務院批復的改革方案，新設立的全資子公司，註冊資

本金 350 億元人民幣，主要從事私募股權基金、直接投資、投資諮詢和財務顧問等業務。 

國開金融公司將承接國家開發銀行已有的非金融類股權資產，包括在中非發展基金、中國-比利時

直接股權投資基金、渤海產業投資基金、中國-東盟投資基金、中意曼達林基金、中國鋁業股份公

司、金川集團有限公司、山西晉城無煙煤礦業集團、天津生態城等重大專案中的股東權益。 

國開金融公司將依託國家開發銀行的信用支持、政府資源、產業背景和網路優勢，立足於對中國未

來發展的戰略判斷，積極引導社會資金以股權投資方式，支援國家和地方重大產業項目的並購重組

以及能源礦產、城市開發、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專案發展，加速國內儲蓄向投資轉化，促進產業升級，

拉動國內需求，服務於開行“增強國力、改善民生”的整體發展目標。 

 

19 金石投資 

 

網址：http://www.goldstone-investment.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金融 

 

介紹：金石投資成立於 2007 年 10 月，是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專業直接投資機構。 

20 百度投資 網址：http://home.baidu.com/ 

http://www.cdb-capital.com/


 

 階段：種子天使輪 Pre-A 輪 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 IPO 上市後收購戰略 

 

投資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本地生活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旅

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金融農業 

 

介紹：百度戰略投資部是百度旗下的投資部門，致力於通過投資和收購不斷促進業務發展。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6 中國大陸 2015 年私募股權投資機構 20 強（本土）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九鼎投資 網址：http://www.jd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硬體、農業 

 

介紹：昆吾九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專注於股權投資及管理，管理了多支人民幣基金和一支美元基

金。九鼎投資在消費、服務、醫藥醫療、農業、裝備、材料、礦業、節能環保等領域均有專業的投

資團隊進行長期研究、跟蹤，並有大量的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的投資案例。 

2 中信產業基金 網址：http://www.citicpe.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

硬體、農業 

 

介紹：中信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8 年 6 月，由中信集團和中信證券組建的 PE 基金。 

3 複星資本 成立時間：2007 年 

機構總部：上海市 

註冊地點：上海市 

官方網站：www.fosuncapital.com 

 

上海複星創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複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主要成員企業，是複星集



 

團的直接投資和對外開展資產管理的，力爭打造成為國內領先的股權投資和基金管理人。 

目前，複星創富管理的基金規模超 60 億元，複星創富人民幣基金投資人（LP）主要由國內知名上

市公司和著名民營企業家組成。公司直接投資和受託管理的企業達 10 餘家，投資領域涉及：金融

保險、能源化工、礦產資源、交通物流、消費品、裝備製造、農林資源以及資訊科技等多個行業 

4 鼎暉投資 網址：http://www.cdhfund.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鼎暉投資成立於 2002 年，目前管理基金規模超過 70 億美元，包括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地

產投資和證券投資基金。投資領域包括但不限於資訊技術與服務、新媒體、大眾消費品和消費服務、

醫療設備及服務、教育、綠色技術等行業。 

5 中金佳成 成立時間：2007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介紹：中金佳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簡稱“中金佳成”）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成立的一家全資

子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 5000 萬元人民幣。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於 2009 年 5 月 7 日、2011 年 1

月 24 日以及 2011 年 4 月 8 日對該公司分別增資人民幣 6000 萬元、1 億元和 2 億元，增資後中金佳

成的註冊資本為 4.1 億元。中金佳成主要從事境內直接投資業務。 

6 海通開元 網址：http://www.htsec.com/htsec/Channel/2670234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海通開元是海通證券旗下專業從事直接股權投資業務的全資子公司，專注於新能源、新材料、

消費品、生物醫療、資訊技術、先進製造以及處於景氣度上升階段國家支持行業的投資機會。 

7 弘毅投資 網址：http://www.hony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收購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 

 

介紹：弘毅投資是聯想控股旗下 PE 投資機構，業務涵蓋並購投資、成長型投資與跨境投資，投資

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海外公司，已先後在建材、醫藥、裝備製造、消費品、新能源、

新材料、商業連鎖、文化傳媒、金融服務等多個行業進行了投資。 

8 金浦產業投資 網址：http://www.gpcapital.com.cn/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收購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金融硬體企業服務 

 

介紹：金浦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浦投資）成立於 2009 年 7 月，是上海金融發展投資基

金的管理人，總規模為 200 億元人民幣，參與中國金融產業和其他產業的重組、改制、上市和並購。 

9 騰訊產業共贏基金 網址：http://www.tencent.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收購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文化娛樂體育 

 

介紹：騰訊產業共贏基金是騰訊公司旗下的企業創業投資平臺，主要關注網路遊戲、社交網路、無

線互聯網、電子商務以及新媒體等領域。 

10 阿裡資本 網址：http://www.alibaba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收購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電

子商務、汽車交通、旅遊、企業服務 

 

介紹：阿裡資本成立於 2008 年年中，隸屬于阿裡巴巴集團。使命是通過投資、並購和業務拓展，

創造戰略和長遠財富價值，成為繁榮電子商務生態圈的一支核心力量。 

11 天星資本 

 

網址：http://www.stonevc.com/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 IPO 上市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金融農業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 

 

介紹：天星資本是一家創投機構，目前管理基金規模 30 億元人民幣，投資領域涉及 TMT、醫藥醫

療、新能源、節能環保、高端製造、文化傳媒等。 

12 矽谷天堂 

 

成立時間：2006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官方網站：www.ggttvc.com 

 

矽谷天堂資產管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矽谷天堂”）是在國家工商總局註冊的一家專門從事

資產管理業務的集團公司，管理資本量將近 300.00 億元。矽谷天堂在北京、深圳、上海、武漢、成

都、西安設有華北、華南、華東、華中、西南、西北 6 家分公司，且旗下擁有浙江天堂矽谷、武漢

創新投、吉林亞東等三家控股子公司。 

矽谷天堂根據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設置了初創期、起步期、成長期、成熟期 4 種不同類型的基金；

根據行業不同，設置了新能源、新材料、環保等基金；並設置了相應的輔助基金。不同類型的基金

明確各自的投資方向和投資規模，制定最優化的基金模式、風險控制手段和退出策略，選擇最佳的

投資服務策略和週邊關係管理方法，通過不同類型的基金產品，全方位地説明各個創新、創業階段

http://www.stonevc.com/
http://www.ggttvc.com/


 

的企業。 

矽谷天堂始終堅持“專業、規範、穩健”的經營理念。該公司將重點關注 TMT、生物醫藥、節能

環保、新能源和現代服務業等投資領域，積極尋找產業轉型升級中的結構性機會，選擇富有較高成

長性和管理規範、有自主創新業務模式的企業進行投資。 

13 國開金融 

 

成立時間：2009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官方網站：www.cdb-capital.com 

 

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是國家開發銀行根據國務院批復的改革方案，新設立的全資子公司，註冊資

本金 350 億元人民幣，主要從事私募股權基金、直接投資、投資諮詢和財務顧問等業務。 

國開金融公司將承接國家開發銀行已有的非金融類股權資產，包括在中非發展基金、中國-比利時

直接股權投資基金、渤海產業投資基金、中國-東盟投資基金、中意曼達林基金、中國鋁業股份公

司、金川集團有限公司、山西晉城無煙煤礦業集團、天津生態城等重大專案中的股東權益。 

國開金融公司將依託國家開發銀行的信用支持、政府資源、產業背景和網路優勢，立足於對中國未

來發展的戰略判斷，積極引導社會資金以股權投資方式，支援國家和地方重大產業項目的並購重組

以及能源礦產、城市開發、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專案發展，加速國內儲蓄向投資轉化，促進產業升級，

拉動國內需求，服務於開行“增強國力、改善民生”的整體發展目標。 

 

 

14 
 

金石投資 

 

 

網址：http://www.goldstone-investment.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金融 

 

介紹：金石投資成立於 2007 年 10 月，是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專業直接投資機構。 

http://www.cdb-capital.com/


 

15 百度投資 

 

網址：http://home.baidu.com/ 

階段：種子天使輪 Pre-A 輪 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 IPO 上市後收購戰略 

 

投資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本地生活、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電子商務、工

具軟體、汽車交通、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金融、農業 

 

介紹：百度戰略投資部是百度旗下的投資部門，致力於通過投資和收購不斷促進業務發展。 

16 平安創新資本 

 

成立時間：1992 年 

機構總部：深圳市 

註冊地點：深圳市 

 

官方網站： 

深圳市平安創新資本投資有限公司作為平安信託的全資子公司和平安集團主要的另類投資平臺，平

安創新資本專注於股權投資，致力於 3-5 年內成長為亞太區最大。最具影響力的機構投資者之一，

成為中國最本土的國際化股權投資平臺。 

17 招商局資本 

 

網址：http://home.baidu.com/ 

階段：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 IPO 上市後 

 

投資領域：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 

 

介紹：招商局資本是招商局集團投資公司，目前管理著 4 支基金，規模近 200 億元。 

18 中植資本 

 

成立時間：2011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中植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1 年，註冊資本為 5、000.00 萬元，是中植集團旗下子公司，致力



 

於投資上市公司或其他優秀企業，以從事行業並購整合為主業。 

19 鼎鋒資產 

 

網址：http://www.goldstone-investment.com/ 

階段：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 IPO 上市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硬體、企業服務 

 

介紹：上海鼎鋒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7 年 11 月，主要從事證券投資及股權投資的管理與諮

詢業務。公司目前已有 52 只陽光私募理財產品，包括管理型產品 25 只，TOT 產品 3 只，MOM 產

品 6 只，創新型產品 8 只，新三板產品 10 只，總體管理規模 100 億人民幣。公司私募股權投資亦

完成超過 10 個專案，投資規模超過 5 億元人民幣。 

20 蘇州國發 

 

成立時間：2008 年 

機構總部：蘇州市 

註冊地點：蘇州市 

官方網站：www.sidvc.com 

 

蘇州國發創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國發創投”）由蘇州國際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和蘇州市營財

投資集團公司共同投資創辦，註冊資本金 4 億元人民幣。該公司是蘇州市委、市政府設立的蘇州市

級專業創投機構。 

 

該公司定位於“引導性投資的母基金+專業化的創業資本管理”。為了充分發揮國有資本在創投領

域的“引導、示範和放大”作用，該公司按照“政策性引導、多元化資本、商業化運作、專業化管

理”思路，通過合資、合作方式引導各種國有、民營和境外資本進入創投行業，融合“國際視野、

國有資源、民營機制”優勢，組建不同類型的投資基金。目前，包括種子基金、成長基金、並購基

金、產業基金、城市發展基金和債權基金在內的“國發系”股權投資基金規模接近 300 億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http://www.sidvc.com/


 

 

表 11-7 中國大陸 2015 年私募股權投資機構 10 強（外資）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KKR 網址：http://china.kkr.com/ 

階段：成熟期、上市公司、收購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金融、硬體、農業、電子商務、汽車交

通、房產服務、企業服務 

 

介紹：KKR 集團（KohlbergKravisRoberts&Co.L.P.，簡稱 KKR）成立於 1976 年，是全球歷史最悠

久也是經驗最為豐富的資產管理與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之一，業務包括直接投資、並購等。 

2 建銀國際 

 

機構總部：香港 

註冊地點：香港 

官方網站：www.ccbintl.com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是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建設銀行”）

全資擁有的投行旗艦，業務圍繞 Pre-IPO、IPO 與 Post-IPO 三大環節形成涵蓋眾多產品的完整投行

產業鏈，竭誠為全球優質企業提供包括保薦與承銷、財務顧問、企業收購兼併及重組、上市公司增

發配售及再融資、直接投資、資產管理、證券經紀、市場研究及投資諮詢等全方位的投行服務。 

 

建銀國際通過以下三個主要的投資平臺，開展私募股權投資業務：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核心業務為基金投資及資產管理。該公司的直接投資業務在保證傳統行

業投資業績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將醫療健康、文化創意、互聯網和物聯網、新能源、綠色節能環保、

IT 硬體、新材料及第八類新經濟定為重點投資方向。 

http://www.ccbintl.com/


 

 

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中國）”）設立於北京，是建銀國際面向境內資本

市場開展業務的重要平臺以及為建設銀行客戶提供全面金融解決方案的重要平臺。中國公司充分利

用與建設銀行在內地業務中密切聯動的獨特優勢，依託母公司綜合性金融服務集團的雄厚實力，根

植於中國市場，向優質客戶提供直接投資、財務顧問、投資管理、金融創新產品和證券研究等投行

服務。 

 

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從事

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業務的戰略平臺。公司充分利用中國建設銀行及建銀國際在金融和投資領域的

綜合優勢，為被投資企業提供產業運營增值和資本運營增值服務，説明企業成長，為投資者創造價

值，實現多方共贏。目前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已經設立與正在籌建的中國內地私募基金，覆蓋醫療保

健、文化、航空、環保等多個產業。 

3 高瓴資本 

 

網址：http://www.hillhousecap.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高瓴資本（HillhouseCapital）是一家專注於長期結構性價值投資的投資公司，重點投資領域

包括互聯網與媒體、消費與零售、醫療健康、能源與製造業等。 

4 光大控股 

 

成立：1997 年 

執行長：陳爽（執行董事） 

總部地點：香港金鐘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46 樓 

介紹：光大控股是中國光大集團的子公司，主要業務是提供金融服務及投資控股。 

5 華平投資 

 

網址：http://www.warburgpincus.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美國華平投資集團是一家私募股權投資機構，投資於公司發展的各個階段。 

6 景林 網址：http://www.greenwoodsinvest.com/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

硬體農業遊戲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介紹：景林投資成立於 2004 年，依託景林資產的優勢平臺和資源，關注中國民營企業的投資機會。

景林重點關注消費類及現代服務、醫療醫藥和健康、TMT(廣義 IT、媒體和電信)和先進製造業的投

資機會。 

7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 

 

網址：http://www.gic.com.sg/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 IPO 上市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GIC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是一家來自新加坡的主權投資基金，其主要任務是管理新加坡的外

匯儲備，跨出新加坡國界向海外大舉投資，目前管理的資產超過千億美元。 

8 數位天空技術 

 

成立時間：2005 年 

機構總部：莫斯科 

註冊地點：莫斯科 

官方網站：www.dst-global.com 

 

數字天空技術投資集團（DST）是一家專注於互聯網投資的國際投資公司，創立者是 YuriMilner。

公司目前已完全從 Mail.ru 集團獨立，作為一家專業的投資機構。DST 的投資包括 Facebook、Zynga、

http://www.dst-global.com/


 

Groupon 以及中國最大線上零售商京東商城(360buy.com)。 

9 老虎基金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教育、金融、

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老虎亞洲基金（TigerGlobalMauritiusFund）是一家全球的風險投資機構，這裡主要關注老虎

基金在中國的投資情況。 

10 中信資本 

 

網址：http://www.citiccapital.cn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收購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 

 

介紹：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中信資本）成立於 2002 年，是一家主攻另類投資的投資管理及顧

問公司。核心業務包括直接投資、房地產基金、結構融資、資產管理及創業投資，管理資金超過 43

億美元。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8 中國大陸 2015 年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領域投資機構 2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阿裡資本 網址：http://www.alibaba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收購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電

子商務、汽車交通、旅遊、企業服務 

 

介紹：阿裡資本成立於 2008 年年中，隸屬于阿裡巴巴集團。使命是通過投資、並購和業務拓展，

創造戰略和長遠財富價值，成為繁榮電子商務生態圈的一支核心力量。 

2 北極光創投 

 

網址：http://www.nlight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

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北極光創投創立於 2005 年，管理 3 支美元基金和 3 支人民幣基金，管理資產總額 10 億美元。

關注通訊、媒體、高科技（TMT）領域為主，同時涵蓋清潔技術、醫療健康、新材料、先進製造以

及消費等多個行業。投資階段主要為早期和成長期初期，即企業在公開市場發行上市前的 4-5 年，

同時也策略參與發行上市前 1-2 年的投資機會。 

3 策源創投 

 

成立時間：2007 年 

機構總部：上海市 



 

註冊地點：上海市 

官方網站：www.fosuncapital.com 

 

上海複星創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複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主要成員企業，是複星集

團的直接投資和對外開展資產管理的，力爭打造成為國內領先的股權投資和基金管理人。 

目前，複星創富管理的基金規模超 60 億元，複星創富人民幣基金投資人（LP）主要由國內知名上

市公司和著名民營企業家組成。公司直接投資和受託管理的企業達 10 餘家，投資領域涉及：金融

保險、能源化工、礦產資源、交通物流、消費品、裝備製造、農林資源以及資訊科技等多個行業 

4 晨興資本 

 

成立時間：1992 年 

機構總部：香港 

官方網站：www.morningsidevc.com 

 

晨興創投是晨興集團從事高科技風險投資的機構，是中國最早從事早期風險投資的機構之一，目前

所管理資金規模超過十五億美元，出資人來自國際知名主權基金、家族基金、母基金及大學基金會

等。自 1986 年晨興集團創立以來，晨興創投致力於説明初創和成長型高科技企業，不僅向創業者

們提供長期的風險投資，而且還向他們提供管理支援，創業者們也可以分享晨興集團在全球的商業

網絡和合作夥伴。 

團隊共事近二十年以來，晨興資本尋找、支持、激勵孤獨的創業者，且共用他們卓越的遠見，為其

提供我們的洞察力、行業經驗，以及在創業中從精神到所有經營運作的支持。成功案例包括搜狐，

攜程，第九城市，正保遠端教育，迅雷，鳳凰新媒體，UCWeb，YY，小米科技等。晨興資本在上

海、北京和香港都設有辦公室。 

5 DCM 資本 

 

成立時間：1996 年 

機構總部：美國 

官方網站：www.dcmvc.com 

 

多爾投資管理諮詢（北京）有限公司（簡稱”DCM 資本“）是美國的創業投資機構之一，除美國

http://www.morningsidevc.com/
http://www.dcmvc.com/


 

本土的創業投資以外，公司業務也擴展到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地區。DCM 目前管理超過 28 億美元的

資金。 

DCM 資本主要投資於早期階段的公司（也有選擇性地對中期及晚期階段的公司進行投資），投資領

域包括：商務軟體及服務、環保節能、消費/數位媒體、通訊/網路、系統元件、安全和存儲。 

DCM 資本偏向於作為領投者，但也根據所投公司的需求與其他投資機構合作和共同投資。DCM 通

常會在董事會中佔有一席 

6 高瓴資本 

 

網址：http://www.hillhousecap.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高瓴資本（HillhouseCapital）是一家專注於長期結構性價值投資的投資公司，重點投資領域

包括互聯網與媒體、消費與零售、醫療健康、能源與製造業等。 

7 高榕資本 

 

網址：http://www.banyan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電子商務 

 

介紹：高榕資本（BanyanFund）成立於 2013 年，是一家新成立的關注國內科技領域的投資基金。

管理著 2 億多美元基金，專注於 TMT 行業種子期和成長期投資。 

8 海通開元 

 

網址：http://www.htsec.com/htsec/Channel/2670234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海通開元是海通證券旗下專業從事直接股權投資業務的全資子公司，專注於新能源、新材料、

消費品、生物醫療、資訊技術、先進製造以及處於景氣度上升階段國家支持行業的投資機會。 

9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 

 

網址：http://www.sequoiacap.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紅杉資本創始於 1972 年，共有近 30 支基金，擁有逾 100 億美元總管理資本。紅杉資本中國

基金目前管理總額約 25 億美元和逾 40 億人民幣的總計 8 期基金，用於投資中國的高成長企業。紅

杉重點關注的四個方向為科技/傳媒、消費品/服務、醫療健康、新能源/環保/先進製造，但所投資的

公司並不限於此。 

10 華映資本中國 

 

網址：http://www.meridiancapital.com.cn/ 

 

華映資本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一直以來專注于投資文化傳媒、影視、音樂、

教育、互聯網、新媒體等文化領域。在新加坡、香港、上海、蘇州、常熟、無錫等地設有分支機構。

華映資本是活躍在中國市場上的，為數不多的專注于文化領域的股權投資機構。在過去的十數年

間，華映管理團隊的主要成員投資了 30 餘個中國文化領域的企業，其中不乏攜程、如家、新浪、

好耶、分眾、網龍科技、易趣、東方財富網等眾多著名的行業內標杆企業，由此在行業內積累了深

厚的行業知識，廣泛的行業資源，和豐富的投資經驗 

11 IDG 資本 

 

網址：http://www.idg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http://www.meridiancapital.com.cn/


 

SNS 社交網路 

 

介紹：IDG 資本專注於與中國市場有關的 VC/PE 投資項目，重點關注消費品、連鎖服務、互聯網

及無線應用、新媒體、教育、醫療健康、新能源、先進製造等領域的擁有一流品牌的領先企業，覆

蓋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Pre-IPO 各個階段，投資規模從上百萬美元到上千萬美元不等 

12 紀源資本 

 

網址：http://www.gg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

娛樂體育、硬體、農業、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

網路 

 

介紹：紀源資本(GGVCapital)成立於 2000 年，管理著跨 4 個基金共計 16 億美元的資金，並持續關

注支持中美兩地的行業領袖。紀源專注於擴展期投資，資金規模集中在 500 萬-2500 萬美元之間，

關注互聯網/數字媒體、雲計算/軟體服務、中國城市化發展推動的消費領域等。 

13 經緯中國 

 

網址：http://www.matrixpartners.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經緯中國 2008 年創立，總部設在北京，在環保技術、教育、能源、金融服務、健康、互聯

網和軟體行業等不同領域積極尋找投資機會。 

 

14 
君聯資本 

 

網址：http://www.legendcapital.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君聯資本(聯想投資)共管理五期美元基金、兩期人民幣基金，資金規模合計逾 130 億元人民

幣，關注 TMT、清潔技術、醫療健康、先進製造、消費品、現代服務業，重點投資於初創期和擴

展期中小企業，兼顧種子期的項目。 

15 藍馳創投 

 

網址：http://www.innoangel.com/ 

階段：Pre-A 輪 A 輪 B 輪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硬體 

 

介紹：藍馳創投是一家專注早期階段企業的領先國際風險投資公司，目前管理超過 10 億美元總資

本，重點關注互聯網服務/IT、移動通訊、半導體、節能與環保領域 

16 聯創永宣 

 

網址：http://www.newmargin.com/site/home_en.asp 

階段：Pre-A 輪 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硬體教育金融遊戲汽車

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農業工具軟體 

 

介紹：上海永宣創投前身為上海聯創，目前管理的基金規模大約為 15 億美金。重點投資領域將是

那些有著顯著增長潛力並能帶來高附加值的行業：IT、高成長性技術，生物醫藥，高附加值的製造

業。 

17 啟賦資本 

 

網址：http://www.qfvc.cn/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http://www.qfvc.cn/


 

領域：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深圳啟賦資本成立於 2011 年 12 月，是一家私募股權投資公司 

18 啟明創投 

 

網址：http://www.qimingventures.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製造業、農業、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

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啟明創投成立於 2006 年 2 月，是一家中國領先的風險投資機構，旗下管理四支基金，資金

總額超過 11 億美元，專注於媒體和互聯網、資訊技術、消費者和零售業、醫療保健以及清潔能源

等行業早期和成長期企業的投資。 

19 賽富投資基金 

 

成立時間：2001 年 

機構總部：香港 

官方網站：www.sbaif.com 

賽富投資基金是由閻焱先生和其合夥人管理總規模超過 40 美元的投資基金，包括若干美元和人民

幣基金，是亞洲著名的風險投資和成長期企業投資基金之一。賽富管理的資金主要來源於歐美著名

大學投資基金、公共養老基金、家族信託基金和其他機構投資人。賽富連續多年被“國際私募基金”

雜誌、清科、福布斯評為亞洲最佳創業投資基金或最佳成長投資基金。閻焱先生、羊東先生等人多

次被評為中國或亞洲最佳創業投資人。 

賽富投資基金自 2001 年開始投資於亞洲企業，目前已經在中國、印度和韓國等地區投資超過 20 億

美元，100 多家企業。 

賽富投資基金注重和企業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為企業提供增值服務和解決問題。包括為企業提供公

司治理、財務規範、員工激勵、高管招聘、發展戰略、公開發行上市等方面的諮詢和建議。在企業

出現困難時，協助企業解決問題，渡過難關。 



 

20 騰訊產業共贏基金 

 

網址：http://www.tencent.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上市公司、收購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文化娛樂體育 

 

介紹：騰訊產業共贏基金是騰訊公司旗下的企業創業投資平臺，主要關注網路遊戲、社交網路、無

線互聯網、電子商務以及新媒體等領域。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9 中國大陸 2015 年互聯網金融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高榕資本 網址：http://www.banyan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電子商務 

 

介紹：高榕資本（BanyanFund）成立於 2013 年，是一家新成立的關注國內科技領域的投資基金。

管理著 2 億多美元基金，專注於 TMT 行業種子期和成長期投資。 

2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 

 

網址：http://www.sequoiacap.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紅杉資本創始於 1972 年，共有近 30 支基金，擁有逾 100 億美元總管理資本。紅杉資本中國

基金目前管理總額約 25 億美元和逾 40 億人民幣的總計 8 期基金，用於投資中國的高成長企業。紅

杉重點關注的四個方向為科技/傳媒、消費品/服務、醫療健康、新能源/環保/先進製造，但所投資的

公司並不限於此。 

3 華創資本 

 

網址：http://www.cgcvc.com/ 

階段：種子天使輪 Pre-A 輪 A 輪 B 輪 

 



 

領域：移動互聯網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硬體農業工具軟體汽車交通企業服務 

 

介紹：華創資本是一家為創業者提供初創期和成長期投資的專業投資機構，自 2006 年成立伊始，

一直專注于新金融、新消費、新實業領域的早期投資。我們的產品包括股權投資、高成長企業債以

及全方位的投後增值服務。 

4 華映資本中國 

 

網址：http://www.meridiancapital.com.cn/ 

 

華映資本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一直以來專注于投資文化傳媒、影視、音樂、

教育、互聯網、新媒體等文化領域。在新加坡、香港、上海、蘇州、常熟、無錫等地設有分支機構。

華映資本是活躍在中國市場上的，為數不多的專注于文化領域的股權投資機構。在過去的十數年

間，華映管理團隊的主要成員投資了 30 餘個中國文化領域的企業，其中不乏攜程、如家、新浪、

好耶、分眾、網龍科技、易趣、東方財富網等眾多著名的行業內標杆企業，由此在行業內積累了深

厚的行業知識，廣泛的行業資源，和豐富的投資經驗 

5 IDG 資本 

 

網址：http://www.idg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IDG 資本專注於與中國市場有關的 VC/PE 投資項目，重點關注消費品、連鎖服務、互聯網

及無線應用、新媒體、教育、醫療健康、新能源、先進製造等領域的擁有一流品牌的領先企業，覆

蓋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Pre-IPO 各個階段，投資規模從上百萬美元到上千萬美元不等 

6 建銀國際 

 

機構總部：香港 

註冊地點：香港 

官方網站：www.ccbintl.com 

http://www.meridiancapital.com.cn/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是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建設銀行”）

全資擁有的投行旗艦，業務圍繞 Pre-IPO、IPO 與 Post-IPO 三大環節形成涵蓋眾多產品的完整投行

產業鏈，竭誠為全球優質企業提供包括保薦與承銷、財務顧問、企業收購兼併及重組、上市公司增

發配售及再融資、直接投資、資產管理、證券經紀、市場研究及投資諮詢等全方位的投行服務。 

 

建銀國際通過以下三個主要的投資平臺，開展私募股權投資業務：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核心業務為基金投資及資產管理。該公司的直接投資業務在保證傳統行

業投資業績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將醫療健康、文化創意、互聯網和物聯網、新能源、綠色節能環保、

IT 硬體、新材料及第八類新經濟定為重點投資方向。 

 

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中國）”）設立於北京，是建銀國際面向境內資本

市場開展業務的重要平臺以及為建設銀行客戶提供全面金融解決方案的重要平臺。中國公司充分利

用與建設銀行在內地業務中密切聯動的獨特優勢，依託母公司綜合性金融服務集團的雄厚實力，根

植於中國市場，向優質客戶提供直接投資、財務顧問、投資管理、金融創新產品和證券研究等投行

服務。 

 

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從事

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業務的戰略平臺。公司充分利用中國建設銀行及建銀國際在金融和投資領域的

綜合優勢，為被投資企業提供產業運營增值和資本運營增值服務，説明企業成長，為投資者創造價

值，實現多方共贏。目前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已經設立與正在籌建的中國內地私募基金，覆蓋醫療保

健、文化、航空、環保等多個產業。 

7 經緯中國 

 

網址：http://www.matrixpartners.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經緯中國 2008 年創立，總部設在北京，在環保技術、教育、能源、金融服務、健康、互聯

網和軟體行業等不同領域積極尋找投資機會。 

8 九鼎投資 

 

網址：http://www.jd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硬體、農業 

 

介紹：昆吾九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專注於股權投資及管理，管理了多支人民幣基金和一支美元基

金。九鼎投資在消費、服務、醫藥醫療、農業、裝備、材料、礦業、節能環保等領域均有專業的投

資團隊進行長期研究、跟蹤，並有大量的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的投資案例。 

9 源碼資本 

 

網址：http://www.sourcecodecap.com/ 

階段：種子天使輪 Pre-A 輪 A 輪 B 輪 

 

投資領域：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本地生活金融遊戲文化娛樂體育教育硬體企業服務 

 

介紹：源碼資本成立於 2014 年，是一家新成立的投資基金，關注 TMT、消費品等，專注在 TMT

早期投資，目前管理 1 億美金、1.2 億人民幣。 

10 招商局資本 

 

網址：http://home.baidu.com/ 

階段：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 IPO 上市後 

 

投資領域：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 

介紹：招商局資本是招商局集團投資公司，目前管理著 4 支基金，規模近 200 億元。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10 中國大陸 2015 年醫療健康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鼎暉投資 網址：http://www.banyan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電子商務 

 

介紹：高榕資本（BanyanFund）成立於 2013 年，是一家新成立的關注國內科技領域的投資基金。

管理著 2 億多美元基金，專注於 TMT 行業種子期和成長期投資。 

2 高特佳投資 網址：http://www.szgig.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教育 

 

介紹：深圳高特佳成立於 2001 年，公司集並購整合、PE、VC、天使投資等多手段工具，主要聚焦

于醫療健康產業。 

3 光大控股 成立：1997 年 

執行長：陳爽（執行董事） 

總部地點：香港金鐘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46 樓 

介紹：光大控股是中國光大集團的子公司，主要業務是提供金融服務及投資控股。 

4 弘暉資本 網址：http://www.highlight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醫療健康、移動互聯網、互聯網 



 

介紹：弘暉資本成立於 2014 年，是一家專注于醫療健康領域的風險投資基金。 

5 建銀國際 機構總部：香港 

註冊地點：香港 

官方網站：www.ccbintl.com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是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建設銀行”）

全資擁有的投行旗艦，業務圍繞 Pre-IPO、IPO 與 Post-IPO 三大環節形成涵蓋眾多產品的完整投行

產業鏈，竭誠為全球優質企業提供包括保薦與承銷、財務顧問、企業收購兼併及重組、上市公司增

發配售及再融資、直接投資、資產管理、證券經紀、市場研究及投資諮詢等全方位的投行服務。 

 

建銀國際通過以下三個主要的投資平臺，開展私募股權投資業務：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核心業務為基金投資及資產管理。該公司的直接投資業務在保證傳統行

業投資業績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將醫療健康、文化創意、互聯網和物聯網、新能源、綠色節能環保、

IT 硬體、新材料及第八類新經濟定為重點投資方向。 

 

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中國）”）設立於北京，是建銀國際面向境內資本

市場開展業務的重要平臺以及為建設銀行客戶提供全面金融解決方案的重要平臺。中國公司充分利

用與建設銀行在內地業務中密切聯動的獨特優勢，依託母公司綜合性金融服務集團的雄厚實力，根

植於中國市場，向優質客戶提供直接投資、財務顧問、投資管理、金融創新產品和證券研究等投行

服務。 

 

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從事

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業務的戰略平臺。公司充分利用中國建設銀行及建銀國際在金融和投資領域的

綜合優勢，為被投資企業提供產業運營增值和資本運營增值服務，説明企業成長，為投資者創造價

值，實現多方共贏。目前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已經設立與正在籌建的中國內地私募基金，覆蓋醫療保

健、文化、航空、環保等多個產業。 

6 景林 網址：http://www.greenwoodsinvest.com/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

硬體農業遊戲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介紹：景林投資成立於 2004 年，依託景林資產的優勢平臺和資源，關注中國民營企業的投資機會。

景林重點關注消費類及現代服務、醫療醫藥和健康、TMT(廣義 IT、媒體和電信)和先進製造業的投

資機會。 

7 九鼎投資 網址：http://www.jd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硬體、農業 

 

介紹：昆吾九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專注於股權投資及管理，管理了多支人民幣基金和一支美元基

金。九鼎投資在消費、服務、醫藥醫療、農業、裝備、材料、礦業、節能環保等領域均有專業的投

資團隊進行長期研究、跟蹤，並有大量的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的投資案例。 

8 啟明創投 網址：http://www.qimingventures.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製造業、農業、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

服務、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啟明創投成立於 2006 年 2 月，是一家中國領先的風險投資機構，旗下管理四支基金，資金

總額超過 11 億美元，專注於媒體和互聯網、資訊技術、消費者和零售業、醫療保健以及清潔能源

等行業早期和成長期企業的投資。 

9 中信產業基金 網址：http://www.citicpe.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

硬體、農業 

 

介紹：中信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8 年 6 月，由中信集團和中信證券組建的 PE 基金。 

10 中鈺資本 網址：http://www.cgcapital.com.cn/ 

階段：A 輪 B 輪 

 

投資領域：醫療健康 

 

介紹：中鈺資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簡稱“中鈺資本”），是與注於醫藥醫療等大健康領域的

並購、股權債權投資、融資、顧問業務的與業金融服務機構。截至 2015 年 3 月，公司已成功設立

多支醫藥醫療股權投資基金和幵購基金：泰山股權基金完成江蘇晨牌、哈三聯、嘉林藥業等優質項

目的投資幵已封閉；黃山股權基金進入投資期；愛爾眼科、一心堂、昌紅醫藥醫療幵購基金正式運

營或已設立完成；新三板資管計畫開始運營幵投資。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http://www.cgcapital.com.cn/


 

 

表 11-11 中國大陸 2015 年消費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達晨創投 網址：http://www.fortune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醫療健康、製造業、金融 

 

介紹：達晨創投成立於 2000 年 4 月，是第一批按市場化運作設立的內資創業投資機構。公司成立

13 年來，聚焦于文化傳媒、消費服務、現代農業、節能環保四大投資領域。 

2 鼎暉投資 網址：http://www.cdhfund.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鼎暉投資成立於 2002 年，目前管理基金規模超過 70 億美元，包括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地

產投資和證券投資基金。投資領域包括但不限於資訊技術與服務、新媒體、大眾消費品和消費服務、

醫療設備及服務、教育、綠色技術等行業。 

3 弘毅投資 網址：http://www.hony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收購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 

 

介紹：弘毅投資是聯想控股旗下 PE 投資機構，業務涵蓋並購投資、成長型投資與跨境投資，投資

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海外公司，已先後在建材、醫藥、裝備製造、消費品、新能源、

新材料、商業連鎖、文化傳媒、金融服務等多個行業進行了投資。 

4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 網址：http://www.sequoiacap.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紅杉資本創始於 1972 年，共有近 30 支基金，擁有逾 100 億美元總管理資本。紅杉資本中國

基金目前管理總額約 25 億美元和逾 40 億人民幣的總計 8 期基金，用於投資中國的高成長企業。紅

杉重點關注的四個方向為科技/傳媒、消費品/服務、醫療健康、新能源/環保/先進製造，但所投資的

公司並不限於此。 

5 建銀國際 機構總部：香港 

註冊地點：香港 

官方網站：www.ccbintl.com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是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建設銀行”）

全資擁有的投行旗艦，業務圍繞 Pre-IPO、IPO 與 Post-IPO 三大環節形成涵蓋眾多產品的完整投行

產業鏈，竭誠為全球優質企業提供包括保薦與承銷、財務顧問、企業收購兼併及重組、上市公司增

發配售及再融資、直接投資、資產管理、證券經紀、市場研究及投資諮詢等全方位的投行服務。 

 

建銀國際通過以下三個主要的投資平臺，開展私募股權投資業務：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核心業務為基金投資及資產管理。該公司的直接投資業務在保證傳統行



 

業投資業績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將醫療健康、文化創意、互聯網和物聯網、新能源、綠色節能環保、

IT 硬體、新材料及第八類新經濟定為重點投資方向。 

 

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中國）”）設立於北京，是建銀國際面向境內資本

市場開展業務的重要平臺以及為建設銀行客戶提供全面金融解決方案的重要平臺。中國公司充分利

用與建設銀行在內地業務中密切聯動的獨特優勢，依託母公司綜合性金融服務集團的雄厚實力，根

植於中國市場，向優質客戶提供直接投資、財務顧問、投資管理、金融創新產品和證券研究等投行

服務。 

 

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從事

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業務的戰略平臺。公司充分利用中國建設銀行及建銀國際在金融和投資領域的

綜合優勢，為被投資企業提供產業運營增值和資本運營增值服務，説明企業成長，為投資者創造價

值，實現多方共贏。目前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已經設立與正在籌建的中國內地私募基金，覆蓋醫療保

健、文化、航空、環保等多個產業。 

6 九鼎投資 網址：http://www.jd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硬體、農業 

 

介紹：昆吾九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專注於股權投資及管理，管理了多支人民幣基金和一支美元基

金。九鼎投資在消費、服務、醫藥醫療、農業、裝備、材料、礦業、節能環保等領域均有專業的投

資團隊進行長期研究、跟蹤，並有大量的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的投資案例。 

7 天圖資本 網址：http://www.tiantu.com.cn 

階段：成長發展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教育、金融 

 



 

介紹：天圖資本專注於投資品牌消費品企業（家庭及個人消費的產品與服務）並以 A 輪投資為主，

所投消費品企業涵蓋醫療健康、文化教育、金融服務、生活服務、食品飲料、服裝、首飾等消費品

類。 

8 天星資本 網址：http://www.stonevc.com/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 IPO 上市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金融農業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 

 

介紹：天星資本是一家創投機構，目前管理基金規模 30 億元人民幣，投資領域涉及 TMT、醫藥醫

療、新能源、節能環保、高端製造、文化傳媒等。 

9 浙商創投 網址：http://www.qimingventures.com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

硬體農業 

介紹：浙商創投成立於 2007 年 11 月，目前已經管理了 9 個 VC/PE 基金和 1 個天使基金，可投資

資金規模 30 多億元人民幣，管理資產規模達 100 億元人民幣。 

10 中金佳成 成立時間：2007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介紹：中金佳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簡稱“中金佳成”）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成立的一家全資

子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 5000 萬元人民幣。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於 2009 年 5 月 7 日、2011 年 1

月 24 日以及 2011 年 4 月 8 日對該公司分別增資人民幣 6000 萬元、1 億元和 2 億元，增資後中金佳

成的註冊資本為 4.1 億元。中金佳成主要從事境內直接投資業務。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http://www.stonevc.com/


 

表 11-12 中國大陸 2015 年文化創意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達晨創投 網址：http://www.fortune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醫療健康、製造業、金融 

 

介紹：達晨創投成立於 2000 年 4 月，是第一批按市場化運作設立的內資創業投資機構。公司成立

13 年來，聚焦于文化傳媒、消費服務、現代農業、節能環保四大投資領域。 

2 德同資本 網址：http://www.dtcap.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硬體 

 

介紹：德同資本是一家專注於投資中國企業的私募股權投資集團。針對節能環保、先進製造、消費

連鎖、資訊科技和醫療健康領域裡的不同階段進行投資。著重搜尋有巨大市場機遇，優秀管理團隊

和清晰運營模式的高成長公司。德同資本目前管理著五億美元和二十五億人民幣的多個基金，並與

八個省市地方政府以及美國沃爾瑪創始人沃頓家族的投資實體 MadroneCapital 有著緊密聯繫。 

3 和君資本 網址：http://www.hjcn.com.cn/ 

階段：成長發展期、天使初創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文化娛樂體育、文化娛樂體育、硬體、教育、金融、農業、電子商務、汽車交通、



 

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 

 

介紹：和君資本成立於 2009 年，是和君諮詢集團整體業務組合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主要包括

二大類業務：1、投資管理；2、財務顧問。 

4 建銀國際 機構總部：香港 

註冊地點：香港 

官方網站：www.ccbintl.com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是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建設銀行”）

全資擁有的投行旗艦，業務圍繞 Pre-IPO、IPO 與 Post-IPO 三大環節形成涵蓋眾多產品的完整投行

產業鏈，竭誠為全球優質企業提供包括保薦與承銷、財務顧問、企業收購兼併及重組、上市公司增

發配售及再融資、直接投資、資產管理、證券經紀、市場研究及投資諮詢等全方位的投行服務。 

 

建銀國際通過以下三個主要的投資平臺，開展私募股權投資業務：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核心業務為基金投資及資產管理。該公司的直接投資業務在保證傳統行

業投資業績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將醫療健康、文化創意、互聯網和物聯網、新能源、綠色節能環保、

IT 硬體、新材料及第八類新經濟定為重點投資方向。 

 

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中國）”）設立於北京，是建銀國際面向境內資本

市場開展業務的重要平臺以及為建設銀行客戶提供全面金融解決方案的重要平臺。中國公司充分利

用與建設銀行在內地業務中密切聯動的獨特優勢，依託母公司綜合性金融服務集團的雄厚實力，根

植於中國市場，向優質客戶提供直接投資、財務顧問、投資管理、金融創新產品和證券研究等投行

服務。 

 

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從事

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業務的戰略平臺。公司充分利用中國建設銀行及建銀國際在金融和投資領域的

綜合優勢，為被投資企業提供產業運營增值和資本運營增值服務，説明企業成長，為投資者創造價

http://www.ccbintl.com/


 

值，實現多方共贏。目前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已經設立與正在籌建的中國內地私募基金，覆蓋醫療保

健、文化、航空、環保等多個產業。 

5 聯創永宣 網址：http://www.newmargin.com/site/home_en.asp 

階段：Pre-A 輪 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硬體教育金融遊戲汽車

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農業工具軟體 

 

介紹：上海永宣創投前身為上海聯創，目前管理的基金規模大約為 15 億美金。重點投資領域將是

那些有著顯著增長潛力並能帶來高附加值的行業：IT、高成長性技術，生物醫藥，高附加值的製造

業。 

6 普華資本 網址：http://www.jd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硬體、農業 

 

介紹：昆吾九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專注於股權投資及管理，管理了多支人民幣基金和一支美元基

金。九鼎投資在消費、服務、醫藥醫療、農業、裝備、材料、礦業、節能環保等領域均有專業的投

資團隊進行長期研究、跟蹤，並有大量的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的投資案例。 

7 松禾資本 網址：http://www.tiantu.com.cn 

階段：成長發展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教育、金融 

 

介紹：天圖資本專注於投資品牌消費品企業（家庭及個人消費的產品與服務）並以 A 輪投資為主，

所投消費品企業涵蓋醫療健康、文化教育、金融服務、生活服務、食品飲料、服裝、首飾等消費品

類。 



 

8 信中利資本 網址：http://www.chinaequity.net/ 

階段：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

硬體農業 

 

介紹：信中利資本集團成立於 1999 年 5 月，重點關注資訊科技、零售消費、文化傳媒、金融服務、

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高端設備製造、醫療健康、現代農業十大行業，實施精品策略，投資

行業細分市場的前三名。 

9 毅達資本 網址：http://www.addor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企業服務、企業服務、硬體、文化娛樂體育、金融、教育、文化娛樂體育、本地生活、電子

商務、製造業、環保能源、醫療健康、移動互聯網、互聯網 

 

介紹：毅達資本成立於 1992 年，是江蘇高科技投資集團核心企業，由江蘇高投與管理團隊核心成

員共同組建，關注清潔技術、節能環保、健康產業、TMT、先進製造、新材料、消費和現代服務以

及文化產業等各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10 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 網址：http://www.chinacf.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文化娛樂體育、文化娛樂體育 

介紹：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是一家國家級文化產業投資基金，重點投資於新聞出版和發行、廣播

影視、文化藝術、文化科技、文化休閒、網路文化及其他細分文化產業等。 

 

 

  



 

表 11-13  中國大陸 2015 年先進製造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北汽產業投資 網址：http://www.baiccapital.com/channels/3.html 

階段：A 輪 B 輪收購戰略投資 

 

領域：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製造業金融硬體汽車交通 

 

介紹：北汽產業投資基金成立於 2013 年，北汽集團旗下子公司，積極關注新經濟趨勢和高成長產

業，具有較好成長前景的傳統產業以及其他戰略性新興產業——汽車整車及核心零部件產業、高端

裝備製造業、節能環保、互聯網、互聯網金融等，都是我們重點關注的投資領域。 

2 達晨創投 網址：http://www.fortune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醫療健康、製造業、金融 

 

介紹：達晨創投成立於 2000 年 4 月，是第一批按市場化運作設立的內資創業投資機構。公司成立

13 年來，聚焦于文化傳媒、消費服務、現代農業、節能環保四大投資領域。 

3 光大控股 成立：1997 年 

執行長：陳爽（執行董事） 

總部地點：香港金鐘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46 樓 

介紹：光大控股是中國光大集團的子公司，主要業務是提供金融服務及投資控股。 

4 矽谷天堂 成立時間：2006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官方網站：www.ggttvc.com 

 

矽谷天堂資產管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矽谷天堂”）是在國家工商總局註冊的一家專門從事

資產管理業務的集團公司，管理資本量將近 300.00 億元。矽谷天堂在北京、深圳、上海、武漢、成

都、西安設有華北、華南、華東、華中、西南、西北 6 家分公司，且旗下擁有浙江天堂矽谷、武漢

創新投、吉林亞東等三家控股子公司。 

矽谷天堂根據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設置了初創期、起步期、成長期、成熟期 4 種不同類型的基金；

根據行業不同，設置了新能源、新材料、環保等基金；並設置了相應的輔助基金。不同類型的基金

明確各自的投資方向和投資規模，制定最優化的基金模式、風險控制手段和退出策略，選擇最佳的

投資服務策略和週邊關係管理方法，通過不同類型的基金產品，全方位地説明各個創新、創業階段

的企業。 

矽谷天堂始終堅持“專業、規範、穩健”的經營理念。該公司將重點關注 TMT、生物醫藥、節能

環保、新能源和現代服務業等投資領域，積極尋找產業轉型升級中的結構性機會，選擇富有較高成

長性和管理規範、有自主創新業務模式的企業進行投資。 

5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 網址：http://www.sequoiacap.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紅杉資本創始於 1972 年，共有近 30 支基金，擁有逾 100 億美元總管理資本。紅杉資本中國

基金目前管理總額約 25 億美元和逾 40 億人民幣的總計 8 期基金，用於投資中國的高成長企業。紅

杉重點關注的四個方向為科技/傳媒、消費品/服務、醫療健康、新能源/環保/先進製造，但所投資的

公司並不限於此。 

http://www.ggttvc.com/


 

6 建銀國際 機構總部：香港 

註冊地點：香港 

官方網站：www.ccbintl.com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是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建設銀行”）

全資擁有的投行旗艦，業務圍繞 Pre-IPO、IPO 與 Post-IPO 三大環節形成涵蓋眾多產品的完整投行

產業鏈，竭誠為全球優質企業提供包括保薦與承銷、財務顧問、企業收購兼併及重組、上市公司增

發配售及再融資、直接投資、資產管理、證券經紀、市場研究及投資諮詢等全方位的投行服務。 

 

建銀國際通過以下三個主要的投資平臺，開展私募股權投資業務：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核心業務為基金投資及資產管理。該公司的直接投資業務在保證傳統行

業投資業績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將醫療健康、文化創意、互聯網和物聯網、新能源、綠色節能環保、

IT 硬體、新材料及第八類新經濟定為重點投資方向。 

 

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中國）”）設立於北京，是建銀國際面向境內資本

市場開展業務的重要平臺以及為建設銀行客戶提供全面金融解決方案的重要平臺。中國公司充分利

用與建設銀行在內地業務中密切聯動的獨特優勢，依託母公司綜合性金融服務集團的雄厚實力，根

植於中國市場，向優質客戶提供直接投資、財務顧問、投資管理、金融創新產品和證券研究等投行

服務。 

 

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從事

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業務的戰略平臺。公司充分利用中國建設銀行及建銀國際在金融和投資領域的

綜合優勢，為被投資企業提供產業運營增值和資本運營增值服務，説明企業成長，為投資者創造價

值，實現多方共贏。目前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已經設立與正在籌建的中國內地私募基金，覆蓋醫療保

健、文化、航空、環保等多個產業。 

7 金沙江創投 網址：http://www.gsrventures.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製造業、金融、硬體 

 

介紹：金沙江創投專注於投資立足中國，面向全球市場的高新技術初創企業，關注半導體器件和新

材料、互聯網和無線通訊技術及其應用、新媒體、綠色能源以及其他高增長的新興領域。目前旗下

管理計 10 億美元的基金，和美國矽谷基金 MayfieldFund 建立了長期的戰略合作關係。 

8 聯創永宣 網址：http://www.newmargin.com/site/home_en.asp 

階段：Pre-A 輪 A 輪 B 輪 C 輪及以後 

 

 

領域：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硬體教育金融遊戲汽車

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農業工具軟體 

 

介紹：上海永宣創投前身為上海聯創，目前管理的基金規模大約為 15 億美金。重點投資領域將是

那些有著顯著增長潛力並能帶來高附加值的行業：IT、高成長性技術，生物醫藥，高附加值的製造

業。 

9 上汽投資 網址：http://www.saiccapital.com/ 

階段：A 輪 B 輪收購戰略投資 

 

領域：移動互聯網本地生活金融硬體電子商務汽車交通 

 

介紹：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簡稱“上汽投資”）成立於 2011 年 5 月 6 日，是上海汽

車集團全資子公司，尚頎資本是旗下投資管理公司。 

10 毅達資本 網址：http://www.addor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企業服務、企業服務、硬體、文化娛樂體育、金融、教育、文化娛樂體育、本地生活、電子



 

商務、製造業、環保能源、醫療健康、移動互聯網、互聯網 

 

介紹：毅達資本成立於 1992 年，是江蘇高科技投資集團核心企業，由江蘇高投與管理團隊核心成

員共同組建，關注清潔技術、節能環保、健康產業、TMT、先進製造、新材料、消費和現代服務以

及文化產業等各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14 中國大陸 2015 年清潔技術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達晨創投 網址：http://www.fortune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醫療健康、製造業、金融 

 

介紹：達晨創投成立於 2000 年 4 月，是第一批按市場化運作設立的內資創業投資機構。公司成立

13 年來，聚焦于文化傳媒、消費服務、現代農業、節能環保四大投資領域。 

2 光大控股 成立：1997 年 

執行長：陳爽（執行董事） 

 

總部地點：香港金鐘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46 樓 

介紹：光大控股是中國光大集團的子公司，主要業務是提供金融服務及投資控股。 

3 建銀國際 機構總部：香港 

註冊地點：香港 

官方網站：www.ccbintl.com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是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建設銀行”）

全資擁有的投行旗艦，業務圍繞 Pre-IPO、IPO 與 Post-IPO 三大環節形成涵蓋眾多產品的完整投行

產業鏈，竭誠為全球優質企業提供包括保薦與承銷、財務顧問、企業收購兼併及重組、上市公司增

發配售及再融資、直接投資、資產管理、證券經紀、市場研究及投資諮詢等全方位的投行服務。 

 



 

建銀國際通過以下三個主要的投資平臺，開展私募股權投資業務：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核心業務為基金投資及資產管理。該公司的直接投資業務在保證傳統行

業投資業績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將醫療健康、文化創意、互聯網和物聯網、新能源、綠色節能環保、

IT 硬體、新材料及第八類新經濟定為重點投資方向。 

 

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中國）”）設立於北京，是建銀國際面向境內資本

市場開展業務的重要平臺以及為建設銀行客戶提供全面金融解決方案的重要平臺。中國公司充分利

用與建設銀行在內地業務中密切聯動的獨特優勢，依託母公司綜合性金融服務集團的雄厚實力，根

植於中國市場，向優質客戶提供直接投資、財務顧問、投資管理、金融創新產品和證券研究等投行

服務。 

 

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從事

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業務的戰略平臺。公司充分利用中國建設銀行及建銀國際在金融和投資領域的

綜合優勢，為被投資企業提供產業運營增值和資本運營增值服務，説明企業成長，為投資者創造價

值，實現多方共贏。目前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已經設立與正在籌建的中國內地私募基金，覆蓋醫療保

健、文化、航空、環保等多個產業。 

4 金茂資本 成立時間：2009 年 

機構總部：南京市 

註冊地點：江蘇省 

官方網站：www.jolmo.net 

 

金茂資本於 2004 年創立，總部設在南京，在江蘇各地以及上海、深圳、佛山設有分支機搆。現擁

有金茂創業投資、金懿固收投資、金信融資租賃三個業務板塊。核心目標定位於新興產業的發展與

培育，並專注於中小企業價值的發現、挖掘和提升；主要通過創業投資並協同其他金融工具，協助

企業規範化、持續性的快速成長，在目標企業的健康發展中控制投資風險、尋求投資增值。 

 

http://www.jolmo.net/


 

金茂資本早期主要承當政府部門和企業的財務顧問，曾密切配合江蘇省經貿委、廣東佛山市政府

等，從事新興產業集群培育、中小企業發展戰略、境內外融資上市等方面的顧問諮詢工作。2008

年開始正式投身創業投資基金領域，在政府的引導和監管下、以市場的機制和力量募集創立並管理

創業投資基金。 

 

至今，金茂資本旗下管理的基金規模近 40.00 億，全部投資於新興產業，已先後投資企業近 40 家，

投資額近 20 億元人民幣。直接參與或推動 10 多家企業境內外上市。 

近年來，更深入的聚焦於新材料、環保節能、醫藥健康三大領域，通過整合各方面的資源實現投資

的科學性、安全性和有效增值。2013 年金茂資本作為主發起人之一，聯合發起成立江蘇省新材料產

業協會，同時在省市兩級政府的引導下，牽手新材料協會和新揚子造船等知名企業，共同組建並授

權管理江蘇新材料產業創業投資基金。 

5 蘇州國發 成立時間：2008 年 

機構總部：蘇州市 

註冊地點：蘇州市 

官方網站：www.sidvc.com 

 

蘇州國發創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國發創投”）由蘇州國際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和蘇州市營財

投資集團公司共同投資創辦，註冊資本金 4 億元人民幣。該公司是蘇州市委、市政府設立的蘇州市

級專業創投機構。 

 

該公司定位於“引導性投資的母基金+專業化的創業資本管理”。為了充分發揮國有資本在創投領

域的“引導、示範和放大”作用，該公司按照“政策性引導、多元化資本、商業化運作、專業化管

理”思路，通過合資、合作方式引導各種國有、民營和境外資本進入創投行業，融合“國際視野、

國有資源、民營機制”優勢，組建不同類型的投資基金。目前，包括種子基金、成長基金、並購基

金、產業基金、城市發展基金和債權基金在內的“國發系”股權投資基金規模接近 300 億元人民幣。 

6 同創偉業 網址：http://www.cowincapital.com.cn 

http://www.sid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天使初創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

廣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深圳同創偉業成立於 2000 年，旗下已設立 7 支基金，管理資金規模達 60 億人民幣，致力於

扶持新能源、新材料、通信電子、節能環保、生物醫藥等新興高科技企業和新型消費服務業的發展。 

7 招商局資本 網址：http://home.baidu.com/ 

階段：C 輪及以後 IPO 上市 IPO 上市後 

 

投資領域：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農業 

 

介紹：招商局資本是招商局集團投資公司，目前管理著 4 支基金，規模近 200 億元。 

8 中金佳成 成立時間：2007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介紹：中金佳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簡稱“中金佳成”）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成立的一家全資

子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 5000 萬元人民幣。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於 2009 年 5 月 7 日、2011 年 1

月 24 日以及 2011 年 4 月 8 日對該公司分別增資人民幣 6000 萬元、1 億元和 2 億元，增資後中金佳

成的註冊資本為 4.1 億元。中金佳成主要從事境內直接投資業務。 

9 中新融創 成立時間：2011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官方網站：www.zxrc.com.cn 

 

http://www.zxrc.com.cn/


 

中新融創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1 年 1 月，註冊資本 4 億元人民幣，是專注於上市公司股權

投資的私募投資及資產管理公司，主要開展定增投資、並購重組、二級市場投資和金融服務業務，

投資覆蓋 A 股、H 股和新三板市場。 

 

中新融創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一級半市場的定增投資為核心，向二級市場投資和一級市場資產收購

與產業重組延伸，並提供綜合金融服務，通過募集不同週期於風險承受力的資金和使用多元化的投

資工具，建立不同類型投資頭寸，獲取投資收益。 

10 中信產業基金 網址：http://www.citicpe.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

硬體、農業 

 

介紹：中信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8 年 6 月，由中信集團和中信證券組建的 PE 基金。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15 中國大陸 2015 年新農業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達晨創投 

 

網址：http://www.fortune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醫療健康、製造業、金融 

 

介紹：達晨創投成立於 2000 年 4 月，是第一批按市場化運作設立的內資創業投資機構。公司成立

13 年來，聚焦于文化傳媒、消費服務、現代農業、節能環保四大投資領域。 

2 德同資本 

 

網址：http://www.dtcap.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硬體 

 

介紹：德同資本是一家專注於投資中國企業的私募股權投資集團。針對節能環保、先進製造、消費

連鎖、資訊科技和醫療健康領域裡的不同階段進行投資。著重搜尋有巨大市場機遇，優秀管理團隊

和清晰運營模式的高成長公司。德同資本目前管理著五億美元和二十五億人民幣的多個基金，並與

八個省市地方政府以及美國沃爾瑪創始人沃頓家族的投資實體 MadroneCapital 有著緊密聯繫。 

3 建銀國際 

 

機構總部：香港 

註冊地點：香港 

官方網站：www.ccbintl.com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是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建設銀行”）

全資擁有的投行旗艦，業務圍繞 Pre-IPO、IPO 與 Post-IPO 三大環節形成涵蓋眾多產品的完整投行

產業鏈，竭誠為全球優質企業提供包括保薦與承銷、財務顧問、企業收購兼併及重組、上市公司增

發配售及再融資、直接投資、資產管理、證券經紀、市場研究及投資諮詢等全方位的投行服務。 

 

建銀國際通過以下三個主要的投資平臺，開展私募股權投資業務：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核心業務為基金投資及資產管理。該公司的直接投資業務在保證傳統行

業投資業績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將醫療健康、文化創意、互聯網和物聯網、新能源、綠色節能環保、

IT 硬體、新材料及第八類新經濟定為重點投資方向。 

 

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際（中國）”）設立於北京，是建銀國際面向境內資本

市場開展業務的重要平臺以及為建設銀行客戶提供全面金融解決方案的重要平臺。中國公司充分利

用與建設銀行在內地業務中密切聯動的獨特優勢，依託母公司綜合性金融服務集團的雄厚實力，根

植於中國市場，向優質客戶提供直接投資、財務顧問、投資管理、金融創新產品和證券研究等投行

服務。 

 

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是建銀國際在國內從事

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業務的戰略平臺。公司充分利用中國建設銀行及建銀國際在金融和投資領域的

綜合優勢，為被投資企業提供產業運營增值和資本運營增值服務，説明企業成長，為投資者創造價

值，實現多方共贏。目前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已經設立與正在籌建的中國內地私募基金，覆蓋醫療保

健、文化、航空、環保等多個產業。 

4 九鼎投資 

 

網址：http://www.jdcapital.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硬體、農業 

 

介紹：昆吾九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專注於股權投資及管理，管理了多支人民幣基金和一支美元基



 

金。九鼎投資在消費、服務、醫藥醫療、農業、裝備、材料、礦業、節能環保等領域均有專業的投

資團隊進行長期研究、跟蹤，並有大量的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的投資案例。 

5 KKR 

 

網址：http://china.kkr.com/ 

階段：成熟期、上市公司、收購 

 

領域：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金融、硬體、農業、電子商務、汽車交

通、房產服務、企業服務 

 

介紹：KKR 集團（KohlbergKravisRoberts&Co.L.P.，簡稱 KKR）成立於 1976 年，是全球歷史最悠

久也是經驗最為豐富的資產管理與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之一，業務包括直接投資、並購等。 

6 溫氏投資 

 

成立時間：2011 年 

機構總部：廣州市 

註冊地點：珠海市 

官方網站：www.wins.cn 

 

廣東溫氏投資有限公司於 2011 年 4 月 21 日在珠海橫琴新區註冊成立，註冊資本 1.2 億元，是廣東

溫氏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簡稱“溫氏股份”；證券代碼 300498）旗下從事資本投資業務及

資本運營業務的專業化投資平臺。 

 

溫氏投資司以溫氏股份為產業依託，專注於資本投資的各類領域，主要業務包括 PE/VC 投資、發

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證券投資及期貨投資、金融資產投資等，以覆蓋農業食品、

文化娛樂、現代服務的大消費領域和覆蓋生物醫藥、醫療器械、醫療服務的大健康領域為重點投資

方向。同時，溫氏投資承擔著溫氏股份的資本運作和產業並購職能。 

 

溫氏投資已投專案包括千禾味業、楊氏果業、東亞水產、眾恒光電、新農飼料、大北農（證券代碼

002385）、起步 ABCKIDS、好一多乳業、唐人神（證券代碼 002567）、會稽山（證券代碼 601579）、

黑芝麻（證券代碼 000716）、北京文創（證券代碼 600715）、松正技術、康盛生物、珠海農商行等。

http://www.wins.cn/


 

新興齊創基金已投項目包括跨境通（證券代碼 002640）、山外山醫療、康達醫療等；新興美滿基金

已投項目包括橘紅藥業等。溫氏新三板基金已投專案包括雲南文化（證券代碼 831239）、金百萬餐

飲、宏川智慧（證券代碼 834337）、福百盛食品等。溫氏投資先後榮獲 2013 中國新農業領域投資機

構 10 強、2013-2014 中國快消品領域投資機構 10 強、2013-2014 中國私募股權投資機構 50 強、珠

海橫琴新區“納稅二十強”等榮譽稱號。 

7 現代種業發展基金 

 

成立時間：2013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現代種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於 2013 年 1 月在北京註冊成立，是由財政部會同農業部、中國中化集

團公司、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共同發起的。首期註冊資本 15 億元，分別由中化集團、農發行、財政

部各出資 5 億元。基金採用基金公司與新投資人設立子基金、原股東增資等方式擴大募集規模，基

金募集目標為 50 億至 80 億元。 

8 信達資本 

 

公司總部：北京市 

成立時間：2008 年 

 

介紹：信達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8 年 12 月 16 日，注冊資本 1 億元人民幣，是中國信達資

產管理公司的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平臺，具有全國性網絡支援和廣泛的客戶資源優勢；公司投

資團隊在投資、並購、重組等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和較強的實力。 

9 優勢資本 

 

成立時間：1999 年 

機構總部：上海市 

官方網站：www.preipo.cn 

 

優勢資本（私募投資）有限公司是由海內外資深投資、投資銀行專家和知名投資機構聯合創立的、

為中國領先的從事私募股權投資和風險投資業務的跨國金融股權投資機構，是最早進入中國的以上

市前企業私募股權為主要投資對象的投資機構之一。 

http://www.preipo.cn/


 

 

基於長期根植於中國及海外企業股權投資的豐富經驗，對中國及海外資本市場的充分瞭解，以及多

年與海外諸多投資基金良好合作的經歷，我們以自有資本和所管理的基金以及戰略投資聯盟資金對

中國成長型企業進行股權投資，發現、挖掘及提升企業價值、幫助實現企業的價值最大化；同時也

使得海外基金投資的機會成本最低化、風險最小化。 

 

優勢資本利用遍佈大中華地區的市場網路，積極尋找具有市場潛力的高成長企業，為中國企業進入

國際資本市場提供全方位的私募股權投資服務；同時，優勢資本與許多知名的股權投資基金合作，

共同投資目標企業，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機會，和由境內外資本市場價值評估體系差異、私募

與上市公眾企業價值評估體系差異而帶來的套利的機會。 

 

勢資本憑藉精幹的人才優勢、雄厚的財團支持、豐富的資本運作經驗以及所在的實力型戰略投資聯

盟，為眾多擬在境外上市融資的優秀企業，提供專業的投融資和投資管理服務；同時，優勢資本自

身也逐步獨創性地摸索出一套以股權投資為核心、以 PreIPO 投資基金管理及資產管理為運營模式

的基金管理機制。 

10 中農高科投 

 

成立時間：2011 年 

機構總部：北京市 

註冊地點：北京市 

官方網站：www.afcfund.com 

 

中農高科（北京）科技產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簡稱“中農高科投”）成立於 2011 年 2 月 23 日，

註冊資本 3、000.00 萬元人民幣。中農高科投管理著國內首支農業科技領域私募股權基金—中農科

產業發展基金，主要投資境內農業領域高新技術孵化以及高成長、創新型、科技型企業，依託中國

農業科學院雄厚的技術成果和人力資源儲備，全面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化的發展。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http://www.afcfund.com/


 

 

表 11-16 中國大陸全方位增值服務 VC/PE 投資機構 10 強 

 

排名 機構名稱 簡介 

1 北極光創投 

 

網址：http://www.nlight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遊戲、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

告行銷、SNS 社交網路 

 

介紹：北極光創投創立於 2005 年，管理 3 支美元基金和 3 支人民幣基金，管理資產總額 10 億美元。

關注通訊、媒體、高科技（TMT）領域為主，同時涵蓋清潔技術、醫療健康、新材料、先進製造以

及消費等多個行業。投資階段主要為早期和成長期初期，即企業在公開市場發行上市前的 4-5 年，

同時也策略參與發行上市前 1-2 年的投資機會。 

2 晨興資本 

 

成立時間：1992 年 

機構總部：香港 

註冊地點： 

官方網站：www.morningsidevc.com 

 

晨興創投是晨興集團從事高科技風險投資的機構，是中國最早從事早期風險投資的機構之一，目前

所管理資金規模超過十五億美元，出資人來自國際知名主權基金、家族基金、母基金及大學基金會

等。自 1986 年晨興集團創立以來，晨興創投致力於説明初創和成長型高科技企業，不僅向創業者

們提供長期的風險投資，而且還向他們提供管理支援，創業者們也可以分享晨興集團在全球的商業

網絡和合作夥伴。 

http://www.morningsidevc.com/


 

團隊共事近二十年以來，晨興資本尋找、支持、激勵孤獨的創業者，且共用他們卓越的遠見，為其

提供我們的洞察力、行業經驗，以及在創業中從精神到所有經營運作的支持。成功案例包括搜狐，

攜程，第九城市，正保遠端教育，迅雷，鳳凰新媒體，UCWeb，YY，小米科技等。晨興資本在上

海、北京和香港都設有辦公室。 

3 DCM 資本 

 

成立時間：1996 年 

機構總部：美國 

官方網站：www.dcmvc.com 

 

多爾投資管理諮詢（北京）有限公司（簡稱”DCM 資本“）是美國的創業投資機構之一，除美國

本土的創業投資以外，公司業務也擴展到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地區。DCM 目前管理超過 28 億美元的

資金。 

DCM 資本主要投資於早期階段的公司（也有選擇性地對中期及晚期階段的公司進行投資），投資領

域包括：商務軟體及服務、環保節能、消費/數位媒體、通訊/網路、系統元件、安全和存儲。 

DCM 資本偏向於作為領投者，但也根據所投公司的需求與其他投資機構合作和共同投資。DCM 通

常會在董事會中佔有一席 

4 達晨創投 

 

網址：http://www.fortune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醫療健康、製造業、金融 

 

介紹：達晨創投成立於 2000 年 4 月，是第一批按市場化運作設立的內資創業投資機構。公司成立

13 年來，聚焦于文化傳媒、消費服務、現代農業、節能環保四大投資領域。 

5 鼎暉投資 

 

網址：http://www.cdhfund.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http://www.dcmvc.com/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教育、

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鼎暉投資成立於 2002 年，目前管理基金規模超過 70 億美元，包括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地

產投資和證券投資基金。投資領域包括但不限於資訊技術與服務、新媒體、大眾消費品和消費服務、

醫療設備及服務、教育、綠色技術等行業。 

6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 

 

網址：http://www.sequoiacap.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紅杉資本創始於 1972 年，共有近 30 支基金，擁有逾 100 億美元總管理資本。紅杉資本中國

基金目前管理總額約 25 億美元和逾 40 億人民幣的總計 8 期基金，用於投資中國的高成長企業。紅

杉重點關注的四個方向為科技/傳媒、消費品/服務、醫療健康、新能源/環保/先進製造，但所投資的

公司並不限於此。 

7 IDG 資本 

 

網址：http://www.idgvc.com/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IDG 資本專注於與中國市場有關的 VC/PE 投資項目，重點關注消費品、連鎖服務、互聯網

及無線應用、新媒體、教育、醫療健康、新能源、先進製造等領域的擁有一流品牌的領先企業，覆

蓋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Pre-IPO 各個階段，投資規模從上百萬美元到上千萬美元不等 



 

8 經緯中國 

 

網址：http://www.matrixpartners.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經緯中國 2008 年創立，總部設在北京，在環保技術、教育、能源、金融服務、健康、互聯

網和軟體行業等不同領域積極尋找投資機會。 

9 君聯資本 

 

網址：http://www.legendcapital.com.cn 

階段：天使初創期、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本地生活、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

育、硬體、農業、遊戲、電子商務、工具軟體、汽車交通、房產服務、旅遊、企業服務、廣告行銷、

SNS 社交網路 

 

介紹：君聯資本(聯想投資)共管理五期美元基金、兩期人民幣基金，資金規模合計逾 130 億元人民

幣，關注 TMT、清潔技術、醫療健康、先進製造、消費品、現代服務業，重點投資於初創期和擴

展期中小企業，兼顧種子期的項目。 

10 軟銀中國 

 

網址：http://www.sbcvc.com 

階段：成長發展期、成熟期 

 

領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醫療健康、環保能源、製造業、電子商務、本地生活、文化娛樂體育、

教育、金融、文化娛樂體育、硬體 

 

介紹：軟銀中國資本(SBCVC)成立於 2000 年，是一家領先的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基金管理公司，

致力於在大中華地區投資優秀的高成長、高科技企業。 



 

表 11-17  中國大陸 2015 年天使投資人 10 強 

 

排名 姓名 機構名稱 職位 

1 
徐小平 真格基金 創始人、主管合夥人 

2 
郎春暉 創新工廠 聯合創始人、管理合夥人 

3 
趙 陽 險峰華興 副總裁 

4 
劉 維 聯想之星 合夥人 

5 
蔡文勝 隆領投資 董事長 

6 
盛希泰 洪泰基金 創始合夥人 

7 
李 竹 英諾天使基金 創始合夥人 

8 
王東暉 阿米巴資本 創始合夥人 

9 
王 嘯 九合創投 創始合夥人 

10 
吳世春 梅花天使創投 創始合夥人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18  中國大陸 2015 年創業投資人 10 強 

 

排名 姓名 機構名稱 職位 

1 
肖冰 達晨創投 執行合夥人、總裁 

2 
金燕 深圳創新投 投資發展總部總經理 

3 
沈南鵬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 創始及執行合夥人 

4 
徐傳陞 經緯中國 管理合夥人 

5 
李驍軍 IDG資本 合夥人 

6 
應文祿 毅達資本 董事長 

7 
陳維廣 藍馳創投 合夥人 

8 
陳  浩 君聯資本 董事總經理、總裁 

9 
陳瑋 東方富海 董事長 

10 
鄧鋒 北極光創投 創始人、董事總經理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表 11-19  中國大陸 2015 年私募股權投資人 10 強 

 

排名 姓名 機構名稱 職位 

1 
蔡 蕾 九鼎投資 創始合夥人 

2 
劉樂飛 中信產業基金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3 
梁信軍 複星資本 副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4 
王 霖 鼎暉投資 創始合夥人 

5 
劉海峰 KKR 亞洲區股權投資聯席主席兼大中華區總裁 

6 
胡章宏 建銀國際 董事兼總裁 

7 
陳十遊 中金佳成 董事長 

8 
張向陽 海通開元 董事長 

9 
趙令歡 弘毅投資 董事長 

10 
張  磊 高瓴資本 董事長、首席執行官 

 

資料來源：清科研究中心（2016），「2015 年度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