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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 5 月號「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報告涵蓋以下幾個重點： 

一、 圖解股權投資趨勢：包括兩大主題三篇分析報導 

1. 【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第一篇安排以美國知名私募股權與創投資料庫及數

據分析服務提供商 Pitchbook 與美國創投協會（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NVCA）公佈的 2018Q1 資料為基礎，圖解與分析 2018 年第一季美

國創投市場的募資、投資與退場趨勢。 

2. 【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共安排矽谷、中國二篇投資分析，主要分析 2018

年 4 月早期資金（Pre-IPO）投資動向追蹤報導，希冀新創企業與投資人掌握矽谷

與亞洲地區創新創業與投資的風向。 

二、圖解群眾募資趨勢：本月將彙整國內外回饋型與股權型 2018 年 4 月群眾募資資料，

包含 Kickstarter、flyingV、群募貝果、嘖嘖與 AngelList 等平台，分析募資趨勢與

代表性案件。 

三、 新興領域早期投資動向： 

1. 【本月焦點】：安排六篇新興領域投資與發展動向的專題分析。 

(1) 第一篇為「解析 2018 年第一季全球金融科技投資趨勢」，針對國內外熱烈關

注的金融科技，解析 CB Insights 公布的 2018 年第一季全球金融科技投資趨

勢。 

(2) 第二篇為「由感測器產業的早期投資看新興發展趨勢」，感測器並非一個新

興領域，但近期受到 iPhone X 的 3D 人臉辨識的運用，又掀起了一波熱烈的

討論。該文透過分析近五年內受早期資金青睞的感測器新創，找出各領域代

表性企業的獲投資訊，並以個案分析，引領讀者探索感測器新興應用發展。 

(3) 第三篇為「AI 晶片大戰 誰與爭鋒」，人工智慧（AI）被視為第四次工業革

命核心，而 AI 晶片更是這場革命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目前正吸引大廠與新

創進入研發與量產的新戰局。該文在介紹這場 AI 晶片大戰中，值得關注的晶

片與科技大廠，以及夾著深度學習演算法優勢加入 AI 晶片大戰的新創企業，

俾利觀戰者掌握最新的競爭態勢。 

(4) 第四篇為「潔淨科技中工業及製造業領域潛力新創大盤點」，隨著物聯網(IIoT)

的發展，擁有營運改進技術的新創公司提供石油及天然氣公司改善營運的機

會，亦為未來潔淨科技最重要的發展領域。該文將以美國清潔技術集團

Cleantech Group(CTG)發布的 2018 年全球清潔技術 100 強報告為基礎，針

對在潔淨科技中工業及製造業領域的新創企業投資趨勢及其最新發展做完整

分析。 

(5) 第五篇為「2018 值得關注的網路安全捍衛者」，隨著全球網路攻擊升溫，加

上號稱歐盟最嚴格的個資法 GDPR 即將實施之際，全球科技巨擘莫不繃緊神



 

 

經處理個資的問題。網路安全是危機也是商機，激勵新崛起的網路安全捍衛

前仆後繼加入。該文除了剖析整體網路安全獲投趨勢，將以 CB Insights 4 月

公布「2018 年網路安全捍衛者」榜單為基礎，深入分析 14 個類別內容與 29

家代表性網路安全捍衛者個案，俾利投資人與網路安全領域新創掌握最新商

業化趨勢與早期資金流向。 

(6) 第六篇為「汽車科技大廠於自駕車領域之應用模式」，該文透過汽車大廠在

自駕車領域的早期投資與併購資料，歸納分析汽車大廠自駕車可能落地的模

式。 

2. 【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中，就 2018 年 4 月 11 到 5 月 10 日全球熱門領

域發展動態、群眾募資、股權投資相關議題，整理重要的消息報導。 

三、 政策與觀點評析： 

1. 【名家專欄】：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吳孟道所長提出「中美貿易大戰的虛與實」

一文，針對近期中美貿易大戰課題，先就美中貨品貿易逆差與貨幣的國際地位比較

做初步分析，並深入解析這場貿易大戰背後的真意，以及中國如何接招，帶領讀者

瞭解這場貿易大戰的虛與實。 

2. 【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消息】：將彙整 2018 年 4 月 11 日到 5 月 10 日創新創業與

產經重要政策或計畫之動向新聞。 

四、 創業生態大觀園：為新年度新闢的專題，包含三個主題 

1. 【創業園地專欄】： 5 月號很榮幸邀請到中華創業育成協會賴荃賢秘書長開闢「關

於創投與募資的二三事~史蒂芬．賴的碎碎唸」專欄，賴秘書長在創投、創業育成

輔導上具有長年累積的經驗。從過去的經驗中看到新創團隊往往對「募資」瞭解

不清，容易造成投資和募資的溝通不良，特此撰文協助新創業者對創投和募資建

立正確觀念。 

2. 【FINDIT＊STAR】：每月將介紹台灣創業之星，5 月號介紹參與本計畫媒合活

動並成功獲投的華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FINDIT 創業補給站】：定期更新國內外新增創業資源資訊連結，提供給新創

企業/中小企業與投資人。 

五、 活動訊息： 

介紹本計畫 2018 年預訂的領航講座與媒合會活動，歡迎目標對象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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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圖解 2018Q1 美國創

投市場趨勢 

美國知名私募股權與創投資料庫及數據

分析服務提供商 Pitchbook 與美國創投協會

（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NVCA）

4 月公佈的 2018 年第一季美國創投觀測報告

（Venture Monitor 1Q2018），該報告收集美

國創投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相關資料。

FINDIT 執行團隊利用此一數據，進行 2018 第

一季美國創投動向趨勢分析。 

VC 基金募資：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基

金募資件數與金額略低於去年同期，但首

次募資件數依舊強勁，2018 年募資可能上

揚 

美國 VC 在 2018 第一季已完成募資的基

金數為 54 支，募資金額為 79 億美元，不管是

募資基金數或募資金額均較去年同期略降。 

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完成募資的基金

中，超過 10 億美元者，包括：Norwest Venture 

Partners完成第 14 號基金 15 億美元與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第 9 號基金 13.75 億美元。  

由於募資規模低於 5 千萬的微型基金件

數超過一半，使得整體 VC 募資金額中位數下

降。但因超過 10 億美元規模的大型基金完成

募資件數也增加，拉升第一季募資金額平均值。

首次募資的基金數依舊強勁，預期 2018 年美

國 VC 基金募資表現將較 2017 年佳。 

VC 整體投資：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投

資件數持續下降，為 2011 年以來單季新

低，但金額連續第四季超過 200 億美元，

並創下 2006 年以來單季投資金額新高  

在投資方面，2018Q1 美國 VC 投資件數

持續減少至 1,693 件，為 2011 年來最低點。 

2018Q1 美國 VC 投資案件中，因中大規

模的投資案件增加，拉升整體投資金額，使得

投資金額再締造新高記錄。使得 2018 年第一

季 1 美國 VC 投資金額達 282 億美元，高於去

年第四季的 2,076 件，連續第四季超過 200 億

美元，也較 2009 年全年投資額(270 億美元)

還高，創下 2006 年以來的單季金額新高。 

VC 投資階段：2018 年第一季 VC 首次投

資、早期階段件數占比下降，逐漸朝向追

投後期案件，尤其是獨角獸募資交易，顯

示投資趨勢謹慎保守 

從 2015 年起，美國 VC 首次投資的件數

大減，2018 年第一季首次投資的占比下降至

26%，追加投資比重則升至 74%高點，顯示

VC 投資人愈加謹慎保守。 

從投資階段來看，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投資天使/種子輪、早期投資件數下滑超過二

成，而後期投資件數增加 7％。2018 年第一季

對三階段的投資規模中位數均較 2017 年增加，

早期投資中位數成長 53％、天使輪/種子輪成

長 40％、後期成長 35％。 

獲投企業平均年齡：天使輪/種子輪投資件

數減少，獲投的企業平均年齡也較 2017

年多出 0.61 年，顯示新創初期募資更具挑

戰 

2018 年第一季中，天使/種子輪投資件數

減少逾二成，顯示獲投難度提升，也使得天使、

種子獲投企業的平均年齡約為 3.03年，較 2017

年多了 0.61 年，也較 2012 年增加 1.55 年。美

國新創在初創期募資環境愈顯艱辛，挑戰難度

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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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獨角獸的投資交易：獨角獸交易驅動美國

VC 投資金額成長 

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依舊追逐獨角獸

企業，共投資 17 家（件）獨角獸企業，僅占

投資件數 1％，而投資金額達 72 億美元，占

總獲投金額 25.5％，高於 2017 年的 21％。換

言之，獨角獸交易驅動美國 VC 投資金額成

長。 

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投資獨角獸的交

易件數為 17 件，包括：Lyft、Faraday Future、

Uber，較上一季 20 件減少 15％，但投資金額

成長 71％。 

估值中位數：除了 D＋輪下降外，其餘各

階段的估值中位數均上揚 

2018 年第一季各階段估值中位數，除了 D

＋輪下降外，其餘各階段的估值中位數均上揚，

其中 C 輪增加 37％，A 輪與 B 輪分別增加 25

％與 20％，天使/種子輪小升 7％。 

2017 年美國 VC 追投獨角獸，D＋輪估值

中位數大幅上升，2018 年第一季拉回，但仍

處於相對高水準。 

投資業別：集中在軟體、健康醫療相關領

域，早期投資 VC 青睞 AI 新創 

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投資件數集中在

軟體 40％，健康醫療、商業服務各占 8%、7

％。至於投資金額高度集中在軟體 42％，其

次泛健康醫療領域(合計 24%)，其中製藥與生

技 16%、健康醫療服務(3%)、健康醫療器材

(5%)。 

另外補充說明，根據 PwC 與 CB Insights

公布的美國 2018 年第一季美國創投趨勢報告，

指出美國VC機構特別青睞AI新創企業，2018

年第一季人工智慧領域獲投件數 116 件，較上

一季成長 13%，獲投金額增加 29%至 19 億美

元，為近八季新高。資安領域則是連續三季投

資件數與金額下滑，2018 年第一季獲投件數

從上季的 54 件下滑至 51 件，獲投金額減少

36%至 5.28 億美元。數位醫療投資件數微增 3

件至 65 件，而投資金額則飆升 55%至 14 億美

元 

公司創投（CVC）投資趨勢：投資活動持

續減緩，但投資金額創單季歷史新高，偏

好軟體與健康醫療相關領域 

2016年起公司創投(CVC)參與美國VC投

資活動有減緩趨勢，2018 年第一季 CVC 投資

件數較上季減少 6%至 302 件，連續第三季下

滑，但投資金額則較上季飆升 46%至 141 億美

元，為史上單季新高。 

不同 VC 的投資布局，CVC 投資交易相對

偏好早期與後期，2018 年第一季後期投資件

數上升。2018 年第一季 CVC 對三階段的投資

規模中位數持續上升，尤其是早期與後期階段。

另外，可從投資規模亦看出，CVC 參與投資

的案件大多偏向中大型規模，特別是投資獨角

獸的交易金額占了 CVC 絕大部分的投資金

額。 

儘管 CVC 投資策略與傳統 VC 不同，但

投資的領域大致相同，且集中度更高。2018

年第一季美國 CVC 投資件數中，47%集中在

軟體，高於整體 VC 的 40%，製藥與生技占比

11%，也高於 VC 的 8%。至於 2018 年第一季

美國 CVC 投資金額中，51%投資於軟體，也

高於 VC 的 42%，投資泛健康醫療領域金額占

比為 23%，與 VC 的 24%略低。 

投資熱點：依舊集中在加州、紐約、麻州 

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熱門投資地區大

致維持不變，仍以美國西岸、中大西洋地區、

新英格蘭地區部為投資熱點。相對前一季，

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投資在各地區的件數

與金額占比雖略有消長，但變化不大。西岸約

占 4 成交易件數與 6 成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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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季，VC 投資件數前五州分別

為加州（586 件）、紐約（226 件）、麻州（131

件）、德州（79 件）、伊利諾州（57 件），

加州投資件數還超越後面四個州的總和。若依

金額來看，矽谷所在的加州以 162 億美元穩居

冠軍，吸引美國 VC 57%的投資，其次是麻州

（26.6 億美元）、紐約（27.4 億美元）、佛羅

里達（10.8 億美元）、德州（6.8 億美元）。 

投資金額前 10 大案件：WeWork、Intarcia 

Therapeutics 與 SpaceX 名列前三名 

Venture Monitor列出 2018年第一季 10大

VC投資案件，包括：Lyft （17億美元）、Faraday 

Future（16 億美元）、Uber（12.5 億美元）、

Magic Leap（9.63 億美元）、Katerra（8.65 億

美元）、DoorDash（5.35 億美元）、Moderna 

Therapeutics （5.0 億美元）、Wag（3.0 億美

元）、Harmony Biosciences（2.95 億美元）、

Viela Bio（2.82 億美元）。 

退場趨勢：大型投資案延長新創 IPO 時程，

美國整體 VC 退場腳步蹣跚 

最後為退場表現，美國 VC 退場交易自

2014 年峰值後一路下滑，2018 第一季退場件

數僅 188 件，較上季減少 6%，也較去年同期

減少 19%，創下 2011 年第四季以來的單季退

場家數最低。退場金額 81 億美元，較上季減

少 36%，更較去年同期大減 53%。 

投退場的模式仍以收購與併購為主，目前

出售給其他 GP 的退場模式逐漸增加，但沒列

入計算。 

近一年多美國 VC 市場退場腳步蹣跚，主

要與大型投資案案屢屢出現，也使獲投企業有

足夠資金繼續拓展，不急著 IPO。 

VC 退場排行榜：201Q1 美國 VC 前三大

退 場 是 RING 、 ThreatMetrix 與

Dropbox。 

201Q1 美國 VC 最大的退場案件為智慧

門鈴與住家監控攝影機的 RING，由亞馬遜以

12 億美元收購。 

第二是網路安全的 ThreatMetrix，被

LexisNexis Risk Solutions 以 8.11 億美元。 

第三是雲端儲存 Dropbox 在那斯達克上

市，為 Dropbox 籌得 7.56 億美元。 

結語 

根據 Pitchbook 資料，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投資趨勢依舊維持投資件數銳減，投資金

額飆升的走勢。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投資件

數為 2011 年來最低點，而投資金額則是 2006

年以來單季新高。 

美國 VC 機構投資趨向謹慎保守，朝向中

後期追投模式，特別熱衷追投獨角獸後期階段

的募資，不斷拉高平均投資規模。 

2018 年第一季 VC 投資天使/種子輪的件

數大幅下降二成至 724 件，為 2011 年單季最

低，相對地，後期投資件數逆勢上揚。且獲投

天使／種子輪投資的企業平均成歷年數較

2017 年多出 0.61 年，均顯示目前美國 VC 市

場的氛圍，對尋求天使／種子輪投資的新創企

業相對更具挑戰。 

2017 年美國 IPO 的表現不理想，Blue 

Apron Holdings Inc 和 Snap Inc 二家 IPO 表現

不佳。到了 2018 年第一季，美國 VC 支持的

企業退場表現依舊乏力。 

為能激勵獨角獸 IPO，美國打破成規，紐

交所通過美國政府 SEC 批准直接上市，直接

上市就是不採用投資銀行保薦人服務，亦不發

任何新股募資，任由現有股東在紐約交易所放

售手上股份，亦讓有意投資的市場人士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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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上市首日沒有投資銀行「管理」股份

供應量，隨市場調節供求。 

果然在 4 月，美國迎來首家新創科技獨角

獸 IPO，瑞典線上音樂串流服務業者 Spotify，

在 4 月 3 日在紐約證交所掛牌上市。Spotify

不遵循傳統首度公開發行（IPO）程序，而是

直接上市由市場決定股票定價。分析師指出，

未來直接上市只需在上市 15 天前對外公布公

司財務即可，還可避免傳統 IPO 的「閉鎖期」，

公司股東可以一次性賣出所有股票，預料對境

外的獨角獸企業更具吸引力。 

因此，市場人士估計 2018 年美國科技股

IPO 逾 50 家，換言之，這些 IPO 的企業背後

的美國 VC 退場也可望交出好成績。 

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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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矽谷投資風向掃瞄

（2018.4） 

根據 Crunchbase 資料，2018 年 4 月共有

35 家總部設於矽谷地區1 的新創企業獲投，已

揭露之總金額達 7.38 億美元，在投資件數上

略低於前月的 47 家，金額低於前月的 11.36

億美元。 

從產業領域來看，生技醫療是本月份最受

投資者關注的領域，交易件數 6 件。然而，生

技醫療領域在本月份出現一筆上億美元規模

的交易案，整體獲投金額高達 3.3 億美元。其

次為資安與企業應用領域，獲投件數均為 4 件，

資安領域獲投金額 6,600 萬美元；企業應用領

域獲投金額 9,098 萬美元。 

在各募資輪次上，種子/天使輪募資案 8

件，總金額 1,714 萬美元；A 輪募資 7 件，金

額為 8,534 美元；B 輪投資案 7 件，金額 1.66

億美元；D 輪投資案 2 件，金額 1.44 億美元；

E 輪 1 件，金額 1.05 億美元。另外，債權融資

3 件，計 6,000 萬美元；其他來自可轉債、公

                                                           

1矽谷地區係指 San Mateo 南部至 San Jose，其

中包含位於 San Mateo 的 Belmont、Burlingame、

East Palo Alto、Foster City、Menlo Park、

Redwood City、San Carlos、San Mateo，以及

Santa Clara County 的 Campbell、Cupertino、

Los Altos、Los Altos Hills、Los Gatos、Milpitas、

Mountain View、Palo Alto、San Jose、Santa 

Clara、Saratoga、Sunnyvale。 

司輪與補助的交易案共 5 件，金額達 1.57 億

美元。 

本月獲得投資的企業中，最值得關注的是

Impossible Foods，金額高達 1.14 億美元，累

計募資 3.875 億美元。這間公司大有來頭，其

開發出一套植物配方，將特定的蔬菜、種子與

穀物進行重組，模擬出肉類或乳製品的外觀與

口感。該公司於 2011 年成立，當年度即獲得

Khosla Venture 的 A 輪投資 900 萬美元。2013

年 7 月微軟創辦人 Bill Gates 投資 B 輪 2,500

萬美元；2014 年 6 月 C 輪 4,000 萬美元則由

Horizons Ventures 與GV (Google Venture)投資；

2015 年 9 月的 D 輪則是高達 1.08 億美元的鉅

額輪，共有 7位投資者，由UBS領投，Bill Gates

與香港名商李嘉誠均是共同投資人。2017 年 8

月與 2018 年 4 月則是透過可轉債進行募資，

尤其是本月鉅額投資 1.14 億美元，由淡馬錫

與賽領資本(Sailing Capital)領投。 

第二名是在 2014 年成立的生技醫療領域

公司 Livongo，本月份 E 輪募資獲得 1.05 億美

元，累計獲投 2.4 億美元。該公司設計血糖檢

測裝置，並將檢測結果結合行動裝置，提供飲

食與管理諮詢服務。其在種子階段即獲得創投

支持，從 2014 年開始，每一年均成功對外募

資，歷程相當迅速。本月 E 輪募資共有 10 位

投資者參與，而在名單中除了專業創投外，全

球歷史最悠久的製藥廠默克集團 (Merck 

Group) 旗 下 基 金 Merck Global Health 

Innovation Fund 更是赫然在列。本輪募資是由

瑞典老牌投資公司Kinnevik AB以及美國知名

創投 General Catalyst 領投，並將 Livongo 的估

值推升至 6.95 億美元。 

此外，4 月份有一家值得關注的新創企業，

Symphony Communication Services。該公司開

發與設計企業協作平台，使內部與外部團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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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文檔、流程管理與進行雲端會議，並提供外

部新聞與資料庫的介接，如道瓊新聞資訊、

McGraw Hill Financial 旗下 S&P Capital IQ 的

數據整合及分析服務。乍看之下，其提供的服

務類型並不罕見，但其整合服務卻受到了華爾

街眾多銀行的青睞。紐約梅隆銀行 (BNY 

Mellon) 、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

JPMorgan、高盛、花旗銀行、富國銀行(Wells 

Fargo)、摩根士坦利(Morgan Stanley)、美林集

團(Merrill Lynch)、UBS、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等，均是早期投資人。另外，Google

也在 2015 年 10 月加入了其私募輪 1 億美元的

鉅額募資。而在今年 4 月的 D 輪募資後，

Symphony Communication 的總獲投金額達到

2.96 億美元，並成為一隻準獨角獸，估值 9.33

億美元。 

本月份收購案 10 件，其中企業應用領域

共有 5 件，是本月收購類別的大宗。如

SparklineData 開發大數據分析平台 SNAP，以

優化的處理引擎，加速 TB (Terabyte)級數據的

分析流程，如介接視覺化工具 Tableau。該公

司的大數據處理技術受到 Oracle 的重視，並於

4 月完成收購。另外，Delighted 則是設計了一

款方便企業進行客戶調查的應用工具，可以整

合電子郵件、簡訊與網頁等多個管道，迅速打

造便於收集與管理客戶回饋的介面。Delighted

的收購者 Qualtrics 也是一家專注於企業數據

收集與服務的公司，涵蓋客戶管理、產品、員

工與品牌等四項核心體驗的資訊。 

除了企業應用領域，4 月在教育科技領域

也有一家吸引目光的項目。成立於 2008 年的

Edmodo 建立全球學校網路，提供師生與家長

間溝通、協作與培訓工具，亦可透過學習追蹤

工具，改善學習成果。累積至今，該公司在全

球已有超過 55 萬間學校加入其社群，以及超

過 7,700 萬的用戶。4 月份該公司以 1.375 億

美元被中國網龍公司收購。而網龍除了在遊戲

產業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外，旗下亦有教育相

關部門，網龍華漁教育，透過 VR/AR、雲端

計算與 AI 等技術的應用，強化師生關係，提

升學習成效，並推動全球終生學習社群。 

 

 

 

表 1-1、2018 年 4 月份矽谷地區各領域獲投狀況 

產業領域  件數  募資金額  (百萬美元 )  

生技醫療  6  229.50  

資安  4  66.00  

企業應用  4  90.98  

金融科技  3  50.00  

汽車科技  3  25.10  

IoT  3  15.00  

人力資源  2  18.00  

人工智慧  2  15.00  

網路應用  2  11.00  

雲端科技  1  77.00  

行動科技  1  5.00  

其他  4  135.40  

總計  35  737.98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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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18 年 4 月矽谷地區前十大獲投企業 

# 公司名稱 產業領域 
募資輪次
或類型 

金額 ( 百
萬美元) 

公 布
時間 

重要投資人 

1 
Impossible 

Foods 
其他 其他 $114 4/3 

Temasek Holdings、Sailing 

Capital 

2 Livongo 生技醫療 E 輪 $105 4/11 

Merck Global Health 

Innovation Fund、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Kinnevik AB、
General Catalyst、DFJ 

3 Innovium Inc 雲端科技 D 輪 $77 4/25 

Walden International、
Redline Capital、Qualcomm 

Ventures、Greylock Partners 

4 

Symphony 

Communicati

on Services 

企業應用 D 輪 $67 4/10 
CLSA、Bpifrance、Barclays 

PLC 

5 
Revolution 

Medicines 
生技醫療 B 輪 $56 4/24 

Third Rock Ventures、The 

Column Group、Nextech 

Invest 

6 Deserve 金融科技 債權融資 $50 4/25 Keystone National Group 

7 
Kodiak 

Sciences 
生技醫療 其他 $33 4/26 

Perceptive Advisors、
ArrowMark Partners 

8 
Armis 

Security 
資安 B 輪 $30 4/9 

Tenaya Capital、Sequoia 

Capital、Red Dot Capital 

Partners、Bain Capital 

Ventures 

9 

Terns 

Pharmaceutic

als 

生技醫療 A 輪 $30 4/4 - 

10 StackRox 資安 B 輪 $25 4/10 
Sequoia Capital、
Redpoint、Amplify Partners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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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1-1、2018 年 4 月矽谷地區各領域募資件數分布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1-2、2018 年 4 月矽谷地區各輪次募資金額與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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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1-3、2018 年 4 月份矽谷地區獲投企業地圖 

 

1. 企業獲投狀況 

(1) 生技醫療 

 Livongo (糖尿病管理與檢測服務。設計血

糖檢測裝置，並將檢測結果結合行動裝置，

提供飲食與管理諮詢服務) 4/11宣布完成E

輪募資 1.05 億美元，由 Kinnevik AB 與

General Catalyst 領投，Zaffre Investments、

Sapphire Ventures、Merck Global Health 

Innovation Fund、M12、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Echo Health Ventures、

DFJ 與 7wire Ventures 共同投資。 

 Revolution Medicines (癌症新藥開發。與伊

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共同研發，利用

RevBlocks 模組化合成技術設計和優化小

分子候選藥物) 4/24 完成 B輪募資 5,600 萬

美元，由 Nextech Invest 領投，Third Rock 

Ventures、The Column Group、Schroder 

Adveq 與 Casdin Capital 參與。 

 Kodiak Sciences (視網膜疾病藥物開發。針

對黃斑部病變研發新藥 KSI 301 與 401，為

新型抗血管生長因子(anti-VEGF)生物藥劑) 

4/26 透過可轉債募資 3,300 萬美元，由

Perceptive Advisors 與 ArrowMark Partners

投資。 

 Terns Pharmaceuticals (生物製藥公司。針對

肝臟疾病與癌症腫瘤，研發口服小分子標

靶藥物) 4/4 募得 A 輪 3,0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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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noware Healthcare Systems (提供醫師

進行患者睡眠檢測的解決方案，可加速診

斷，提高 CPAP (持續正壓呼吸輔助裝置)

的合規性，及支援端對端患者睡眠健康管

理) 4/13 募得 350 萬美元。 

 Embolx (開發新一代的藥物輸送微導管，

Sniper ， 使用 低 壓栓 塞 (Low Pressure 

Embolization, LPE)方式，消除非目標藥物

遞送，增加腫瘤中的藥物分佈) 4/6 獲得國

家癌症中心(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

的補助 200 萬美元。 

 

(2) 資安 

 Armis Security (物聯網安全解決方案。保護

企業免受未管理或惡意網路攻擊，使用無

人管理方式監控企業資產的所有外部連接，

涵蓋傳統設備與智慧裝置) 4/9 募得 B 輪

3,000 萬美元，由 Red Dot Capital Partners

與 Bain Capital Ventures 領投，Tenaya 

Capital 與 Sequoia Capital 共同投資。 

 StackRox (企業資安防護服務。針對虛擬化

的應用程式環境，容器(Container)，開發自

適應資安防護系統，企業可即時檢測與中

斷攻擊，並簡化安全操作方式) 4/10 募得 B

輪資金 2,500 萬美元，由 Sequoia Capital

領投，Redpoint 與 Amplify Partners 參與投

資。 

 SecuredTouch (利用生物識別技術，提供數

位 ID 解決方案。收集與分析用戶行為參數，

強化認證安全性並減少詐欺，同時改善客

戶的數位體驗) 4/23 募得 A 輪資金 80 萬美

元，由 Arvato Financial Solutions 領投，

Rafae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與 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 共同投資。 

 Fyde (針對行動裝置，設計數位身分認證保

護應用程式，保障用戶的銀行、電子郵件、

網購或瀏覽等帳號) 4/4 募得種子輪資金

300 萬美元，由 Vertex Ventures 與 Draper 

Nexus Ventures 領投。 

 

(3) 企業應用 

 Symphony Communication Services (開發與

設計企業協作平台，使內部與外部團隊共

享文檔、流程管理與進行雲端會議，並提

供外部新聞與資料庫的介接) 4/10 募得 D

輪資金 6,700 萬美元，由 CLSA、Bpifrance

與 Barclays PLC 共同投資。 

 Punchh (結合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技術，針

對實體企業提供整合式營銷方案，協助餐

廳與其他零售商通過多種管道吸引客戶，

預測消費者行為，並通過執行量身定制的

促銷活動增加銷售額) 4/12 募得 B 輪 2,000

萬美元，由 Sapphire Ventures 領投，Cervin 

Ventures 共同投資。 

 REACH (提升客戶數位體驗，以基於瀏覽

器與視訊的協作對話平台，使企業能與客

戶進行即時身分驗證與遠程交易工作 ) 

4/23 募得 A 輪 350 萬美元，由 NFX 領投。 

 Aingel Corp. (採用 AI 技術分析及預測顛覆

遊戲規則的新創企業，建立 Inception Score，

並分析 VC 的投資組合，找出最可能的匹

配項目進行推薦) 4/2 募得種子輪 47.5 萬美

元，由 Youssri Helmy、Off the Grid Ventures、

BECO Capital 與 Amr Shady 共同投資。 

 

(4)  IoT 

 Verkada (企業監控系統。開發室內與室外

型攝影機，可大規模佈建進行即時監測，

並結合影像辨識，客製監測範圍) 4/11 募得

A 輪資金 1,500 萬美元，由 next47 領投，

Hector Garcia-Molina、Hans Robertson 與

First Round Capital 共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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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MOC Technologies (應用物聯網技術，提

供智慧化解決方案。開發了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UoT)開放平台 Rosella，利用邊

緣運算技術，提供實時數據資訊與分析) 

4/24 募得種子輪資金，由 Prototype Capital

投資。 

 abode (房屋仲介服務，針對專業工作者的

分享住宅解決方案，並提供多樣化的活動

以強化用戶與社群的連結) 4/17 募得公司

輪資金，由 Nice S p A 領投。 

 

(5) 汽車科技 

 Savari (提供汽車感測器軟硬體解決方案。

為 OEM 與 Tier 1 廠商強化現有的 V2X 感

測裝置，適用於新舊車輛與基礎設施) 4/24

募得 B 輪 1,200 萬美元，由 Aviva Ventures

領投，SAIC Capital 與 Flex 共同投資。 

 Artisense Corporation (3D 視覺技術開發公

司。透過 Spat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整合

系統內的多樣感測器，以群眾外包方式建

立精密的動態 3D 地圖。另外，開發 3D 感

測器 MonarX，從感知、分析、預測到路徑

規劃，提供完整的自駕車解決方案) 4/16 募

得種子輪 400 萬歐元，由 Vito Ventures、

Project A 與 Chris Hitchen 投資。 

 DeepScale (半自動或全自動駕駛車輛的感

知系統，依據目前行業標準開發低瓦數的

感測裝置與機器視覺技術) 4/3 募得 1,500

萬荷蘭幣，由 next47 與 Point72 Ventures

領投，Trucks Venture Capital、Plug and Play

與 Autotech Ventures 共同投資。 

 

(6) 金融科技 

 Deserve (信用貸款服務。針對年輕族群設

計信貸機制，依據其財務狀況、教育背景

與潛在收入等核定信用額度) 4/25 債權融

資 5,000 萬美元，由 Keystone National 

Group 領投。 

 Crowdz (將以太坊區塊鏈應用於 B2B 與

B2C 電子商務模式，開發 ZenoChain 交易

平台，提供Zeno標準協議，執行採購訂單、

發票到付款與信用證作業) 4/8 募得種子輪

資金，由 China Venture Capital HRVC (江

蘇華瑞投資管理公司)領投。 

 Tracxn (專業早期投資服務與研究機構。針

對投資者(VC、PE 與企業)提供新創案源、

盡職調查與產業分析服務) 4/24 募得資

金。 

 

(7) 人力資源 

 Eightfold (企業人力智慧平台。整合諸多人

力資源管道，建構企業專屬的人才網絡) 

4/17 募得 B 輪資金 1,800 萬美元，由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與 Foundation 

Capital 領投。 

 GuideSpark (企業員工激勵平台。透過軟體

介面，管理員工激勵計畫、內部溝通策略

與企業文化養成) 4/30 完成債權融資，由

Capital IP Investment Partners LLC 領投。 

 

(8) 人工智慧 

 Citrine Informatics (基於 AI 技術的材料開

發平台。藉由全球最大的材料數據庫與以

AI 驅動的材料實驗，加速開發週期) 4/19

透過可轉債募得資金 800 萬美元，由

Tencent Holdings 與 B & C Holdings 投資。 

 iGenius (企業 AI 服務。透過機器學習與自

然語言技術，與 Facebook、Google與Twitter

合作開發商務 AI 顧問 Crystal，簡化人與數

據的關係) 4/24 完成天使輪募資 700 萬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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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網路應用 

 3Q Digital (數位行銷服務，從多元的數位

行銷管道發掘與分析潛在客戶，包含搜尋

引擎行銷(SEM)、搜尋引擎最佳化(SEO)、

社交、行動裝置與視訊廣告等) 4/5 完成債

權募資 1,000 萬美元，由 Avidbank Specialty 

Finance 領投。 

 Lumanu (開發 SocialCert 平台連結品牌及

網紅，以量化方式確保網路內容的觸及以

及品牌影響力) 4/3募得種子輪100萬美元，

由 gener8tor 、 Right Side Capital 

Management、Peter Sachse、Cream City 

Venture Capital 與 500 Startups 投資。 

 

(10) 行動科技 

 BlueCart (企業端批發平台。利用網路與行

動技術，連結企業(餐飲業)與其供應商(食

材)，並提供供應鏈管理服務) 4/13 募得 B

輪 500 萬美元，由 Greycroft 領投。 

 

(11) 雲端科技 

 Innovium Inc (提供數據中心的網路解決方

案。開發設計 TERALYNX Ethernet Switch 

Silicon 系列產品，優化以太網解決方案) 

4/25 募得 D 輪 7,700 萬美元，由 Greylock 

Partners 領投，Walden Riverwood Ventures、

Walden International、S-Cubed Capital、

Redline Capital 、 Qualcomm Ventures 、

Paxion Capital Partners 與 Capricorn 

Investment Group 共同投資。 

 

(12) 其他 

 Impossible Foods (研發完全由植物所製成

的肉類或奶酪。從蔬菜、種子與穀物中選

擇特定的蛋白質及營養物質進行重組，模

擬肉類或乳製品的體驗) 4/3 透過可轉債募

得資金 1.14 億美元，由 Temasek Holdings

與 Sailing Capital 領投。 

 Green Bits (大麻零售服務。針對北美地區

的合法大麻銷售業者，提供法規、零售管

理、客戶關係服務等) 4/19 募得 A 輪 1,700

萬美元，由Tiger Global Management領投，

Casa Verde Capital 共同投資。 

 Deep Space Industries - DSI (太空資源探勘

技術開發。提供用於發現、收集、處理與

營運軌道研究站所需的太空資源與技術) 

4/17 募得 A 輪 350 萬美元，由 Eric Uhrhane

投資。 

 Milk Stork (母乳運送服務。針對在外地工

作的女性所設計的簡易專用包裹，快遞母

乳回家) 4/24 募得種子輪 90 萬美元，由

White Road Investments 領 投 ， Urban 

Innovation Fund 共同投資。 

 

2. 企業收購狀況 

 UserIQ 收購 Appunfold (SaaS 公司，為開發

人員與企業提供以行動應用為主的軟體工

具，簡化程式設計流程) 

 Qualtrics 收購 Delighted (客戶調查平台。整

合電子郵件、簡訊與網頁等多個管道，企

業可迅速打造一個便於收集與管理客戶回

饋的介面) 

 Oracle收購SparklineData (開發大數據分析

平台 SNAP，以優化的處理引擎，加速 TB

級數據的分析流程，如介接視覺化工具

Tableau) 

 Gong.io收購ONDiGO (利用AI技術強化銷

售與 CRM 業務，建立自動化分析系統，整

合與追蹤 CRM 紀錄，即時反應客戶回饋，

優化銷售策略) 

 6sense收購ZenIQ.io (強化B2B銷售人員的

數據應用能力，以行銷科技(MarTech)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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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客戶輪廓，利用歷史數據建立客戶洞

察) 

 Sumeru Equity Partners 收購 Azuga (結合

GDP、手機與車聯網裝置，開發 OBD II 車

載裝置與 Azuga One 車隊管理平台。協助

客戶掌握車輛數據，從而改善運營和安全

性，同時降低成本和風險) 

 NetDragon Websoft 以 1.375 億美元收購

Edmodo (建立全球學校網路，提供師生與

家長間溝通、協作與培訓工具，亦可透過

學習追蹤工具，改善學習成果) 

 SmugMug 收購 Flickr (線上照片管理和分

享應用程式，用戶可直接編輯、組織，並

以照片或影片的方式分享) 

 Stagwell Group收購ReputationDefender (客

戶網路聲譽服務，專注於負面搜索結果的

管理，避免客戶受到虛假評論或負面報導

的危害) 

 SSENSE 收購 Polyvore (時尚社群與電商平

台)  

范秉航博士（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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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中國投資風向掃瞄

（2018.4） 

本月在亞洲投資風向掃描方面，將觀察中國 2018 年 4 月股權投資的趨勢。首先針對中國 2018

年 4 月股權投資(IPO 之前)分析，本研究資料來源為中國知名早階投資數據庫公司 IT 桔子的「投

資速遞」資料庫，篩選股權投資相關資料(不含新三板、IPO、併購等投資)，盤點中國(含香港)

企業 2018 年 4 月獲投的概況。 

總獲投件數與金額估計 

2018 年 4 月份中國共有 385 件獲投事件，在投資金額方面，因許多未揭露或揭露不完整，

本研究保守估計獲投總金額約為 875.6 億人民幣，約 138.62 億美元。 

獲投行業分佈 

就獲投行業之件數分佈，以企業服務最高，共計 56 件投資交易，占總獲投件數的 15%。其

次依序為醫療健康 48 件(12%)以及文化娛樂 45 件(12%)。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1、4 月份中國各領域獲投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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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投階段輪次分佈 

若以獲投輪次的件數分佈來觀察，4 月中國獲投企業募資階段高度集中在早期階段，占比約

64%，其中種子輪/天使輪 99 件(26%)、Pre-A 輪、A 輪、A+輪共 146 件(38%)。中期階段(Pre-B

輪、B/ B+輪、C/ C+輪)的件數共 85 件(22%)。後期階段(D 輪之後)占比約為 2%，至於戰略性投

資達 46 件，占比 12%。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2、4 月份中國各輪次獲投件數分佈 

獲投地區分佈 

若就獲投案件企業總部所在地觀之，前五大地區分別為北京 148 件(38%)、上海 78 件(20%)、

廣東 65 件(19%)、浙江 32 件(8%)、江蘇 19 件(5%)等，合計五大地區占總獲投件數的 88%。整

體而言，中國的股權投資(Pre-IPO)案件高度集中在一線城市。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3、4 月份中國地區獲投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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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投金額排行榜 

以下就已揭露的獲投金額，篩選出 4 月份

獲投金額高於 10 億人民幣之案件，並依獲投

階段早期、中期、後期做區分，概述各階段獲

投前三名之企業。2 

Early-Stage 

V 領地(A 輪 2 億美元) 

V 領地主打滿足都市青年的居住與生活

需求，開發建設現代化、大規模、高品質的複

合式生活社區，提供便捷、舒適、安全、好玩

的居住空間，以及生活配套、共用空間等系列

服務，打造青年生活一站式服務平台。社區內

提供綜合便捷的生活配套，包括便利商店、健

身房、停車場、公共活動室等，並已結合移動

網路開發出多重 O2O 服務系統，實現線上線

下充分互動和交流。 

V 領地本月宣佈獲 2 億美元 A 輪投資，由

華平投資領投。 

阿里體育(A 輪 12 億人民幣) 

阿里體育是由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新浪以

及雲鋒基金共同出資。阿里體育的企業目標在

建構中國體育經濟的基礎平台。 

阿里體育於本月獲得 A 輪 12 億人民幣投

資，由雲鋒基金領投，太平保險等知名機構跟

投。 

梨視頻(A 輪 6.17 億人民幣) 

梨視頻由深具媒體背景的專業團隊和遍

佈全球的拍客網路共同創造，專注為年輕一代

提供適合移動終端觀看和分享的短視頻產

品。 

                                                           

2三階段為 Early-Stage:種子/天使/A 輪、

Middle-Stage:B 輪/C 輪、Late-Stage:D 輪以上/

戰略投資。 

梨視頻涵蓋商業、社會、科技、娛樂、生

活方式等領域，經過深度編輯的聚合內容和獨

家的原創報導，與創新技術和工具結合後，為

行動網路時代的影片生產和消費提供了新標

準。 

梨視頻本月完成 6.17 億元 A 輪募資，由

騰訊、百度投資。 

Middle-Stage 

奇點汽車/智車優行(C 輪 30 億人民幣) 

智車優行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創新型互

聯網公司，成立於 2014 年 12 月。公司業務範

圍涵蓋了新能源汽車、智慧汽車系統、基於大

數據與雲端計算的車聯網服務和解決方案、創

新技術產品的投資等。 

智車優行在 2018 北京國際車展上正式發

表奇點 iS6 的上市資訊，並宣佈與北汽新能源

在智慧汽車技術開發、充換電建設、經銷網路、

製造資源分享等展開戰略合作。奇點汽車還宣

佈全新車型 iM8，展示出以智慧為驅動，以體

驗為核心的品牌定位。 

奇點汽車本月宣佈已完成 30 億元 C 輪募

資，並與蘇州政府合作成立 100 億的智慧電動

汽車產業投資基金，投資範圍包含智慧汽車相

關的電池、電控、電機以及設計、工程、材料、

人工智慧、雲端計算、大數據、智慧硬體等多

個產業。 

百融金服(C 輪 10 億人民幣) 

百融金服成立於 2014 年 3 月，是一家利

用人工智慧、風控雲端、大數據技術為金融行

業提供客戶全生命週期管理產品和服務的智

慧科技公司。公司總部位於北京中關村，在上

海、深圳、武漢等城市設有分支機搆。目前有

近 700 位來自大型金融機構、知名網路企業及

國際諮詢公司的精英加盟，並邀請到在大數據

風控、網路金融、保險等領域有深入研究和實

務經驗、並擁有豐富管理經驗的資深顧問來共

同推動公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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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融金服本月獲得 10 億元 C 輪投資，由

中國國資委轄下的國家主權基金中國國新基

金領投。此次募資主要用於三方面：人工智慧

金融實驗室的設施建設與人才引進；加大對人

工智慧、大數據、區塊鏈等金融智慧科技產品

的持續研發投入；加大在監管科技產品方面的

投入，輔助監管機構避免產生金融風險。 

馬上金融(C 輪 6.34 億人民幣) 

馬上金融成立於 2015 年，是一家大數據

與金融科技結合的新創公司。馬上金融提供消

費分期和信用貸款平台，透過運用 FICO 規則

並結合大數據和雙引擎的風控，為客戶提供最

高額度 5 萬人民幣的小額貸款以及購物分期

服務。 

重慶百貨本月出資約 6.34 億元，認購 5.6

億股參與馬上金融 C 輪募資。本輪募資後，重

慶百貨將持有馬上金融約 12.42 億股，占其股

份總額的 31.06%。 

Late-Stage 

度小滿金融(戰略投資 19 億美元) 

度小滿金融，原百度金融。2018 年 4 月，

百度宣佈旗下金融服務事業群組（FSG）正式

完成拆分，啟用全新品牌度小滿金融獨立營運。

百度金融業務始於 2013 年，在 2015 年 12 月

整合組成金融服務事業群組，並提升至百度戰

略級位置，由百度高級副總裁朱光全面負責，

利用人工智慧技術在金融領域佈局。 

度小滿金融本輪募資19億美元，由TPG、

凱雷投資集團領投，泰康集團、農銀國際等跟

投。 

滿幫集團(F 輪上市前 19 億美元) 

滿幫集團由江蘇運滿滿、貴陽貨車幫兩家

公司合併組成，透過大數據與人工智慧降低空

車率並提高貨運效率，打造一個連接人、車、

貨三維度的超級資料平台。 

本月滿幫完成 19 億美元募資。此次募資

由國新基金和軟銀願景基金聯合領投，包括

CapitalG、Farallon Capital、Baillie Gifford、

Ward Ferry、陽光保險融匯資本、金沙江創投、

新世界 K11 投資、農銀國際在內的多家投資

機構跟投。紅杉資本、騰訊、光速中國、全明

星基金、鐘鼎創投、高瓴資本、元生資本、襄

禾資本、紀源資本等現有投資人也參與本輪募

資。 

匯通達(戰略投資 45 億人民幣) 

匯通達總部位在南京，聚焦中國農村市場，

集 B2B2C 和 O2O 模式和經驗於一體，以資訊

化和大數據驅動，創立農村生態電商模式，是

中國農村生態電商平台領導者。匯通達以全方

位平台服務為核心能力，快速彙聚整合鄉鎮零

售網點，並轉化為匯通達鄉鎮會員店，形成服

務農村消費者的網路。 

阿里巴巴本月投資匯通達 45 億人民幣，

雙方將在供應鏈、管道、倉儲和物流、技術系

統等展開合作。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表示，

阿里巴巴看重的是匯通達強大的會員店管道

體系，和農村基礎消費大數據。 

哈囉單車(E 輪 7 億美元) 

哈囉單車為共享單車平台，掃碼解鎖借車，

且無固定車樁。 

本月哈囉單車完成新一輪近 7 億美金募

資，本輪的主要投資者包含螞蟻金服和複星，

及其他機構參與。 

商湯科技(戰略投資 6 億美元) 

商湯科技為全球領先的深度學習平台開

發企業，致力於打造人工智慧視覺引擎。商湯

基於自主研發的深度學習平台，提供包括成像

處理、感知、識別，並服務於金融、平安城市、

機器人、無人駕駛等多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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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月商湯科技獲得 6 億美元的戰略投

資。 

新樂視智家(戰略投資 30 億人民幣) 

新樂視智家是樂視旗下從事網路電視及

B2C 電商平台樂視商城的公司，致力於打造基

於平台、內容、終端、應用的垂直整合樂視生

態，主打產品為樂視 TV。 

本月新樂視智家完成募資，投資方包括騰

訊、京東、蘇寧、TCL 等公司。本輪募資共約

30 億元，以現金增資與債轉股結合的方式進

行。本次增資完成後，樂視網持有新樂視智家

股份占比有所下降，從 40.31%降至 33.46%。

同時，樂視網放棄對本次增資同比例優先認購

權。 

VIPKID 大米科技(戰略投資 5 億美元) 

VIPKID 成立於 2013 年，主打英語外教一

對一課程，此外教育產品和服務還包括自主研

發的科學分級閱讀體系、營隊在美國、小學托

福課程，以及家長 V 課堂等產品。其中，一

對一線上外教產品的核心營運，是透過網路將

北美優秀師資和中國英語學習者進行連接，並

透過更多科技的應用來保證學習效果、提高學

習效率。 

VIPKID 於本月獲得 5 億美元投資，投後

估值達 35 億美元。 

新潮傳媒(戰略投資 20 億人民幣) 

新潮傳媒是一家“傳統媒體+網路”的科

技媒體創新企業。目前在全中國擁有 45 個子

公司，現有員工 4,000 人。提供服務於中國 45

個城市，35 萬部電梯，日均流量 1 億人，已

成為 2,800 多個品牌客戶的選擇。 

新潮傳媒在本月獲成都高新區產業投資

20 億元，於此次投資後，新潮傳媒的估值將

近 20 億美元。 

滴滴出行(戰略投資 2.65 億美元) 

滴滴出行為手機智慧叫車系統，乘客可隨

時隨地、方便快捷的叫到計程車，而司機可以

低成本的接受預訂。 

於本月，滴滴獲韓國未來資產的 2.65 億

美元投資。 

神霧科技(戰略投資 15 億人民幣) 

神霧集團是中國節能環保領域的領先企

業，致力於全球工業節能減排技術與資源綜合

利用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公司成立於1996年，

目前擁有 11家控股子公司(含兩家中國A股上

市公司)，員工近 4,000 人。 

本月神霧集團與金沙江資本控股企業上

海圖世簽署協定，神霧集團將獲得上海圖世

15 億人民幣戰略投資，其中包括 3.5 億入資股

權及 11.5 億的神霧技術推廣及業務開展投

資。 

中鐵物流(戰略投資 10 億人民幣) 

中鐵物流成立於 1993 年，業務領域包含

電商、倉儲、物流、金融、冷鏈、代理報關報

檢、貿易、國際快件等。 

中鐵物流於本月獲 10 億人民幣戰略投資，

與海通證券旗下的海通創新資本簽訂投資框

架協定。 

黃敬翔（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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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8 年 4 月中國企業獲投一覽表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企業服務 睿問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30 

硬體 神霧科技 北京 戰略投資 15 億人民幣 2018/4/30 

金融 派鏈 PCHAIN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8 

金融 度小滿金融 北京 戰略投資 19 億美元 2018/4/28 

硬體 精位科技 四川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8 

廣告行銷 場景鹿 浙江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8 

教育 程式設計俠 浙江 天使輪 100 萬人民幣 2018/4/28 

電子商務 寶媽環球購 四川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8 

本地生活 AKTE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8 

企業服務 BUMO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8 

工具軟體 旅搜網 廣東 種子輪 200 萬人民幣 2018/4/28 

本地生活 見福便利店 福建 A 輪 2.4 億人民幣 2018/4/28 

教育 百家雲 北京 A+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4/28 

醫療健康 凱歌健康 北京 A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28 

房產服務 嘜嗖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8 

社交網路 小 V 咖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美元 2018/4/28 

金融 錢香金融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7 

硬體 優地科技 廣東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7 

硬體 鳶安智能 上海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7 

金融 馳展控股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7 

金融 馬上金融 重慶 C 輪 6.34 億人民幣 2018/4/27 

金融 TokenInsight 未來通證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7 

本地生活 蒸瀏記 湖南 戰略投資 1000 萬人民幣 2018/4/27 

硬體 大然科技 天津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4/27 

工具軟體 喵印 福建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27 

汽車交通 車通雲 上海 C 輪 5 億人民幣 2018/4/27 

企業服務 XSKY 星辰天合 北京 C 輪 2.4 億人民幣 2018/4/27 

文化娛樂 天工藝彩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7 

本地生活 機呼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7 

醫療健康 信達生物 江蘇 E 輪 1.5 億美元 2018/4/27 

金融 TokenPocket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7 

教育 VIPKID 大米科技 北京 戰略投資 5 億美元 2018/4/27 

文化娛樂 七幕人生 北京 B+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7 

硬體 寰星電子 陝西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7 

電子商務 樂純 北京 戰略投資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27 

旅遊 屋托邦 北京 種子輪 100 萬人民幣 201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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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房產服務 V 領地 上海 A 輪 2 億美元 2018/4/27 

文化娛樂 Castbox 北京 B 輪 1350 萬美元 2018/4/27 

醫療健康 蕾明視康 江蘇 B 輪 8000 萬人民幣 2018/4/27 

房產服務 百變空間 北京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4/26 

醫療健康 邁景基因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6 

汽車交通 人人車 北京 E 輪 3 億美元 2018/4/26 

醫療健康 量點科技 江蘇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6 

文化娛樂 七靈石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6 

企業服務 洪樸信息 上海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6 

文化娛樂 坤音娛樂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5 

硬體 視佳科技 浙江 天使輪 600 萬人民幣 2018/4/25 

遊戲 BitFun 北京 天使輪 100 萬美元 2018/4/25 

企業服務 智享工作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5 

電子商務 深蘭科技 上海 B 輪 3 億人民幣 2018/4/25 

汽車交通 奇點汽車 北京 C 輪 30 億人民幣 2018/4/25 

本地生活 喜茶 HEYTEA 廣東 B 輪 4 億人民幣 2018/4/25 

電子商務 唐牛網路 湖南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5 

醫療健康 淩科藥業 浙江 天使輪 數千萬美元 2018/4/25 

企業服務 擎創信息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5 

教育 芳汀思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5 

硬體 萬兔思睿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5 

金融 誇客金融 上海 戰略投資 3 億人民幣 2018/4/25 

醫療健康 掌中醫 上海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4/25 

企業服務 Ventureum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5 

金融 見微數據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5 

廣告行銷 慧投互動 廣東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4/24 

醫療健康 斯丹賽生物 上海 B 輪 1.8 億人民幣 2018/4/24 

企業服務 區塊直聘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4 

文化娛樂 幻維數碼 上海 A 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4/24 

文化娛樂 創業邦 北京 C 輪 未透露 2018/4/24 

本地生活 福壽康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24 

金融 運金所 廣東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4 

農業 聚土網 重慶 B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24 

醫療健康 心景科技 浙江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4 

醫療健康 Pro-Health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4 

物流 滿幫集團 江蘇 F 輪-上市前 19 億美元 2018/4/24 

企業服務 心知天氣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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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農業 綠天然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4 

本地生活 131 便利店 北京 天使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4/24 

教育 多樂小熊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4 

本地生活 美味不用等 上海 D 輪 未透露 2018/4/23 

教育 小貝爾實驗室 遼寧 天使輪 400 萬人民幣 2018/4/23 

廣告行銷 愛品宣 江西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4/23 

金融 鏈平方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3 

教育 工程師爸爸 上海 B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4/23 

醫療健康 嘉寶仁和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23 

文化娛樂 耀世星輝 北京 A 輪 2.1 億人民幣 2018/4/23 

物流 壹米滴答 上海 C 輪 5 億人民幣 2018/4/23 

電子商務 雲集微店 浙江 B 輪 1.2 億美元 2018/4/23 

旅遊 CompassX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23 

醫療健康 格微基因 廣東 A 輪 1100 萬美元 2018/4/23 

物流 物融金服 廣東 天使輪 800 萬人民幣 2018/4/23 

企業服務 標天下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3 

企業服務 西部超算科技 北京 戰略投資 800 萬人民幣 2018/4/23 

醫療健康 千麥醫學檢驗 浙江 C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23 

汽車交通 智行者科技 北京 B+輪 未透露 2018/4/23 

教育 鯨打卡 廣東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4/23 

汽車交通 立刻出行 廣東 A 輪 未透露 2018/4/23 

金融 易集小程式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2 

電子商務 土流網 湖南 C 輪 未透露 2018/4/22 

教育 美世教育 北京 A 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4/22 

企業服務 圖靈人工智慧研究院 江蘇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1 

金融 CandyStar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1 

企業服務 Sing+ 四川 Pre-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4/21 

企業服務 滿心科技 廣東 Pre-A 輪 未透露 2018/4/21 

硬體 幣運動 上海 天使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4/20 

體育運動 洛克公園 上海 B+輪 7000 萬人民幣 2018/4/20 

醫療健康 優仕美地醫療 上海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0 

物流 優速快遞 上海 B 輪 未透露 2018/4/20 

硬體 洛丁森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0 

企業服務 思邁特 Smartbi 廣東 A 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4/20 

企業服務 權大師 北京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4/20 

文化娛樂 超賽體育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0 

汽車交通 拜騰 江蘇 B 輪 未透露 20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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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體育運動 樂播足球 北京 Pre-A 輪 900 萬人民幣 2018/4/20 

本地生活 浪菜 重慶 種子輪 未透露 2018/4/20 

文化娛樂 丹青映畫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0 

電子商務 阿飛和巴弟 天津 天使輪 300 萬人民幣 2018/4/20 

教育 英語小神童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4/20 

社交網路 布洛克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0 

農業 先農氏 北京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4/20 

教育 碼高機器人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0 

工具軟體 信析寶 廣東 C 輪 5000 萬美元 2018/4/20 

汽車交通 微車 北京 C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4/19 

文化娛樂 720 雲 北京 Pre-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4/19 

企業服務 威脈贏銷 北京 A 輪 200 萬美元 2018/4/19 

旅遊 APAX Recreation 上海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4/19 

醫療健康 醫學界 上海 B 輪 1.5 億人民幣 2018/4/19 

企業服務 吆喝科技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9 

醫療健康 沃方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9 

汽車交通 泊鏈聯盟 廣東 Pre-A 輪 2400 萬人民幣 2018/4/19 

醫療健康 奧浦邁 上海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9 

醫療健康 瀚海基因 廣東 A 輪 2.18 億人民幣 2018/4/19 

醫療健康 安諾柏德 浙江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9 

旅遊 旭日旅行社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19 

物流 德坤供應鏈 廣東 A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19 

企業服務 Proton 質子鏈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19 

硬體 新樂視智家 天津 戰略投資 30 億人民幣 2018/4/19 

電子商務 禮物說 北京 C 輪 1 億人民幣 2018/4/19 

硬體 史河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9 

文化娛樂 鈦媒體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8 

企業服務 啟元世界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8 

醫療健康 愛博諾德 北京 C 輪 未透露 2018/4/18 

硬體 諦聲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18 

汽車交通 互通車管 海南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18 

企業服務 黑口袋 廣東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8 

金融 Cobo Wallet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4/18 

文化娛樂 Hi 公社 湖南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18 

文化娛樂 二更網路 浙江 B+輪 1.2 億人民幣 2018/4/18 

企業服務 豬之寶 上海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8 

文化娛樂 鏈虎財經 廣東 Pre-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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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工具軟體 靠譜小程式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8 

金融 百融金服 北京 C 輪 10 億人民幣 2018/4/18 

電子商務 花粉兒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8 

硬體 索思醫療 江蘇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7 

物流 快遞快滴 廣東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7 

電子商務 酷玩二手優品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4/17 

硬體 卡布奇諾電子 上海 戰略投資 3000 萬人民幣 2018/4/17 

電子商務 微燒嚴選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17 

工具軟體 網易有道 北京 A 輪 億元及以上美元 2018/4/17 

醫療健康 德美醫療 北京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7 

文化娛樂 卓然影業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4/17 

硬體 紐鼎科技 江蘇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17 

文化娛樂 約見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17 

電子商務 匯通達 江蘇 戰略投資 45 億人民幣 2018/4/17 

體育運動 幕後 TV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4/17 

文化娛樂 眾趣科技 北京 A 輪 2400 萬人民幣 2018/4/17 

工具軟體 凱鈿軟體 湖南 A 輪 500 萬美元 2018/4/17 

文化娛樂 手滑科技 浙江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7 

電子商務 途中美食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17 

體育運動 公園盒子 上海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7 

房產服務 青客公寓 上海 C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4/17 

文化娛樂 小象互娛 廣東 Pre-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4/17 

旅遊 PKFARE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7 

金融 安聯財產保險 廣東 戰略投資 8.05 億人民幣 2018/4/16 

企業服務 龐森商業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16 

硬體 仁清科技 廣東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4/16 

硬體 得一微電子 廣東 A 輪 3 億人民幣 2018/4/16 

教育 青橙創客教育 北京 A 輪 2400 萬人民幣 2018/4/16 

醫療健康 迪英加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4/16 

教育 課觀教育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6 

電子商務 深蘭科技 上海 A+輪 2 億人民幣 2018/4/16 

企業服務 Video++ 上海 C 輪 3.49 億人民幣 2018/4/16 

汽車交通 智行者科技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4/16 

文化娛樂 十二棟文化 北京 A+輪 4300 萬人民幣 2018/4/16 

企業服務 棱鏡光娛 浙江 Pre-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4/16 

工具軟體 泰迪熊移動 北京 C 輪 1.88 億人民幣 2018/4/16 

文化娛樂 梨視頻 北京 A 輪 6.17 億人民幣 201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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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企業服務 特贊 Tezign.com 上海 B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4/16 

本地生活 和晶科技 江蘇 戰略投資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15 

汽車交通 愛馳汽車 上海 A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15 

本地生活 穀小酒 四川 天使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4/15 

硬體 爾智機器人 上海 Pre-A 輪 未透露 2018/4/15 

教育 時代教育 陝西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15 

醫療健康 帝邁生物 廣東 B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15 

文化娛樂 唱吧麥頌 北京 A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15 

本地生活 瑞幸咖啡 Luckin Coffee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5 

文化娛樂 KK 點歌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14 

教育 優才創智 北京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4 

金融 標準共識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13 

硬體 大吉塑業 江蘇 A+輪 未透露 2018/4/13 

企業服務 Merculet 上海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13 

醫療健康 百力司康 浙江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3 

金融 比特易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13 

硬體 雷動雲合 北京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3 

醫療健康 聚陸醫療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3 

汽車交通 哈羅單車 上海 E 輪 7 億美元 2018/4/13 

硬體 ICE 機摩人 湖北 A 輪 3100 萬人民幣 2018/4/13 

社交網路 星小班 上海 天使輪 250 萬人民幣 2018/4/13 

本地生活 安即猩 四川 種子輪 80 萬人民幣 2018/4/13 

企業服務 中科聚信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4/13 

教育 外教易教育 北京 Pre-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4/13 

教育 超優教育 廣東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4/13 

文化娛樂 博匯科技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3 

旅遊 有家民宿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13 

企業服務 觀安信息 上海 B 輪 1.3 億人民幣 2018/4/13 

汽車交通 甲乙丙丁 北京 Pre-A 輪 未透露 2018/4/13 

社交網路 探物 廣東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3 

文化娛樂 雲+物娛 廣東 A+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4/13 

硬體 百芝龍智慧科技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4/12 

企業服務 Datatist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4/12 

教育 科學家線上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4/12 

工具軟體 百分之八十 廣東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4/12 

汽車交通 易到用車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12 

硬體 雲享雲 北京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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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服務 海鏈租房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12 

企業服務 外聘網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12 

工具軟體 天鴿小程式 廣東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4/12 

醫療健康 微醫 浙江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12 

電子商務 懶貓鮮果 浙江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2 

教育 創豆智能積木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12 

企業服務 新數科技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2 

體育運動 極戰 FMB 上海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4/12 

企業服務 刺蝟實習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2 

金融 DetlaGrad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12 

本地生活 煮葉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2 

汽車交通 CarBlock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美元 2018/4/12 

教育 盒子魚英語 北京 C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12 

旅遊 內啥網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2 

企業服務 真相科技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4/11 

電子商務 天馬便利 山東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4/11 

文化娛樂 萊可傳媒 廣東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1 

教育 Student EduCare 四川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11 

教育 微穀中國 浙江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1 

金融 鏈馬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11 

企業服務 DataHunter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1 

教育 Snapask 香港 A+輪 1500 萬美元 2018/4/11 

醫療健康 宜明昂科 上海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4/11 

醫療健康 華邁興微 廣東 A+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4/11 

本地生活 享換機 上海 A+輪 1.5 億人民幣 2018/4/11 

本地生活 有戲電影酒店 河北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4/11 

企業服務 神策數據 北京 C 輪 4400 萬美元 2018/4/11 

企業服務 兌吧 浙江 D 輪 未透露 2018/4/10 

教育 頂上英語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4/10 

醫療健康 百淩生物 浙江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0 

工具軟體 嘿喲科技 湖北 天使輪 200 萬人民幣 2018/4/10 

教育 紐諾育兒 廣東 A 輪 6500 萬人民幣 2018/4/10 

教育 酷碼教育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10 

教育 EduCare 四川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10 

醫療健康 新世紀醫療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10 

醫療健康 卡地美得 上海 B+輪 未透露 2018/4/10 

硬體 Dexta Robotics 廣東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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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小牛計畫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0 

教育 少年商學院 廣東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4/10 

文化娛樂 黑眼圈潮趴館 上海 天使輪 937 萬人民幣 2018/4/10 

硬體 熵智科技 廣東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10 

電子商務 棉聯網 上海 戰略投資 5000 萬人民幣 2018/4/10 

企業服務 智齒客服 北京 B+輪 1.5 億人民幣 2018/4/10 

醫療健康 百奧賽圖 北京 C 輪 4.1 億人民幣 2018/4/10 

醫療健康 丁香園 浙江 D 輪 1 億美元 2018/4/10 

硬體 鐳神智能 廣東 B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10 

教育 妙小程 上海 Pre-A 輪 1600 萬人民幣 2018/4/10 

教育 校管家 廣東 A 輪 4600 萬人民幣 2018/4/10 

硬體 升哲科技 北京 C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4/10 

汽車交通 惠養車 廣東 B 輪 8000 萬人民幣 2018/4/10 

廣告行銷 喝彩網 浙江 A+輪 1650 萬人民幣 2018/4/10 

體育運動 三體雲動 上海 B 輪 1 億人民幣 2018/4/10 

企業服務 VNT Chain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9 

企業服務 星漢科技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9 

房產服務 海居派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9 

旅遊 IHOME 北京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4/9 

金融 DAEX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9 

廣告行銷 新潮傳媒 四川 戰略投資 20 億人民幣 2018/4/9 

電子商務 海帶 浙江 A+輪 6500 萬人民幣 2018/4/9 

醫療健康 壹點靈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9 

企業服務 威努特 北京 C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9 

企業服務 零眸智能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9 

電子商務 NEIWAI 內外內衣 上海 B+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4/9 

文化娛樂 有度文化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9 

金融 元嘟嘟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9 

文化娛樂 曠世科技 廣東 A 輪 未透露 2018/4/9 

醫療健康 太美醫療 浙江 D 輪 3 億人民幣 2018/4/9 

汽車交通 找電驢 河南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9 

汽車交通 小猴科技 廣東 A 輪 未透露 2018/4/9 

本地生活 道旅 廣東 戰略投資 5000 萬人民幣 2018/4/9 

硬體 一飛智控 天津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9 

汽車交通 博創聯動 北京 B+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9 

電子商務 KK 館 廣東 B 輪 7000 萬人民幣 2018/4/9 

醫療健康 數問生物 浙江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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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本地生活 斐素 上海 A+輪 數百萬美元 2018/4/9 

醫療健康 博恩思 四川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4/9 

企業服務 商湯科技 SenseTime 北京 戰略投資 6 億美元 2018/4/9 

企業服務 喔趣科技 上海 A+輪 5500 萬人民幣 2018/4/9 

企業服務 Data Pipeline 北京 A 輪 2100 萬人民幣 2018/4/9 

硬體 藍箭航太 北京 B 輪 2 億人民幣 2018/4/9 

旅遊 八爪魚線上旅遊 江蘇 C 輪 6 億人民幣 2018/4/8 

文化娛樂 滄眸文化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8 

硬體 江蘇天一 江蘇 戰略投資 2000 萬人民幣 2018/4/8 

房產服務 驛庭公寓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8 

文化娛樂 風霆迅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8 

農業 中科禾一 遼寧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4/8 

文化娛樂 海米傳媒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4/8 

電子商務 神奇屋 廣東 戰略投資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8 

物流 中鐵物流 北京 戰略投資 10 億人民幣 2018/4/8 

房產服務 得見 上海 天使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4/8 

企業服務 意能通 江蘇 Pre-A 輪 900 萬人民幣 2018/4/8 

社交網路 EOS 聯盟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8 

企業服務 匯桔網 廣東 戰略投資 6.8 億人民幣 2018/4/8 

本地生活 A 便利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8 

金融 美利金融 北京 B+輪 3788 萬美元 2018/4/8 

本地生活 霸蠻 北京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8 

醫療健康 奇天基因 江蘇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8 

金融 農分期 江蘇 C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8 

文化娛樂 票牛網 上海 B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4/8 

文化娛樂 撩卡記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8 

硬體 逗號科技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8 

金融 冰鑒科技 上海 Pre-B 輪 1.55 億人民幣 2018/4/8 

汽車交通 宜買車 福建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7 

電子商務 SHOPSHOPS 哪逛 北京 種子輪 610 萬美元 2018/4/5 

汽車交通 滴滴出行 北京 戰略投資 2.65 億美元 2018/4/5 

醫療健康 醫百科技 北京 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4/5 

企業服務 魔窗 上海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5 

企業服務 魚窩科技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4 

文化娛樂 比達傳媒 廣東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4 

文化娛樂 口袋寶寶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4/4 

金融 靈犀金融 浙江 C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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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汽車交通 Ucar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4 

硬體 寒武紀科技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4/4 

汽車交通 時代出行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4/4 

企業服務 藍杞數據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4/4 

電子商務 7TT 快鼠 湖北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4 

硬體 天瞳威視 江蘇 A 輪 未透露 2018/4/4 

教育 符號樹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4 

電子商務 MYD 北京 天使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4/4 

金融 幣看 bitkan 廣東 B 輪 1000 萬美元 2018/4/4 

硬體 摩象科技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4 

教育 雲海螺英語 江蘇 Pre-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4/4 

文化娛樂 北緯 31 度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4 

企業服務 CC 對創機 上海 Pre-A 輪 未透露 2018/4/3 

文化娛樂 增長官研究院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3 

醫療健康 長度生命科技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3 

金融 8Securities 香港 C 輪 2500 萬美元 2018/4/3 

文化娛樂 魔術先生 廣東 A 輪 未透露 2018/4/3 

金融 三農金服 廣東 B 輪 未透露 2018/4/3 

體育運動 阿裡體育 上海 A 輪 12 億人民幣 2018/4/3 

汽車交通 Neuron 新能源汽車 北京 天使輪 6 億人民幣 2018/4/3 

醫療健康 紐脈醫療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3 

文化娛樂 時代漫王 湖北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3 

硬體 清優材料 浙江 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4/3 

電子商務 蜂情科技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3 

汽車交通 省心寶 重慶 B 輪 2 億人民幣 2018/4/3 

文化娛樂 新豆瓣音樂 北京 戰略投資 數百萬美元 2018/4/3 

教育 中安華邦 北京 戰略投資 2008 萬人民幣 2018/4/2 

農業 萊博股份 上海 戰略投資 1198 萬人民幣 2018/4/2 

廣告行銷 次維文化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 

企業服務 華順信安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 

醫療健康 雲麥好輕 廣東 B+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 

文化娛樂 億歐網 北京 B 輪 6400 萬人民幣 2018/4/2 

企業服務 白帽匯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 

教育 趣口才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4/2 

醫療健康 蘇橋醫藥 江蘇 B 輪 3400 萬美元 2018/4/2 

社交網路 生日管家 北京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 

本地生活 快醒 廣西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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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旅遊 YW 由我 上海 天使輪 200 萬美元 2018/4/2 

硬體 磁宇信息 上海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 

醫療健康 德適生物 浙江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 

企業服務 銷售易 CRM 北京 D+輪 1 億人民幣 2018/4/2 

醫療健康 Airdoc 北京 B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4/2 

文化娛樂 艾爾平方 四川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 

醫療健康 妙手醫生 北京 C 輪 5 億人民幣 2018/4/2 

房產服務 巧燕築家 浙江 Pre-A 輪 2200 萬人民幣 2018/4/2 

醫療健康 聯醫 LyncMed 北京 B 輪 1.1 億人民幣 2018/4/2 

社交網路 動次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4/2 

企業服務 慧聯無限 EasyLinkIn 湖北 B 輪 1.5 億人民幣 2018/4/2 

醫療健康 深睿醫療 北京 B 輪 1.5 億人民幣 2018/4/2 

汽車交通 開思汽配 廣東 B+輪 2.5 億人民幣 2018/4/2 

企業服務 索辰信息 上海 A+輪 未透露 2018/4/1 

電子商務 賣到非洲網 上海 A+輪 未透露 2018/4/1 

文化娛樂 為你誦讀 北京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4/1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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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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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貳、圖解群眾募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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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 -圖解

Kickstarter 募資趨勢(2018.04) 

 

 

 

 

 

 

 

 

 

 

 

 

 

募資案件新增概況：2018 年 4 月總提案數超過 3,700 件 

2018 年 4 月總提案數超過 3,700 件，在各項類別提案中，

以遊戲類 562 件提案件數最高，其次為影視類的 382 件，再其

次則為科技類 370 件。 

成功案件與成功率概況：2018 年 4 月總成功案件超過

1,600 件，過半數類別的成功案件超過 100 件。 

2018 年 4 月總成功案件超過 1,600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遊

戲類達 283 件，是本月成功案件唯一超過 200 件的兩個類別。

設計類與科技類成功案件則分別為 186、83 件。成功率部份，

以漫畫類成功率最高，遊戲、設計與科技類成功率分別為

50.36%、50.43%、22.51%，皆高於過往水準。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 4 月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6,000 萬美元，遊戲類募資 2,393 萬美元最高。 

2018 年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6,000 萬美元，最吸金的類別

為遊戲類的 2,393 萬美元，其次為設計類的 1,562 萬美元，第

三則為科技類 506 萬美元。百萬募資個案則以遊戲類為主。 

台灣募資個案：2018 年 4 月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

以設計類居多 

2018 年 4 月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以設計類為主，包

含OmniTrack為熱愛戶外活動使用者因應天氣變化所設計之外

套以及結合舒壓功能的 Fidget Spinner USB。

Kickstarter 為美國最為知

名的回饋型群眾募資平

台，以下本研究分析 2018

年 4 月Kickstarter 平台各

類別募資案件數、成功案

件數與成功率、成功募資

金額及平均成功募資金

額、大案分析、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等面

向進行分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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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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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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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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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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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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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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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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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圖解台灣群

募平台募資趨勢(2018.04) 

 

 

 

 

 

 

 

 

 

 

 

 

 

 

 

 

 

各類別募資概況：2018 年 4 月募資案件 178 件，設計類

為募資案件最多的類別 

2018 年 4 月募資案件 178 件，設計類案件 57 件，為募資

案件最多的類別，其次為公共類的 29 件，再其次則為藝術類

的 23 件。 

各類別成功率概況：2018 年 4 月成功案件 53 件，設計類

18 件最多，成功率最高則為音樂類 

2018 年 4 月總成功案件為 53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設計類

的 18 件，其次為公共類的 10 件。成功率部份，以創作出版類

成功率達 55.56%最高，公共、設計的成功率則分別為 34.48%、

31.35%。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 4 月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

金額超過 3,900 萬元，設計類募資金額超過 2,000 萬 

2017 年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3,900 萬台幣，最

吸金的類別為設計類，共募得超過 2,000 萬新台幣，其次為科

技類則超過 1,000 萬元台幣。 

提案趨勢與百萬大案分析：2018 年 4 月以設計類募資案

大案件數最多 

2018 年 4 月台灣募資平募資案件以我們、台灣、生活、藝

術、設計為 2018 年 4 月主要關鍵字。集資百萬專案以設計類

最多，延續過往熱門募資品項，背包、咖排手沖壺、茶杯在本

月仍繳出亮眼的募資成績，純棉雨衣與環保天燈則是近期出現

的新穎百萬募資商品。就平台觀之，百萬募資專案來自嘖嘖平

台有 8 件， flyingV 則有 1 件。 

 

 

 

 

 

本研究匯集台灣嘖嘖、

flyingV 以及群募貝果等

三大主要綜合類型的群眾

募資平台，解析台灣募資

平台2018年4月總募資中

案件數、成功案件數、成

功率、成功募資金額、集

資百萬大案等面向進行分

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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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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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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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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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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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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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59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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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 -圖解

AngelList 獲投趨勢(2018.04) 

 

 

 

 

 

 

 

 

 

 

 

 

 

 

 

 

 

 

 

 

募資企業新增概況：2018 年 4 月登錄企業約 10.9 萬家 

2018 年 4 月約有 10.9 萬家新創企業登錄，較 2018 年 4 月

增加 3.3 萬家，為本年度新創企業登錄最高之月份。 

 

促成投資案件及金額新增概況：2018 年 4 月促成投資案

件 115 件，促成投資金額超過 3,500 萬美元 

2018年 4月份AngelList平台促成投資案件 115件，較 2018

年 3 月的 100 家增加了 15 件；成功募資金額為較上月為高，

達 3,500 萬美元。 

 

熱門獲投類別與估值： 2018 年 4 月熱門獲投類別分佈以

電子商務最多，整體平均估值 420 萬美元 

2018 年 4 月 AngelList 平台公告之獲投類別以電子商務最

多，其中又以平台建造之企業較獲得投資人青睞。估值部份，

平均估值仍約維持在 420 萬美元，平均估值以畢業於芝加哥大

學的創業團隊 570 萬美元最高。資料整合領域的平均估值可達

570 萬美元則為本月平均估值最高之領域類別。 

 

 

 

 

 

 

 

 

 

AngelList 為美國最為知

名的股權型群眾募資平

台，以下本研究分析 2018

年 4 月 AngelList 平台新

創案源新增狀況、新創募

資需求概況、促成案件

數、募資金額、估值與重

要獲投案件進行分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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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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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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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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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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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參、新興領域早期投資動向

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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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新興領域：5 月焦點 1】解析 2018 年第一季全

球金融科技投資趨勢

 

 

 

 

 

 

 

 

 

 

 

 

 

 

 

 

 

 

 

 

 

 

 

 

2018 年第一季金融科技投資趨勢：區塊鏈降溫，取而代

之的是理財科技、資本市場基礎建設之自動化類、金融監

理科技 

根據 CB Insights 調查公布，2018 年第一季創投對全球金

融科技公司投資件數 323 件再創新高，投資金額達 54 億美元，

為歷年第三高。 

資料來源: Global Fintech Report Q1 2018，CB Insights 

圖 1-1、全球金融科技投資件數與金額走勢圖 

 

 

金融科技已成為顯學，一

來是因為金融服務與人類

的生活息息相關，二來是

金融加上科技為傳統金融

機構所帶來的顛覆性效

果。更重要的是，驅動著

金融科技快速前進的力

量，主要來自於眾多夾帶

著科技力的金融新創企

業，以及科技公司，並非

來自於傳統的金融機構。 

針對國內外熱烈關注的金

融科技，本文將解析 CB 

Insights 公布的 2018 年第

一季全球金融科技投資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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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北美洲仍是金融科技投資重鎮，南美洲強力突起，新誕生一隻獨角獸 

北美洲持續為全球金融科技投資金額、件數最大宗的地區，2018 年第一季投資件數持續增

加至 157 件，但投資金額較前季減少 12%至 21.7 億美元。 

南美洲 2018 年第一季金融科技投資金額大幅增加，較前一季增加 164%，達 2.71 億美元，

超過 2017 年全年投資金額，主要因巴西有一筆 1.5 億美元巨額投資案，也因此誕生一隻行動銀

行獨角獸 Nubank。 

亞洲是繼北美洲之後，金融科技投資最活躍的地區，2018 年第一季投資件數或投資金額均

進一步增加，尤其投資金額較前一季增加 188%達 20.23 億美元，係因有 4 筆超過 1 億美元的巨

額投資案所致。 

歐洲 2018 年第一季金融科技投資件數降至 5 季來最低位，僅有 63 件，主要因對早期階段投

資案減少所致，但投資金額創 5 季高位達 9.33 億美元，係因有兩筆後期階段數巨額投資案，分

別為 N26、Atom 兩家數位銀行投資案。 

資料來源: Global Fintech Report Q1 2018，CB Insights 

圖 1-2、全球四大洲金融科技投資金額概況 

資料來源: Global Fintech Report Q1 2018，CB Insights 

圖 1-3、 全球四大洲金融科技投資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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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2018 年第一季新誕生兩隻金融科技類獨角獸金融科技自動化公司 UiPath、數位銀行

Nubank 

2018 年第一季共有 12 筆超過 1 億美元的巨額投資案，北美、亞洲各 4 件，歐洲 3 件，南美

洲 1 件，包括金融壹帳通(ONECONNECT)、Atom、Oscar、Wecash 閃銀奇昇、N26、Ui Path、

Nubank、小墨魚(BLACK FISH)、Collective Health 、eToro、C2FO 等。也因此 2018 年第一季新

誕生兩隻金融科技類獨角獸金融科技自動化公司 UiPath(美國，估值 11.8 億美元)、數位銀行

Nubank(巴西，估值 10-20 億美元)。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全球共有 26 隻金融科技獨角獸，總估值

達 776 億美元。目前市場傳聞有數隻獨角獸準備 IPO，包括美國 GreenSky(估值 36 億美元)，英

國的 P2P 募資平台 Funding Circle(估值 10 億美元)與荷蘭的 adyen(估值 23 億美元)。 

資料來源: Global Fintech Report Q1 2018，CB Insights 

圖 1-4、全球金融科技獨角獸分布圖 

 

全球金融科技主要投資人 

全球金融科技主要投資人包括 500startups、Rabbit Capital、CEFIF、Index Venture、NEA、

anthemis group、Accel、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以及 nyca，其投資案例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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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資料來源: Global Fintech Report Q1 2018，CB Insights 

圖 1-5、全球金融科技主要投資人 

 

細領域投資方面，理財科技、資本市場基礎建設（自動化）、金融監理科技三類大受青

睞，惟區塊鏈降溫 

以投資金額觀之，2018 年第一季金融科技細領域以資本市場居冠，其次依序為另類借貸、

保險類、理財科技、金融監管科技與區塊鏈。 

資料來源: Global Fintech Report Q1 2018，CB Insights 

圖 1-6、各類金融科技投資金額 

2018 年第一季資本市場類的投資件數、金額均創近 5 季新高，分別達 54 件、10.84 億美元，

較前一季各增加 28.6%、106.5%，尤其以基礎建設中的自動化新創最受愛戴， 2018 年第一季新

誕生的獨角獸 UiPath 為代表。UiPath 是一家提供機器人流程自動化供應商，可以提供完整的軟

體平台，幫助企業高效率地進行業務自動化流程，勤業眾信(Deloitte)、資誠(pwc)均為其客戶。

Symphony 透過雲端架設具高度安全性的通信和內容共享平台，該技術源於高盛公司內部資訊系

統，目前投資人除了高盛之外，還包括 JP 摩根、富國、花旗、UBS 摩根史坦利、法國巴黎等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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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對另類借貸之金融科技公司的投資，在經歷 2015 年高峰達 56 億美元之後，近年來投資規模

逐漸縮小，至 2017 年降至 40 億美元，2018 年第一季為 9 億美元。一些已經上市的另類借貸金

融公司如 Lending Club、OnDeck Capital、Qudian、PPDai Group 近來股價表現低迷，但新興平台

如由 Lending Club 前執行長 Renaud Leplanche 創辦的Upgrade 仍受投資人追捧，A輪即募得 6,000

萬美元。在亞洲，除中國之外，印度的另類借貸公司正在快速興起中，2018 年第一季興起的平

台包括 Lendingkart、Avail Finance、EarlySalary、Rupeek 等。 

2018 年第一季保險類金融科技投資件數與金額雙雙回升，分別達 40 件，6.45 億美元，較前

一季各成長 17.7%、39.3%，以 OSCAR、ROOT，以及仍屬早期階段的網路保險公司 Coaliton、

PALADIN、CyberCube 等皆受追捧。 

 資料來源: Global Fintech Report Q1 2018，CB Insights 

圖 1-7、各類金融科技投資金額(2017Q1~2018Q1) 

      資料來源: Global Fintech Report Q1 2018，CB Insights 

圖 1-8、各類金融科技投資件數(2017Q1~2018Q1) 

理財科技方面，2018 年第一季投資件數、金額都創近 5 季新高，分別為 28 件，5.46 億美元，

較前一季各強勁增長 55.6%、217.4%。其中以 wealthfront、STASH 等的理財機器人最受投資人

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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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在金融監理科技方面，受到歐盟 2018 年數項重大金融監理法規上路影響，包括 1 月 3 日上

路的第二次金融商品市場指令(MiFID II)與 600/2014 號法規 MiFIR 交易報告，1 月 12 日的新支

付服務指令 PSD2，以及 5 月 25 日即將上路之個資法（GDPR）影響，金融監理科技類的投資件

數與投資金額於2018年第一季創近5季新高，分別達21件與3.11億美元，分別較前季增長90.9%、

94.4%，相對成熟的中後期金融監理科技公司尤其受青睞，如荷蘭銀行(ABN AMRO)投資行為追

蹤公司 BehavioSec 的 B 輪募資( 1,750 萬美元)、美國運通投資反洗錢技術公司 EverComLiant 的

B 輪募資，富國銀行(WELLS FARGO)投資稅務公司 canopy 的 C 輪募資(3,000 萬美元)，高盛、 法

國巴黎銀行與巴克萊銀行都參與數據風險管理公司 Digital Reasoning D 輪募資(3,000 萬美元)。 

區塊鏈 2018 年第一季的投資件數創 5 季來新高達 30 件，但投資金額卻較前季減少 40%至

1.63 億美元，主要受到 ICO 為美國、中國等國家法規禁止所致。能為投資、保管提供解決方案

的虛擬貨幣相對具吸引力，如 Ledger、fipside CRYPTO、Casa 等公司。 

整體而言，2018 年第一季金融科技仍受到創投投資人青睞，各細領域的發展明顯受到外部

法規影響，如因金融監理科技因歐盟數項重大金融法規上路而受到追捧，但區塊鏈因法規而受阻。

主要銀行對金融科技的投資呈現放緩態勢，高盛、花旗、JP 摩根近 5 季的投資金額都不及 2016

年的盛況，是否意味主要銀行對金融科技各項技術布局已近完善，值得持續關注。 

參考文獻 

Global Fintech Report Q1 2018，CB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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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5 月焦點 2】由早期資金獲投觀察

感測器產業的新興發展趨勢 

 

 

 

 

 

 

 

 

 

 

 

 

 

 

 

 

 

 

 

 

 

 

 

 

知名的投資數據分析公司 Tracxn，近期發表了一篇感測器

企業獲投的調查報告，為探討近五年內受早期資金青睞的感測

器領域，本研究運用 FINDIT 資料庫取得 Tracxn 報告中各領域

代表性企業的獲投資訊，並以個案分析探討當今感測器發展之

新興方向。 

近五年全球感測器整體獲投趨勢  

根據 Tracxn 近期所發表的感測器企業獲投的調查報告可

知，近五年 (2013 年~2017 年) 全球感測器企業在早階投資市

場中大致呈上揚趨勢。在獲投金額方面，雖 2014 年有下降的

趨勢，但自 2015 年開始，投資金額逐年增加；投資件數方面，

2013 至 2016 年一路上升， 2016 年更是跳躍式成長，雖然 2017

年投資件數回到 2016 年前水準，但投資金額卻創近五年新高，

突破 5.5 億美元，平均投資金額亦有漸漸擴大的趨勢。究其原

由，乃因 2013 年至 2016 年間的「種子/天使輪(Seed/Angel)」

與「早期階段(Early Stage)」交易案件逐年增加，而 2017 年資

金主要朝後期(Late Stage)投資案件流動，顯示投資人對感測器

領域的發展由 2016 年遍地開花式的激情走向 2017 年的審慎樂

觀。 

 

 
資料來源：Tracxn (2018)，台經院整理。 

圖 2-1、近五年全球感測器整體獲投趨勢  

感測器並非一個新興領

域，但近期受到 iPhone X

的 3D 人臉辨識運用，又再

度掀起了一波熱烈的討

論。 

究竟目前哪些的感測器應

用能受到早期智慧資金的

青睞？本文透過近五年感

測器獲投趨勢與代表性個

案的探討，發掘現今感測

器發展的新興方向。 

 

 

 

 

劉育昇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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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racxn (2018)，台經院整理。 

圖 2-2、近五年全球感測器獲投階段的占比─

以獲投金額計算 

 

感測器領域產業地圖 

感測器並非一個新興領域，但近五年來在

早階投資市場仍受到投資人歡迎的究竟是哪

些創新？本文結合 Tracxn 的感測器分類與

FINDIT 數據建立感測器領域產業地圖(圖 2-3)。

目前，感測器的發展大致可可區分為兩大類：

一類為「通用感測器開發者」，係指參與開發

特定屬性感測器 (如圖像、化學、生物等) 的

企業；另一類為「產業應用」，係指為特定應

用開發  (如汽車、食品、農業等) 的感測器企

業。在「通用感測器開發者」下又分為以下各

細領域，包括：圖像  (Imaging) 、化學 

(Chemical)、生物  (Biological)、定位與運動 

(Positioning & Motion)、環境 (Environmental)、

壓力與力量 (Pressure & Force)、多參數感測器

開發者 (Multi-Parameter Sensor Developers)、

流 體 感 測  (Fluid Attribute) 、 聲 音 感 測 

(Sound-based)、觸碰感測  (Touch)、熱感測 

(Thermal Sensor) 等。而「產業應用」下也包

含以下細領域，包括：汽車 (Automotive)、食

品 (Food)、農業 (Agriculture)、工業過程監控 

(Industrial Process Monitoring)、石油與氣體 

(Oil and Gas) 、 智 慧 基 礎 設 施  (Smart 

Infrastructure) 等。 

 
資料來源：Tracxn (2018)、FINDIT 資料庫，台經院整理。 

圖 2-3、感測器領域產業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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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天使與A輪最受歡迎的領域為圖像、

智慧基礎設施、生物、 化學、流體感測、

石油與氣體、食品  

圖 2-4 呈現個別領域 2013 年至 2017 年的

獲投件數熱力圖，圖像 (Imaging) 是獲投件數

最多的領域，其次是生物 (Biological)，再其

次為石油與氣體 (Oil and Gas)和智慧基礎設

施 (Smart Infrastructure)。值得注意的事，圖

像 (Imaging)與生物 (Biological)在 2016 年和

2017 年都是最受到投資人青睞的領域。 

 

 
資料來源：FINDIT 資料庫。 

圖 2-4、個別領域獲投件數熱力圖 

 

若將焦點放在Seed/Angel和 Series A等兩

個早階獲投資訊則圖像 (Imaging)、智慧基礎

設 施  (Smart Infrastructure)  、 生 物 

(Biological)、  化學  (Chemical)、流體感測 

(Fluid Attribute)、石油與氣體 (Oil and Gas)、

食品 (Food)等領域獲投案件 

較多，以下針對上述領域中重要獲投個案進行

介紹。 

 

 
資料來源：FINDIT 資料庫。 

圖 2-5、不同獲投階段個別領域近五年獲投件

數熱力圖 

 

圖像 (Imaging)領域重要獲投個案 

圖像 (Imaging)領域重要獲投的企業包括：

Spectral Engines 、Unispectral、 Toposens 、

Insightness。 

Spectral Engines 創立於 2014 年，企業總

部位於芬蘭，累計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297 萬

美元，分別於 2014 年和 2016 年獲得種子輪與

A 輪資金。Spectral Engines 研發一款為打造光

學掃描系統的系統整合商而設計的小型近紅

外線光譜感測器—NIRONE，其波長為 1350

至 2450 nm ，對物質的傳感探測應用具有更

好的靈敏度和選擇性，可降低近紅外線光譜儀

成本的效益，未來可擴展應用至智慧城市、智

慧農業、智慧工廠等。 

Unispectral 創立於 2016 年，企業總部位

於以色列，成立當年即獲得 750 萬 美元 A 輪

資金。Unispectral 在開發新型超光譜數位成像

設備，在接收光波長方面具有靈活性，既能接

收可見光也能接收不可見光，有利於增強其在

弱光環境下的成像能力，除了用在智慧型手機

上，該企業的新技術亦能在製藥、精準農業和

智慧食品等機器視覺領域獲得到大量應用。 

Toposens 創立於 2015 年，企業總部位於

德國，累計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22 萬美元，

分別於 2016年和 2017年獲得早期資金的挹注。

Toposens 新開發出一種低成本的輕量級 3D 感

測器系統，利用仿生學原理，模仿蝙蝠執行超

領域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Imaging 1 4 2 4 3

Biological 0 1 0 3 2

Oil and Gas 1 1 1 2 1

Smart Infrastructure 0 0 2 2 1

Pressure & Force 0 0 0 1 0

Sound-based 0 0 0 1 1

Food 0 1 0 1 0

Agriculture 0 0 0 0 0

Multi-Parameter Sensor Developers 0 0 0 0 0

Thermal Sensor 0 0 0 0 1

Chemical 0 0 0 0 2

Industrial Process Monitoring 0 0 0 0 0

Automotive 1 0 0 0 0

Environmental 2 0 0 0 0

Fluid Attribute 0 1 0 0 1

Touch 1 1 0 0 0

Positioning & Motion 2 3 0 0 0

次領域 Seed/Angel Series A Mid Stage Late Stage

Imaging 5 2 4 3

Biological 1 1 3 1

Oil and Gas 1 1 4 0

Smart Infrastructure 2 3 0 0

Pressure & Force 1 0 0 0

Sound-based 0 1 1 0

Food 1 1 0 0

Agriculture 0 0 0 0

Multi-Parameter Sensor Developers 0 0 0 0

Thermal Sensor 0 1 0 0

Chemical 2 0 0 0

Industrial Process Monitoring 0 0 0 0

Automotive 0 0 1 0

Environmental 0 0 2 0

Fluid Attribute 1 1 0 0

Touch 0 0 1 1

Positioning & Motion 0 0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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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波回音定位功能，從而將傳送的訊號轉換成

有形的 3D 環境景物映射，讓人們或機器人得

以順利解讀，以此實現即時探測人或物體的

3D 位置。與市面上其他的 3D 照相機或 3D 雷

射系統相比，Toposens 的感測器具備體積小、

質量輕、高效節能等多重優點，可進一步運用

在無人機與自動駕駛車領域。 

Insightness 創立於 2014 年，企業總部位

於瑞士，分別於 2016 年和 2017 年獲得早期資

金的挹注。Insightness 開發了高速，低功耗視

覺追踪系統 —SILICON EYE，可以為移動機

器人提供更快的反應時間，並為智慧眼鏡提供

無延遲的 AR 體驗。 

整體來說，輕巧、低功耗、低成本、多元

應用領域 (如智慧農業、自動駕駛、無人機、

AR 等) 等，是圖像 (Imaging)領域獲得早期資

金的特點。 

 

智慧基礎設施 (Smart Infrastructure)領

域重要獲投個案 

這領域獲得早期資金的企業包括：

Concrete Sensors 、 Multicore Photonics 、

IRLYNX。 

Concrete Sensors 創立於 2013 年，企業總

部位於美國，分別在 2015 及 2016 年獲得 3 次

種子輪資金，累計獲投金額為 172 萬美元，。

Concrete Sensors 開發了一款嵌入式混凝土固

化的感測和資料分析系統。可以隨著混凝土固

化的過程，透過連接感測器的智慧應用，進行

即時的資料分析。 

Multicore Photonics 創立於 2015 年，企業

總部位於美國，於 2017 及 2018 年獲得兩次種

種輪投資，累計獲投金額達 30 萬美元。

Multicore Photonics 是一家智慧光纖工業感測

器開發商，其產品能讓工業資產、工業系統和

設施獲得更好的監控。 

IRLYNX 創立於 2012 年，企業總部位於

法國，於 2015 年獲得 220 萬美元 A 輪資金。

IRLYNX 是在智慧建築領域，以紅外線技術開

發能偵測人員活動的感測器，可以計數人流，

同時獲取他們的位置和移動軌跡。而相關應用

可延伸至節能、入住分析及空間管理，相當適

合辦公室、公家機關、工業部門、零售業使用。 

整體來說，多元應用領域在智慧工廠、智

慧建築，是智慧基礎設施 (Smart Infrastructure)

領域投資人青睞的原因。 

 

生物 (Biological)領域重要獲投個案 

生物領域重要之早階獲投個案包括

BioMindR 和 Biolinq。 

BioMindR 創立於 2016 年，企業總部位於

加拿大，於 2016 年獲得 37 萬美元 A 輪資金。

BioMindR 透過運用其獨特的感測技術和機器

學習結合雲技術，開發出非接觸式的生物信號

感測平台，由於無需與身體皮膚永久性的接觸，

便於整合到衣服等紡織品裡，可以準確而高效

監測人體水合物、葡萄糖、體液水平等，從而

讓人了解健康狀況，為疾病預防和治療提供參

考。該公司同時擁有硬體、軟體和雲基礎的整

合。 

Biolinq 創立於 2012 年，企業總部位於美

國，分別於 2016 及 2017 年獲得種子輪與 A

輪資金，累計至今的獲投金額達 1,000 萬美元，

於 2017 年獲得早期資金的挹注。Biolinq 是一

家數位健康科技公司，專注於開發皮膚微創電

化學生物感測器技術平台，其研發的產品 ─ 

皮膚納米貼片連續血糖監測，採用了獨特的微

創技術，其最大的亮點在於，糖尿病患者只需

大拇指按壓在皮膚貼片，即可連續測得血糖數

據，避免了一些傳統的連續血糖監測系統 (如

指尖針刺測血糖) 的有創痛苦和繁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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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能夠應用領域在智慧醫療兼具

軟硬體整合功能，是生物 (Biological)領域新

創獲投重點。 

 

化學 (Chemical)領域案 

化學領域獲投企業包括 C2Sense 和

NanoSniff Technologies。 

C2Sense 創立於 2013 年，企業總部位於

美國，2016、2017 兩年連續獲得種子輪資金，

累計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335 萬美元。

C2Sense 擁有感測器及 RFID 技術，主要用於

無線檢測特定氣體並進行訊息傳輸，C2Sense

感測器改變了感測裝置笨重昂貴現狀，主推低

成本無線感測技術。 

NanoSniff Technologies 創立於 2011 年，

企業總部位於印度，2017 年獲得 30 萬美元股

權群募資金。該組織的重點是圍繞微機電系統

MEMS 和 NEMS 器件開發產品，包括通過創

新產品設計製造微型感測器，微型執行器和智

能電子產品。NanoSniff 產品適用於各種業務

垂直和應用領域，包括：檢測工業危險的感測

器、安全和監視應用感測器、醫療診斷設備。 

整體來說，輕巧、低成本、應用領域在智

慧工廠和智慧醫療，是化學 (Chemical)領域感

測器獲得早期資金的特點。 

 

流體感測 (Fluid Attribute)領域重要獲投

個案 

流體感測 (Fluid Attribute)領域早階獲獲

投代表個案包括 SP3H 和 Alert Labs。 

SP3H 創立於 2005 年，企業總部位於法國，

累計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603 萬美元，其分別

於 2012年和 2014年獲得早期資金股權投資。

SP3H 將一種迷你版工業感測器植入汽車油箱，

用於測試燃油的分子組成、辨別燃油的品質優

劣和監控即時的油耗情況，並將相關資訊發送

至汽車的中央電腦控制系統，由系統對發動機

發出是否需要加油和對當前用油停止使用等

指示。這是一個將化學和製藥等行業所用的工

業感測器導入汽車領域；同時，可以為燃油品

質監控和燃油經濟性的提高帶來一種全新的、

低成本的方式，降低汽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Alert Labs 創立於 2015 年，企業總部位於

加拿大，於 2017 年獲得早期資金的挹注。Alert 

Labs 是一個地下室即時監控技術的提供商，提

供可靠和易於安裝的感測器及網絡，幫助收集

和分析溫度、氣壓、水位、電力等問題實時數

據，並可以對異常情況發出警報，來確保地下

室安全。 

整體來說，低成本、應用領域在車用和智

慧建築，是流體感測 (Fluid Attribute)領域獲得

早期資金的特點。 

 

石油與氣體 (Oil and Gas)領域重要獲投

個案 

MineSense Technologies 是此石油與氣體 

(Oil and Gas)領域獲得早期資金的代表性企業。

MineSense Technologies 創立於 2008 年，企業

總部位於加拿大，累計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5,250 萬美元，2017 年的 1,900 萬 C 輪投資為

最近一輪的股權資金。MineSense 就是一家致

力於將採礦業帶入智慧時代的企業，通過整合

其先進的感測器技術，該公司試圖為客戶提供

一套可商業化的數字分析方案，以更為便捷地

檢測、區別礦石的等級，這將有助於提高運營

效率和盈利能力。 

 

食品 (Food)領域重要獲投個案 

Nima 是此食品 (Food)領域獲投代表性企

業。Nima創立於 2013年，企業總部位於美國，

分別於 2014 年和 2016 年獲得種子輪及 A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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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累計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1,320 萬美元。

Nima 開發一款食物過敏感測器，使用者只要

採集一小份的食物樣本，則 2~4 分鐘的時間，

感測器就會顯示該食物是否具有會讓人過敏

的成份。 

 

結論 

感測器並非屬新興領域的產業，但然本研

究透過早階獲投個案的觀察，仍可發現感測器

領域正在萌芽發展的創新應用，特別是開發輕

巧型、低功耗、低成本，且應用在智慧工廠、

智慧醫療、智慧建築、智慧食品、自駕車、無

人機等新創企業，最受早階投資人青睞。 

參考來源 

Tracxn (2018) “ Sensors Sector Landscape 

Report”。 

網址： 

1. https://www.crunchba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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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5 月焦點 3】AI 晶片大戰 誰與爭

鋒

 

 

 

 

 

 

 

 

 

 

 

 

 

 

 

 

 

 

 

 

 

 

 

 

人工智慧（AI）被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核心，預估到 2020

年，市場商機規模高達 3,000 億美元，AI 晶片更是這場革命中

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除了傳統晶片大廠外，也吸引各大科技廠、

AI 新創企業爭相投入研發與商業化量產的行列。 

最近，市場研究顧問公司 Compass Intelligence 對全球 100

多家 AI 晶片企業進行了排名（AI Chipset Index），發佈全球前

15 大人工智慧(AI)晶片企業排名表”A-List”中，名依序為輝達

(Nvidia)、英特爾(Intel)、恩智浦（NXP）、IBM、AMD、Google、

ARM/軟銀、蘋果、高通、博通、三星電子、華為（海思）、

Imagination、新思科技（Synopsys）和聯發科。 

人工智慧（AI）被視為第

四次工業革命核心，預估

到 2020 年，市場商機規模

高達 3,000 億美元。AI 晶

片更是這場革命中最重要

的角色之一，除了傳統晶

片大廠外，也吸引科技巨

頭、AI 新創企業爭相投入

研發與商業化量產的行

列。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介紹AI

晶片大戰中，值得關注的

晶片與科技大廠，以及夾

著深度學習演算法優勢，

加入 AI 晶片大戰的新創

企業，引領讀者掌握最新

AI 晶片的發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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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晶片定義 

AI Chipset Index 的 A-list 包括提供 AI 晶

片組的軟體和硬體公司。所謂「AI 晶片組」 (AI 

Chipset) 包括中央處理器（CPU）、圖形處理

器（GPU）、神經網路處理器（NNP）、專用

積體電路（ASIC）、現場可編程邏輯閘陣列

（FPGA）、精簡指令集計算機（RISC）處理

器與加速器等。有些晶片組針對邊緣處理或設

備，有些則是針對雲端運算中使用的服務加速

器，另外一些是針對機器視覺和自動駕駛平台

等用途的晶片。 

AI Chipset Index 的 A-list 評分標準 

該榜單的評分標準包括： 

1. 供應商指標(Vendor Metrics)（30 分）：

公司收入和 AI 收入（或範圍）、併購可

能性、員工或資源、成長潛力、商業化

所需的時間。 

2. 產品和客戶指標 (Product and Client 

Metrics)（30 分）：產品組合實力、特點

強度、創新水準、客戶成功案例、市場

覆蓋率、品牌強度。 

3. 經濟指標(Economic Metrics)（25 分）：

市場廣度、潛在市場、可獲得市場；彈

性水準、市場占有率。 

4. 其他（共 15 分）：領導能力、近期新聞和

活動、Google Mentions 和 AI 

以下介紹 AI Chipset Index 的 A-list 前 10

大企業： 

NVIDIA 

NVIDIA (輝達)自 1999 年發明 GPU 起，

成功驅動 PC 電競市場的成長，並重新定義現

代電腦顯示卡產品，掀起電腦平行運算革命。

GPU 的浮點運算、同步並行運算是非常適用

於近年崛起的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神經網絡，因

此成為 AI 晶片領頭軍。NVIDIA 目標正朝向

遊戲（市場規模 1,000 億美元）、人工智慧

（市場規模 3 兆美元）和運輸行業（市場規

模 10 兆美元）三路發展。 

NVIDIA 在 2018 年 1 月 CES 大展中，針

對自動駕駛汽車領域推出全新 AI 處理器

Xavier，擁有 90 億個以上電晶體的 Xavier，

是迄今最複雜的系統單晶片，代表著兩千餘名 

NVIDIA 工程師投入四年光陰與二十億美元

研發經費的心血。 

Xavier 的架構為一個訂制的 8 核心 CPU、

一個新的 512 核心 Volta GPU、一個全新深度

學習加速器、全新電腦視覺加速器，還有全新 

8K HDR 影片處理器。低耗能的  DRIVE 

Xavier 有著更高的處理能力，每秒可處理 30

兆次的運算作業，耗電量只有 30 瓦，比前一

代架構的節能效率還要高出 15 倍。 

Xavier 是 NVIDIA DRIVE Pegasus 人工

智慧運算平台的重要關鍵之一，是全球首款為 

Level 5 全自動駕駛計程車而設計的人工智慧

車用超級電腦，它可以裝在比一片車牌還小的

電路板上，取代現今許多自動駕駛車輛所使用、

大小足以裝滿後車廂的運算裝置。 

Pegasus 平台採用兩具 Xavier SoC 及兩

個下一代 NVIDIA GPU。客戶將在 2018 年中

拿到擁有每秒 320 兆次處理能力的首批 

Pegasus 樣品。 

目前已有超過 25 家公司使用 NVIDIA 

技術來開發全自動駕駛計程車，而  Pegasus 

將為推動量產助一臂之力。 

INTEL 

由於 X86 架構的高功耗，Intel 幾乎與整

個行動時代無緣，若不是 PC 和伺服器領域

的統治地位，Intel 或許早已舉步維艱。隨著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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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技術的發展，智慧汽車產業爆發了對汽車級

高性能處理器的巨大需求，這巨大的市場當然

是 Intel 不願再錯過的。 

Intel 為強化 AI 晶片競爭能力，Intel 在

2015 年花費了高達 167 億美元收購了那斯達

克的 FPGA 晶片公司 Altera，這是 Intel 歷史

上最大的收購，希望藉助 FPGA 與 NVIDIA

在機器學習和智慧駕駛領域一較高下。 

2016 年 8 月 Intel 又以 3.5 億美元收購深

度學習公司 AI 新創業者 Nervana，這家新創公

司提供的深度學習演算法在人工智慧和智慧

駕駛領域都有優異的效果，並在 2017 年 10 月

17 日宣布推出「Nervana 神經網路處理器」，

搶占 AI 晶片市場。 

接著在 2016 年 9 月再以 4 億美元收購視

覺晶片公司 Movidius，歷經將近一年的研發，

於 2017 年 8 月底宣佈推出了全新的 Myriad X

視覺處理器（Vision Processing Unit；VPU），

這是全球第一個配備神經運算引擎（Neural 

Compute Engine）的系統單晶片（SoC），可

用於加速產品端的深度學習推理，未來可應用

在無人機、機器人、智慧攝影機、虛擬實境與

擴增實境等產品。 

2017 年 3 月，Intel 再以 153 億美元收購

以色列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的企業

Mobileye，補全了 Intel 在自動駕駛領域只有硬

件沒有方案的缺失。目前 Intel 與 Mobileye 共

同開發平台將以兩組 Mobileye EyeQ5 晶片搭

配 Intel Atom C3xx4 處理器以及 5G，並且藉

由 Mobileye 軟體系統實現以精簡成本達成

Level 4-Level 5 的全自動駕駛技術，與其他的

自動駕駛巨頭公司進行競爭。 

NXP 恩智浦 

恩智浦(NXP)為全球最大的汽車電子及人

工智慧物聯網晶片公司，逾 60 年的領先經驗

及技術，不斷推動人工智慧、物聯網、自動駕

駛及端點到端點安全市場的持續創新。 

NXP 半導體認為機器智慧的進展，將使

得無人車(driverless car) 在未來完全普及。相

較於其他競爭對手在汽車電子市場的布局，

NXP 在 ADAS 上的競爭優勢尤其明顯。原因

是 ADAS 的產品需要比較精密的計算能力，

而NXP布局較早。加上在微控制器 (MCU) 上

面有其技術上的優勢，因此，相對競爭對手有

著明顯的差異化表現。另外，NXP 也正在規

劃能搭配自駕車 Level 4 駕駛系統運作的鏡頭

影像處理器，比起目前多數車廠大幅度使用其

他廠商的自駕車 Level 3 系統的影像處理器要

有更好的效能。 

除了在技術上的優勢之外，NXP 不但生

產晶片，更可以讓客戶自行修正從底層到應用

層的各項參數，這樣的功能相對更為開放。 

IBM 

IBM 從 2008 年開始研究能模擬人類大

腦的晶片項目，然後在 2014 年推出第一個 

TrueNorth 晶片。TrueNorth 是 IBM 參與

DARPA 的研究項目 SyNapse 的成果。 

強大的運算能力和市場需求持續推動認

知架構發展，IBM 早已朝該方向落實協同創新

與開放生態圈之策略。IBM 於 2013 年與

Google 等共同成立 OpenPOWER 基金會，開

放 IBM POWER 晶片技術，使得 AI、機器學

習所需的認知架構運算效能大幅提升；為加速

開源領域的開放協作，IBM 亦透過 Docker、

MongoDB、Redis 等開源技術社群，讓開發者

體驗 Power 支援的 Linux 開發環境。 

2016 年 IBM 在年度 Hot Chips 技術大會

上介紹 Power 9 處理器，這款突破性晶片主要

面向大型企業與超級計算機場景，負責處理分

析、大數據、機器學習以及其它各類高強度任

務。經過一年的研發，在2017年12 月 13 日，

IBM 在北京正式發表了新一代 Power 9 伺服

器晶片架構。該架構針對目前熱門的 AI 運算

領域優化，並期望作為新一代通用平台，協助 

GPU 等計算架構解開來自 X86 平台的層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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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發揮真正的計算性能。作為 IBM 長久

以 來 的 合 作 夥 伴 ， NVIDIA 也 首 發 了 

NVLINK 2.0 規格，並在 Power 9 平台上展現

出了遠超過 X86 平台的性能表現。 

AMD 

處理器大廠美商超微（AMD）在 2018 年

CES 大展中所舉辦展前技術日（AMD Tech 

Day），執行長蘇姿丰（Lisa Su）宣布將於 2018

年第 2 季之後推出 12 奈米第二代 Ryzen 桌上

型處理器，以及 7 奈米 Vega 繪圖晶片，並將

結合處理器及繪圖晶片的運算效能，迎接大數

據分析及機器學習的人工智慧新時代。 

2017年 9月特斯拉公司已和AMD合作，

將開發自家的自動駕駛車人工智慧（AI）晶

片。 

Google 

Google 花了十年打造伺服器中心，處理

每日數十億次的網路搜尋需求。在 2016 年 5 

月 Google I/O 大會，Google 首次公布了自行

研發專屬晶片 TPU (Tensor Processing Units)，

加快機器學習腳步，表示 Google 資料中心已

使用了一年，並宣稱 TPU 性能優於 CPU 與

GPU。 

2017 年 Google I/O 大會，Google 宣布

正式推出第二代 TPU 處理器，第二代 TPU 

處理器加深人工智慧在學習和推理的能力，據 

Google 內部測試，第二代 TPU 晶片針對機

器學習的訓練速度比目前市場上的 GPU 節

省一半時間。新的 TPU 包括了 4 個晶片，每

秒可處理 180 兆次浮點運算。Google 還找到

一種方法，使用新的電腦網路將 64 個 TPU 組

合到一起，升級為所謂的 TPU Pods，可提供

大約 11,500 兆次浮點運算能力。 

ARM/Softbank 

全球 IC 矽智財領導廠商安謀國際 （ARM）

在 2017 年 5 月發表三款針對人工智慧 （AI）

應用的處理器架構，並已授權十家廠商，預計

2018 年推出相關應用晶片，搶攻 AI 商機。 

AI 應用的處理器平台 ARMDYNAMIQ，

包括二顆處理器 Cortex A75 、Cortex A55，以

及一顆繪圖處理器 Mali-G72，全都瞄準人工智

慧新商機與高階行動運算。這也是安謀首次針

對 AI 發展推出技術平台，及運算功能更強大

的處理器，並且重新定位大小核的架構，可以

針對不同應用，提供不同大小核設計架構。 

由於機器學習及人工智慧（AI）是市場當

紅話題，未來會成為智慧型手機及智慧電視的

必備功能。2018 年 3 月安謀（ARM）再度宣

布全新 Mali 多媒體 IP 套件，包含 Mali-G52

與 Mali-G31 繪圖處理器、Mali-D51 顯示處理

器、Mali-V52 視訊處理器等矽智財，將高效能

繪圖及顯示運算延伸至行動裝置與數位電視

市場。 

以 ARM 此次推出的高效能 Mali-G52 來

說，能處理更複雜的圖像，讓受功耗與頻寬限

制的主流行動裝置系統得以運行更多機器學

習功能，並同時具備高出 30％的效能密度，

提升 15％能源效率，減少裝置的耗電與發熱，

在運行像AR這類極為耗電的遊戲時使用時間

能撐得更久。機器學習效能比前一代產品高

3.6 倍，確保所有層級裝置都能支援次世代的

機器學習使用情境。 

Mali-G31則是ARM首款採用創新Bifrost

架構的超高效率繪圖處理器，是 ARM 旗下產

品線中，支援 OpenGL ES 3.2 與最新世代

Vulkan API 的最小處理器，比前一代 Bifrost

產品 Mali-G51 體積小 20％，但效能密度卻高

出 20％，不僅節省晶片面積，同時更提供絕

佳能源效率。 

Apple 

身為手機巨頭，Apple 首款人工智慧晶片

是 A11 Bionic。Apple 在 2017 年秋季新品發

表會中，A11 Bionic 隨 iPhone X 一起亮相。

A11 除了在 CPU、GPU、ISP 方面提升，還



 

82 

首次搭載機器學習的硬體專用「神經網路引擎」

（Neural Engine），採用雙核設計，每秒運算

次數最高可達 6,000 億次，相當於 0.6TFlops，

以幫助加速人工智慧任務，即專門針對 Face 

ID、Animoji 和 AR 等應用程式的 ASIC。 

Qualcomm 高通 

在2018年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WC）上，

晶片大廠高通宣布人工智慧（AI）引擎

（Qualcom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gine）啟

動，打造終端裝置使用者之 AI 體驗。這款 AI

引擎將支援驍龍 Snapdragon高階 8系列 845，

835、820，甚至以及中階 660 行動平台，打造

終端裝置 AI 使用體驗。 

高通 AI 引擎的主要軟體核心元件包括：

神經處理引擎（NPE）軟體架構，支援首次公

佈於 Google 的 Android Oreo 作業系統的

Android 神經網路 API，以及 Hexagon 神經網

路程式庫大幅加速 AI 應用，如卷積、池化與

活化等功能。 

在 AI 引擎支援下，Snapdragon 核心硬體

架構高通 Hexagon™  Vector 處理器與高通

Adren GPU 與高通 Kry CPU 能夠快速且有效

於終端裝置執行 AI 應用程式，此異質運算方

式提供開發人員及 OEM 廠商在智慧型手機及

其他終端裝置的 AI 使用者經驗上進行優化。 

Broadcom 博通 

網通晶片大廠博通（Broadcom）推出已獲

矽認證 （silicon-proven） 的 7 奈米矽智財 

（IP），將以特殊應用晶片（ASIC）搶攻當紅

的人工智慧（AI）、5G 及高寬頻網路等市場。 

Broadcom為客戶打造的 7奈米ASIC去年

底完成設計定案（tape-out），Broadcom 也說

明將把 7 奈米 ASIC 晶圓代工及 CoWoS 封裝

訂單交由台積電負責。 

Broadcom的 7奈米ASIC除了鎖定深度學

習等 AI 應用，以及搶進高效能運算（HPC）

晶片市場外，也將採用台積電 CoWoS 先進封

裝技術將 HBM Gen2/Gen3 等記憶體直接整合

在晶片當中。至於高速 SerDes 矽智財則有助

於打造高速交換器或路由器應用晶片，以及完

成支援 5G 高速及寬頻網路的系統單晶片。

Broadcom 表示，為主要前期客戶打造的 7 奈

米 ASIC 在去年底已完成設計定案。 

AI 晶片新創公司崛起 

除了榜單內提到的企業， Compass 

Intelligence 還在報告中提到了值得關注的 AI

晶片創業公司。 

另外，根據 Github 上一張列有全球 AI

晶片廠商的資訊圖，包括大公司的産品，也包

括新創公司，而新創家數則是不斷增加中。 

當市場將目光放在 NVIDIA 押寶圖形處

理器(GPU)在人工智慧(AI)上的應用潛能之際，

新創公司試圖在優化推論和機器訓練方面，打

造速度更快、更節能，更適合搭載在下一代人

工智慧裝置的晶片。圖形處理器不再是傳統計

算架構，而是成為處理人工智慧所需的快速運

算晶片，而新創公司認為他們可以做得更好，

即使尚未出貨，募資金額仍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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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來，深度神經網路的興起，讓創

業投資(VC)的資金重新回到了半導體領域。根

據 CB Insights 調查，2017 年風險投資者在晶

片新創公司的投資額超過 15 億美元，幾乎是

2 年前投資金額的 2 倍。 

位於加州的 Graphcore、Cerebras、Wave 

Computing 以及 2 家位於北京的新創地平線機

器 人 (Horizon Robotics) 和 寒 武 紀 科 技

(Cambricon)都募得超過 1 億美元資金。 

已秘密開發晶片超過 10 年的加州

KnuEdge 累計募資超過 4,700 萬美元。美國德

州的 Mythic 累計獲投超過 5,500 萬美元。另一

家北京新創公司深鑒科技(DeePhi)已募得 4 千

萬美元。來自上海熠知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Think Force)，也獲得將近 7,000萬美元投資。 

值得矚目的 AI 晶片新創 

Graphcore  

 2016 年成立 

 總部：英國布里斯托 

 技術：智慧處理晶片(IPU) 

 產品：機器學習加速器，比現有最快的系

統快 10-100 倍，將用於無人駕駛汽車和雲

端運算，預計在 2018 年量產銷售。 

 獲投 1.1 億美元（A,B,C 輪） 

 投資方：三星、Bosch、Dell 等公司創投、

DeepMind 創辦人 

 入選 CB Insights 2018 AI 100 排行榜。 

Wave Computing 

 成立於 2010.12 

 總部：美國加州 

 核心技術：機器學習數據流處理架構

DPU(Dataflow Processing Unit)，宣稱 DPU

加速神經網路訓練上能夠超越 GPU 1000x 

 最新動向：Wave Computing® 在 2018 年 5

月宣佈與包括中國百度、谷歌、史丹福大

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明

尼蘇達大學、多倫多大學在內的多家企業

和大學聯合發佈了一套用於測量和提高機

器學習軟硬體性能的國際基準 MLPerf。 

  獲投 1.17 億美元(A,B,C,D 輪) 

 

寒武紀 

 

 2016 年成立 

 總部：中國北京 

 前身：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研究所衍生公司 

 產品：2017 年推出商用深度學習專用的

Cambricon-1A 處理器，應用於手機、安防

設備、可穿戴裝置等終端設備。2018 年 5

月再發布第三代 IP 產品 Cambricon 1M 

和最新一代雲端 AI 晶片 MLU100 和板

卡產品。MLU100 採用寒武紀最新的 

MLUv01 架構和 TSMC 16nm 的先進工

藝，平衡模式下的等效理論峰值速度達每

秒 128 萬億次定點運算，高性能模式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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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理論峰值速度更可達每秒 166.4 萬億

次定點運算。 

 獲投 1.0 億美元（A 輪） 

 投資方：包括阿里巴巴創投、聯想創投、

國科投資等 

 入選 CB Insights 2018 AI 100 排行榜。 

地平線機器人 

 成立於 2015 年，由前百度深度學習研究院)

創始人余凱創辦(地平線機器人) 

 總部：中國北京 

 產品：深度神經網絡處理晶片 NPU (Neural 

Processing Unit)，2017 年底推出「征程 1.0

處理器」(自駕車)和「旭日 1.0 處理器」（智

慧攝影，應用智慧城市與商業） 

 獲投 1 億美元（A+輪） 

 投資方：Intel Capital 等 

Cerebras 

 

 

 

 2016 年成立 

 總部：加州洛杉磯 

 產品：深度學習專用的 ASIC 晶片 

 獲投獲投 1.12 億美元(A,B,C 輪) 

 入選 CB Insights 2018 AI 100 

熠知電子科技有限公司（Think Force） 

 

 

 成立於 2017 

 總部：中國上海 

 核心技術：深度學習智慧晶片 

 產品：智能晶片、人工智慧硬體平台，提

供一站式行業應用解決方案。 

 獲投 4.5億人民億(約 7,000萬美元) （A輪） 

 投資方：紅杉資本等 

Mythic 

 

 

 

 2012.5 成立 

 總部：美國德州奧斯丁 

 產品：深度學習的神經網絡晶片 

 獲投 5,520 萬美元(SEED,Debt Financing, 

A,B) 

 投資方：Lux Capital, Softbank venture 等 

KnuEdge 

 

 

 

 2005 年成立 

 總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 

 產品：KnuPath 神經網路晶片 

 獲投 4,700 萬美元 



 

85 

 投資方：Hasso Plattner Ventures 等 

深鑒科技 DeePhi Tech 

 2016 年成立 

 總部：中國北京 

 方案：神經網路深度壓縮技術和 DPU 平台

的解決方案。 

 晶片：「聽濤」系列 SoC（2018Q3），聚

焦安防領域 

 獲投 4 千萬美元(A 輪)  

 投資方：Xilinx、聯發科、清華控股等公司

與 VC 

追趕美國！中國即將宣布 3,000 億人民幣

半導體基金 

中國近年來積極發展自己的半導體產業，

以降低對外國科技的依賴，這方面的努力在美

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反對大陸企業購併美

國晶片公司後，更顯得緊迫。 

中國 2014 年成立的晶片發展基金，已成

為美國近年對大陸科技政策抱怨的重點。美國

貿易代表署 3 月 22 日公布的貿易行為報告中

指出，大陸 2014 年的基金由政府部門和國營

企業掌控，顯示「中國政府高度介入成立基金，

以達到國家戰略目標」。 

中國在經歷美國因中興通訊違約而祭出

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供應芯片7年的制裁後，

在 5 月 4 日結束的美中貿易談判，觸及半導體

產業，中方要求美國放寬對晶片的出口限制，

並調整對中興通訊的出口禁令。 

根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熟知內情人士說法，

中國大陸「很快」就會宣布成立 3,000 億人民

幣的新基金，用於提升大陸設計和製造先進微

處理器和圖形處理器，以縮小與美國和其他競

爭對手的科技差距，此舉勢必會使美中貿易緊

張關係再升高。 

人工智慧晶片可能讓原來的晶片市場重

新洗牌，也是主要科技大國必爭的領域。過去

晶片一直是該領域大廠所掌控，但 AI 晶片新

革命中，也看到 IT 科技巨頭跨入，研發自己

所需的處理器外，新創業跨入這場戰場中，究

竟誰能勝出，後勢值得關注。 

參考來源 

Compass Intelligence、NVIDIA、智東西、科技

新報、科技產業資訊室、DigiTime、工商時報、

經濟日報 

網址： 

2. https://goo.gl/WsngWc 

3. https://goo.gl/GBv54N 

4. https://goo.gl/CXrQGD 

5. https://goo.gl/5geF3D 

6. https://goo.gl/UUjPMu 

7. https://goo.gl/gKBen1 

8. https://goo.gl/u2QU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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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5 月焦點 4】潔淨科技中工業及製

造業領域潛力新創大盤點

 

 

 

 

 

 

 

 

 

 

 

 

 

 

 

 

 

 

 

 

 

 

 

隨著環境保護意識的崛起，各國紛紛希望透過減少能源的

使用、發展再生能源及改進石油及天然氣公司營運情形，以達

成永續發展目標。為清楚描繪潔淨科技(Cleantech)新創公司現

況及其投資趨勢，美國清潔技術集團 Cleantech Group(CTG)於

2018 年發布全球清潔技術 100 強報告，並將潔淨科技應用層面

分為農業及食品、能源及電力 、工業及製造業、材料及化學、

資源及環境和運輸與物流等部門。 

近來隨著物聯網(IIoT)的發展，擁有營運改進(Operational 

Improvement)技術的新創公司提供石油及天然氣公司改善營運

的機會。並可透過感測器、生產設備與閘道器，收集與分析數

據，及早發現問題並預測機器壽命，以採取預防性的維修或及

時更新設備，可以避免因為故障或長時間當機造成石油及天燃

器工廠的巨大損失。據此，本文將研究焦點鎖定在潔淨科技領

域中的工業及製造業領域。 

資料來源: Global’18 Cleantech 100，Cleantech Group 

圖 4-1、潔淨科技中工業及製造業領域投資趨勢圖 

 

隨著物聯網 (IIoT) 的發

展，擁有營運改進技術的

新創公司提供石油及天然

氣公司改善營運的機會，

亦為未來潔淨科技最重要

的發展領域。 

據此，本文將解析美國清

潔 技術 集團 Cleantech 

Group(CTG)發布的 2018

年全球清潔技術 100 強報

告，針對在潔淨科技中工

業及製造業領域的新創企

業投資趨勢及其最新發展

做完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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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線 網 路 技 術 (wireless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軟 體 演 算 (software 

algorithms) 及 先 進 製 造 (advanced 

manufacturing)為潔淨科技中工業及製造

業領域重要的創新技術 

由上圖可知，近年來潔淨科技中工業及製

造業領域獲投金額於 2012 年後持續成長。在

此之前，清潔技術風險投資仍主要集中在太陽

能、風能和太陽能等替代能源領域。隨著物聯

網的發展，近來更多新創企業專注在運用工業

及製造業技術，如運用感應器（Sensors）和軟

體來整合無線通信網路，連結包括機器、電器

等裝置，用來蒐集資訊、進行預測，達成低電

源消耗、效率、舒適、安全和遠距離運作的需

求，為未來潔淨科技最重要的發展領域。 

而在工業及製造業領域中，有三項重要的

創新技術出現在全球前 100 大潔淨科技的新

創公司中，分別是無線網路技術 (wireless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軟體演算 (software 

algorithms) 及 先 進 製 造 (advanced 

manufacturing)。 

首先，數位化是無線網路技術 (wireless 

networking technologies)主要的核心技術。具體

來說就是無線網絡的創新技術特點適合潔淨

科技應用在工業和製造業領域，如低功耗要求

和遠距離通訊，處於無線技術的前端。 

Actility 是一家法國的新創公司，提供智

慧能源管理、機器對機器(M2M)和物聯網(IoT)

服務。一種名為低功耗廣域網 (Low Power 

Wide Area Network)的新型連接解決方案已由

Actility 率先開發，專門解決物聯網的需求。

2017 年 4 月 Actility 募集 D 輪資金 7500 萬美

元，投資者包括富士康科技集團和羅伯特博世

風 險 投 資 公 司 (Robert Bosch Venture 

Capital)。 

此外，LPWA 網絡提供商 Sigfox，是全球

領先的物聯網(IoT)連接供應者，目前已經募得

超過 3 億美金。該公司已經建立了一個全球網

絡，並盡可能減少能源消耗。 

其次，工業與製造業領域的第二個創新主

題是提供下游增值服務的軟體解決方案和平

台應用。 

OSIsoft 成立於 1980 年，公司總部位於

美國加州，是開發數據收集和處理的平台，提

供開放式企業資料基礎架構可以將感測器資

料、運營和人員三者聯繫在一起，幫助不同行

業的企業在勘探、萃取、電力，製造、離散型

生產、物流和服務等領域使用資料，優化提升

業務。 

在資料分析層面，Cosmo Tech 發展軟體

解決方案，使企業能夠建立模組並模擬許多工

業領域應用的複雜系統。來自美國的新創公司

Maana 開發了一個使用演算法模型分析數據

的平台，最初針對石油和天然氣產業，後續持

續擴展到其他工業領域。 

最後，在先進製造(advanced manufacturing)

方面，先進製造發展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增進生

產效率及減少材料的使用。3D 列印業者

Carbon 3D 列印製造則結合硬體、軟體及材料

科學層面的創新應用，為讓該公司可以生產具

實用功能的產品及以更快的速度實行小規模

的生產，迄今 Carbon 已成功募集 4.2 億美元。 

此外，Airware 為一家無人機數據分析公

司，可協助企業利用航空數據並將其轉化有洞

見的訊息，該公司的商業無人機解決方案可用

於監測工業中的工業場地如建築和廢物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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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潔淨科技應用工業及製造業領域中的獲選新創名單 

潔淨科技應用工業及製造業領域中的獲選新創名單 

 
Actility(法國) 

機器對機器（M2M）和智慧電網應用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商。 

 
Airware(美國) 

商用無人機的硬體、軟體和雲解決方案的開發商，協助企業利用航空

數據並將其轉化有洞見的訊息。 

 
Carbon(美國) 

結合硬體，軟體和分子科學，實現 3D 列印。 

 
Cosmo Tech(法國) 

是一家軟體解決方案提供商，可幫助企業通過動態方案預測複雜的系

統行為和影響。 

 
Maana(美國) 

先進分析平台的開發者，運用大數據來幫助解決複雜的操作難題。 

 
OSIsoft(美國) 

數據和事件管理軟體平台的供應商，該平台可應用於電力、公用事

業、政府及工業設施等領域。 

 
Sigfox(法國) 

全球領先的物聯網（IoT）連接提供者。該公司專注在機器對機器

（M2M）通信和物聯網（IoT）應用的開發。 

 
SpaceTime Insight(美國) 

情境智慧應用程序的開發商，用於加快決策速度，並運用大數據和物

聯網提供洞察力。 

資料來源: Global’18 Cleantech 100，Cleantech Group 

 

結論 

首先，在潔淨科技下的工業及製造業領域

中，物聯網是協助工業及製造業領域數位化的

主要推動力。傳感器成本的下降協助將消費者

裝置和工業機器互相連結。另外，無線網絡技

術也演變為解決不同的特點，例如，數據傳輸

速率，連接範圍和功耗要求。由於傳感器產生

的大量數據，通過無線網絡進行即時傳輸，創

造將原始數據流轉化為有用建議的軟體解決

方案的龐大需求。近來 IT 業者如英特爾和思

科，能源產業業者 GE Ventures 以及軟銀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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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部門，都通過戰略性投資積極布局物聯網領

域。 

在潔淨科技應用工業及製造業領域中，另

一個新興趨勢是隨著人工智慧(AI)和機器對

機器(M2M)技術崛起，帶動數據分析平台蓬勃

發展。隨著運算能力的精進，導致數據分析平

台的功能不僅侷限在數據的收集，還進一步延

伸至結果的預測。 

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如Actility和 Sigfox

等無線網路新創業者已為無線網絡技術訂定

標準化的規格，但目前就下游軟體解決方案及

平台應用而言，新創企業提供的創新服務仍分

散在價值鏈的各個片段，無法為客戶提供通用

的解決方案。此現象導致潛在客戶在透過多個

供應商（硬體供應商、網絡提供者及數據平台

提供商）得到解決方案時，過程將相當繁瑣及

不便。據此，在潔淨科技工業及製造業領域下

游的新創企業應思考如何加以整合，以利提供

潛在客戶完整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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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5 月焦點 5】2018 值得關注的網路

安全捍衛者 

 

 

 

 

 

 

 

 

 

 

 

 

 

 

 

 

 

 

 

 

 

 

 

 

在注重隱私的時代，愈來愈多的國家制定法律限制風險，

如號稱歐洲最嚴格個資法「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則」（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即將於今年的 5 月

25 日正式實施，使得全球企業對隱私的處理繃緊神經，不慎重

處理的話，史無前例的巨額罰款（最高可處以該企業年度全球

營業額的四％），也是許多跨國科技巨擘聞之色變的一大因

素。 

法規條例會在未來成為網路安全產業發展的驅動力之一，

政府監管環境為全球網路安全市場創造成長機會。除了傳統資

安大廠積極開發新的防護工具外，許多新創企業將人工智慧中

的機器學習與感知技術引入網絡安全，預測、追蹤與抵禦網路

犯罪行為。 

CB Insights 在 2018 年 4 月公佈「網路捍衛者-2018 年網路

安全趨勢報告」(Cyber Defenders In 2018)，報告顯示，在 2017

年上半年發生了近千起資料洩露事件。對於層出不窮的網路資

安事件，網路安全是一個日益升溫的行業，有愈來愈多新創企

業崛起，提供下一代數位安全解決方案。 

本文將以 CB Insights「網路捍衛者-2018 年網路安全趨勢

報告」為參考基礎，剖析網路安全獲投趨勢，同時利用

Crunchbase 資料庫與其他資訊，介紹 2018 年 CB Insights 篩選

出的網路安全類別與各類別中最具前途的網路安全公司，俾利

投資人與新創企業掌握網路安全領域的發展趨勢與商機。 

趨勢科技指出 2017 年全

球勒索病毒、加密虛擬貨

幣挖礦程式，以及變臉詐

騙（BEC）數量持續攀升，

成為網路犯罪集團的主要

攻擊手法。 

在號稱歐盟最嚴格的個資

法 GDPR 即將實施之際，

絕對令人心痛的巨額罰

款，讓全球科技巨頭莫不

繃緊神經。 

網路安全面臨史前危機，

但也代表龐大商機，激勵

新興網路安全捍衛者崛

起。CB Insights 在 2018

年 4 月公布「2018 年網路

安全捍衛者」名單，共有

14類29家新創企業入榜。 

本文將解析網路安全獲投

趨勢，並分析 CB Insights

「2018 年網路安全捍衛

者」榜單中各類別代表性

個案，俾利投資人與網路

安全領域新創掌握最新商

業化趨勢與早期資金流

向。 

林秀英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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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領域定義 

「Cybersecurity 」一般稱為「資訊安全」

或「網路安全」，CB Insights 將「資訊安全的

業」定義為「提供資訊與系統免於遭受外部惡

意攻擊與威脅等服務的企業，包含針對 PC、

數據中心、伺服器、虛擬主機、行動裝置、到

終端設備、分支機構、電信營運商和雲端、甚

至物聯網的各類型網路裝置，提供安全防護與

偵測等硬體與軟體服務」。從上述定義，可以

看出舉凡資訊硬體、通訊與行動裝置、雲端或

物聯網相關的裝置以及網路，都涉及資訊安全，

涵蓋範圍相當廣泛。 

2017 年網路安全領域獲投創歷史新高 

由於網路攻擊的數量和嚴重性不斷提昇，

投資人持續看好網路安全領域的後勢。根據

CB Insights 的統計，網路安全領域的交易活動

自 2013 年起持續穩定增加，2017 年投資件數

達 552 件，2013-2017 年複合平均年成長率為

17％。至於投資金額走勢，除 2016 年呈現下

降 8.8％外，一路呈現上升趨勢，2017 年更是

2016 年投資金額的二倍。2013-2017 年投資金

額的複合平均年成長率高達 42％，整體而言，

2017 年網路安全領域獲投件數與金額雙雙創

歷史新高。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2018)。 

圖 4-1、全球網路安全企業獲投趨勢 

 

2017 年首次投資網路安全的投資人數創

新高 

若從首次投資網路安全的投資人數來看，

2017 年共有 886 位，較 2016 年增加 27％，若

相對 2013 年，複合平均年成長率為 22％。無

論是創投、公司/公司創投或其他類型的投資

人對網路安全的新創，具高度投資興趣。 

2017 年其中又以公司/公司創投進行首次

投資的家數最多，較 2016 年成長 62％。此外，

網路安全人工智慧化是下一代安全解決方案

的核心，也是 2017與 2018年收購重點。因此，

近幾年網路安全 AI 公司大量被收購，且大多

是同行併購。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2018)。 

圖 4-2、網路安全領域首次投資的投資人家數 

 

早期階段投資交易件數占比雖仍過半，但

2017 年降至五年最低 

儘管網絡安全領域中的領導企業都具有

一定成立年數，但隨著人工智慧引用在此一領

域後，愈來愈多新創加入並獲得投資人青睞，

在過去五年中網絡安全的投資階段交易件數

占比中，早期階段（種子輪和 A 輪）的投資

件數超過一半，維持在 54-58％。不過，2017

年早期階段投資交易占比已下滑至 54％，為

近五年最低，相對地，C 輪之後的占比上升，

顯示投資人追投相對成熟穩定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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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B Insights (2018)。 

圖 4-3、網路安全領域投資階段占比-依件數 

 

美、以、英為主要獲投地區 

從投資地區別來看，2013-2017 年間，全

球獲投的網路安全的交易件數高度集中在美

國，獲投件數比重為 69％，其次以色列 7％與

英國 6％。此一數據並不意外，網路安全與國

防安全息息相關，美國、英國與以色列向來就

是高度重視國家資訊安全的國家。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2018)。 

圖 4-4、網路安全領域投資地區占比-依件數 

 

網路安全擁有九家獨角獸企業 

若就估值來排序，截至 5/5/2017，網路安

全領域已出現 9 隻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獨角

獸。其中估值最高的為累計獲投最高的

Tanium （美國），估值為 37.5 億美元，其次

為 Lookout （美國）的 12 億美元，而 Avast 

Software （捷克）、CloudFlare （美國）、Illumio

（美國）、Cylance （美國）、同盾科技 Tongdun 

（中國）與 CrowdStrike （美國）則是估值剛

好為 10 億美元。 

2018 年形塑網路安全未來的捍衛者 

CB Insights 透過自家投資數據庫與專家

意見，篩選 29 家早期至中期的高動力網路安

全公司，這些公司具有開創性技術能力，並能

改變網路安全領域格局，如圖 4-5 所示。 

CB Insights 篩選的方法是利用其公司發

展的 Mosaic 排名資料庫，這是依據企業當年

獲投、累計總獲投與投資人的品質來評分。 

以下深入介紹 2018 年網路安全創新的 14

個類別，以及類別下 29 家代表性網路安全新

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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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B Insights (2018)。 

圖 4-5、CB Insights 2018 年網路安全捍衛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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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出線的 29 家網路安全捍衛者，18 家企業總部設在美國，占全體家數的 62％。其次

是以色列 6 家，英國 3 家，瑞典與荷蘭則各 1 家。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2018)。 

圖 4-6、CB Insights 2018 年網路安全捍衛者總部所在地 

 

目 前 個 人 可 識 別 資 訊 （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II）已在線上被追蹤

與竊取的情況持續增加。同時，大規模資料外

洩事件已經將個資外洩的數量到達前所未有

的境界，如 Yahoo, Uber, Facebook 的個資外洩

事件。 

根據 IBM 的研究表明，每年利用個資進

行金融詐欺事件，已經令金融行業損失大約

800 億美元。隨著個人可識別資訊的不安全感

的上升，有些新創公司開始為保護個資提出解

決方案，這些公司提供的產品廣泛地被稱為

「身份辨識技術」（Identify Technology）或簡

稱為 ID 科技 （ID Tech）。 

根據 CB Insights 的統計，近五年來民間

身份辨識技術企業獲投的件數與金額呈現一

路上揚趨勢。在 2017 年獲投件數有 226 件，

投資金額更達 22.61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身份辨識技術包括四類：詐欺獵人（Fraud 

Hunters）、數位隱私 DIY (DIY Digital Privacy)、

身份安全保險庫（Identity Vaults）、連續驗證

（Continuous Authentication）。 

一、詐欺獵人（Fraud Hunters） 

這個類別的新創企業工具主要是辨識與

消滅網路與線上交易的詐欺者，特別是電子商

務與金融交易上的詐欺者。 

1. Signifyd 

 成立於 2011  

 總部：美國加州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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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計獲投：1.06 億美元(A,B,C 輪) 

 最近一輪：5,600 萬美元/C 輪(5/4/2017) 

 投資人：Bain Capital Ventures, American 

Express Ventures 等 

 簡介 

隨著網上零售業務成長，網路詐欺的件數

也有所增加。Signifyd 是一家為電子商務店家

提供交易詐欺行為識別服務的新創企業。由前 

PayPal 風險和詐欺識別專家Rajesh Ramanand 

和 Michael Liberty 創辦。 

Signifyd 採用一種全新的風險評估技術，

使用最先進的機器學習演算法，對來自可編程 

web 的數據進行分析。該公司在進行交易詐欺

風險評估時，所參照的指標包括：消費者 IP 

數據、所用設備識別碼、使用的網絡代理、社

交網絡數據和歷史瀏覽和收藏行為記錄等

等。 

Signifyd 採固定收費，並為 Shopify、

BigCommerce、Magento、和 DemandWare 等

平台提供外掛程式，同時也為其他平台提供應

用程式介面（API）。如果 Signifyd 評估沒有

風險，但出現了詐欺交易，Signifyd 會全額承

擔給電商帶來的損失。有了 Signifyd 100% 的

風險評估擔保，電商企業的利潤率會有所保

障。 

Signifyd 目前持續改進機器學習平台，同

時加快進軍國際市場，目標是打入歐洲和澳洲

市場。 

2. Feedzai 

 成立於 2009  

 總部：美國加州 

 累計獲投 7,610 萬美元(A,B,C 輪) 

 最近一輪：5,000 萬美元/C 輪(10/17/2017) 

 投資人：Data Collective, Citi Ventures 等 

 簡介 

Feedzai 專注於電子商務和銀行務業的即

時詐欺預防，其利用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支援最

先進的風險管理平台，能分析歷史交易數據並

建立預測模型，以檢測詐騙的模式。目前

Feedzai 機器學習模型比傳統方法提早 30%檢

測到詐欺事件。 

目前全球許多大型銀行、支付服務提供商

和零售商都利用 Feedzai 的敏捷機器學習技術

來管理風險。花旗銀行旗下創投機構 Citi 

Ventures 也是 Feedzai 主要投資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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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隱私 DIY (DIY Digital Privacy) 

數位隱私 DIY 這類的資安工具主要是協

助消費者拿回自身數位隱私的主控權。 

1. Keybase 

 成立於 2014  

 總部：美國紐約 

 累計獲投 1,080 萬美元(A 輪) 

 最近一輪：1,080 萬美元/A 輪(7/15/2015) 

 投 資 人 ： Andreessen Horowitz, Corazon 

Capital 等 

 簡介 

Keybase.io 是由哈佛數學系學生 Chris 

Coyne 和麻省理工博士 Max Krohn 在 2014

年共同創立。 

Keybase 是一個公共密鑰加密工具，目的

是保護終端用戶免受加密過於複雜的煩惱，同

時讓密碼更簡潔，容易審計和流通。 

Keybase 技術的核心是一個公鑰的中央存

儲庫，這樣數據就可以被加密到用戶的所有設

備上，使用戶不需要處理繁瑣的 PGP 密鑰（甚

至不用看到它們）。Keybase 已經允許用戶發

送加密的資訊、檔案，甚至跨設備為所有用戶

進行類似加密版 Slack 的協作。私鑰由生成它

的設備保管，因此用戶不需要信任 Keybase 本

身。 

2.CIPHY 

 

 

 成立於 2017  

 總部：荷蘭 

 累計獲投：未揭露(Seed 輪) （10/24/2017） 

 投資人：In-Q-Tel  

 簡介 

CIPHY 是一家成立於荷蘭的早期新創公

司，開發一種可以讓使用者無論身在何處都能

利用互聯網進行連接的設備。 

目前利用外面提供的 Wi-Fi 連結，並不能

保證資料是否會被竊取，CIPHY 便是無論你

身在何處，無論你做什麼，都可以協助使用者

安全地使用互聯網，就像在家一樣。 

CIPHY 的獨特之處在於使用者可以完全

控制的安全連接。CIPHY 是連接到家庭路由

器的設備，使用者每次在Wi-Fi熱點上工作時，

設備都會自動建立與 CIPHY 的私人連接。然

後 CIPHY 將您帶入您的互聯網提供商的互聯

網。透過這種方式，在同一個熱點上沒有任何

人窺探你在做什麼。 

 

三、身份安全保險庫（Identity Vaults） 

這類網路安全新創主要是協助企業機構

確實執行客戶個人資料與隱私保護，以遵行法

規要求。 

1. BigID 

 成立於 2016  

 總部：美國紐約 

 累計獲投 1,610 萬美元(Seed, A 輪) 

 最近一輪：1,400 萬美元/A 輪(1/29/2018) 

 投資人：ClearSky, Plug and Play 等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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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ID 總部位於紐約，其利用先進的機器

學習和身份識別智慧來協助企業保護客戶和

員工資料，可協助企業從非結構化和結構化資

料中發現個人可識別資訊。 

BigID 可以從多個大資料存儲進行搜索，

為不同來源查找個人資訊，分析跨不同來源的

關係，瞭解資料如何跨地區流動，幫助企業更

好地保護和保護其最敏感性資料的隱私，減少

違規風險，並符合歐盟 GDPR 等新出現的資料

保護條例。 

GDPR 可以說是 BigID 獲勝的重大推手，

事實上，也是 BigID 獲投的主因。2018 年 1

月 BigID 憑藉它的解決方案，獲得了 1400 萬

美元的 A 輪投資。值得一提的是，BigID 最近

獲得一項殊榮，被評為 2018 年 RSA 會議創新

沙盒競賽「最具創新能力新創企業」。 

 

2.D-ID 

 成立於 2017 

 總部：以色列特拉維夫 

 累計獲投 400 萬美元(Seed 輪) 

 最近一輪：400 萬美元/Seed 輪(1/22/2018) 

 投資人：Y Combinator, Pitango Venture 

Capital 等 

 簡介 

D- ID 是以色列特拉維夫的網路安全技術

公司，3 位創辦人均來自於以色列特種部隊，

因此，在人工智慧演算法、安全識別等領域擁

有豐富經驗。由於他們工作身份比較敏感，因

而不允許將照片分享在社交媒體上。由此他們

開始考慮如何保護個人資訊不被臉部識別技

術讀取，並於 2017 年聯合創立了 D-ID。 

目前大眾的生物特徵數據被機構、企業和

政府大量收集利用，一方面個人隱私得不到有

效保護，再者惡意攻擊也成為棘手的問題。

D- ID 的反圖片識別技術給帶來了新的選

擇。 

據瞭解，D- ID 可能是目前第一家反圖片

識別技術的公司，它開發了一種深度學習解決

方案，融入名為「de-identification」的數據保

護技術，可以生成演算法無法辨識的照片和視

頻，但同時保持與真實人臉相似，以保障個人

隱私及身份資訊不被面部識別技術惡意讀

取。 

 

 

 

 

四、連續驗證（Continuous Authentication） 

一般而言，僅透過帳號與密碼來認證使用

者，容易受到暴力破解的攻擊。雲端運算的興

起和彩虹表（一個用於加密散列函數逆運算的

預先計算好的表，常用於破解加密過的密碼散

列）的建置，使得安全密碼長度的要求越來越

長。因此透過額外的安全手段來達到連續性的

使用者驗證(continuous authentication)是有其

必要性。 

為了增強認證的安全，一般會用生物特徵

作為連續驗證的依據，以強化身份驗證。 在

生物特徵辨識方面，主要分為兩種類型：生理

特徵與行為特徵。生理特徵為依據生物本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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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物理特性，例如指紋、臉孔與瞳孔辨識等，

而行為特徵為使用者特定習慣、偏好的動作或

行為，例如簽名、說話、打字等。 

這類連續驗證的資安業者，主要透過軟硬

體工具協助業者透過生理或行為特徵，強化身

份辨識。 

1. UNIFYID 

 成立於 2015  

 總部：美國加州舊金山 

 累計獲投 2,000 萬美元(A 輪) 

 最近一輪：2,000 萬美元/A 輪(8/1/2017) 

 投 資 人 ：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Andreessen Horowitz 等 

 簡介 

UNIFYID 為一家改變我們對認證概念的

新創企業，和一般的輸入帳號和密碼不同，

UNIFYID 用智慧手機感測器，收集更多的數

據，進行身份認證。 

智慧手機都搭載了許多感測器，如加速器

和 GPS，在收集到這些感測器的數據之後，

UnifyID 能夠瞭解你是誰，行為模式如何，甚

至走路節奏都瞭若指掌。之後它會將這些資訊

整合進後端，利用機器學習技術進行處理，為

每個人建立檔案，將「忘記密碼」一詞成為過

去式。 

UNIFYID 獲得 2017 年 RSA 會議創新沙

盒箱競賽（Innovation Sandbox Contest）冠軍，

評為「最具創新能力新創企業」。 

 

 

 

 

 

 

2.BIOCATCH 

 成立於 2011  

 總部：以色列特拉維夫 

 累計獲投 4,160 萬美元(Seed,A,B 輪) 

 最近一輪：3,000 萬美元/B 輪(3/12/2018) 

 投資人：Maverick Ventures Israel, JANVEST 

Capital Partners,American Express Ventures

等 

 簡介 

BioCatch 為以色列一家新創公司，專注於

生物行為認證和威脅檢測，其技術可以用於辨

識使用者的行為模式，涵蓋生理因素比如手掌

大小、按壓面積、人手抖動與眼手協調，又結

合了行為特徵，例如使用偏好和設備交互模

式。 

該技術將為每一位用戶建立一份獨特的

腳本，腳本內容基於對一系列「生物行為、認

知和生理參數」的捕獲與分析，透過這些方式

方法來確認用戶身份的真實性，主要用來幫助

銀行和電商公司防止網路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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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為因素網路安全 (Human-factor 

Security ) 

根據 Datapro Research Corporation 的資安

調查，約有 5 成的資安事件是由人為失誤所造

成，加上離職員工或內部犯罪所佔 1 成，人為

因素造成資安事件所佔的比例高達 6 成。因此，

如何訓練員工防範可能的資安陷阱，或建立資

安評估機制，進而建立「真人防火牆」是相當

重要的事項。 

人為因素網路安全這類業者，通常是提供

企業或機構進行資安等級評估與教育訓練的

課程。 

1. KnowBe4 

 成立於 2010  

 總部：美國佛羅裡達 

 累計獲投 4,350 萬美元(A,B 輪) 

 最近一輪：3,000 萬美元/C 輪(10/24/2017) 

 投資人：Goldman Sachs, Elephant 等 

 簡介 

KnowBe4 是一家快速發展的資訊安全意

識及培訓平台廠商，為企業培訓員工的安全意

識，教員工識別並遏阻潛在網路釣魚攻擊和其

他安全威脅。KnowBe4 的特色是課程範圍非

常廣泛，內容涵蓋：郵件欺騙、信用卡詐欺、

敏感資訊處理、勒索軟體防範、社會工程學攻

擊、安全設置密碼、USB 攻擊訓練。 

KnowBe4 資安評估與訓練課程實施分為

四個步驟，首先是基線測試，通過免費的類比

網路釣魚攻擊來評估員工遭到網路釣魚攻擊

的比重。接著，企業進行安全意識的訓練，

KnowBe4提供交互型的訓練方式，包括影片、

遊戲、海報和 newsletter 推送。第三步是對用

戶進行釣魚。KnowBe4 提供全自動類比網路

釣魚攻擊的服務，會向企業提供數百個無限使

用的釣魚範本和來自社區的範本。最後一步是

對釣魚測試的結果進行評估，KnowBe4 會展

示訓練和釣魚測試過程中的統計資訊和圖表，

讓企業直觀感受到培訓帶來的效果。 

 

2.IRONSCALES 

 成立於 2013  

 總部：以色列特拉維夫 

 累計獲投 800 萬美元(Seed,A 輪) 

 最近一輪：650 萬美元/A 輪(12/5/2017) 

 投資人：K1 Investment Management, RDC - 

Rafae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等。 

 簡介 

IronScales 的全面反網路釣魚解決方案，

可協助保護企業免受網路攻擊。IronScales 屢

獲殊榮的反電子郵件網路釣魚技術，結合人工

智慧與機器學習相，採用多層次、自動化的方

法，以預防、檢測和自動應對目前複雜的電子

郵件網路釣魚攻擊。IronScales 目前正積極拓

展其在歐美市場的業務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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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世代雲端安全 (Next-Gen Cloud 

Security) 

次世代雲端安全類別的廠商主要是協助

企業提昇雲端環境安全等級與運行，如辨識開

源應用程式的安全威脅等。 

1.ShiftLeft 

 總部：美國明尼蘇達 

 累計獲投 930 萬美元(A 輪) 

 最近一輪：930 萬美元/A 輪(10/11/2017) 

 投資人：Bain Capital Ventures, Mayfield Fund

等 

 簡介 

公共雲環境中的儲存資料遺失安全事件

時有所聞，例如，最近發生的 UBER 數據外洩

（5,700 萬筆記錄因為開發人員憑證意外洩露

到 GitHub 中而被破壞）便是說明瞭此一雲端

數據防護的漏洞。如何阻止用戶將敏感文件檔

/數據從網絡中移出或是將關鍵數據發送給未

加密/公用數據庫/服務，需要有一道網路安全

防護網。 

ShiftLeft 是一家應用程式雲端安全解決

方案提供商，其最新的產品是一種新的保護軟

體的模型，透過瞭解每個新版本應用程式的安

全威脅因素，最終進行自動識別，可為雲端應

用程式提供全自動安全開發和運行時保護，此

有助於企業提高其應用程式的安全性。 

 

 

 

 

 

 

2.Tigera 

 成立於 2016  

 總部：美國加州舊金山 

 累計獲投 2,300 萬美元(A,B 輪) 

 最近一輪：1,000 萬美元/B 輪(1/25/2017) 

 投資人： Madrona Venture Group,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等。 

 簡介 

隨著企業紛紛開始使 用網路容器

（Containers）和微服務（Mircoservice）來架

構網路環境，有的企業想要將本地雲端服務納

入到已有的網路服務設施中，使用多重雲端服

務，讓應用程式跨公共雲、私有雲和協調器等

平台運行。此時維護網路環境的安全就成為了

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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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ra 是一家美國雲端安全服務商，旗下

Tigera CNX 平台為企業提供應用程式連接的

安全方案。CNX 針對雲端本機環境設計，連

接並保護運行在虛擬機器和裸機主機上的舊

應用程式，為安全應用程式連接提供了完整的

打包解決方案。 

 

 

 

 

 

 

 

七、安全設計 (Security by Design) 

安全性為商業流程、程式開發及日常作業

應該具備的條件。它應被納入任何 IT 或關鍵

基礎設施解決方案初始設計之中，而不是在設

計完成後再額外附加。一般稱此種概念為「始

於安全的設計」(Secure by Design)，意指具有

成本效益的安全性應始於安全的系統開始建

立之時。在設計整體系統時即納入安全機制，

不論是員工報到流程或是雲端交付模式，就能

建立一個在有安全防護情況下接受變更的敏

捷環境。 

1.Snyk 

 成立於 2015  

 總部：英國倫敦 

 累計獲投 1,000 萬美元(Seed, A 輪) 

 最近一輪：700 萬美元/A 輪(3/6/2018) 

 投資人：Boldstart Ventures, Canaan Partners

等 

 簡介 

Snyk 在 2015 成立於英國倫敦市，其將自

己標榜為「幫助客戶安全使用開放原始碼」的

開源安全平台。 

開源庫為開發人員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

源，但在當今快速的熱點應用開發環境中，確

保企業所使用的軟體程式碼是安全的並不是

一件簡單的事情。Snyk 希望幫助開發人員在

投入生產之前找到並修復開源代碼中的漏

洞。 

Snyk 為企業監控的開源項目，收集互聯

網上已知漏洞的資訊。只需要簡單的知道企業

正在使用哪些儲存庫和哪種開發語言，就可以

提供足夠的資訊來判斷你的代碼版本可能已

經過時。一旦他們發現這些漏洞，他們會發送

一個請求，並提供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來解決

問題，而不會破壞其他依賴於此的代碼的部分，

幫助客戶重新獲得這些軟體包的控制權。 

 

2.Aqua Security 

 

 

 成立於 2015  

 總部：以色列特拉維夫 

 累計獲投 3,800 萬美元(Seed, A,B 輪) 



 

102 

 新興領域 

 最近一輪：2,500 萬美元/B 輪(9/19/2017) 

 投資人：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M12 等 

 簡介 

近幾年隨著 Docker 崛起後，容器技術

(Container Technology) 風潮快速吹向全球。容

器技術可謂 2017 最熱門技術領域之一。然而

當 DevOps、網路容器和微服務應用的快速發

展，彼此也在融合中，因此應用安全方面就出

現了新的問題。 

Aqua 的 Container Security Platform 將安

全性直接整合到 DevOps 管道中，透過掃描容

器環境，並在出現問題之前發現漏洞，客戶可

以透過 API 獲得容器安全控制和入侵防禦功

能，協助企業執行策略並簡化合規性。 

Aqua 的平台透過策略自動化，為容器化

環境提供了一個先進的安全方案，該平台在

Windows 和 Linux 上都支持 Docker，可在現有

環境、或者在 AWS、Azure 以及 Google 雲中

提供給用戶。 

 

 

八、無檔案惡意攻擊 (Fileless Attack 

Security) 

隨著惡意軟體的不斷演變，出現了一種以

「無檔案」形式存在的惡意軟體，它難以被發

現，且危害巨大，威脅著全球範圍的銀行、通

訊企業和政府機構。之前臺灣發生數起 ATM

自動吐鈔的事件，便是其中無檔案惡意攻擊的

一種。 

與大多數惡意軟體不同，「無檔案」惡意

軟體並不會在目標計算機的硬碟中留下蛛絲

馬跡，而是直接將惡意代碼寫入記憶體或登錄

檔中。由於沒有病毒檔案，傳統基於檔案掃描

的防病毒軟體很難偵測到它們的存在。然而，

現在「無檔案」惡意軟體的定義已經逐漸擴大

化，那些需要依靠檔案系統的某些功能來實現

啟用或駐留的惡意軟體也已經包括在了「無檔

案」惡意軟體的範疇中。 

目前為因應此類無檔案惡意攻擊的事件，

也催生多家網路安全新創，如 Virsec 與

Minerva Labs。 

1.Virsec 

 成立於 2014  

 總部：美國加州 

 累計獲投 3,160 萬美元(Debt FinancingA,B

輪) 

 最近一輪：2,400 萬美元/A 輪(3/20/2018) 

 投資人：BlueIO, Artiman Ventures 等 

 簡介 

Virsec開發Application Integrity Protection 

(AIP)與 Web Application Protection (WAP)引

擎，針對內存記憶體與網頁應用程式攻擊，提

供即時的防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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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nerva Labs 

 成立於 2014  

 總部：以色列特拉維夫 

 累計獲投 750 萬美元(Seed, A 輪) 

 最近一輪：750 萬美元/A 輪(6/7/2017) 

 投資人：Amplify Partners, StageOne Ventures 

等 

 簡介 

Minerva 是一個網路安全公司，提供獨特

的端點安全防護平台（稱為反逃避平台，

Anti-Evasion Platform）。Minerva 利用其環境

模擬專利技術（EST），將惡意軟體誘騙到休

眠狀態，從而保護組織免受無檔案惡意攻擊。 

Minerva Labs 最近就發現了這樣一款被

稱為“GhostMiner”的新型加密貨幣挖礦惡意

軟體，該惡意軟體採用了其他惡意軟體家族所

使用的最有效的技術，包括無檔（fileless）感

染攻擊。而 Minerva 推出的 Anti-Evasion 

Platform 含多個模組，包括：主機環境模擬、

記憶體入侵防禦、惡意文件防禦、勒索軟件防

禦、端點惡意軟體防禦、重要資產防禦等，相

互加強以阻止這類採用不同逃避技術的未知

網路安全威脅。 

 

九 、 自 動 化 看 門 狗 (Autonomous 

Watchdog) 

安全營運中心（Security Opertaion Center，

SOC）是目前企業或政府機關安全部門的中樞

神經系統。現代 SOC 借用軍事組織設計的概

念，將數據融合到一個地方，由資安全分析師

提供公司系統性的全面概覽。這些數據源通常

包括網絡日誌、事件檢測和反應系統、Web

應用程式防火牆數據、內部報告與防病毒等等。

一般大公司擁有數十個數據來源，因此，公司

安全營運中心分析需要花上很長時間來擷取

和清理必要的數據，並評估對公司威脅性，進

而提出警訊。這些大量複雜的工作，往往會讓

SOC 的工程師過勞。自動化看門狗這類的網路

安全公司，便是針對企業或政府的安全營運中

心提供全面性、自動化的網路安全威脅防護方

案。 

 

1. Respond Software 

 成立於 2016 

 總部：美國加州 

 累計獲投 1,200 萬美元(A 輪) 

 最近一輪：1,200 萬美元/A 輪(8/16/2017) 

 投資人：Foundation Capital、CRV 等 

 簡介 

Respond Software 為自動化網路安全威脅

防護方案提供商，致力於協助企業實現高性能

和高效率的安全防護。Respond Software 是一

支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團隊，他們擁有數十年

的經驗，不僅可以構建企業級安全軟體，還可

以為全球企業和機構提供人員、流程和技術基

礎架構的網站安全運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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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SK 

 

 

 成立於 2015 

 總部：美國加州舊金山 

 累計獲投 1,400 萬美元(Seed、A 輪) 

 最近一輪：400 萬美元/A 輪(6/27/2017) 

 投資人：Vertical Venture Partners、TenEleven 

Ventures、Dell Technologies Capital、Battery 

Ventures 等 

 簡介 

JASK 是一個美國加州網路安全技術公司，

建立AI基礎的安全營運平台ASOC Platform，

使用現有安全解決方案中所收集的資料，並應

用 AI 和機器學習來自動化分析這些威脅警報。 

JASK 提供了最高優先順序的威脅事件，可簡

化威脅警報的調查分析和縮短回應時間，引導

SOC 分析師處理最關鍵的任務，並使他們能夠

主動識別新威脅。 

JASK 的 CEO 曾經是一名聯邦調查局、特

務處和 NASA 的駭客，也是成功的連續創業

家。 

 

十、暗網情報(Dark Web Intelligence) 

暗網（Dark Web）顧名而思義，聽起來是

網際網路上一個黑暗的角落。這類網站內容涵

蓋合法與非法的交易市場資訊。非法交易市場

是網路犯罪的天堂，包括：惡意軟體代碼、被

盜資料與個資。然而一般搜尋引擎並無法造訪

暗網，通常需要通過特殊軟件、特殊授權、或

對電腦做特殊設置才能連上的網絡 

暗網情報這類新創企業主要監視暗網中

非法網站的情報，提供企業或政府機關追蹤網

絡犯罪分子及各類詐欺分子的最新動態。 

1. Flashpoint 

 

 

 成立於 2010  

 總部：美國紐約 

 累計獲投 4,300 萬美元(A,B,C 輪) 

 最近一輪：2,800 萬美元/C 輪(7/12/2017) 

 投資人：TechOperators、Leaders Fund、Jump 

Capital 等 

 簡介 

Flashpoint 是一家位於美國紐約市的情報

公司，專門挖掘駭客在暗網的訊息。Flashpoint

目前提供了 15 種語言的網絡商業風險情報

（BRI）服務，以監控暗網的威脅活動。

Flashpoint 對犯罪網絡論壇的分析覆蓋了各種

不同的組織，包括聖戰分子、網絡犯罪分子等

等。 

Flashpoint 應用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

的獨特專業知識，提昇網絡商業風險情報平台

的成熟度，這項服務超越了威脅檢測和警報通

知的範圍。除此之外，該公司還銷售數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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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權限，允許客戶評估所在組織機構面臨

的網絡威脅和其它威脅。 

 

 

 

 

 

 

2. TERBIUM LABS 

 

 

 

 成立於 2013 

 總部：美國馬裡蘭州 

 累計獲投 1,610 萬美元(A,B,輪) 

 最近一輪：600 萬美元/B 輪(11/29/2017) 

 投資人：Glasswing Ventures 等 

 簡介 

Terbium Labs 是一個網絡安全公司，研發

的Matchlight工具可以透過對暗網活動進行監

控和檢索來幫助企業和組織快速定位被盜數

據，幫助保護用戶的敏感數據和知識產權。 

 

十一、網路警察 (Web Policing) 

這類新創提供網站、應用程式和線上服務

的巡邏偵測，檢測惡意網路流量。 

1. Stealth Security 

 

 

 成立於 2014  

 總部：美國加州舊金山 

 累計獲投 125 萬美元(A 輪) 

 最近一輪：800 萬美元/A 輪(2/14/2018) 

 投資人：Shasta Ventures、TechSquare Labs、

CRCM Ventures 等 

 簡介 

Stealth Security ™動態適應新型攻擊模

式的解決方案，能夠針對網站、行動 Apps、

API，提供即時、可視性和分析自動化攻擊

和不必要的流量監控。並對惡意攻擊提供詳

細的行為分析，並緩解自動化攻擊，而不會

影響合法用戶流量，或造成風險。 

由於數據外洩和被盜賬戶憑證的急劇

增加，助長了自動化攻擊，造成企業成本增

加。Stealth Security 的網路安全平台的設計

架構是針對大型企業的資安防禦而設計的。

StealthSecurity® 團隊擁有卓越的行業經驗，

來自 Symantec，PayPal，RSA，Facebook，

SilverTail，Checkpoint，FireEye 等等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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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tsparker 

 

 

 成立於 2009  

 總部：英國 

 累計獲投 4,000 萬美元(Seed、A 輪) 

 最近一輪：4,000 萬美元/A 輪(5/8/2018) 

 投資人：Turn/River Capital 等 

 簡介 

隨著 WEB 應用越來越廣泛，WEB 安全威

脅日益凸顯，駭客利用網站操作系統的漏洞和

WEB 服務程式的 SQL 注入漏洞，獲取 WEB

服務器的控制權限，輕則篡改網頁內容，重則

竊取重要內部數據，更甚者是在網頁中植入惡

意程式，讓網站造訪者受到侵害。 

Netsparker 是一家英國資安公司，提供一

款強大的 web 應用安全掃描工具，該軟體本身

會以安全且唯讀的方式自動顯示檢測到的漏

洞和錯誤，如 SQL Injection 和 Cross-site 

Scripting 類型的安全性漏洞.，方便技術人員手

動驗證漏洞的繁瑣步驟。 

 

 

 

 

十二、產業物聯網防護（IIoT Shields） 

根據 Gartner 預測，2017 年全球使用中的

連網物件數量已達到 84 億個，到 2020 年更將

增至 204 億個。物聯網時代來臨，同時也會有

新的資安問題產生，如：物聯網設備被駭客入

侵後，變成受遙控的殭屍設備，並隨時去攻擊

別人，未來越來越多 IoT 設備上線，這樣的資

安事件只會越來越嚴重，特別是關鍵基礎設施

的聯網安全，更是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因此，

因應物聯網資安新創逐漸增加。 

1.Dragos 

 

 

 

 成立於 2016 

 總部：美國馬裡蘭洲 

 累計獲投 1,120 萬美元(Seed、A 輪) 

 最近一輪：1,000 萬美元/A 輪(8/14/2017) 

 投資人：Allegis Capital、BYU Cougar Capital、

Energy Impact Partners、DataTribe 等 

 簡介 

Dragos 是一家針對關鍵基礎設施包括電

力、通訊（電話和互聯網等）、自來水、核基

礎設施等管線網路，提供基礎設施網絡安全服

務商。 

致力於為基礎設施企業提供數位平台，支

援在雲端和企業內部部署，幫助分析人員掌握

電腦及互聯網連接的工業機器之間的流量。該

平台能夠被各種製造企業和能源公司使用，透

過掃描、標記網絡，以阻止潛在的惡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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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ylus 

 成立於 2017 

 總部：以色列 

 累計獲投 500 萬美元(Seed 輪) 

 最近一輪：500 萬美元/A 輪(1/28/2018) 

 投資人：Zohar ZIsapel、Vertex Ventures、SBI 

Group、Magma Venture Partners 等 

 簡介 

Cylus 由來自以色列國防部精英技術情報

和安全部隊的老兵建立，其主要業務是為公用

或私用鐵路交通企業客製化互聯網安全設施，

防止駭客襲擊。 

Cylus 公司宣稱，其網絡安全設施專門為

鐵路系統訂製，可以解決非常多鐵路相關的需

求和痛點，包括操作系統檢測和保護、信號系

統安全和車輛安全檢測，以及對網絡攻擊的預

判和及時阻斷。 

 

十三、網路安全精算（Cyber Actuaries） 

這類網路安全精算新創公司主要提供網

路風險量化的工具，協助精算保險的費用與風

險。 

 

1.Corax 

 

 

 成立於 2013 

 總部：英國倫敦 

 累計獲投 520 萬美元(Seed 輪) 

 最近一輪：180 萬美元/A 輪(5/8/2017) 

 簡介 

Corax 是一家網絡保險平台，它使用資料

科學、機器學習和高級風險分析來發現網絡曝

光和保險洞察。 

Corax 都專注於整個保險價值鏈，讓客戶

開發(lead generation)、風險選擇、訂價、網絡

健全評分、暴險管理和場景建模，變得更簡單

有效。加速和加強了保險流程，包括經紀、承

銷、匯總管理、揭露和風險轉移。Corax 依據

客戶的需求，提供各種不同的網路保險方程

式。 

 

2.CyberGRX 

 

 

 成立於 2015  

 總部：美國科羅拉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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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計獲投 2,900 萬美元(A,B 輪) 

 最近一輪：2,000 萬美元/B 輪(4/18/2017) 

 投資人：TenEleven Ventures、Rally Ventures、

MassMutual Ventures、GV 等 

 簡介 

企業通常需要依賴合作夥伴生態系統才

能得到迅速發展，這也意味著很多內部資料會

「暴露」給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合作夥伴、甚

至客戶。德勤對 170 家大型企業做了一項調研，

其中發現有近 28% 的受訪企業曾因為第三

方廠商資料洩露而遭遇嚴重的業務中斷事故，

超過四分之一的企業（26%）因為第三方廠商

資料問題受到名譽損害。更可怕的是，有 87% 

的受訪企業承認在過去的 2-3 年時間裡，由

於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問題導致過重大事故。顯

然，不管是董事會、CEO、行業領袖，還是企

業風險和安全管理人員，都需要一個更好的解

決方案來處理日益嚴重的第三方廠商網路風

險問題。 

CyberGRX 是目前市場上第三廠商網路

風險管理平台提供商之一，為行業內企業客戶

提供最全面的第三方廠商網絡風險管理平台

服務，解決風控監管效率低的問題，幫助企業

及其合作夥伴和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創造更多

效益。 

CyberGRX 利用創新設計、自動化技術、

以及先進的分析方法，CyberGRX 平台能幫助

企業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去識別、評估、

監控“暴露”給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合作夥伴

和客戶生態系統內的網絡風險。 

十四、網路安全眾包（Crowdsourced 

Cyber） 

全球重大資安事件層出不窮，安全性漏洞

和駭客攻擊給企業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同時也

群眾外包安全性（Crowdsourced Cyber）受到

重視。群眾外包資安是一種分散式的問題解決

和生產模式，這類群眾外包平台，雇用白帽駭

客協助企業發現軟體漏洞，讓企業可以盡速修

補。 

1. Hackerone 

 

 成立於 2012 

 總部：美國加州舊金山 

 累計獲投 7,400 萬美元(A,B,C 輪) 

 最近一輪：4,000 萬美元/C 輪(10/17/2017) 

 投資人：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EQT 

Ventures 、 Dragoneer Investment Group 、

Benchmark 等 

 簡介 

HackerOne是一家創業於美國舊金山的資

安漏洞眾測公司，其以資訊安全為重點，透過

在企業和駭客之間建立漏洞獎勵平台，致力實

現企業和駭客的利益雙贏。 

運作模式是 HackerOne 透過建立的漏洞

眾測平台，由眾測企業向駭客支付發現漏洞的

獎勵，HackerOne 則從企業獎勵中抽取 20% 

的費用。另外，HackerOne 還透過向企業提供

付費服務模式，如漏洞訂閱服務、漏洞披露指

導、安全諮詢等。目前，HackerOne 已幫助 500

多家企業找出 2 萬多個漏洞，向 3200 多名獨

立安全研究員發放了 600 多萬美元的獎勵，單

個漏洞獎勵最多達到 3 萬美元。 

多家世界知名技術公司都使用HackerOne

平台，如 Yahoo、Twitter、Adobe、Uber、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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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目前，HackerOne 平台註冊駭客共 3000

多人來自 150 多個國家，漏洞眾測合作企業達

500 多家。HackerOne 是最早接受並利用駭客

開展商業模式的公司之一。 

 

 

 

 

 

 

2.detectify 

 成立於 2012 

 

 

 總部：瑞典 

 累計獲投 890 萬美元(Seed 輪)  

 最近一輪：592 萬美元(3/16/2018) 

 投資人：Paua Ventures、Inventure、Insight 

Venture Partners、First Fellow Partners 等 

 簡介 

Detectify是一款雲端應用安全分析工具，

開發人員可以通過輸入網站功能變數名稱，通

過軟體來模擬駭客攻擊，分析應用的安全級別。

Detectify 然後向網站所有者提供易於理解的

報告，該報告描述所識別的漏洞及其在惡意駭

客手中的潛在風險。 

 

 

 

 

3.Bugcrowd 

 

 成立於 2012  

 總部：美國加州舊金山 

 累計獲投 4,870 萬美元(A,B,C 輪) 

 最近一輪：2,600 萬美元/C 輪（3/1/2018） 

 投資人：Triangle Peak Partners, Blackbird 

Ventures (Australia)等 

 簡介 

Bugcrowd 是一家漏洞賞金專案的組織商，

以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方式，來引入更

多資安高手加入平台來抓漏，並會依據提交產

品安全漏洞的重大程度，來給予提報者獎勵。

讓企業與白帽駭客間建立一個資安聯繫的管

道，可以即時通報他們發現的潛在汽車安全瑕

疵或重大漏洞，讓企業可以盡速修補。 

Bugcrowd 宣稱，目前加入這個抓漏平台

的資安研究員已有 28,000 人。公司的客戶包

括特斯拉、飛雅特克萊斯勒、Fitbit、萬事達、

Square 和 Atla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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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網路安全捍衛者獲投排行榜 

在 29 家入圍的網路安全捍衛者中，本文

綜合 CB Insights 與 Crunchbase 資料庫，重新

整理 2012-5/10/2018 的獲投資金額前十名，僅

有詐欺獵人 Singnify 超過 1 億美元，第二名為

Feedzai （＄77.8M），也是詐欺獵人類別的

新創。接著是二家網路安全群眾外包平台，分

別是 Hackerone （＄74.3M）與 Bugcrowd （＄

48.6M）。第五名則是 BioCatch，以色列專注

於生物行為認證和威脅檢測的公司（＄

46.6M）。 

表 5-1、2018 年網路安全捍衛者獲投概況 

-2012-2018YTD (4/10/2018) 

 公司  獲投金額  類別  

1  Singni fy  ＄ 106 .2M 詐欺獵人  

2 Feed za i  ＄ 74.1M 詐欺獵人  

3 Hackerone  ＄ 74.3M 網路安全

眾包平台  

4 Bugcro wd  $48 .7M 網路安全

眾包平台  

5 BioCatch  $46 .6M 連續驗證  

6 Kno wBed  $43.5M 人為因素

安全  

7 Flashpoin t  $43M 暗網情報  

8 Netsparker  $40M 網路警察  

9 Aqu a 

Secur i ty  

$38M 安全設計  

10 Virsec  

Sys tem 

$29 .7M 無 檔 案 惡

意攻擊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Crunchbase, 本文整理。 

 

結語 

個人、企業、政府面臨日趨強大的網路安

全威脅，更主動積極的防護措施成為必要。然

而在網路安全領域，任何新技術的進展也都只

能保證暫時的安全性，要保證不間斷的連續防

禦，就要進行定期改進和持續更新，這也給予

新創企業許多發展的機會。從投資趨勢可以看

出投資人持續看好網路安全產業的前景。 

從獲投前十大的金額規模來看，詐欺獵人

類別的資安新創最受投資青睞，主要對於電商

與銀行客戶提供辨識詐欺者的身分服務，能確

實減少客戶巨大的損失，屬於剛性需求，同時

客戶家數也相對龐大。其次是網路安全群眾外

包，這類網路漏洞賞金專案群眾外包的平台，

從大企業委託的情況來看，證實商業模式可行，

也頗受投資人重視。 

此外，我們也觀察到近年來新創加入網路

安全領域，這些新創大多是利用人工智慧技術

的優勢來為新型網路威脅提供新的解決方案，

包括：反詐欺與身份管理（Anti Fraud & 

Identity Management）、行動安全（Mobile 

Security）、智慧預測（Predictive Intelligence）、

行為分析與異常檢測（Behavioral Analytics / 

Anomaly Detection）、安全自動化（Automated 

Security ）、網路風險管理（ Cyber-Risk 

Management）、App 安全（App Security）、

物聯網安全（IoT）、網路詐欺（Deception 

Security）等。網路安全將是 AI 落地應用的最

佳場景，也將有更多新創加入此一戰局，後勢

發展值得關注。 

參考資料 

CB Insights, DigiTimes, 36 氪, 壹讀, 每

日頭條, 網安智庫 

網址 

https://goo.gl/6hoZWw 

https://goo.gl/3sFPmw 

https://goo.gl/2qKo2E 

https://goo.gl/HFKnJ4 

https://goo.gl/HZ9rbX 

https://goo.gl/omf7j4 

https://goo.gl/DNwXWt 

https://goo.gl/n4mxLq 

 

 

https://goo.gl/6hoZ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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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2qKo2E
https://goo.gl/HFKnJ4
https://goo.gl/HZ9rbX
https://goo.gl/omf7j4
https://goo.gl/DNwXWt
https://goo.gl/n4mx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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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4 月焦點 6】汽車科技大廠於自駕

車領域之應用模式 

 

 

 

 

 

 

 

 

 

 

 

 

 

 

 

 

 

 

 

 

 

 

 

 

 

自駕車領域早期資金市場熱度高 

自駕車主要是透過雷達、圖資和各式感測器來收集汽車周

遭的環境數據，再透過電腦視覺、車聯網和雲端運算等技術，

對這些環境數據做分析與處理，藉以實現汽車自動駕駛的目的。

目前，自駕車領域在近三年成為早期資金所追逐的熱門項目之

一，交易件數在 2016 年達到 120 件，交易規模則在 2017 年衝

到 65 億美元。2018 年投資熱度依舊不退，截至第 1 季為止交

易件數已達 67 件，交易金額則來到 21 美元，預計本年度自駕

車領域在早階投資市場將再創下歷史高峰。 

 

 

 

~2018Q1

# of deals $ M

本文綜合觀察，汽車科技

大廠投資、併購與合作的

布局項目，發現除了與自

動駕駛技術直接相關的技

術外，也積極布局汽車共

享、公共運輸、租車服務

和物流等商業應用領域，

而大廠在這些商業領域的

布局可能隱含其自駕車落

地模式發展方向。 

以下本文將自駕車應用方

式分為汽車共享、公共運

輸、物流服務、外送服務、

其他等類別，並介紹汽車

科技大廠如何在將自駕車

技術應用在上述商業領

域，落實自駕車上路的目

的。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研六所副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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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科技大廠除了透過早階投資積極佈局外，併購與跨領域合作的動作亦相當頻繁，據本研

究觀察，汽車科技大廠投資、併購與合作的佈局項目除了感測器（如光達、雷達、攝影機）、電

腦視覺、圖資、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技術、…等與自動駕駛技術直接相關的技術外，也積極佈局汽

車共享、公共運輸、租車服務和物流等商業應用領域，而大廠在這些商業領域的佈局可能隱含其

自駕車落地模式發展方向。以下本文將自駕車應用方式大致分為汽車共享、公共運輸、物流服務、

外送服務、其他等類別，並介紹汽車科技大廠如何在將自駕車技術應用上述商業領域，落實自駕

車上路的目的。 

汽車共享 

近年來 Uber、Lyft、Grab 和 DiDi 等汽車共享服務商對於傳統汽車業者在汽車銷售上帶來極

大的影響，消費者能夠快速方便地使用叫車服務，降低了汽車購買的需求。對傳統汽車大廠來說，

正如雙城記所言「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一方面面對著共享汽車帶來汽車市場萎縮

的威脅，另一方面，卻亦能透過與共享汽車業者的合作達成使自駕車迅速進入市場接觸大眾的目

的，以為自動駕車技術提供更多的數據、找到明確的商業應用。因此，無論是傳統汽車廠商或科

技廠皆紛紛進入了汽車共享市場，推動自動駕駛＋汽車共享之商業落地模式。 

首先，除了 Google 外，一級車廠如 General Motors、Ford、Jaguar 以及車用電子大廠 Delphi

紛紛選擇與美國第二大叫車服務供應商 Lyft 合作。其中，Lyft 與 General Motors 不但共同推出叫

車共乘的應用程式，也攜手 Ford 在軟硬體技術和數據上進行整合，未來將結合彼此的優勢發展

車聯網。Ford 則與 Lyft 合作 2021 年推自動駕駛車共享服務。Jaguar 則將透過 Lyft 既有的車輛網

路，來測試各項運輸服務，包含自駕車輛；而 Lyft 的司機，則有機會駕駛 Jaguar 與 Land Rover

品牌的車輛。在 2018 年 CES 大會中 Lyft 更是與 Delphi 達成深度合作，為大會當天的參與者提

供自駕計程車服務，直到目前該服務仍持續在拉斯維加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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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da、Volkswagen、Volvo、Daimler 等傳統車廠則選擇與美國最知名共享汽車，同時也是

自駕車技領域先驅者 Uber 合作，將汽車、自駕與共享的技術進行整合；Honda、Hyunda 則看中

東南亞市場，投資東南亞最受歡迎的叫車服務之一的 Grab。其中 Grab 與 Honda 將在東南亞市場

進行汽、機車銷售業務和共乘等方面的合作，目前 Grab 已宣佈 2018 年將投入自駕車接送服；

Baidu 順應叫車服務和汽車共享的趨勢，不僅投資自駕車廠智行者，也和共享汽車運營平台首汽

Go fun 合作，將自駕車系統搭載於奇瑞 EQ5 車款；Renault、Nissan、Mitsubishi 聯盟，與 DiDi

達成戰略合作，未來將共同為在中國推出自駕電動車共享服務做努力。DiDi 除了與該聯盟合作

外，同時也和長安、Kia、比亞迪等 12 家汽車廠達成了合作，目標都是期望能進一步發展新能源

汽車的共享服務。業者中又以 General Motors 進度最快，已於舊金山進行路測。 

最後，尚值得注的是，除了 Uber 原先就積極發展自駕車之外，其餘如 Lyft、Grab 等都是透

與合作伙伴合作進入自動駕駛領域，雖然，其研發自駕技術的時間雖然較短，但透過取得合作伙

伴資源與原先的共享市場優勢，Lyft、Grab、DiDi 也紛紛成立自家的自動駕駛部門，進行自駕車

研發。 

公共運輸－巴士 

為了改善現有的交通環境和狀況，部分傳統汽車廠商早已開始推動傳統公共運輸轉型，提供

全新乘車服務。2016 年 Mercedes-Benz 便已完成自駕巴士 CityPilot 上路的壯舉，其中有步行區、

狹窄彎道、十字路口等各種狀況，最終以純粹自動駕駛模式開完 20 公里的通勤路程，不過

Mercedes-Benz 也強調，實現自動駕駛公車的最優先條件就是需要有獨立公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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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du 與金龍客車合作研發的自駕小巴士，將在近期開始量產。這款自駕小巴士首先會先在

封閉場域進行測試，預計在未來 3~5 年內能夠在一般開放道路上行駛。為此 Baidu 更表示，未來

仍會持續專注人工智慧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目前公司已在開領域研發上投入了超過人民幣 100

億元。  

 

Nissan 與日本遊戲製作商 DeNA 和 DiDi 在公共運輸上合作，共同推出自動駕駛服務 Easy 

Ride。消費者可以透過行動 APP 達成設定目的地、呼叫車輛以及車費支付的一站式解決方案，

讓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輕鬆享受自動駕駛的旅程。Easy Ride 是基於「更自由的出遊」理念，期

望能補充現有交通基礎設施，並向遊客建議當地著名的景觀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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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卡車 

為了因應未來的運輸模式，部分傳統汽車廠商開始推動傳統公共運輸轉型，提供新的運輸與

物流移服務。貨物運送應用以 Daimler 進展最早，Iorries 在 2015 年成為全球首款實施高速公路

測試的卡車，路測初步成功後，Daimler 研發 V2V 技術以建立自駕卡車車隊；另一款產品 Future 

Bus 行駛於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機場到 Haarlem 路段，可望優先應用於半封閉空間。 

 

Uber 自駕卡車則在今年 3 月上路，貨主可先透過「優步貨運」（Uber Freight）程式預訂送

貨服務，優步貨運則會先派一名短途貨車司機負責裝貨，並把貨車開到中繼站，接著在中繼站將

貨櫃移到 Uber 的自駕卡車上，由 Uber 的自駕車司機開上高速公路，展開長途的載運，將貨櫃運

送到另一個中繼站之後，再轉手交給短途貨車司機以運送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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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 Uber 專美於前，Google 的 Waymo 團隊亦在今年 3 月份讓旗下的自駕卡車將在美國喬

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測試，將貨物運往 Google 數據中心。 

 

此外，新加坡為了解決當地卡車司機人數不足問題，已初步挑選 Scania 及 Toyota 等二家公

司進行初步合作，為當地碼頭發展列隊行駛(platooning)自駕卡車服務。 

 

物流－外送、快遞 

除了將自駕車應用在電商、零售和物流市場外，外送服務也是許多業者布局的市場。例如

Baidu 與美團合作，利用自動駕駛技術為用戶提供送餐服務；Ford 與達美樂和 Postmates 快遞商

合作，以自駕車外送披薩和貨物。上述兩業者推動都是自動駕駛＋送餐服務的商業落地模式。無

獨有偶，Toyota 則是與 Pizza Hut 合作，強調自駕車商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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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租車、快閃商店、救災 

租車領域也是近期自駕車大廠佈局方向，如 Google 與租車公司 Avis 合作，由 Avis 負責幫 

Waymo 管理鳳凰城的自動駕駛測試車隊，對 Waymo 而言，Avis 有兩大優勢，一是其租車網路，

二是其車輛養護經驗。透過 Avis 超過 1 萬個租車點，Waymo 就能將影響力散播到全球，讓更多

自動駕駛汽車上路行駛。同時在清潔和保養車輛上，Avis 也經驗豐富，Waymo 無需再花錢請工

人組建自己的後勤服務團隊。此外，Toyota 則於今年 3 月宣布將為 Avis 提供 1 萬輛聯網汽車。

Ford 與印度本土汽車廠馬恆達達成戰略合作，雙方投資印度租車公司 ZoomCar，在共享服務和

車聯網等領域共同合作，擴大其印度市場的佔有率。 

 

在快閃商店部份，Toyota 今年於 CES 大展推出公共運輸行動服務專用 e-Palette Concept 共

享電動概念車，並提出移動盒子的全新概念，定義為多功能全自動移動載具，除了可以作為接駁

使用之外，兼具配送快遞、旅館、外賣、餐廳、實驗室或是個人移動辦公室等功能。為了更全面

的提供服務，Toyota 目前已與 Amazon、DiDi、Mazda、Pizza Hut 及 Uber 進行合作，預計於 2020

年在美國等地進行 e-Palette 測試，最快將於 2020 年東京奧運會上開始試運營。 

 

Honda 則在今年 CES 大展中則推出 3E（Empower、Experience、Empathy）系列概念機器人。

其中和自駕車相關的是 3E-D18，強調成為不爆胎的自動駕駛車，越野能力可以在崎嶇的地形進

行諸如消防救災、農場和山區的工作，同時也適合倉儲使用。Uber 於 2018 年推出「Uber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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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用戶提供往返於醫療機構之間的接送服務，未來自駕車技術越趨成熟，或許會是可能的應用領

域。 

 

綜合上述可知，自駕車大廠除了自有自駕車外，汽車共享是自駕車大廠佈局中最主要的商業

應用模式。此外，自駕車應用的觸手已延伸至物流、公共運輸服務、租車等領域，零售商店、倉

儲、救災、行動辦公室等方面的應用，雖然尚處概念階段，然隨著自駕車技術的成熟發展，在可

期的未來應可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資料來源： 

CNBC、FORTUNE、THE VERGE、CAR 

NEWS、CTIMES、Engadget、IThome、KKNews、

科技報橘、聯合新聞網、數位時代、每日頭條、

壹讀、36 氪、物聯網、Honda 官網 

網址： 

1. https://goo.gl/PNvJ24 

2. https://goo.gl/XeMahd 

3. https://goo.gl/vaK8ZC 

4. https://goo.gl/hr8RPa 

5. https://goo.gl/Jk8zAh  

6. https://goo.gl/QiR97k 

7.https://goo.gl/A91ssK 

8. https://goo.gl/pauC9S 

9. https://goo.gl/Xy7tB5  

10.https://goo.gl/CYfZkN  

11. https://goo.gl/Mp86YJ 

12.https://goo.gl/zLCFfC 

13.https://goo.gl/ej9ksQ  

14. https://goo.gl/PKBUpc  

15. https://goo.gl/bUWXfD 

16. https://goo.gl/PFh9HN 

17. https://goo.gl/2tFqUi 

18. https://goo.gl/fw5Cs8  

19. https://goo.gl/h4iwvc 

20. .https://goo.gl/MdaowZ  

21.https://goo.gl/UfWL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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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 

CB Insights 近 期 盤點 了 Andreessen 

Horowitz 以及 Union Square Ventures 在區塊

鏈領域的投資標的。透過觀察這些著名的投資

人的投資標的，或許可以做為將資金移往區塊

鏈領域的參考策略，也可啟發區塊鏈新創團隊

的選題依據。 

Andreessen Horowitz 以及 Union Square 

Ventures 從 2013 年開始探詢區塊鏈領域的投

資標的，早期以比特幣的挖礦以及交易等領域

為主，但近期則逐漸轉向基礎底層協議、加密

貨幣以及 dApp。 

Andreessen 和 USV 2013 年以來共同參與

了 11 項交易 

最近的兩次共同投資分別是對 OB1 追加

的 500 萬美元，OB1 是建立 OpenBazaar 的團

隊，而 OpenBazaar 是全球第一個 dApp 市集；

以及對 CryptoKitties 投資 1,200 萬美元， 

CryptoKitties 是一款基於以太坊的可集換式電

子貓遊戲 dApp。 

此外，Andreessen 和 USV 可能基於風險

考量，以股權投資者身份投資了加密貨幣避險

基金 Polychain Capital 並成為了 MetaStable 的

有限合夥人。 

Andreessen Horowitz 的投資標的 

Andreessen 投資了 Dfinity。Dfinity 希望建

立一個高擴展性與高吞吐量的去中心化雲端，

視以太坊和其他智慧合約平台為競爭對手。在

2 月透過 Andreessen Horowitz 和 Polychain 獲

得了 6,100 萬美元募資。本次募資資金主要用

於生態系基金，鼓勵開發人員使用 Dfinity 協

議進行開發。 

Andreessen 也是 Earn 與 coinbase 的投資

者，隨著 Coinbase 收購 Earn 後，Earn CEO 兼

Andreessen 董事會成員 Balaji Srinivasan 將出

任 Coinbase CTO。Andreessen 過去參與了 Earn

兩輪募資，共投入 1.16 億美元，並在 Coinbase 

B、C 輪募資中注資 1 億美元。Earn 是區塊鏈

領域中一家有趣的公司，其業務經過數次變動，

從比特幣挖礦起家，再到製造晶片，最後成為

一個社交網路平台，使用者透過回復電子郵件

賺取加密貨幣。Coinbase 會如何整合 Earn 的

業務仍是未知，但此交易可視為 Coinbase 擴

展交易所以外的業務布局。 

此外，Andreessen 分別在 2013 年和 2016

年投資提供銀行跨境支付解決方案的

Ripple。 

USV 的投資標的 

USV 合夥人 Fred Wilson 不久前發表文章

強調，假如 2016 下半年和 2017 年都在籌集資

本發展開發工作，那 2018 年就是開始使用分

散式應用程式的一年。 

USV 的兩項 2018 年投資帶來了比特幣的

競爭對手。比特幣交易的緩慢以及飽受浪費資

源的批評，USV 選擇了兩家不同特質的加密

貨幣投資。 

Algorand在 2月份募集種子輪 400萬美元，

其正在構建一個基於區塊鏈的高速支付協議。

Chia 則是一種新的“綠色”加密貨幣，比比特

幣的工作量證明使用更節能的共識機制，以時

1. 著名創投青睞哪類的區塊鏈新創 

關鍵字：Andreessen Horowitz、Union Square Ventures、區塊鏈 

日期：201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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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空間作為證明形成共識，於 3 月底籌集

種子輪 340 萬美元。 

此外，許多 USV 所投資的公司已完成或

正在舉行 ICO，包括社交媒體平台 YouNow 和

Kik。 

參考來源 

CB Insights（黃敬翔摘譯整理） 

網址： 

1. http://bit.ly/2KsgFJc 



 

121 

 新興領域政策 

今年 2 月初的 ICO 讓區塊鏈初創公司

Medicalchain 火紅一回，該公司在 2 月 1 日啟

動 ICO，幾乎立即達到了 2,400 萬美元的 ICO

募資額目標。3 月，Medicalchain 又與英國醫

療集團 Groves 達成合作，計畫建立新的區塊

鏈，以供 Groves 醫療中心的 3 萬名用戶使用

加密貨幣進行支付。究竟這一家區塊鏈醫療新

創憑什麼受到如此關注？它到底解決何種醫

療痛點？有何優勢? 以下深入剖析這家火紅

公司。 

公司目標 

針對現階段電子健康病例的種種缺陷，

Medicalchain 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支援其他

數位醫療應用發展的平台，這些應用程式將由

健康資料驅動，並透過智慧合約進行保護。 

對症下藥  解決痛點 

1. 解決資料互通性不足問題，找回患者對自

身資料的控制權 

在現階段，大量的電子健康病歷均缺乏互

通性，患者將資料提供給供應商後便失去了對

資料的控制權。患者若需要取得他們的醫療記

錄，通常需要向醫療服務提供機構提出申請並

支付相關的費用。 

如果患者同意向 Medicalchain 提供資料，

Medicalchain將免費提供節點以供資料存儲。

一 旦 完 成 此 項 工 作 ， 患 者 可 以 使 用

Medicalchain 應用程式自行決定是否進行資

料擷取，無需額外的費用。如果患者丟失了這

些資料，或者需要發送原始資料的副本，

Medicalchain 也能提供免費的下載服務。 

透過使用符合資料的存儲節點以及無邊

界區塊鏈技術，用戶可以在旅行時隨身攜帶健

康記錄資訊。隨著遠端醫療服務允許使用者與

其他國家的臨床醫生交流，醫療服務變得無國

界，這對於經常出差的旅客以及出國旅客尤其

有利。 

2. 降低醫療疏失 

根據統計，醫療失誤是導致患者死亡的第

三大原因，全球每年有數百萬人因醫療失誤死

亡。導致醫療失誤的最常見原因是醫生沒有掌

握患者的所有資訊，包含不可忽視的病史。這

些資訊可能存在於其他資料庫中，也可能已經

被銷毀。 

如果醫療健康資料結合區塊鏈技術後，

Medicalchain 可以將患者的個人資訊安全地、

全面地進行儲存；病人將更容易獲得自己的資

訊；醫生也可跨越醫院、地區、甚至國家界線

取得問患者的資訊，這都將減少醫療失誤所帶

來的死亡。 

3. 減少保險賠償與保險詐欺 

現行的中心化資料儲存方式，存在資料缺

乏安全，沒有統一的格式等缺點。系統運行緩

慢，死板且不透明。每當發生索賠問題時，患

者需要透過各種協商，調用多個不同系統的電

子健康記錄，因此，完成整個索賠過程需要三

到五周的時間。預計到 2018 年，保險帳單相

關成本將達到 3,150 億美元。 

平均而言，患者健康資訊在黑市中的價格

是信用卡卡號的十倍。醫院理所當然的成為了

駭客們的主要目標，而傳統的存儲服務很難保

證資料安全。因此，醫療行業發生的資料洩漏

情況比任何其他行業更為頻繁。由此，保險業

深受資料安全問題及資訊不對稱的損害。據聯

邦調查局估計，一年內發生的保險詐騙數額約

在 4,000 萬美元左右。 

2. 區塊鏈醫療新創 Medicalchain 火紅什麼 

關鍵字：AI、區塊鏈 

日期：201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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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chain 能將各種複雜的協議編成智

慧合約。當發生保險賠償時，智慧合約能根據

事件的類型、涉及的金額進行自動理賠。程式

化的設計也可防止患者的詐騙保險理賠的現

象，消除保險詐欺行為。 

4. 隱私保護 

Medicalchain 嘗試開發雙區塊鏈：第一個

區塊鏈使用 Hyperledger Fabric 構建，用於控

制使用者對健康記錄的訪問。第二塊區塊鏈由

Ethereum 上的 ERC20 權杖驅動，是該平台的

所有應用程式和服務的基礎。 

Hyperledger Fabric 是一類包含許可聲明

的封閉式區塊鏈，只有通過身份認證的醫生和

藥劑師才被允許進入該鏈。患者能控制可供瀏

覽的資訊物件、內容範圍以及存取時間的長度。

從社會和法律角度來看，醫療資訊通常都高度

敏感。因此 Hyperledger Fabric 封閉的區塊鏈

有助於保留此類應用程式所需的必要隱私。 

具經驗的創業團隊 

Medicalchain 創辦人與 CEO 為 Abdullah 

Albeyatti 博士，本身是一位著名的醫生。他深

感醫療系統效率低下、醫患溝通不暢的原因。

因此，認識到區塊鏈可能是解決當下問題的重

要手段。Abdullah Albeyatti 博士過去在 NHS

的工作經歷，促成了 Medicalchain 與 NHS 的

合作。另外，2017 年，University Hospital 

Lewisham 和伊莉莎白女王醫院開始使用

Medicalchain 的技術。 

Medicalchain 的共同創辦人 Mo Tayeb 曾

領導了英國最大的個人保險公司之一

morethan.com 的發展。在此期間，Mo 建立並

開發了一個系統來降低線上詐欺行為，為公司

節省了超過 4000 萬英鎊。 

善於利用媒體宣傳 

Medicalchain 非常善於利用媒體的優勢，

其團隊常常利用 YouTube 和 Twitter 與用戶進

行交流，並回答用戶提出的問題。現在，它已

經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用戶社群，社群用戶多達

20 萬人。 

近期發展 

3 月初，Medicalchain 與英國醫療集團

Groves 達成合作。醫療區塊鏈上線後，近 3

萬名患者可以在 Groves 旗下的四個醫療中心

使用加密貨幣進行支付。Groves 因此成為首個

應用區塊鏈並接受加密貨幣支付的醫療機

構。 

該試點項目是 Hyperchanger 區塊鏈項目

下研發的第一個基於Medicalchain平台的應用

程式，該平台允許患者通過區塊鏈技術管理醫

療服務，並向其提供靈活的遠端醫療服務。 

此專案將於 2018 年 7 月啟動。Groves 將

為註冊的患者創建一個免費的錢包，用於保存

和管理他們的健康記錄。新創立的平台將激勵

患 者 使 用 Medicalchain 發 行 的 電 子 錢

MedTokens 支付遠端醫療等服務。 

完整的 Medicalchain 平台將於 2019 年上

線，若該區塊鏈能夠如同描述中的那樣解決上

述問題，並能為患者、機構所接受，它的價值

難以衡量。 

結語 

從近期 ICO 看，關注者可以明顯看到圍

繞區塊鏈概念的炒作行為，但 Medicalchain 有

著自己的硬實力。Medicalchain 首次幣發行結

束後，它的 Medtokens 價格飆升。Medicalchain

是否能再創傳奇故事，拭目以待。 

參考來源 

動脈網（作者趙泓維）(林秀英摘要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F2V5o8 

https://goo.gl/F2V5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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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在 5 月 2 日舉行年度開發者大

會，會中針對 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 App 都發表了多個更新功能與

未來的發展計畫。以下整理臉書大會的重點： 

一、Facebook 

針對 Facebook 平台，Facebook 除了宣布

未來將會推出全新的 Clear History 功能，讓使

用者保護隱私，以及推出 Dating 約會功能，

期待能助使用者脫離單身外，還包含幾項更

能： 

1. Sharing to Stories：未來透過第三方App，

也能直接分享到Facebook以及 Instagram 

Stories，而不需要一定要進入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App。舉例來說，打開

Spotify 點選「分享」按鈕，就可以把正

在聆聽的音樂直接共享給攝影鏡頭，將

內容直接分享到 Facebook Stories 以及

Instagram Stories 當中。 

2. Groups：Facebook 發現，人們有跟特定

族群頻繁分享的傾向，例如跟家人。因

此他們將推出全新的 Groups 功能，讓使

用者能跟特定的群體(家人群、好友群)

互動以及分享內容。 

3. Crisis Response ： 針 對 此一 服 務，

Facebook 之前推出過 Safety check(平安

通報站)、Community help(整合物資需求

等援助)、fundraiser(募捐)等功能。對此，

今日 Facebook宣布將再增加一個新功能，

讓位於受影響地區的使用者，能夠分享

當地照片/影片、道路封鎖資訊等第一手

消息，讓外界更容易得知當地的情況。 

4. 登記成為捐血者：Facebook 針對印度、

孟加拉、巴基斯坦推出的一項功能，能

夠讓當地使用者將自己在 Facebook登記

為捐血者。未來幾週之內，此三地的使

用者將能夠透過 Facebook 查詢附近的捐

血站、血庫相關需求以及目前血庫存量

等資訊。 

5. 投資開發者社群：為了能重建使用者對

於平台的信任，Facebook 他們不僅針對

開發者社群宣布了幾項改進的政策；除

此之外他們也將重新啟動審視 API(應用

程式介面)，來確保每一個 Facebook 的

API 都對使用者能帶來真正的價值，並

確認透明度，來提升使用者的信任。 

二、Instagram 

1. 針對 Instagram 的 AR Camera 

去年，Facebook 針對 Facebook 提出了 AR 

Camera 平台，而今年他們選擇將此功能帶到

Instagram 當中。使用者可以透過 AR Studio 平

台來設計獨特且具有互動性的 AR(擴增實境)

效果，來讓他們在 Instagram 平台中能吸引更

多 follower 的關注。 

2. 視訊聊天 

Instagram 的使用者將可透過 Instagram 

Direct 中來使用視訊(video chat)功能，且不僅

可以一對一，也可以發起群體視訊功能。這項

功能的視窗還可以縮小，讓使用者在一邊與朋

3. 臉書 F8 開發者大會吸睛重點 

關鍵字：Facebook, Facebook F8 開發者大會 

日期：20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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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聊天的過程中，仍舊能夠瀏覽 Instagram 平

台上的內容。 

3. 全新的探索(Explore)功能 

為協助使用者更容易在 Instagram 上找到

感興趣的內容，Facebook 將會重新設計平台上

的Explore功能，透過「主題頻道」(topic channel)

來提供共通的內容，讓使用者可以更輕鬆找到

有興趣的主題，並更深入的了解。 

三、WhatsApp 

針對 WhatsApp，Facebook 宣布未來也將

很快加入群組通話的功能，並且也將加入全新

的 Sticker 貼紙功能。 

Facebook F8 大會內容：針對 Messenger

加入 AR 支援。 

 

四、Messenger 

1. AR for Messenger Platform ： 針 對

Messenger 平台，Facebook 宣布將加入

AR 的支援。讓品牌可以透過加入 AR 功

能，讓使用者在 Messenger 中能更進一

步透過更不一樣的體驗方法來購買東西，

或者試用新產品。 

1. M Translations ： Facebook 宣布針對

Markerplace 加入全新的 M 翻譯功能。M

是 Facebook 為 Messenger 開發的智能助

手。未來幾週之內，Facebook 將針對美

國地區使用Marketplace進行交易的使用

者，提供英文與西班牙文對翻的服務，

來讓使用者在平台上的交易能更順暢。 

五、VR/AR 

Facebook 在 F8 大會中宣布，獨立式 VR

頭盔「Oculus Go」將以 199 美元的定價，從

今日起開始正式出貨，現在已可支援超過 1000

個應用程式以及遊戲。此外，Facebook 也宣布

針對 Oculus 平台推出更多 App，包含可以讓

使用者加入 VR 現場演唱會、體育盛事等節目

的 Oculus Venues、可以讓使用者一起在 VR

世界中玩 Board game、看電影的 Oculus Rooms、

還有可以讓使用者在VR世界中觀看隨選內容

的 Oculus TV。 

另針對 Facebook 平台，官方也宣布使用

者們很快就能利用 Facebook Camera 的 AR 功

能捕捉 3D 物件，並發表到動態牆的功能；另

外在今年夏天也將推出「3D Photos」功能，讓

使用者透過手機的相機就能將某個重要時刻

以 3D 的方式記錄下來並且分享在 Facebook

平台上。 

Facebook 分享的多項嶄新計畫，大多都還

沒有正式上線。但可以看見 Facebook 除了發

力於使用者隱私保護的領域外，也在AR、VR、

AI(人工智慧)領域持續耕耘，並且致力於將這

些全新的體驗帶給使用者。在今年年底之前，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

都將有不同程度面貌的改變，身為使用者的你

還期待嗎？ 

參考來源 

中時電子報（黃慧雯報導）、TechOrange, 中

央社 

https://goo.gl/WPR1K8 

https://goo.gl/7DYSct 

https://goo.gl/WPR1K8
https://goo.gl/7DYS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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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年度重頭戲 2018 Google I/O 開發

者大會，於美西時間 5 月 8 日至 5 月 10 日在

舊金山山景城 Google Campus 的海岸線圓形

劇場(Shoreline Amphitheatre)展開，預計有來

自全球各地共約 360 家的科技媒體，連同開

發者、分析師超過 7,000 名參與者。 

觀察今年 Google I/O 大會重點可得，相較

於以往 Google I/O 期間或有獨立新技術或平

台亮點諸如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自

駕車等服務及應用推出，今年除發表 Android 

P 作業系統更新版本外，Google 則將重點全數

擺在人工智慧(AI)整合旗下服務與應用的推

展，經此也等同宣告人工智慧時代全面來臨。 

針對人工智慧的應用， Google CEO 

Sundar Pichai 說：「我們知道前面的道路需要

謹慎而有意識地前進，我們對這個問題有著深

刻的責任感。」緊接著說明 AI 將為 Google 

帶來的全新改變，包括 Gmail、YouTube、醫

療等等，以及像是 Gmail 針對標題加入自動

撰寫功能、YouTube 則透過 AI 解決字幕問

題、Google Photo 透過拍照可以直接把紙本轉

換成文件，原本的黑白照片可以重製成彩色照

片、最後以 Google Assistant 做結尾，宣布 

Google Assistant 現在增加 6 個新的語言，針

對機器學習方面，則是推出效能比前代強 8 

倍的 TPU 3.0，整場 Google I/O 與去年同樣

圍繞 AI 打轉。以下是這次主題論壇釋出的七

個重大消息 

一、Google News 新聞功能 

Google 新聞工程負責人 Trystan Upstill 

表示，Google News Initiative (GNI) 的目標是

打造出能夠幫助新聞業者在線上蓬勃發展的

產品，並與出版商合作建立共同的解決方案以

因應新聞業者與產業所面臨的挑戰，同時開發

與支援多項幫助新聞產業創新的計畫。 

全新  Google 新聞功能可說把所有

Google 新聞相關的產品，整合成單一應用程式，

並導入最新機器學習技術，提供以人工智慧為

基礎所打造的新聞體驗。 

Google 新聞採用 Google Material Theme 

設計，擁有簡潔的操作介面與配色、適合長時

間觀看的圓滑字體，並且支援 YouTube、擁有

跟 Apple News 一樣的 For You 訂閱功能，

還有全新的 Newscasts 功能。透過機器學習，

使用者就能查看來自不同來源針對熱門頭條

新聞的報導、影片、地方新聞、問答、社群留

言，以及已發生一段時間的新聞事件時間軸。 

Google 宣布將於數周內與全球各地的 

60 家新聞出版商合作，不過 Google News 將

於即日起在全球 127 個國家的 Android 、

iOS 、網路平台上線。 

4. Google I/O 開發者大會直擊報導  Google 宣布宣誓全面擁抱 AI 

關鍵字：Google I/O 開發者大會、AI 

日期：2018.5.9,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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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oogle Assistant 人工智慧語音助理 

透過 Google Assistant 工程副總裁 Scott 

Huffman 宣布，在今年內，Google Assistant 將

會推出到全球 80 個國家，並且新增 6 個語

言，Google Assistant 將提供更自然流暢的對

話，讓使用者可以連續發問，且不須重複關鍵

字詞，使用者將能透過複雜的指令一次詢問多

個問題，也針對每位使用者或裝置提供多種語

言的支援。 

Google CEO Sundar Pichai 使用 Google 

Assistant 與客服進行兩個實際對話，對話當中

順利幫 Lisa 預約了行程，甚至可以協助打電

話跟餐廳完成訂位，當然，整個過程都是英文

的。 

Google 還宣布 CES 2018 期間與合作夥

伴推出的智慧型顯示揚聲器 (Smart Display) 

預計今年 7 月上市，透過智慧型顯示在不論

是住家或是手機上提供全新的視覺體驗。此外，

Assistant 將於今年內導入於 Google 地圖導

航模式和整合性的付款體驗，而且除了將有更

多新夥伴及裝置的加入。 

 

三、Android P 新版手機、平板作業系統 

針對 Android 系統，Android 工程副總裁 

Dave Burke 表示，「我們認為智慧型手機應

該更聰明，他們應該向你學習並適應你。」全

新 Android P 著重智慧 (Intelligence)、簡單 

(Simplicity)、數位福祉 (Digital Wellbeing)等三

個面向。 

Android P 為 Google 致力於將人工智慧

(AI)帶給所有人而打造出的最新平台，主要分

成三大主軸： 

1. 智慧 (Intelligence)：運用 AI 優化電池

的與螢幕亮度、快捷指令、發光、智慧

回覆通知、鎖定螢幕的 smart space、以

及機器學習套件 (MLKit)，以協助開發

者打造更聰明的應用程式。 

2. 簡單 (Simplicity)：包含音量控制、轉向

確認、更簡易的勿擾模式與快速設定、

不被打斷的對話框、以及更容易從螢幕

截圖。 

3. 數位福祉 (Digital Wellbeing)：深入了解

使用者的應用程式使用情形、協助使用

者在設定上擁有更高掌握度、優化的勿

擾模式 (包含隱藏通知訊息、靜音、以

及自動回覆訊息功能)。 

4. 最新開發者預覽版和 Android Beta 釋

出：此次釋出的 Android Beta 除了已支

援的  Google Pixel 外，也可在  Sony 

Xperia XZ2, 小米 Mix 2S, Nokia 7 Plus, 

Oppo R15 Pro, Vivo X21, OnePlus 6, 與 

EssentialPH‐1 推出。 

 

四、Google Maps 地圖服務 

針對 Google 地圖，Google 工程和產品管

理副總裁 Jen Fitzpatrick 宣布，Google Maps 

目前已經在全球超過 220 個國家和地區，擁

有超過 10 億用戶，而最新更新的功能是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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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與衛星圖像將地址、商家、學校等其

他地點添加在地圖當中更新。 

而透過 AI 技術，現在可協助將現實世界

的資訊即時加入到地圖，像是交通情況的改變

或是使用者新輸入的商家資訊。此外，Google 

Mpas 也有 For You（為你推薦）功能以及「相

符程度」功能，前者能主動提供使用者餐點建

議、地點清單、預測使用者喜好程度所提供個

人化評分，後者將由 AI 人工智慧來猜測用戶

個人喜好，然後協助找到每個人可能喜歡的地

方。 

另外一個是全新的群組規劃功能，這項功

能跟人工智慧無關但卻很貼心，用戶可以長按

一個地區來創建一個名單，將名單貼著所以你

可以與你的朋友分享這份名單，好比說：「最

愛的餐廳」。 

為了加強定位效果，Google Maps 將提供 

VPS 功能，搭配這項功能的，是將  Google 

Maps 與街景地圖功能結合在一起，提供一個

全新的 AR 導航功能，初步僅支援「步行」，

雖然相似的功能在三星的 Bixby 可以被看到，

不過從意義上跟完成度來說，這個功能是全世

界第一個 AR 導航功能，而且如果走錯路，

畫面當中還會有個狐狸來帶領你走向正確的

路。 

另外是跟店家有關的商家探索功能，讓全

球超過 90 億個商家可以透過 Google Maps 

與消費者聊天、發文或評論，讓商家可以用更

好的方式行銷自己的商店、突顯出的商店特色

並吸引到更多顧客。 

五、讓手機看得懂世界的  Google Lens 

beta 

根據 Google 公開的消息，Google Lens 

beta 將會被導入在 LG、Moto、Sony mobile、

Nokia、TCL、OnePlus、ASUS、小米等品牌

最新的手機當中。 

全新的 Google Lens beta 可以幫助每個

人了解當中的每個單字，透過圖像識別工具，

可以即時為用戶提供有關書籍、建築物、藝術

品等更多訊息，並且導入 Google 翻譯功能，

到了國外的餐廳，看到不懂的菜單，只要啟動 

Google Lens 就可以快速翻譯。 

另外，正如同 Bixby Vision 一樣，Google 

Lens beta 也會搭配 VPS+GPS 定位功能，即

時告訴你附近的餐廳位置跟知名景點，然後連

結到 Google Maps 讓你打電話訂位或者是導

航。 

不僅如此，Google Lens beta 也跟華為

P20 系列、陸版 OPPO R15 系列一樣，可以透

過鏡頭直接辨識一個人身上穿的衣服、褲子、

鞋子、包包，然後直接告訴你這些東西是什麼、

哪個品牌、多少錢，甚至幫你導向到電商平台

去購買，至於實際上合作的平台，目前還未

知。 

Google 宣布，Google Lens beta 將會在包

括  Google Pixel 在內的  G Phones、LG、

Motorolla、小米、SONY、NOKIA、Transsion、

TCL、OnePlus、BQ、ASUS 等品牌廠推出的

最新手機上更新。 

 



 

128 

 新興領域政策 

六、AR / VR 

Google AR 與 VR 產品管理副總裁 Clay 

Bavor 在下午的議程宣布 ARCore 的新進度，

全新的 ARCore 1.2 新增了一個名為 Cloud 

Anchors 的新功能，使用者可以把棋盤投影在

桌子上，然後邀請朋友拿起手機，就可以來一

場 AR 對弈。 

此外，Google 還推出一款名為 Just A Line

的新應用程序，該項功能有別於 Google 的

《Tilt Brush》，好友之間透過手機的 AR 功

能可以一起作畫，甚至另外一個好友可以直接

幫他們合影，該應用程式不僅支援 Android 

平台，還支援 iOS 平台。Bavor 宣布，ARCore 

1.2 即日起推出。 

 

七、Waymo 

最後是有關自動駕駛汽車的應用，AI 被

運用在車輛系統中的每個部分，包括以車輛視

角出發的感知、他人駕駛行為的預測、以及由

車輛本身執行的行駛路線規劃。Waymo 執行

長 John Krafcik 表示，「Waymo 的使命不是

設計成更好的車子，而是更好的駕駛。」 

在活動現場，Waymo 宣布推出自動駕駛

汽車試乘計畫，讓加入此計畫的成員可使用自

駕車通勤，當然這個只限定在美國部分區域。 

展望未來，Waymo 希望將自駕技術帶到

世界各地及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環境上，

預計今年內將發表全球第一項自動駕駛服

務。 

 

 

參考來源 

ETtoday 新聞雲（洪聖壹／美國舊金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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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旅遊科技新創企業重大獲投事件分

述如下： 

一、國際旅遊科技重大獲投事件 

1. Booking.com 前高層創立的 TravelPerk

獲 2,100 萬美元投資 

    TravelPerk 為 2015 年成立於西班牙巴塞

隆納的一站式差旅預定平台，兩位創辦人為

Booking.com 前高層主管，其中一位 Avi Meir

所創辦的酒店管理系統 Hotel Ninjas曾於 2014

年被 Booking.com 收購。兩位創辦人有感於旅

遊產業傾盡全力開發休閒市場，卻並未關注商

務差旅的市場需求，因而開發專為「商務旅行

者」服務的平台。使用者可以依照其偏好與里

程獎勵回饋搜尋航班飯店、預訂和支付、管理

旅程、接收即時發票及察看旅行數據。換言之，

TravelPerk 的服務不但能簡化繁複的預訂過程，

還提供完整的商務旅遊解決方案。 

TravelPerk 本次完成的是 B 輪募資 2,100

萬美元，由柏林的 Target Global和倫敦的 Felix 

Capital 所領投，跟投的包括早期投資者 Spark 

Capital 、 Sunstone 、 Amplo 。在此之前，

TravelPerk 於 2016 年完成 700 萬美元的 A 輪

募資，但客戶已由當時的 20 家快速成長至

1,000 家以上，包括 Typeform、TransferWire、

Outfittery、GetYourGuide 等。TravelPerk 預測

今年所產生的網站成交金額(GMV)為一億美

元。TravelPerk 聲稱其已整合了酒店、航空和

鐵路公司的產品，透過Booking.com、Expedia、

Airbnb 和 GDS 的庫存，為差旅企業建立「全

球最大的可預訂庫存」。本輪資金將用於擴大

團隊規模，以期於 2019 年在全球範圍內增設

5 個辦事處，使員工成長至 200 人左右。 

2. Booking 集團收購旅遊活動分銷商

FareHarbor 

        FareHarbor 為 2013 年於夏威夷成立的目

的地旅遊平台，員工超過 200 人，其主要技術

為透過軟體協助目的地旅遊活動連接遊客。去

年營收超過 5,000 萬美元，年增率達一倍，去

年底曾收購旅遊預定軟體 Activity Link 

Systems。 

    Booking.com 此次收購將有助於擴展對消

費者追加銷售旅遊產品，也進一步證明此家旅

遊業巨頭希望提供打造全球最大線上體驗平

台的願景。儘管本次收購金額未揭露，但旅遊

產業分析媒體 Skift 指出，收購價格至少超過 3

億美元。收購後，該公司仍將保持獨立營運。

在 Booking 集團出手之前，據傳 Tripadvisor

也曾多次出價希望收購 FareHarbor，然而並未

有進一步成果；此外攜程也對目的地旅遊相當

關注，曾於去年底收購美國社交旅遊網站

Trip.com，由此顯示各大巨頭將在此領域一決

高下的企圖。 

3. 旅遊內容網站 Culture Trip 宣佈獲得

8,000 萬美元 B 輪投資 

    英國倫敦旅遊網站 Culture Trip 於 4 月宣

佈獲得由 PPF Group 領投的 8,000 萬美元 B 輪

投資。根據 Crunchbase 資料顯示，Culture Trip

於 2015 年 6 月和 2016 年 10 月分別獲得 200

萬美元種子輪投資和 2000 萬美元 A 輪投資。

因此截至目前為止，該公司累計募資 1.02 億

美元。Culture Trip 是一個提供旅遊和文化內

容的門戶網站，使用者可於網頁或 App 上瀏

覽文章、照片及影片。該網站與全球 300 多

名付費作者合作，目前每月有約 1,300 萬名

造訪流量，主要年齡層則集中於 20-30 歲，

手機 App 下載量則達到 85 萬次。 

    Culture Trip 之所以能從不受投資方青睞

的旅遊內容媒體中脫穎而出，主要歸功於其擅

於內容導流以獲取使用者的能力。近期規劃而

5. 旅遊科技近期重大投資動向 

關鍵字：旅遊科技、獲投 

日期：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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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Culture Trip 不希望侷限於旅遊預訂。目

前，網站已與 ASOS 和亞馬遜合作，進行關

聯銷售，並計劃在電商這塊進一步發力，覆蓋

時尚和藝術領域。本輪募資主要將用於業務拓

展、擴大軟體工程開發團隊，以進一步增加使

用者數量，未來希望以激發靈感和故事內容為

起點，推動住宿和體驗提供商的線上交易。 

4. 線上旅遊平台TripShelf完成 24.6萬美元

pre-A 輪投資 

    TripShelf 為 2015 年成立於印度德里的線

上旅遊交易預定平台，消費者可在單一網站進

行不同旅遊服務的線上比價，並直接進行預定。

該公司也使用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來組合產

品，對使用者進行推播。 

    TripShelf此次獲得 24.6億美元的 pre-A輪

投資，是由 GEMS Advisory 和 Quarizon 所領

投。本次投資實則上為前一輪投資的延續，該

公司將利用此次募資金額強化業務營運，並預

定兩年內將總交易額提高到 3.6 億盧比，營收

運轉率達到 1,500 萬盧比。 

5. 美國差旅管理平台 Rocketrip 獲得 1,500

萬美元 C 輪投資 

    Rocketrip 2013 年創立於美國紐約，提供

企業客戶機票和旅館的線上預定服務，

Rocketrip 主要特別之處在於獎勵回饋制度─

Rocketrip 會提供一份差旅預算給企業客戶，如

最終花費低於該預算，即可獲得獎勵金，藉此

為企業客戶節省差旅花費。 

    Rocketrip 此次獲 得 的是 GV(Google 

Ventures)所領投的 1,500 萬 C 輪投資，將會用

於提升「差旅管理解決方案」並打造嶄新的銷

售團隊。差旅領域近期如雨後春筍出現，也陸

續傳出獲投佳音，據美國數據公司分析，預測

2020 年前差旅支出將達 1.6 兆美元，為不容忽

視的市場商機。 

6. 臻旅科技獲得數百萬美元投資 

    臻旅科技為同程眾創投資孵化的旅遊新

創，公司以旅遊、出行、健康、保障為核心應

用場景的 SaaS 平台，為企業客戶提供以旅遊

為主的客製化服務，其涵蓋範圍包括火車票、

機票、飯店、景點門票、汽車票、旅遊路線、

簽證、海外玩樂、保險、租車、健康檢查和醫

療服務等，為企業客戶打造一個更完善的會員

+生態圈。中國目前個人旅遊消費市場漸趨飽

和，但企業端的市場服務仍具開發潛力，因此

臻旅科技的角色等同於第三方生活綜合服務

商。 

臻旅科技本次完成的是天使輪投資，估值

已上看億元，本輪投資主要將用於供應鏈的優

化升級、營運和科技服務能力的提升等，協助

企業客戶完善會員服務體系。 

二、國內科技旅遊獲投事件 

1. 台灣旅遊新創 TravelSkope 獲 890 萬新

台幣投資 

專注於一站式線上旅遊平台解決方案

（All-in-One OTA Solution）的台灣新創公

司，TravelSkope 宣布獲得 29.7 萬美元（約

新台幣 890 萬元）的種子輪資金。此次種

子輪投資人來自世界各地，包含日本旅遊

搜尋引擎領導者 Venture Republic Global、

紐西蘭Zino Venture合夥人Nelson Wang、

天使投資者 Shannon Chaluangco 與 Lichi 

Wu 等等。 

TravelSkope主要提供旅遊產業業者數

位化服務，協助其串接票務系統或建立線

上流程等，對於已有流量掌握在手中的合

作夥伴，提供多種旅遊服務模組，如租車、

飯店預訂、機票票務等，給合作夥伴不同

的流量變現方式。 

TravelSkope 為加速進軍東南亞市場，

已在新加坡註冊公司，將利用此輪資金設

立新加坡辦公室，以拓展東南亞市場的板

塊，並讓原屬台灣發展的公司能更加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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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目前公司的客戶包含中華航空，以及

一家台灣前三大電子商務的公司。 

參考來源 

TechCrunch、TravelDaily、Phocuswire、數位

時代 

（楊孟芯摘譯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BAUBic 

2. https://goo.gl/HuALqb 

3. https://goo.gl/38EhmX 

4. https://goo.gl/R5CN9A 

5. https://goo.gl/pj831p 

6. https://goo.gl/dv8JXz 

7. https://goo.gl/vLCZKs 

8. https://goo.gl/9cRZFf  

9. https://goo.gl/ApHWFs  

10. https://goo.gl/WvP3pz 

 

  

https://goo.gl/BAUBic
https://goo.gl/HuALqb
https://goo.gl/38EhmX
https://goo.gl/R5CN9A
https://goo.gl/pj831p
https://goo.gl/dv8JXz
https://goo.gl/vLCZKs
https://goo.gl/9cRZFf
https://goo.gl/ApHWFs
https://goo.gl/WvP3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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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零售業巨人沃爾瑪在 5月 9日宣布，

收購印度最大電子商務業者 Flipkart 77%股權，

交易金額為 160 億美元，這是美國企業在印度

電子商務領域最大的一筆收購案。 

在收購案中，日本軟銀集團（Softbank）

把持有的 20% 股權全數出售給沃爾瑪

（Walmart）。軟銀執行長孫正義稍早證實，

軟銀和沃爾瑪 8 日達成 Flipkart 股權的收購協

議。 

這筆收購完成後，沃爾瑪和 Flipkart 仍將

保留各自的品牌，此次收購是沃爾瑪有史以來

最大的一筆並購交易，也是印度初創企業最成

功的退出 (Exit，被收購)案例之一。 

Flipkart 創立於 2007 年，總部設在班加羅

爾（Bangalore），由薩欽·班薩爾(Sachin Bansal)

和賓尼·班薩爾(Binny Bansal)共同創立，初期

在線上銷售圖書，之後擴大到音樂、電影、遊

戲、電子產品和手機等商品，線上平台銷售

800 萬種商品。目前擁有約一億用戶，5400 萬

活躍客戶。Flipkart 擁有約 3 萬名員工，網站

年成交金額 75億美元，年度營業額 23億美元，

公司市值估計達 208 億美元。 

Flipkart 不僅是印度早期新創公司的成功

案例之一，它在印度公眾的心中也擁有強烈的

懷舊之情。Flipkart 是許多印度人第一次在網

上訂購商品的地方(包括書籍、衣服、手機以

及送給愛人的禮物)。顧能公司研究總監李良

達（Adrian Lee）指出，預計至 2018 年底，印

度 15%的消費者，約 2 億人將在網上購物，但

電子商務的滲透率仍低，未開發的成長潛力吸

引這些業者，促銷和折扣活動也將持續。隨著

電子商務使用者增加，仍是獲利的行業。 

這筆交易讓擁有近 13 億人口的印度，成

為世界 3 大零售商沃爾瑪、亞馬遜（Amazon）

和阿里巴巴競逐的全球最大新興零售市場。亞

馬遜 2013 年在印度開展業務，當時執行長貝

佐斯（Jeff Bezos）表示要在印度投入 50 億美

元以占有印度電商市場。根據研究公司 

Forrester 的數據，亞馬遜目前占印度線上市場

的市占率大約 31%，而 Flipkart 集團則為

40%。 

由於印度商子商務競爭激烈，Flipkart、亞

馬遜和 Snapdeal 等業者都透過補貼，折扣與促

銷，希望吸引更多消費者，排擠對手，但燒錢

速度也快。沃爾瑪入主 Flipkart 後，有充足銀

彈延續折扣與促銷，將進一步影響亞馬遜在印

度的布局。不過，Flipkart毛利率為負的企業，。

沃爾瑪入主後應該不可能很快就看到獲利或

正的現金流，但沃爾瑪若想在全球人口成長最

快的市場上打造一席之地，這是必要的舉動，

也是長期投資策略。 

對於印度商界來說，這次收購證明了現在

不僅有可能在印度打造出世界級的「獨角獸」，

而且還能成功地吸引沃爾瑪這類跨國公司的

投資。這是一個具代表性的退場事件，Flipkart

走過的十年，也表徵印度新創崛起的新世代。 

參考來源 

中央社、網易科技、鉅亨網(周佳寧整理) 

1. https://goo.gl/6F1h9D 

2. https://goo.gl/kZHmPw 

3. https://goo.gl/mpTSZL 

6. 電商重大購併事件：沃爾瑪以 160 億美元收購印度電商龍頭 Flipkart 77%股權 

關鍵字：電子商務、購併 

日期：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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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與觀點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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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專欄-吳孟道】中美貿易大戰的虛與實

四月天，烽火連天，世界大戰似有再起跡象。只是這個煙硝味並非來自於傳統的長槍大砲，

而是攸關人們生產與消費的商品貿易大戰。始作俑者是一直想找回美國價值、讓美國再次偉大的

川普，不得不隨之起舞的則是肩負中國夢的習近平。當然，為演好這場世紀大戲，周遭免不了還

是得穿插一些綠葉與配角，但無疑地，中美兩國才是真正主角。從鋼鋁無差別攻擊的 25%與 10%

進口關稅小菜，到只針對中國的 301 調查，洋洋灑灑列出多達 45 頁、1,300 多項、500 億美元的

徵收關稅建議清單，都可清楚看出美國的意圖，就是要逼迫中國站上談判桌，重新找回美國應有

的貿易利得。 

從歷史的軌跡來看，這其實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 1990 年代的日本與台灣，都曾經

歷過同樣的 301 歷史，背景與過程並沒有太大的差別。Déjà vu (似曾相識)，這句法國名言，清

楚且貼切地詮釋這次中美貿易大戰的真意。而這一切，或許得遠從重商主義的精神談起。 

 

重商主義的復辟與濫觴 

重商主義，一套在 16 到 18 世紀之間廣為流行的經濟理論，強調賺取貿易順差與累積財富(貴

金屬)對一國國力發展的重要性。透過政府管制(貿易限制)、高關稅(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單邊

貿易保護主義，來遂行並達到國富民強的目標。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財富的掠奪是一場零和遊

戲。因為做為貨幣象徵的貴金屬，數量是固定的，當一方有所得時，必為另一方之所失。因此要

累積財富，勢必得擴大出口並限制進口，單邊貿易保護主義自然油然而生。 

觀察川普上任迄今的一舉一動，不正是重商主義這類精神的復辟嗎？圖 1 列出自 2000 年後

美中貨品貿易逆差的趨勢，從圖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國自 2002 年加入 WTO 後，就讓美中貿易

逆差逐年攀升，2017 年更是創下歷史新高的 3,752 億美元，比重則高達 46%。這樣的數字，看

在大力主張美國優先的川普眼裡，當然無法忍受。5 月初剛結束的中美貿易談判，美方提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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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訴求之一，就是中國必須以每年縮減 1,000 億美元的速度，在 2020 年之前削減 2,000 億美元的

美中貿易逆差，顯見川普對長期存在且龐大的美中貿易逆差已無任何容忍空間。 

 

資料來源：中央社(2018)，「川普抓狂中 美中貿易逆差史上新高」，2018/2/7。 

圖 1、美中貨品貿易逆差趨勢 

當然，美國選擇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爭，貿易逆差絕非單一因素，另一個重要考量是智慧財產

權屢遭侵害。根據美國智慧財產權盜竊問題委員會的一份報告，美國每年因商業機密盜竊行為、

仿冒商品與盜版軟體問題所導致的智慧財產權損失，平均就高達 2,250 億至 6,000 億美元，而中

國則是最大的元兇。此外，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公布的調查結果也指出，光是強迫技術移轉

的侵權部分，中國就造成美國每年至少 500 億美元的智慧財產權損失。也因如此，川普在 3 月底

簽署中國 301 調查結果備忘錄時特別強調，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已然失控，為保障美國的權

益，未來絕不能讓這樣的情況持續發生。 

相較於美國重啟重商主義的思維，中國則是一直秉持重商主義的精神，以國家力量支持對外

貿易，並藉此累積龐大的外匯存底。自 1979 年全面實施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始

終帶有政府的影子。無論是商品貿易的出口補貼或退稅政策，或是吸引外人投資的招商引資政策，

再或是以國家隊力量支持企業向外走出去進行併購，一直到最近的中國製造 2025 與一帶一路政

策，全都脫離不了政府的干預與主導。換句話說，對中國而言，重商主義可說是中國經濟快速崛

起的濫觴，只是累積財富的對象從原本的貴金屬轉換為美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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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2 及圖 3 可以清楚看出，自 2000 年後，中國累積外匯資產的速度急速增加，其中多以

美元資產(如美債)為主。而隨著財富的大量累積，中國也一直思考著如何提升具有主權意味的國

家貨幣(即人民幣)地位。因為大量持有美元資產，等於變相幫美國融通債務、繳納鑄幣稅，這對

日漸崛起的中國來說，無論是在檯面上或檯面下，都不是長期能夠忍受之事。也因如此，2009

年之後，趁著金融海嘯還在肆虐歐美先進國家之際，中國遂決定啟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挑戰美

元國際地位。從跨境貿易結算貨幣、到跨境投資計價貨幣、再到儲備貨幣、甚至成為 SDR 計價

通貨籃成員，人民幣國際化無疑已取得長足進展。 

資料來源：Wikipedia。 

圖 2、中國外匯存底走勢 

 

 

資料來源：Financial Times。 

圖 3、中國持有美債規模及比重 

 



 

137 

 政策與觀點評析 

迄今為止，人民幣雖仍稱不上是國際通貨，但從支付角度來看，絕對已是地區性強勢貨幣。

圖四是 SWIFT 2016 年的一份有關人民幣支付地位的報告截圖，從圖中可以發現，自 2015 年起，

人民幣已取代日元，成為亞太地區各國與中國大陸(含香港)交易往來的第一支付貨幣。而這其實

也意味著，中美之間除了貿易大戰之外，爭奪貨幣國際地位的貨幣戰爭，早就開打了。嚴格說來，

背後壓根都是重商主義在作祟。 

資料來源：SWIFT。 

圖 4、人民幣做為亞太支付貨幣的地位 

 

貿易大戰背後的真意是中國威脅論 

這次中美貿易大戰之所以會引起軒然大波，主要緣由就是在於美方 301 調查後所公布的這份

多達 1,300 多項品項的徵收關稅建議清單。範圍之廣、項目之多，幾乎已涵蓋各個產業面向。但

若細查，可以發現這份清單重點大多集中於新資訊技術、數位化控制工具、航太設備、高科技船

隻、鐵路設備、節能科技、新世代材料、醫療設備、農業機械、能源設備等與「中國製造 2025」

有關的十大關鍵領域。美方高舉智慧財產權之大纛，想要藉此壓抑中國新興戰略與高科技產業發

展之意圖，昭然若揭。看看美方在 301 調查報告中所羅列的決定對中國加以制裁理由，幾乎不脫

侵犯智慧財產權、以非市場基礎強迫技術移轉、以及不公平促進尖端科技發展等，多少也坐實這

樣的猜想。 

另一方面，中國近年來在高科技與新興戰略產業的積極投入，確實也起到一定作用與效果。

CB Insights 5 月初的一篇報導，就特別點出 2017 年中國在人工智慧(AI)領域的新創企業募資金額

占全球比重已高達 48%，首度超越美國，獨占全球鰲頭。而以百度、阿里巴巴、騰訊(BAT)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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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科技巨頭，也正在將其 AI 產品及技術擴展到亞洲其他國家，同時積極招募美國人才並投資

美國的 AI 新創企業，藉此形成全球合作夥伴關係，目的就是在下一個十年，成為全球人工智慧

領域的領導者。 

中國這種透過國家力量主導，同時結合民間力量所帶來的豐碩科技成果，看在川普眼裡，自

然會對其「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策目標，造成極大威脅。也難怪川普在這次簽署 301 徵稅清單

的同時，特別強調要讓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的舉動，付出高額代價。用意除保障美國權益外，

更重要的可能是牽制中國崛起，並藉以維護美國科技霸主的地位。顯然地，中國威脅論已成為美

國制定對外政策時的一個重要解釋變數。 

 

軟性牽制取代硬碰硬 

對於這次美國的大動作，中國並沒有採取相對應的硬碰硬舉動，反而是以一種軟性牽制的方

式來回應美方訴求。雖然在美方 301 清單公布的當下，中國也立即回應 14 類 106 項商品的反制

關稅清單。但若仔細查看中國財政部的官方新聞稿，可以發現，中國這份反制清單實施日期，將

視美國 301 清單的實施情況，由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另行公布。這意味著中國這份反制清

單目前狀態是備而不用，要不要用、會不會用，還得看後續美國的態度而定。換句話說，目前雙

方還只是處在軍事演習階段，而非真正進入到戰爭狀態，最終還是得視雙方協商談判的結果而

定。 

除此之外，在美國 301 清單公布不久後，習近平在出席博鰲論壇時，更直接以大幅放寬市場

准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與修訂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

口等四大開放方向來因應可能而起的貿易大戰，顯示中國並不希望直接與美國硬碰硬，進而造成

兩敗俱傷。從大國博弈的角度來看，這或許與過去中國在對外政策上所堅持的「新型大國關係」

有關。 

何謂新型大國關係？根據維基百科定義，這是一種「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的大國往來模式，也是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處理衝突與矛盾的新方式，避免人類歷史上舊有

強權受到新強權挑戰時，最終以意識形態對抗或以戰爭解決的模式。這個名詞最早是從 1990 年

代的江澤民口中而出，他認為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應該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

核心，同時致力於與其他國家發展以「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為特徵的夥伴關係，才

是最適合中國對外發展的路徑。在此之後，胡錦濤於 2012 年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演講

中，亦提出《推進互利共贏合作 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論點。而習近平於 2013 年訪美時，也提

出類似看法，希望中美雙方可以走出一條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之路。 

顯然地，互信、包容、合作這幾個字眼，已成為當前中國領導人處理對外關係時，最常應用

的準則，而這也清楚地體現在這次中方回應美方的做法上。當然，對全球經貿發展來說，這或許

也是中美雙方劍拔弩張的當下，最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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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結局可能是雷聲大、雨點小 

無論如何，本次中美貿易大戰的第一回合談判，已於 5 月初落幕。雖然雙方沒有取得巨大突

破與共識，但肯開始談總是件好事。因為只有對話才有機會求同存異，也才能讓四處瀰漫的煙硝

味止於紙上談兵階段，而這更是過去中美雙方在面對貿易衝突時，最有效也是最終的解決之道。 

從表一可以清楚看到，過去美國總共對中國發起六次的 301 調查(包括這次)，時間短則 2 個

月，長則一年，針對領域則涵蓋智慧財產權、市場准入及清潔能源等方面。雖然時間長短不一且

針對領域也不盡相同，但前五次最終結果都在雙方密集的協商談判過程中和平落幕，並於最後簽

署相關協議或備忘錄。從歷史的軌跡來看，這一次應該也不會有意外產生。雷聲大、雨點小，應

該是最可能的結果。畢竟，基於追求經濟成長的普世價值，沒有人真的想看到貿易大戰的爆發。

看倌，您說是嗎？ 

 

表 1、美對中歷次 301 調查結果 

時間  歷時  類別  針對領域  最終結果  

1991/4~1992/1  9 個月  特別  智慧財產權  簽訂第一次智慧財產權保
護協議  

1991/10~1992/10  12 個
月  

一般  市場准入  簽署《中美關於市場准入的
諒解備忘錄》  

1994/6~1995/2  8 個月  特別  智慧財產權  簽訂第二次智慧財產權保
護協議  

1996/4~1996/6  2 個月  特別  智慧財產權  簽訂第三次智慧財產權保
護協議  

2010/10~2010/12  2 個月  一般  清潔能源  在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磋
商解決  

2017/8~2018/3  8 個月  特別  智慧財產權  4 /4：公布徵收關稅建議清
單  

6 /4：60 日諮商期結束 (收集
意見、辦公聽會 )  

12/4： 180 日衡量評估期  

資料來源：各網站新聞報導，自行整理。 

本文作者吳孟道，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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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 

為傾聽及深入了解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現

況及面臨的問題，行政院長賴清德在 4 月 12

日在行政院接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理監事和

關懷中小企業基金會董事會一行，就當前政府

施政及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與相關政

府部會代表展開對談，了解現階段中小企業面

臨的經營需求及對政府的建言，作為政府擘劃

政策的參考。 

賴院長表示，拚經濟不能由上而下，必須

共同討論，團結力量，才能讓拚經濟的成效加

乘。拚經濟不僅是蔡英文總統，也是行政院首

要工作，蔡總統並多次揭櫫新經濟三大方向，

即力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五加二產業

創新」，以及「新南向政策」。 

賴院長指出，為落實新經濟的三大方向，

行政院提出具體作法，包括：加薪、減稅、號

召投資台灣、鬆綁法令，以及提高環評與內政

部都委會的行政效率。其中，號召投資台灣的

具體內容就是解決「五缺」問題，也給予勞動

市場更多彈性，希望建置寬廣空間，讓企業有

更好機會在台灣投資、打拚。 

賴院長強調，僅靠政府推出「拚經濟」相

關政策尚有不足，一定要中小企業共襄盛舉。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至為

重要，行政院一定會讓該基金保持充足，請業

界放心。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林慧瑛在會中

感謝賴院長上任後積極解決企業「五缺」及「一

例一休」爭議，國發會與經濟部攜手從法規著

手，務實解決中小企業問題。目前企業最關注

的三項議題：「最低工資法」的制定、「應收

帳款遲延給付專法」的推動以及中國提出的

「對台 31 項措施」，每項都重要且不容忽視。

此外，期盼政府能重視「微型企業」，並依規

模別將資源做最適配置、分級輔導，落實對應

政策以創造新價值。中小企業代表同時就經營

問題提出 46 項提案，冀望政府能重視、解決，

為台灣留住好企業、好人才。 

針對中小企業代表所提意見，賴院長表示

相關部會將秉持務實態度，予以瞭解及答覆。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bit.ly/2IfXDHK 

 

  

1.賴揆：三大方向落實新經濟 讓企業有更好機會在台灣投資、打拚 

關鍵字：新經濟三大方向、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日期：201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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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賴清德在 4 月 13 日主持「加速

投資台灣專案會議」第 10 次會議時表示，台

灣是一個小而好的國家，要在國際上具有競爭

力，必須更有機動性及彈性，將過去幾十年來

不合時宜的法令與函釋一一鬆綁，將讓台灣在

國際上的收穫更大。 

賴院長在聽取金管會「近期資本市場重大

推動措施」報告後指出，為留住優秀人才、深

化公司治理文化，請金管會加速推動證交法修

法，特別是對於庫藏股的年限延長，應儘速完

成法案修訂，送立法院審議，並落實推動新版

的公司治理藍圖。此外，為鼓勵國內外企業上

市（櫃），請金管會會同相關部會積極研議可

行措施，以提升我國資本市場的動能。 

賴院長強調，資本市場扮演支持產業發展

的重要角色，也是經濟的櫥窗，活絡的資本市

場可為政府、企業及投資人創造三贏局面。感

謝顧立雄主委與金管會同仁的努力投入，讓社

會有感，也肯定金管會在各部會 282 項的法規

鬆綁成果中，即佔有 49 項，有助我國因應國

際挑戰，提升競爭力。 

針對經濟部「投資台灣事務所規劃」報告，

賴院長表示，「投資台灣事務所」為我國對外

招商、攬才的核心單位，應積極發揮執行力，

縱向配合整體國家發展及產業政策，研擬招商、

攬才策略；橫向建立與外國商會、國內工商團

體、駐外單位、中央部會、地方政府等網絡，

以發揮綜效。請經濟部在兩週內，提出揭牌啟

用的時程規劃，並提出具體運作機制，包含跨

部會分工，各項招商、攬才的工作項目，以及

預期效益等規劃，陳報行政院。 

賴院長會中特別對負責推動「投資台灣事

務所」的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提出期許，期勉同

仁要主動積極、扛起責任，具執行力，打破形

式主義，並根據每一個招商案的需求，提出解

決方案，以達到更好的績效。 

為加強提升「Contact Taiwan」成為國家

單一攬才入口網，賴院長責成經濟部整合外交

部、教育部、內政部等相關部會資源，建置「網

實合一、鏈結國際」的一站式攬才機制，啟動

新一波外國專業人才全球攬才行動，並持續檢

討鬆綁不合時宜的法規命令，針對各項攬才計

畫儘速研擬細部執行策略及相關配套服務機

制。 

國發會表示，依 106 年 10 月 26 日行政院

第 3573 次會議，賴院長指示各部會提出讓人

民有感的法規鬆綁成果，以營造友善經商及投

資的法制環境。各部會已於歷次會議提報計

235 件鬆綁成果，本次經國發會篩選後，各部

會鬆綁成果，計 47 件(財經部會 14 件，其餘

部會 33 件)，總計共 282 件鬆綁成果，如：取

消企業上市櫃獲利能力的條件限制、擴大屋頂

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以及擴大農業專案

貸款的範圍等。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bit.ly/2JTwmYL 

  

2. 賴揆：鬆綁不合時宜法令 讓台灣在國際競爭收穫更大 

關鍵字：證交法修法、資本市場、投資台灣事務所、攬才機制 

日期：201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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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賴清德展開「與產業交流互動」

系列行程，4 月 20 日至三創生活數位園區，

與新創業者座談。賴院長表示，此行代表政府

以行動支持新創產業，讓新創夥伴了解目前相

關政策，也要聽取業者心聲，希望使政府施政

更貼近需求，透過彼此共同合作，讓台灣新創

與國際競爭。 

賴院長指出，扶植新創事業至關重要。行

政院在陳美伶政委率領的國發會團隊努力，及

金管會與經濟部等相關部會的共同協助之下，

提出「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朝

充裕新創早期資金、人才發展及法規調適、政

府成為新創好夥伴、提供新創多元出場管道、

新創進軍國際市場等 5 大面向落實。 

賴院長表示，新創不僅是年輕人的築夢園

地，也是台灣產業轉型的重要領域。過去台灣

以堅實的製造業邁入 PC 領域，雖獲取許多利

益，卻停留在價格競爭，未能掌握網際網路及

行動商機。如今台灣不能再錯過人工智慧、雲

端運算、大數據、自駕車及物聯網等產業，否

則未來的經濟競逐將更加困難。 

賴院長進一步指出，台灣擁有許多優秀的

科技人才，且智慧財產權法規完善。經數十年

來的努力，台灣在人工智慧、大數據、雲端運

算、虛擬實境及物聯網等基礎，均提供年輕人

新創發展的良好發揮空間。 

隨後賴院長與新創業者交流互動，聽取建

言，並由相關部會逐一回應說明。賴院長也為

12 家赴美參展的新創團隊加油打氣。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bit.ly/2HOmQFG 

  

3. 出席新創夥伴交流座談 賴揆聽取業者建言 盼施政更貼近需求 

關鍵字：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 

日期：20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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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行政院長賴清德 4 月 26 日在行政院會聽

取科技部「科學園區現況與發展願景」報告後

表示，科學園區是我國高科技產業火車頭，近

年來的投資及產值均持續成長，106 年的營業

額、出口額及從業員工數均創歷史新高，值得

肯定。 

賴院長指出，台灣產業的發展非常重要，

各園區管理局近期配合加速投資台灣及產業

創新政策，推動半導體先進製程環境、智慧機

器人自造基地及沙崙科學城等基礎設施建置，

攸關未來台灣科技發展，請相關單位持續積極

推動。 

賴院長表示，關於科學園區 10 年發展規

劃，將聚焦鏈結在地產業聚落、推動園區成為

新興科技應用的生活實驗場域等，請科技部、

教育部與經濟部協力合作，引導學、研及業界

投入，共同促進產業升級、加強科技人才培育，

厚植科技產業發展基石。另為促進科學園區創

新轉型，已送請立法院審議的「科學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修正草案，請科技部積極與立法院

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早日完成修法作業。 

科技部指出，為持續推動台灣高科技產業

發展，強化園區群聚效應，拓展成為科技走廊，

將配合各園區特色，打造高附加價值創新事業。

新竹科學園區朝向「以軟扶硬，翻新竹科」的

方向發展，將藉現行產業優勢推展軟體 AI，

打造軟體開發專區；中部科學園區以打造國際

旗艦型的 AI 智慧機器人自造者基地為目標，

並加速台中園區擴建計畫，協助半導體產業 7

奈米先進製程技術研發量產；南部科學園區則

積極打造半導體先進製程環境，並配合沙崙綠

能科學城聯合研究中心，打造成為南台灣綠能

產業與智慧機器人產業的新聚落。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bit.ly/2JQOUZH 

  

4.賴揆：科學園區創新轉型 厚植科技產業發展基石 

關鍵字：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產業創新政策 

日期：201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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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行政院長賴清德 5月 3日在行政院會聽取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方案(DIGI+方案)推動成果」報告後表示，「智

慧國家」是行政院 5 大施政目標之一，政府將

以智慧科技做為數位經濟的發展基礎，進而推

動產業創新、驅動產業高值化。  

賴院長指出，感謝政務委員吳政忠、陳美

伶及唐鳳協助督導，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協力推

動，以及社會各界共同支持，無論在數位經濟

的法規調適與政策完善、提升數位公共服務、

優化數位基礎環境等面向，都已有階段性成

果。  

賴院長表示，4 月份召開的「DIGI+小組

第二次委員會議」中，與會委員對該方案的推

動方向提出諸多建言，請科技會報辦公室透過

DIGI+小組平台，充分發揮溝通協調功能，持

續精進，以促進數位經濟創新發展，提高國人

生活品質。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表示，為加速我國

邁向「智慧國家」，並帶動產業轉型及加值應

用，行政院於 2016 年底啟動「數位國家‧創新

經濟發展方案」(DIGI+方案)。該方案在創新

法規調適的推動成果，包括「金融科技發展與

創新實驗條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

法」及「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已三讀通過，不

僅有助於金融科技創新，填補產業所需人才與

技術缺口，更可營造電競產業推展友善環境。

在前瞻政策規劃方面，行政院通過「台灣 AI

行動計畫」、「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

案」及「資安產業發展行動計畫」等前瞻政策，

也有助於強化台灣 5+2 產業創新的發展能

量。  

科技會報辦公室指出，DIGI+方案亦推動

多項貼近民眾的數位公共服務，包括在高鐵與

桃捷等公共場所提供免費 WiFi 服務，讓國內

外旅客及通勤族在行車間上網暢通無阻；建置

災害訊息廣播系統，即時傳送地震速報、土石

流警戒等 10 種災害警訊至民眾手機；透過一

站式災害情報站，提供民眾颱風資訊、停班停

課、停水停電等民生災害即時訊息服務；積極

打造空氣品質物聯網感測基礎建設，至 2017

年底已布建 500 點，將國內空氣品質感測精度

達鄉鎮等級，提供民眾精細的即時空氣品質資

訊；全國 Gbps 等級的寬頻網路涵蓋率已逾

40%，並提升偏鄉衛生室及巡迴醫療點網路速

度至 100Mbps，完善偏鄉寬頻接取環境。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bit.ly/2HRn7Yq 

 

 

  

5. 賴揆：智慧科技成為數位經濟發展基礎 達成「智慧國家」目標 

關鍵字：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DIGI+方案 

日期：20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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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7 年

4 月 13 日召開「本國銀行總經理第 45 次業務

聯繫會議」，就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持續加

強對中小企業辦理放款等進行意見交流，並表

揚辦理「中小企業放款」、「新創重點產業放

款」、「於新南向政策目標國家授信」、「系

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台」及積極參

與「走入校園與社區金融知識宣導活動」之績

優金融機構。 

為鼓勵銀行與中小企業建立長期夥伴關

係，營造有利中小企業融資環境，本(107)年度

持續推動「本國銀行加強辦理中小企業放款方

案（第十三期）」，訂定本年度中小企業放款

餘額成長新台幣(下同)2,700 億元之預期目

標。 

本次會議表揚中小企業放款績效優良之

銀行，係因金管會去(106)年度實施「本國銀行

加強辦理中小企業放款方案（第十二期）」之

結果，106 年底中小企業放款總餘額較 105 年

底增加 3,670億元，逾原訂 2,400億元之目標，

執行績效良好。其中優等銀行 4 名分別為玉山

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彰化商業銀行、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甲等銀行 6 名為華南商業

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陽信商業銀行及星展（台

灣）商業銀行；均衡區域發展特別獎 3 名分別

為王道商業銀行（中區）、玉山商業銀行（南

區）及陽信商業銀行（花東離島區），電子商

務產業融資特別獎 1 名為第一商業銀行。 

為鼓勵本國銀行加強辦理於新南向政策

目標國家(東協 10 國、南亞 6 國及紐澳)承作之

授信，金管會爰訂定「獎勵本國銀行加強辦理

於新南向政策目標國家授信方案」，第 1 期為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全

體本國銀行 106 年 12 月底對新南向 18 國授信

總餘額為 8,428億元，較 105年 12月底之 7,766

億元增加 662 億元，經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

基金承保之融資金額為 1 億 994 萬美元，成效

良好。爰依本方案之評分標準，評選玉山商業

銀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台灣新光商業銀行及陽信商業

銀行等 6 家為績效優等之銀行，予以公開表

揚。 

為鼓勵銀行參與由中國輸出入銀行主政

之「系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台」，

協助企業適時取得發展所需資金，金管會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修正公布「獎勵本國銀行參

與『系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台』方

案」，第 2 期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第 2 期評選 3 名中國輸出入銀

行、第一商業銀行及台灣土地銀行為優等銀行，

得適用多項獎勵措施。期勉中國輸出入銀行其

繼續推動聯貸平台業務，並請各本國銀行積極

參與，以達成立聯貸平台協助產業之目的。 

另外，為使我國金融業於穩健成長中發揮

協助經濟結構轉型及產業發展之功能，金管會

爰訂定「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

方案」並自 105 年 10 月 1 日起分二期實施。

截至 106 年 12 月底第一期實施期間屆滿，本

國銀行對新創重點產業放款餘額達 4 兆 8,241

億元，較 105 年 9 月底增加 3,676 億元，已達

預期目標 1,800 億元之 204.22%，成效良好。

本次會議表揚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績效優

良之銀行，優等銀行 4 名為台灣土地銀行、華

南商業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台中商業銀

行。甲等銀行 6 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合作

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凱基商業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三信商業銀行。個別產業

特別獎 8 名：綠能科技產業為台灣土地銀行、

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表揚金融機構並持續推動「本國銀行加強辦理中小企業放款」
等方案 

關鍵字：中小企業放款 

日期：2018.4.13 

 

 

 



 

146 

 政策與觀點評析 

亞洲矽谷產業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生技醫藥

產業為台灣土地銀行、國防產業為台灣中小企

業銀行、智慧機械產業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新農業產業為台灣土地銀行、循環經濟產業為

華南商業銀行、再生能源產業為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 

金管會自 95 年起辦理「走入校園與社區

金融知識宣導活動」已獲各界肯定。本次會議

同時表揚 106 年度熱心積極參與宣導活動之

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華南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台灣中小

企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有限責任淡水

第一信用合作社、有限責任花蓮第一信用合作

社、有限責任新北市淡水信用合作社以及有限

責任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等 10 家金融機構。

金管會籲請各金融機構能持續支持及積極參

與金融知識宣導活動，善盡金融機構社會責任，

創造消費者與金融機構雙贏的友善金融消費

環境。 

參考來源 

經濟部 

網址： 

1. http://bit.ly/2HRtr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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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配合行政院施政方

針，協助我國中小企業以創新創業驅動產業升

級轉型作為重要政策目標，不僅持續辦理一般

型 SBIR 計畫，更自 106 年起開始規劃推動「新

一代 SBIR 方案」，包括「創業型 SBIR」及「創

新型 SBIR」。中小企業處吳明機處長於 4 月

18日邀請SBIR海選獲獎廠商及執行成效良好

之受補助廠商共同參與，向媒體展示近年來

SBIR 計畫推動成果，吳處長鼓勵業者持續創

新，將創新能量於各產業中充分發揮，期能將

國內中小企業提升轉型，邁向經濟創新發展。 

SBIR 計畫迄今已邁入 20 年頭，支持許多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各個階

段，已扮演了重要角色；去(106)年更突破以往

補助框架，規劃推動「新一代 SBIR 方案」，

其中以聚焦新創企業之創業型 SBIR 計畫，規

劃三階段獎一條龍補助機制，由「創意海選」、

「創新擇優」及「創業拔尖」3 階段獎補助機

制，激勵新創公司善用獎助資源研提出優質營

運規劃書(business plan; BP)，再申請進階擇優

補助計畫，以期落實商業構想或研發雛形轉化

為具體商品化成果，帶動產業化應用效益，期

望透過新的機制為國內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

協助與支持，同時將「創新創業」概念延續擴

展至產業發展。 

另「創新型 SBIR 計畫」則針對產業需求

及政策發展方向，透過主題式的引導，讓政府

出題企業解題，以誘發更多企業與時俱進投入

創新研發，強調「彰顯政策績效、帶動產業升

級」，以提升更強勁的產業競爭力；本(107)

年度以「擴大行動支付普及應用服務」作為徵

案主題，藉由行動支付驅動新型創新應用，深

化民眾行動支付體驗，加速經濟數位轉型。 

這次記者會邀請三遞有限公司、奧德修斯

太空有限公司、創新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禾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愛駒資訊有限公

司、麒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海選廠商；

宇萌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優富樂有限公司、

辰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執行成效良好

之 SBIR 獲補助業者現身說法，分享計畫的執

行、產出與成果以及創新構想如何應用於產業

並帶動產業之發展與轉型。 

其中，以 3D 列印技術應用於矽膠產品的

三遞有限公司，透過 SBIR 創業概念海選計畫

研發自有機台，期望推出全球第一部工業級矽

膠 3D 印表機，開創客製化量產醫學教具嶄新

產品線，確立在矽膠 3D 列印領域的領先地位。

另外，奧德修斯太空公司是由歐亞太空機關及

奈米衛星等產業之研究機構太空專家所共同

創立的，透過海選計畫研發「ARGO 小型衛星

推進器」，係用於延長或結束小型衛星在軌道

上服務時間，可減少太空垃圾產生，對於小型

衛星市場提供低價且可靠的軌道控制推進系

統的需求。 

去年試行的創業概念海選計畫 Stage1 獲

得熱烈的迴響，將於 5 月啟動第二階段-創新

擇優審查機制，期望可以有效扶植新創團隊落

實商業構想之核心目標。107 年度的創業概念

海選計畫也將於 5 月 8 日啟動，並於中小企業

處官網粉絲團以及 SBIR 官網公告，有興趣的

業 者 屆 時 可 密 切 關 注 。

https://www.moeasmea.gov.tw/mp.asp?mp=1 

http://www.sbir.org.tw/index  

參考來源 

經濟部 

1. 網址：http://bit.ly/2HPbktn 

7. 新一代 SBIR -創新創業新局面  

關鍵字：創新創業、補助計畫 

日期：201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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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馬攜手引領中小企業 拓展全球數位新

興市場 

為延續我國在亞太地區推動數位創新創

業之能量，並呼應 APEC 年度主題「掌握包容

性機會，擁抱數位未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和 馬 來 西 亞 中 小 企 業 發 展 機 構 (SME 

Corporation Malaysia)，於 2018 年 4 月 25 至

26 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共同舉辦「APEC O2O

創新創業國際論壇：透過數位轉型激發中小企

業潛力促進共享大未來」，協助中小企業掌握

數位經濟趨勢，並透過數位轉型幫助中小企業

拓展跨境業務，完成數位準備以進軍全球市場。

於此同時，台馬雙方亦藉著協力合作舉辦論壇，

持續深化台灣-馬來西亞雙邊關係，共同開創

亞太地區數位經貿新紀元。 

積極貢獻 APEC 倡議 搭建新南向合作橋樑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 2016 年起，致力推

動「APEC 中小企業 O2O 新商業模式應用倡

議」。今(2018)年是我國第 3 年在 APEC 提出

O2O 相關倡議，將協同馬來西亞、泰國、菲律

賓、越南共同執行「第 3 階段 APEC O2O 倡

議：透過數位轉型激發中小企業潛力促進共享

大未來」，在汶萊、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

及越南等 5 個國家、6 大城市舉辦共 10 場O2O

系列國際論壇、強化數位韌性國際培訓營，本

場「APEC O2O 創新創業國際論壇」即本年度

第 2 場系列活動。 

本次論壇由我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蘇文

玲副處長、馬來西亞中小企業局主席 Tan Sri Ir. 

(Dr.) Mohamed Al Amin Abdul Majid 共同揭開

序幕。蘇副處長首先感謝 APEC 各經濟體對我

國 O2O 倡議的支持，尤其馬來西亞、菲律賓、

泰國、越南與我國在 APEC 共同提案執行「第

3 階段 APEC O2O 倡議」，使我國 APEC O2O

倡議得以落實，發揮實質影響力；並表達數位

時代來臨，協助中小企業面對數位轉型帶來的

商機與挑戰，已成為 APEC 各經濟體中小企業

官員的重要職責，盼透過本年倡議活動，具體

協助亞太地區的中小企業在數位時代邁向永

續、創新、包容之優質成長目標。 

本次論壇邀請 APEC 跨國企業代表、各國

優質新創團隊等逾百位貴賓與會出席，針對電

子商務及 O2O 倡議核心關注議題對談，內容

擴及如何藉數位轉型掌握全球商機、企業如何

投入跨境電商市場、跨境電商中的電子化訂單

履行、數位經濟的網路安全管理等面向。此外，

本次同步舉辦本年度首場「APEC 強化中小企

業數位韌性國際培訓營」；本培訓營採用我國

去年 11 月在 APEC 正式出版之「APEC 中小

企業數位韌性教戰手冊」作為培訓教材，盼透

過「種子師資培訓課程（ Train-the-trainer 

Activities）」，持續在 APEC 各經濟體擴散「數

位韌性」概念，完善 APEC 中小企業應對資安

風險之能力建構。 

鏈結我國經貿佈局 接力擴散 O2O 能量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將於 6 月 6 至 7 日移師

另一新南向重點國家－泰國，舉辦本年度第 3

場O2O系列活動暨強化數位韌性國際培訓營，

期盼繼續在東協國家擴散我國 APEC 倡議之

影響力。此外，7 月 2 至 4 日將接續移師我國

新南向基地高雄，舉辦年度重點活動「2018

年 APEC O2O 創新創業高峰會暨系列活動」。

本年度特別與高雄市政府合作，結合「高雄創

業嘉年華系列活動」廣泛邀請國際人士來台參

訪與會，順應全球經貿潮流與發展動態，共同

提升我國創新創業生態圈國際能見度。預計將

有逾百位來自亞太地區 20 個經濟體高階官員

代表、O2O 國際專家、跨國企業代表、創投與

天使投資人，以及至少 30 隊新創及中小企業

8. 透過數位轉型激發企業潛能 開創數位共享大未來 

關鍵字：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DIGI+方案 

日期：201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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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最佳案例來台展示及進行政策交流對話，藉此

讓國際感受到我國豐沛之新創及科技創新動

能，型塑優質與專業形象，提升我國際能見度

及更深入參與國際經貿交流對話。 

參考來源 

經濟部 

網址： 

1. http://bit.ly/2FG9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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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 107 年 4 月 26 日以

及 5 月 2、4 日分別於台北、台中、台南辦理

「心南向‧新通路‧興商機」中小企業跨境電商

通路商機媒合會，邀集電商平台、代營運商、

金流及物流業者，除安排專題講座及一對一媒

合商洽外，現場也設置電商通路業者服務，提

供企業現場諮詢與洽談交流，一站式服務幫助

企業跨足電商領域。 

新加坡淡馬錫控股與 Google 發表「東南

亞網路經濟」顯示，東南亞網路經濟迅速成長，

至 2025年市場規模預估可成長三倍達到 2,000

億美元。全球社交媒體管理平台 Hootsuite 和

英國諮詢公司 We Are Social 兩大機構聯合發

布的「Digital in 2018」全球網路調查報告亦顯

示東協國家使用網路頻率每日超過 8 小時，行

動消費購買率亦高於電腦消費，顯見東協市場

極具高成長商機。  

跨境電子商務已逐漸成為全球貿易主流，

中小企業應該加快腳步進行跨境布局，為協助

業者正面迎接全球銷售無國界的電商市場，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中小企業拓展新南向市

場計畫」，將東協市場做為台灣內需市場的延

伸，以最有效率最節省成本的方式，將台灣優

質的產品透過跨境電商行銷海外市場。 

去（106）年度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透過深

化輔導群聚，帶領中小企業運用跨境電商，以

聯合行銷拓展國際市場，運用新興科技工具發

展智慧行銷策略，總計輔導 145 家中小企業、

培育國際行銷專業人才 1,726 人次，開拓新南

向市場為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越南、

泰國、印尼等國，累計整體中小企業海外拓銷

商機產值達新台幣 4 億 8,817 萬元。 

 

未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將持續協助具外

銷潛力之中小企業運用國際電子商務平台與

東協當地市場通路接軌，以提升台灣品牌知名

度，並透過專題研討會及產業專家經驗交流分

享活動與一對一媒合洽談，以多元模式引領企

業邁入電商領域，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將持續推

動多元國際行銷輔導措施，協助業者加速拓展

海外市場，打開南向市場新商機。 

參考來源 

經濟部 

網址： 

1. http://bit.ly/2HQWT8a 

  

9. 跨境電商通路商機媒合會 力助中小企業布局新南向市場商機！ 

關鍵字：跨境電商、中小企業 

日期：201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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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為配合行政院「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推

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及健全創新創業生態

系等兩大重點主軸，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聚焦創

新創業發展並推動五大創新創業核心政策，輔

以連結國際、連結未來及連結在地等三大連結

為推動方針，帶動我國產業創新發展。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吳明機處長於 5月 4日邀請受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輔導轉型之「瑞慶資產管理公司」

（福爾摩沙雲創基地）、「國立嘉義大學創新

育成中心」、「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等創育機構及其所培育之亮點企業「凱橙

國際」、「御正食品」及「麒趣科技」等共同

參與，會中發表受輔導之經驗並展現其新創商

品特色，一方面讓民眾更進一步瞭解我國創新

創業發展推動五大核心政策，另一方面也與大

家分享政策扶持下新創企業發展成果。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協助創新創業發展，

推動五大核心政策，包含： 

第一，「打造早期資金資訊平台FINDIT」，

民眾可在 FINDIT 平台上使用募資小工具、看

見趨勢分析資料並參與講座與媒合會等相關

活動，以資訊力、洞察力、鏈結力等協助新創

解決財務需求問題。 

第二，「推動育成中心轉型創育機構」，

積極鼓勵育成中心轉型朝「國際創育加速器

（ISA）」、「技術創業放大器（TEA）」及

「在地產業創生機構（ICN）」等三大類創育

機構發展；不僅如此，為促進創育機構國際化，

建構友善創新創業生態環境，正規劃【國際創

育機構登錄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鎖定具國

際能量之創育機構，期引導企業挹注資源、投

入協助新創發展；另外，為鏈結地方、中央、

產業資源協助在地新創/中小企業，未來並將

規劃打造五處在地產業服務中心。 

第三，「推動新創採購」，以政府出題新

創解題方式將政府市場提供給新創團隊，拔擢

具潛力之新創團隊，將已具備實證實績之新創

商品直接上架政府共同供應契約，尚無實證實

績之新創商品，則可運用政府場域進行實證，

擴大發展力與市場力。 

第四，「行銷台灣打造國際盛事」，為協

助我國新創提昇國際能見度，本（2018）年 6

月 6日至 8日將在世貿三館舉辦國際新創展會

InnoVEX，本年度展會將比過去更加精彩，導

入國際知名新創展會 SLUSH 成功經驗，以青

年 CEO 為創新驅動、融入跨域音樂會、提高

國際案源等多元方式，提升我國新創展會特色

轉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歡迎民眾熱烈參與支

持，讓世界看見台灣。 

第五，「打造國際創業聚落林口新創園」，

於世大運社會住宅，結合居民與創業需求，打

造代表性國際創業聚落，發展具競爭力之創新

應用服務。 

本次記者會中除說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相關創新創業推動政策外，亦邀請到本年度輔

導轉型為國際創育加速器之「瑞慶資產管理公

司」（福爾摩沙雲創基地）、轉型為在地產業

創生機構之「國立嘉義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及

轉型為技術創業放大器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創新育成中心」等創育機構帶領所培育之亮點

企業「凱橙國際」、「御正食品」及「麒趣科

技」等與會。「凱橙國際」以發展牛樟芝保養

產品為主，透過與外籍移工試用合作，調整出

符合國際市場消費者喜愛之商品進軍國際；

「御正食品」主要是銷售雞肉商品，其雞肉獲

全嘉義縣市第一家白肉雞產銷履歷認證，打造

從牧場到餐桌，嚴選無毒安心雞肉；「麒趣科

技」主要商品是軟硬體整合控溫廚具，可以透

過廚具精準地控制料理火侯(溫度及時間)，並

10. 亞洲•矽谷 -聚焦創新創業 【在世界看見他們之前，我們就先看見】 

關鍵字：物聯網、創新創業 

日期：20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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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給予每道料理最佳烹調曲線；記者會現場，除

「凱橙國際」邀請移工伙伴現身共同分享其國

際市場發展推動與受輔導之經驗外，還透過應

用「麒趣科技」控溫廚具烹調「御正食品」無

毒健康雞肉提供大家體驗享用，除了讓大家看

見我國新創發展魅力外，更希望因此鼓舞大家

一同支持我國新創推動成果。 

參考來源 

經濟部 

網址： 

1. http://bit.ly/2FZn8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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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助台灣電商業者新南向，經濟部今年投

入新台幣 1.2 億元，補助電商業者創新應用，

並透過行銷及輔導活動，預期帶動電商業者今

年跨境交易額達 50 億元。 

跨境電商成為業者拓展國際市場新媒介，

不只供應商搶進新南向市場，電商平台也磨刀

霍霍，積極在新南向國家布局。為協助國內電

商業者新南向，經濟部商業司從民國 105 年起

推動相關服務，包括建置跨境電商服務網、發

展當地電商產業合作夥伴、透過多邊或雙邊經

濟合作會議促成合作、辦理主題式行銷活動或

參與國外大型網購活動強化台灣電商形象

等。 

針對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電商發展

較成熟國家，過去 2 年推廣活動主要在協助業

者落地經營，今年起則將深入發掘熱銷產品；

針對印尼、菲律賓、越南等電商基礎環境較弱

國家，過去 2 年則著重在協助業者熟悉當地環

境、媒介當地合作夥伴等，今年起將開始協助

業者在當地布局經營。商業司副司長陳秘順指

出，印尼人口多，市場快速崛起，目前已吸引

不少外商加速布局，料將是未來推廣的一大重

點。 

商業司表示，2017 年已輔導博客來、

PChome、奧丁丁、Mami Buy等業者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印尼等國架設平台，其中 Mami Buy

更是第一家取得印尼外資電商執照的台灣業

者。 

商業司指出，台灣電商業者去年跨境交易

額約 8 億元，今年為協助國內業者開發創新應

用，以與新南向國家當地業者及其他外國業者

競爭，投入 1.2 億經費補助，分為兩梯次申請，

第一梯次有近 60 家業者申請，共 11 案獲選，

包括博客來、OB 嚴選、86 小舖、小三美日等，

第二梯次將在下週召開審查會議，預計 5 月底

前公告。 

除補助外，商業司規劃今年 7 月在印尼及

泰國辦理參訪團及媒合會，並結合馬來西亞、

新加坡、印尼、菲律賓、越南等當地大型網購

活動，舉辦 10 場聯合行銷活動；今年預期透

過行銷活動及跨境電商補助等方式，帶動電商

業者全年跨境交易額達 50 億元。 

參考來源 

中央社 

網址： 

1. http://bit.ly/2rvq7CA 

 

  

11. 電商新南向搶 50 億商機 經部砸 1.2 億補助 

關鍵字：新南向、跨境電商 

日期：2018.5.4 

 

 

 

http://bit.ly/2rvq7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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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園地專欄】關於創投與募資的二三事~史

蒂芬．賴的碎碎唸 

我常在受邀演講時分享創業者在創業前一定要先看完三本書，書名叫「創業三本」；其中第

一本書叫「本人」，包含創業者的創業動機是否強烈、是否具備有有堅忍不拔的個性與人格特質，

還有本人是否全力投入創業等，這就是本人的概念；第二本書叫「本事」，所謂本事指的是你的

公司是否具有核心的競爭優勢、是否能創造出競爭的「護城河」，這就是所謂的本事；第三本叫

「本錢」，而本錢代表你是否具備資源、人脈、財務的執行力等。一般來說，大多數的新創企業，

往往本人願意投入、也有本事，但都缺乏一點本錢，所以缺錢這件事應該是大多數創業者最辛苦

的地方。 

這次有幸受邀來寫寫文章，分享我對於創投與募資的二三事的看法，主要是因為「史蒂芬．

賴」（編按：作者的英文名字叫 Stephen Lai）在台灣創業投資這個行業混了很久，前面十餘年

的工作經驗主要是在服務台灣的創投業者，曾經連續做了超過十年的台灣創投事業調查、也出版

過 12 年的台灣創投年鑑，所以對創業投資這個行業的生態有一點粗淺的瞭解，而在後面十年，

則真正投入基金管理的工作，參與了幾個投資案，一路走來，也協助了為數不少的創業團隊；也

因為如此，累積了一些個人的經驗與觀察，從經驗中看到新創團隊對創投和募資這件事往往存有

過度的期待和想像，容易造成投資和募資的溝通不良，所以很期待可以透過這篇史蒂芬．賴碎碎

唸的分享，協助新創業者對創投和募資這檔事能建立一些些的正確觀念，至於為什麼會叫碎碎唸

呢？原因很簡單，因為碎碎唸就像是媽媽對小孩的一種關心行為，雖然有時會讓你覺得有點煩，

但是出發點一定是出自於一種溫暖的關懷與善意的提醒，如此而已。 

創業需要錢、但你真的需要投資人的錢嗎？ 

我們都知道錢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是中間往往過意不去，尤其是創業者在

經營企業的時候，錢更是最辛苦的地方，在經營企業發展一個階段後，往往就會開始評估找投資

人來投資。 

我們也都清楚，創業需要熱情、要有勇氣與抱負、也要能規劃公司未來發展的願景、更要有

一份堅忍不拔的毅力和決心，但是創業往往什麼都有，唯一欠缺的就是錢！包含欠缺創業的本錢，

也 就 是 創 業 的 第 一 桶 金 ， 另 一 種 欠 缺 的 就 是 投 資 人 的 錢 。 根 據 CBInsights

（https://www.cbinsights.com）的統計，有超過 42%創業失敗的原因都是同一個，就是市場根本

不需要你的產品，如果你沒有找到市場和消費者的需求，當然公司就會因為沒有營收而失敗；而

統計第二名的則是有超過 29%的創業，是因為創業者把手邊的資金都花光了。當創業者把錢花

光了，又沒有找到市場需求，在公司沒有營收的前提下、財務情況不理想，當然會很難找的到投

資人投資，也因為如此創業的最後就相當容易受到創傷。 

但什麼是投資呢？說穿了投資就是為了要能賺錢，因該沒有人投資是為了要賠錢吧！？請切

記，投資人不是慈善家，更不是公益團體，絕對不會因為你有熱情創業就會來投資你，畢竟投資

是一種將本求利的過程，講更直白一點，投資與被投資更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當你企業發展

到一個程度需要更多資金時，就會邀請（利用）投資人的錢借力使力來發展壯大你的事業，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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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則是透過投資來而獲取更大的獲利（資本利得），當然過程中投資人將會跟你共同承擔經營

企業的風險，但是投資人更期待的是和你一起分享企業經營成功的喜悅；所以請記得，要找投資

人之前一定要先搞清楚投資的本質是什麼，投資人腦袋在想的是什麼，相信募資和投資的通訊協

定一致了，應該就比較會有被投資的機會。 

然而，創業需要錢，大家腦海裡想的就是想找投資人來投資你，但是你真的需要投資人的錢

嗎？現在適合找投資人嗎？如果適合，那你準備好了沒有？請容我娓娓道來。 

經營事業的資金來源有好多種、記得錢有長短快慢和高低的問題 

而經營企業，開門見山都需要錢，但是錢有很多種，先把它從關係和種類來作區分。 

通常創業初期主要資金來源多以自有資金為主，而在這個階段願意給你錢的大概都和你有點

關係，像是你爸爸媽媽的退休金、朋友可以借你的錢，都是和你有關係的人，然而隨著企業的拓

展，就會有其他和你比較沒關係的資金來源，例如：投資人、合作夥伴、金融機構等等。 

若從種類來看，我把資金來源分三種，一種叫主食：像是股東的出資（股東權益）、本業或

業外的收入等；另一個是配菜：像是銀行融資、相關的合作夥伴等；再來就是維他命：例如政府

的補、捐助、競賽獎金等。 

衷心的建議，創業永遠不要忘記你的第一筆現金流（主食）何時會進來，不要老是一直吃維

他命，畢竟維他命不能當飯吃！ 

若從財務管理的角度，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財務六字訣：長短、快慢和高低。所謂長短，就是

創業者要能分辨這錢是屬於長期資金還是短期資金，經營企業最怕以長支短、以短支長，若資金

錯誤配置，則容易造成企業發生財務危機，進而有黑字倒閉的結果。 

而快慢指的則是資金取得速度的快慢，像是投資人的錢，往往需要經過一連串投資評估、投

資協議與投資決策的程序，而每個階段時間也不太一定，所以投資人的錢比較像是一鍋雞湯需要

細火慢燉，火不可開太大才不致於燒焦；在台灣募資幸運的話大概是半年的時間、而募資經過一

年或二年也都算正常，所以要記得企業資源需求需要用倒推法，要提早啟動，千萬不要等到缺錢

才找錢，否則一但資金燒光公司就會再見，或者有投資意願的話，你也會處在投資談判的弱勢。 

最後就是取得資金成本的高低，要記得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所有的資金取得都會有成本的

考量，像是你跟銀行借錢，手續費、開辦費和借款利息就是你必需支付的資金成本，而個人認為，

跟投資人拿錢其實成本最高，因為你必需把「部份」的公司賣給投資人，當然投資人跟你共同承

擔經營企業的風險，但是一旦企業經營成功，投資人會依持股比例跟你同享成功的喜悅。 

其實，創業和募資不必然一定要要發生什麼關係，但是筆者常常發現一個現象，好像創業後

找到投資人投資你，彷彿就代表創業已經成功了；其實根本不然，在找投資人前，永遠不要忘記，

募資成功並不是經營企業的目標更不是終點，而是背負投資人對你高度期待的起點，所以企業募

資成功大概也只能開心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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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投資？什麼是創投？找創投有什麼好處？ 

還是要再強調一下，畢竟投資還是一個將本求利的過程，投資人透過其精準的眼光輔以專業

的投資評估模式，發掘出優質具潛力的投資標的，然後跟企業經營者談出一個平等互惠的投資條

件後，再用白花花的鈔票來換取你公司的股票（股權投資），並在投資你之後積極的協助被投資

企業成功發展，也就是投資人會提供投資後管理的附加價值，像是幫你找客戶來創造營收，或者

是你缺財務長幫你推薦好的財務長之類的，也因為投資人投資你之後當然會很期待你的公司成功，

把公司推向更高的價值之後，投資人最後會在最適當的時間出場獲取高額的報酬（資本利得），

因此，真正好的投資人會帶你上天堂，他也可以取得相對的回報，當然這也是創業投資的本質-

助人興業。 

一般而言，投資都是錢，所以你拿到的錢可以對你有附加價值當然會更好，找到好的投資人

真的是新創事業良好的事業夥伴，創投的錢一般會有幾個特色：比較聰明的錢（Smart money）

-因為創投是經過專業評估慎選之後的資金，也會比一般投資人更明瞭產業特性與企業本質，相

對取得創投的資金，某種程度也可以間接驗證企業的發展，對企業有增加公司的商譽與信用的附

加價值。具有策略性意義的錢（Strategic money）-創投提供投資後管理附加價值，可以為新創

事業發展帶來助益，是一種投資與被投資者之間相輔相乘與互補的力量。更有耐心的錢（Patient 

money）-創投瞭解創業過程的辛苦，也常共同經歷創業波濤的資金來源，創投有更深的口袋，

是比較能忍受暫時挫敗的資金。和你有同樣默契的資金（Congruent money）-因創投透過深度

的評估與長期和團隊間的相處，相當瞭解團隊特質，因此投資跟被投資，也就是企業經營者和股

東間具有高度的互信、和諧與尊重。 

另外請記得一件事，投資人投資你的第一天，就大概已經把退場的規劃做好，如果投資你沒

有退出的機會或期待，一般投資人是不會參與投資的；況且，把自己的錢放到別人的口袋後，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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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來講，那就已經算是別人的錢，而不是自己的錢；殺頭的生意有人作、但賠錢的事絕對沒人想

做，所以通常投資會比娶老婆或嫁老公會要更慎重一點，也記得投資人不會跟你白頭偕老，他是

以離婚為前提跟你交往的對象，重點是分手總想要拿到一大筆贍養費，而投資人最擔心的的就是

賠了夫人又折兵。 

我想找創投、但什麼是創投心中的好對象呢？ 

直白的說，投資人特喜歡幾種類型的公司：第一種類型、投資人喜歡投不缺錢的公司：像是

公司本業健全，有相當健康的現金流（Cash flow）、更有自籌能力的自由現金流（Free Cash flow），

而現金流就像是一家公司的血液，是企業生存的根本，而自由現金流，則是企業身強體壯的關鍵，

而投資不缺錢的企業，某種程度來說，就是先求投資可以不傷身。第二種類型、投資人喜歡投資

第一的公司：什麼叫做第一，就是在市場中市佔率的第一名，換言之也就是具有市場領導地位的

公司，因為有大的市場，才會有大的獲利，有大的獲利，投資才會有賺大錢的機會。第三種類型、

投資人喜歡投唯一：所謂的唯一，簡單說就是能做獨門的生意，某種程度也可以稱之為具有技術

領先的企業，因為有技術領先的地位，往往容易取得市場訂價的權力，我說訂價多少就多少，客

戶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因為你不跟我買，你就會買不到，大概就是這個邏輯了。 

當然你一定會說，不缺錢、市場第一跟技術唯一的公司，因為很賺錢也不缺錢，根本不會想

也不需要找投資人；的確，這種公司完全不需要出門找錢，甚致會有投資人捧錢拜託給投資一下，

不過不要忘記一件事，投資人的期待，就是在你還沒長大的時候，透過他專業的眼光，能夠找出

未來會有這種 Fu（Feeling）的公司，所以不要忘記，請告訴投資人為什麼你會有這種 Fu，為什

麼你會有被投資的價值。 

再者，創業者有了好技術、點子與創意之外，其實更重要的是要有經營一家企業的能力，畢

竟擁有研發技術和經營一定企業的本質完全不同。從投資的角度，投資人很在意的是轉換率，像

是投資資產的報酬率（ROA）、投資資本的回報率（ROIC）以及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簡

單來說，假設投資人投資你 100 元，當然會期待你能產出超過 100 元的價值給股東，對吧！ 

所以，強烈建議創業的朋友們，永遠要記得公司的每一分錢（籌資活動），是否真的花（投

資活動）的到位，是否能為未來的財務報表產生效益（營業活動），應該是企業能否永續經營的

關鍵，也是投資人相當在意的環節。 

而投資人想投資你需要找好多理由，但是不想投資卻只要一個就夠，下面這張圖提供給大家

參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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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跟創投互動、募資的眉角是什麼？ 

就如前面所提，其實募資跟男女相親有點像，畢竟結婚是要彼此互相託付，共創美好的未來，

也因為如此交往的對象相當重要，一般來說，募資時要先門當戶對，再來談情投意合，成功機率

會比較大。什麼是門當戶對？就是你的企業所屬的產業、想募資金額的大小、所屬的階段別等等

條件因素，最好能先找到合適你的投資對象，才不致於浪費太多怨枉的時間，舉例來說：如果你

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去敲了一家不會看生物科技項目的創投，基本上投資人不太會投自己不熟

悉的產業，畢竟風險太高了，也親切提醒，創投會有投資期程的問題，台灣的創投普遍有老齡化

的現象，很多創投也有時間的壓力，所以投資期程是不是能配合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另外，找投資人前最好能先想好四件事：你需要多少資金（增資額度）那這些資金要做

什麼事（增資目的）做這些事之後為什麼有機會賺更多的錢（營運或獲利模式）未來讓投資

人下車的規劃（退場時機與方式）。相信先考量清楚這些投資人關心的事，或許比較有機會再進

一步的詳談。 

切記，創業不是靠一個 PPT 就能募到資金，其實簡報只是一時的呈現，誘發投資人評估的

興趣，但是你有沒有被投資價值應該才是募資的重點！如果你的團隊陣容夠堅強、有核心技術與

競爭優勢，且簡報中的資訊夠完整且清楚，老實說，沒有投資人會不會在乎你的募資簡報到底漂

不漂亮。 

那募資時投資人會在意那些因素，募資要呈現那些重點，史蒂芬提供幾個重點給需要募資的

朋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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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estion：呈現產業與價值鏈的現況，目前市場有什麼很痛的問題，或者你發現了什麼機會？

記得募資前得要先學會如何講人話，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跟你有一模一樣的專業經驗或背景，

要讓投資人有機會進入你的產業或專業情境，相信投資人才會感受到你在業界的價值有多

大。 

2. Solution：這代表你能夠解決客戶多痛的問題，或者是如何創造出客戶非你不可的價值（Must 

to have），我常看到多數新創 Solution 的共通特點就是創造出有很好，但沒有也沒關係的價

值（Nice to have）；換句話說，你能解決多痛的問題或創造多大非你不可的價值，也代表著

切你入市場客戶的需求與可行性會有多高。 

3. Why you：為什麼客戶選擇的是你？為什麼你會有機會？請記得客戶通常會買你的 Why，而

不太會買你的 What，簡單說，你的產品夠好夠棒棒，但是客戶為什麼會買單，這點一定要

交代清楚；另外，永遠不要忘記教育市場和客戶轉移成本（客戶轉換的痛）有多大，你創造

的誘因是否足以促成改變客戶現有模式的轉換，畢竟獲得（Gain）的永遠要比付出（Pain）

的大，客戶才會有改變現有行為模式的動力。 

4. Target Market：通常我們會跟投資人說企業切入的是一個非常大且相當有成長機會的市場，

但是實際上，你切入「潛在市場機會」（potential market opportunity）、「潛在市場範圍」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TAM）、「可服務市場範圍」（Serviceable Available Market, SAM）、

和「可獲得市場範圍」（Serviceable Obtainable Market, SOM）都是不一樣的概念，所以你所

切入的市場很大，很快速的成長，但是不一樣有機會轉換成你可以拿下多少的市場，建議跟

投資人談的時候，不妨用倒推法，先從投資人期待的投資報酬出發，換算成需要真正拿到多

少的市場所帶來的營收才能滿足，最後再表達為什麼你有把握取得市場。 

5. Uniqueness：你做和別人做有什麼不一樣，你的特別之處、差異化在那，有沒有做好競爭分

析與策略分析，一般投資人很擔心的是你做出來的是 Me too 的產品或服務，沒有差異化的

產品或服務，客戶可選擇就非常多元，當然就不一定會選擇到你，所以差異化或許也可以稱

之為你的核心優勢與競爭能力為何，和別人的差異會有多大；一般來說，優勢可以分幾類：

對手沒有我有、對手有我好、對手好我便宜、對手好又便宜但是我有附加價值等等。 

6. Business Model：史蒂芬其實不太想提營運或獲利模式這個名詞，因為他很容易惹怒創業者

（請見一句話惹怒創業家的 YouTube）；雖然如此，不過當你要面對投資人時，這部份還是

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因為投資人一定會很關心你公司如何賺錢；另外，營運模式創新比科

技技術創新要重要許多。那什麼是好的營運模式？個人認為不管是黑貓或白貓，會抓老鼠的

都是好貓，簡單來說，就是會賺錢的模式應該都是好的商業模式。再者，從投資的角度來看，

投資人期待的就不只是企業會賺錢這麼簡單，我們期待的，是能有賺大錢機會的商業模式，

這樣才會有投資的價值。就個人的投資經驗歸納一下，有投資價值的商業模式大致會有四種

特徵： 

(1) 穩定 

簡言來說，就是企業的營收相對的穩定，不易受到其他的因素干擾或影響，例如：賣雨

傘的店家，通常會有一個廣告”晴天九折、雨天沒折”，就是最好的例子，因為賣雨傘

容易受到天氣的影響，像昨天下午突來的暴雨，很多人沒傘，雨傘的需求就會暴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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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天氣穩定下，雨傘的需求又會變小，因此，如果企業有穩定的收入，某種程度也代

表至少企業不致餓死，也比較符合投資人喜愛的”投資先求不傷身”的概念。 

(2) 持久 

就是顧客的消費非一次性，有黏著度，會是一種重複來購買，用了就是愛上的那種特質，

每談成一個客戶，客戶就會巴著你捨不得離開，這樣公司的營收，就會具有可累積性，

並且可長可久。 

(3) 可量化 

自己可以很容易復製自己的概念，例如連鎖業，展了一家店，生意做的很好，如果繼續

展店，還是可以維持很好的單店營收，那整體而言，公司的營收就有倍數成長的可能；

當然，一般而言，連鎖業往往容易連的出去，但卻很難鎖得起來。 

(4) 難以複製 

當你的生意做的好，又穩定、又持久、又擴展的很好，這時候一定會有被抄襲或複製的

可能，簡單說，就是企業是否有競爭優勢和進入的障礙，也是股神巴菲特所喜歡投資的

具有”護城河”的企業。 

其實營運模式的最高境界就是”有機體”的營運模式，就好像是瓜藤一樣，澆點水，給

點肥料，就會自己一直綿延不絕對擴散出去，開枝散葉。 

7. Team：我們都知道，創業初期團隊一定不夠完整，這是事實，不過老實說，早期投資項目

的投資評估內容裡，團隊的組成應該也是佔了一半以上的因素，建議募資的朋友不妨交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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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團隊的優勢在哪，最好也要把過去成功或不成功的經驗交代一下，相信誠實才是上策，投

資人最怕的是擠牙膏式的募資表達方式，問一個才會回答一個，這樣容易對你的誠信產生不

好的印象。 

8. Valuation：前面一再提醒，投資人在意的還是將本求利的機會，好的企業，也要能夠搭配上

好的投資條件，才會有投資獲利的空間，也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好的投資案。一般來說，投資

案進入投資協議的階段，大概就會有超過一半的投資機會，但是大概也有超過一半的投資案，

會因為投資條件談不攏而卡關；所以合理的企業價值如何轉換成合理的投資價格就是一個關

鍵，往往企業創辦人都會認為公司的價值很高，但是一旦轉換成投資價格時，往往會讓投資

人難以接受，所以公司價值在天上飛，投資價格在地上跑，如何取得一個折衷，可創造互惠

互贏的局面，才是最好的投資關係，任何一方吃虧或單一方面佔太多便宜，相信都會很難維

持長期的相處關係。 

 

暫結：不要為了創業而創業、也不要為了錢而錢 

我們都知道，創業需要 DNA、更需要勇氣，而投資人喜歡看到的則是創業團隊是否具有自

己的專長、以及對自己的事業是否具有熱情，如果是創業題目是創業者的興趣所好則會更棒，因

為團隊即使遭遇挫折也會有源源不絕向前的動力，再加上有著堅忍不拔的毅力與決心，相信這樣

的良性循環一定會是投資人喜愛的投資標的；建議千萬不要為了創業而創業，因為當創業者無法

專注在本業上，又有很多選擇與退路的時候，往往創投在投資後就不會有退路了！ 

當然，也建議不要為了錢而錢，創業跟募資不必然要劃上等號，更重要的是不要等到缺錢才

開始找錢，因為當你缺錢愈急的時候，投資人就會愈不急；而且公司缺錢往往會讓投資人覺得你

對財務管理的觀念不佳，在投資印像上先打了折扣，二來等到缺錢才找錢，也常會讓自己陷入在

投資談判的弱勢。 

最後，千萬不要忘記，投資人對你做評估，你也要對投資人做點評估哦！尤其是對方來者

何人、來者何意（投資動機為何）？投資後是否可以帶來除了錢之外的附加價值？（如市場通

路品牌加持等）投資人是否跟你有相同的默契（投資後雙方會相處很長一段時間，每天吵吵鬧

鬧也不是辦法）。因為錢很重要，但能有聰明的錢更重要！ 

史蒂芬．賴也在此祝福全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即使分手後，也是男歡女愛（誤），正解應

該是創業者都能找到心目中理想的投資人，而投資人也能找到合適的投資標的，新創企業透過創

投大展鴻圖，而創投也透過助人興業的過程中賺大錢！ 

本文作者：賴荃賢 

（現任中華創業育成協會/秘書長、台北市電腦公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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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元生技董事長博士黃揆元 

 

【FINDIT＊STAR】華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官網: http://www.hyteam.com.tw/Page/Home/Index.aspx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egg123/ 

「好華雞」品牌的創立，來自於創辦人黃揆元對媽媽深深的感念。與母愛慈暉相關的所有生活智

慧，成就了華元生技打造「有雞生活共享經濟圈」品牌創意的源頭活水。且以「好華雞‧代理孕

母」計畫作為自有品牌（好華雞）首波主力商品。 

「好華雞代理孕母」的計畫推對流程為：消費者以認購契作母雞→華元生技支付契作母雞的相關

費用。(如雛雞採購、飼料採購、雞隻因不可抗之因素等如天災、病變等折損衍生之費用) 雞農

專心養殖→消費者、生產者與本團隊三方各司其職，共享資源與滿足需求。 

 

 

 

 

 

 

 

 

 

 

自創「華元生技」品

牌，不到一年間成功

從 100萬資本額募資

到近億資本額，為台

灣極少數將商業模

式理論與實務結合

並實踐創業的企業

家教育家。 
・蛋殼緊密厚實、蛋黃高挺豐厚澈 

 

・好華雞蛋經過各大媒體實拍採訪， 

  蛋黃可插入 20 隻牙籤，品質優良實在 

http://www.hyteam.com.tw/Page/Home/Index.aspx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egg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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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T 創業補給站】 

新增創業協助資源一覽表 

在 104 年度已在「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網站中，針對「中央各部會創業協助資源」、「六

都政府創業協助資源」、「大學與民間創業育成協助資源」、「海外早期資金資訊」等項目，建

置將近 500 個來源聯結與說明。自 105 年以來計劃團隊按月更新協助資源，107 年度計畫團隊本

月新增海外知名加速器 15 筆。 

類別/標題 連結 

(六)海外資金與資源取得管道 （新增） 

6.海外知名加速器一覽表-按領域別 (區塊鏈) 

Blockchain Trust Accelerator https://ppt.cc/fYx8Ux 

DC Blockchain Center https://ppt.cc/fuSysx 

Digital Currency Group https://dcg.co/ 

IBM Blockchain Accelerator https://ppt.cc/fzv4Tx 

Synechron’s FinLabs https://ppt.cc/fZdvax 

Distributed Vision https://ppt.cc/fOME8x 

Outlier Ventures https://ppt.cc/fwVbpx 

Thomson Reuters https://ppt.cc/fzHOgx 

Blockchain Business Camp Tokyo https://ppt.cc/fRtFpx 

Satoshi Studios https://ppt.cc/f6Sddx 

SparkChain Capital https://ppt.cc/fgZaOx 

眾安科技 https://ppt.cc/fi4rLx 

新鏈加速器 https://ppt.cc/f2Bljx 

the NEM Foundation https://ppt.cc/fz31Nx 

BitHub.Africa https://ppt.cc/fORj7x 

 

 

・資料來源：華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https://ppt.cc/fYx8Ux
https://ppt.cc/fuSysx
https://dcg.co/
https://ppt.cc/fzv4Tx
https://ppt.cc/fZdvax
https://ppt.cc/fOME8x
https://ppt.cc/fwVbpx
https://ppt.cc/fzHOgx
https://ppt.cc/fRtFpx
https://ppt.cc/f6Sddx
https://ppt.cc/fgZaOx
https://ppt.cc/fi4rLx
https://ppt.cc/f2Bljx
https://ppt.cc/fz31Nx
https://ppt.cc/fORj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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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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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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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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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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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02 投資人論壇暨媒合會 

創業 X 募資 X 新視野 

最新訊息請隨時關注 FINDIT 平台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findit.tier/) 

領航講座 系列活動01 

欲報名 5/24領航講座請至 
至 https://goo.gl/7my21B   

 

  

 

投資人欲報名論壇/媒合會請至 
https://goo.gl/forms/skYj1NgkaBckvFOR2 

 

  

 

 
欲參加 PITCH 提案請直接將您的商業計畫書(BP) 
於 5/18(五)18:00 前至 https://goo.gl/forms/QrDKu7nylQA9yzHh2 報名 

 

  

 

欲報名 5/25 倍力 X 領航講座請至 
至 https://goo.gl/qKuJht (上午倍力) 

  https://goo.gl/LjCCSS(下午領航) 

 

  

 

【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四月 五月 
05 月 24 日 (四) 下午 

南軟育成中心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 號 E 棟) 

04 月 23 日 (一) 下午 

行政院新創基地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55 號 2) 

五月 

春季 

06 月 21 日(四) 13:30-17:0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85號B1) 

 

03 月 30 日 (五) 09:30-16:3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6 月 1 日(四) 13:30-17:00 (暫定) 

台中光明頂創育智庫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540 號 10F) 

夏季 
H1 

論壇 

06 月 21 日 (四) 9:00-13:3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區塊鏈來勢洶洶，是救世主?還是一場夢? 

11 月 15 日 (四) 13:30-17:0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台中 

() 
 

H2 
11 月 15 日(四) 9:30-13:3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生醫領域下一個投資風口 

論壇 
冬季 

05 月 25 日 (五) 下午 

倍力輔導 X 領航講座@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2F) 

 

 

即日起 

強力徵件中 

https://goo.gl/7my21B
https://goo.gl/forms/skYj1NgkaBckvFOR2
https://goo.gl/forms/QrDKu7nylQA9yzHh2
https://goo.gl/qKuJht
https://goo.gl/LjCCSS
http://www.google.com/maps/place/25.0394064,121.5398692999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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