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獨角獸觀測系列】-圖解 2017 全球新增獨

角獸 

 

根據 CB Insights 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

布的獨角獸名單，扣除已經 IPO 或關閉的獨角

獸，累計共有 221 家進入估值 10 億美元的獨

角獸門檻。台經院 FINDIT 團隊以此資料為基

礎，剖析全球 2017 年與近 9 年以來的新增獨

角獸企業特徵。 

2017年第四季全球新增獨角獸計有16家，

較前一季減少一家 

根據 CB Insights 統計，2017 年第四季全

球新增獨角獸企業家數為 16 家，雖較第三季

17 家減少 6%，但較 2016 年第四季的 10 家成

長 60%。在 2017 年的各季中，以第一季 10 家

最低，第二季的 21 家最高。2017 年全球新增

獨角獸計有 64 家，較 2016 年的 39 家成長

64%，為近十年次高記錄，僅低於 2015 年峰頂

的 65 家。反映出 2017 年 VC 市場走出 2016

年資本寒冬；軟銀引領的大資本大投資的風潮，

將是一股催生獨角獸不可忽略的推手。 

全球獨角獸產地仍以中美為主 

2017 年新增獨角獸分布於 10 個國家，美

國（28 家）與中國（22 家）獨角獸數量合計

50 家，占率全球 78%，其次是英國 11%。若

觀察 2009-2017 年 222 家新增獨角獸，共分布

於 22 個國家，美國以 112 家占據獨角獸半壁

江山，其次是中國 59 家，全球占比 27%，二

國合計占據 77%，遠遠領先英國 13 家（6%）、

印度 10 家（5%）。 

截至 2017 年底估值超過 100 億美元的超

級獨角獸共有 16 家，其中美國擁有 9 家，中

國 6 家，印度 1 家。從上述資料顯示中美活絡

的創投資本市場，為具潛力的新創企業提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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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力的成長後盾。此外，二國本土市場與上

網人口龐大，有利於互聯網＋X 產業的商業模

式發展，特別是面對消費者端生活相關的領域，

如交通（叫車服務）、採購（電子商務），龐

大消費撐起數家超級獨角獸。三是中國互聯網

巨頭 BATJ 積極進行策略性投資布局，加速這

些中國新創成為獨角獸。 

電子商務、互聯網軟體與服務、金融科技、

健康醫療、隨選需求、網路安全、社群平

台孕育最多獨角獸企業 

2017 年新增獨角獸所屬的行業，以互聯網

軟體與服務（9 家）與金融科技（9 家）最多，

其次為電商（5 家）、隨選需求（4 家）、健康

照護（4 家）、網路安全（4 家）。 

2009 年到 2017 年全球獨角獸企業所屬的

行業，以電子商務（38 家）最多，其次為互聯

網軟體與服務（29 家）、金融科技（26 家）、

健康醫療（18 家）、隨選需求（15 家）、網路

安全（10 家）、社群平台（10 家），領先其他

行業。 

美國在「企業端軟體與服務」與「網路安

全」具有制霸地位 

截至 2017 年底，美國獨角獸家數最多的

行業，包括互聯網軟體與服務（23 家）、金融

科技（14 家）、健康醫療（11 家）、網路安全

（9 家）、電子商務/線上市集(9 家)與大數據

（7 家）等，大多集中在技術密集的領域。 

若進一步觀察電子商務、互聯網軟體與服

務、金融科技、健康醫療、隨選需求與網路安

全等全球獨角獸家數最多的行業中，可以發現

美國在「互聯網軟體與服務」與「網路安全」

獨角獸分布概況，占據 79%與 82%，遙遙領先

其他幾個熱門領域。探究其原因，一是企業服

務市場在美國相對成熟，且技術位居全球前列，

同時企業已培養良好的付費習慣，故全球企業

服務領域獨角獸公司主要分佈於美國。二是美

國在軟體人才眾多，技術也先進，一直是美國

創投青睞的行業。 

中國在「電子商務/線上市集」與「隨選需

求」獨角獸家數領先美國 

中國在六大領域中，以「電子商務/線上市

集」與「隨選需求」獨角獸家數占比為 45%與

33%，領先美國的 24%與 20%。主要因中國人

口龐大，加上直接進入行動網路社會，足以撐

起多家面對消費終端的互聯網應用領域的獨

角獸企業。 

2017 年新增獨角獸估值，中國勝過美國 

2017 年美國新增獨角獸有 28 家，雖然勝

過中國獨角獸 22 家，但合計估值美國以 401

億美元遜於中國的 502 億美元。以平均每家的

獨角獸的估值來比較，中國平均每家 23 億美

元，領先美國的 14 億美元。另外，德國與馬

爾他因各僅有 1 家進入 2017 年新增獨角獸名

單中，由於德國 ottobock 與馬爾他 VISTAJET

二家估值相對較高，因此，平均估值領先其他

國家。 

至於 2017 年新增獨角獸以健康醫療、金

融科技、媒體娛樂、互聯網軟體與服務、隨選

需求估值總和最高，平均每家估值則以媒體娛

樂、汽車科技、健康醫療與隨選需求為最高。 

2009-2017 年的獨角獸平均估值  中國也

領先美國   

2009-2017 年的獨角獸中，美國的家數

（112 家）接近中國（59 家）的二倍，但平均

估值而言，中國以 45 億美元高於美國 35 億美

元。由於中國獨角獸高度集中在市場較龐大、

消費者眾多、資本投資較多的電子商務與隨選

需求，因此，拉高整體平均估值。 



2017 年新增獨角獸估值前十大，中國占據

6 家，今日頭條奪冠 

2017 年新增獨角獸的估值前十大中，中國

6 家入榜，分別是今日頭條、Nio 蔚來汽車、

聯影、貓眼微影、ofo 與摩拜單車，其次是英

國 2 家，美國、德國各 1 家。中國今日頭條以

110 億美元奪得 2017 年新增獨角獸估值冠軍

寶座。 

全球超級獨角獸比一比  美國最多 

截至 2017 年底為止，全球計有 16 家估值

100 億美元以上的獨角獸，美國有 9 家居冠，

中國有 6 家，印度 1 家。美國 Uber 仍以 680

億美元穩居全球獨角獸中最具身價的企業，其

次依序為中國滴滴出行（500 億美元）、小米

（460 億美元）、美團點評（300 億美元）、

Airbnb（293 億美元）、SpaceX（215 億美元）、

Palantir Technologies（200 億美元）、WeWork

（200 億美元）、陸金所（185 億美元）、Pinterest

（123 億美元）、Flipkart（116 億美元）、Lyft

（115 億美元）、今日頭條（110 億美元）、

Infor、Dropbox 與 DJI 大疆創新各為 100 億美

元。 

貓眼微影、易商紅木與寒武紀奪下 2017年

獨角獸征途賽的風速王寶座   

結合 CB Insights 與 Chrunchbase 的資料，

2017 年新增的獨角獸企業中，成立 1 年時間

就成為獨角獸，包括：中國的物流地產開發商

易商紅木、商用深度學習專用處理器的寒武紀

科技，與中國互聯網+泛娛樂平台貓眼（後併

北京微影，改名為貓眼微影），榮獲獨角獸征

途中的風速王。 

其次，3D 列印的 Desktop Metal、二手商

品電商平台 letgo、中國雲端、大數據解決方案

供應商數夢工場 Dt Dream、智慧建築解決方案

供應商 Katerra、中國共享單車 Mobike 與共同

辦公空間優客 URWork、英國中小企業借貸平

台 OakNorth Bank與來自中國的矽谷新創公司

Particle Media 等，則是成立二年後晉升為獨角

獸。 

結語 

美國與中國獨角獸各有不同的產業發展

時程、背景與結構，美國憑藉勇於創新創業的

企業家精神與豐沛及樂於投資未來的投資人，

成為獨角獸產地並不意外。中國則拜中產階級

崛起，行動網路人口龐大及行動支付普及，使

得中國藉由互聯網應用催生多家面向消費者

升級的獨角獸企業。近年來，中國在 AI、醫療、

汽車科技、物聯網等領域也陸續出現深度技術

型獨角獸，表現亮眼。 

展望未來，隨著軟銀完成千億規模的願景

基金後，創投機構備受壓力。以早期投資為主

的創投機構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在 2017

年 4 月完成高達 31 億美元 16 號基金的募資，

創下創投基金募資新高。但這個記錄應該不久

後可望再度刷新，因為矽谷傳奇創投 Sequoia

紅杉資本，在 2017 年底也傳出將準備募集 50-

60 億美元的全球成長基金，競逐優質案源。未

來在這些大型基金陸續入場後，相信將會催生

更多獨角獸企業，也期待台灣順勢搭上這一波

大投資潮，催生第一隻獨角獸。 

 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