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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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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四大主題七篇分析報導 

1. 【天使投資趨勢觀測系列】：第一篇「圖解美國 2017 年天使投資趨勢」係以美國

新罕布夏大學創業投資研究中心（CVR）在 5 月公布的「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市

場分析報告」為基礎，進行時間序列的圖解分析。第二篇為「圖解 2018Q1 中國早

期投資趨勢」，主要根據中國清科研究中心所彙整的中國早期投資統計資料，進

行 2018 年第 1 季中國早期投資市場的募資、投資與退場的概況。 

2. 【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安排「圖解 2018Q1 中國創投市場趨勢」一文，亦是

根據中國清科研究中心所彙整的中國創投統計資料，進行 2018 年第 1 季中國創投

市場的募資、投資與退場的概況。 

3. 【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FINDIT 團隊針對矽谷、中國、台灣與泰國新創獲

投資訊進行掃瞄分析，希冀新創企業與投資人能從中掌握矽谷與亞洲地區創新創

業與投資的風向。其中矽谷與中國二篇投資風向掃瞄主要為 2018 年 5 月早期資金

（Pre-IPO）投資動向追蹤報導；第三篇「台灣投資風向掃瞄」係以 2018 年迄今

（2018.1.1-2018.6.15）台灣新創企業或台灣人創辦的海外新創企業之獲投資訊，依

領域別一一介紹獲投企業；第四篇為「泰國投資風向掃瞄（2013-2018Q1）」，則

是針對近五年多來泰國市場、創新創業生態系、早期投資動向、科技新創併購等

訊息進行分析。 

4. 【股權投資觀測專題分析】：安排「從鉅額投資看全球投資風向（2018.1-5）」專

題分析，目的在透過鉅額投資交易數據的解讀，讓錢告訴大家口袋深的投資人追

逐何類、何地的新創企業。 

二、圖解群眾募資趨勢：本月將彙整國內外回饋型 2018 年 5 月群眾募資資料，包含

Kickstarter、flyingV、群募貝果與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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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人工智慧前沿洞察報告重點」，彙整麥肯錫 2018 年 4 月的

最新報告，分析 19 個行業的 400+案例，涵蓋企業、物流、國防、旅遊到公共

部門對人工智慧主要技術應用情形、AI 潛在價值與 AI 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2) 第二篇為「區塊鏈領域 5 月獲投與併購掃描」：有鑑於區塊鏈已成為各大機

構欽點的重點觀測領域，該文鎖定傳統股權投資管道（不含 ICO 管道），分

析 2018 年 5 月全球區塊鏈獲投趨勢、代表性個案，以及收購事件。對區塊鏈

股權投資有興趣的讀者，未來可持續追蹤本專題。 

(3) 第三篇為「中美電商巨頭東南亞掀戰火 誰是最終贏家」，東南亞夾著廣大內



 

 

需市場與在數位經濟快速發展，吸引全球多家網路巨頭前往佈局插旗。該文

主要描繪中美兩國電商巨頭在東南亞市場投資布局之腳步及策略，並分析本

土小型電商如何殺出重圍，期能引領讀者掌握東南亞電商市場最新發展趨

勢。 

(4) 第四篇為「自駕車所顛覆的不止是汽車產業而已」，全球自駕車開發速度遠

比表訂進度來得快，除汽車產業外，自駕車還可能衝擊到哪些產業呢？該文

將報導 33 個可能因自駕車發展而受到波及的產業。 

(5) 第五篇為「2018 年該關注的 20 家旅遊科技新創」，該文以旅遊科技媒體 Skift

獨家嚴選 20 家焦點新創為基礎，介紹這些旅遊科技明日之星提供的服務內

涵。  

(6) 第六篇為「走過路過卻不可以錯過的 10 家 IoT 新創公司」，該文以 Network 

World 與知名網站 Startup50 所篩選的 10 家 IoT 重點企業為基礎，分析其獲

投金額與業務內容。 

2. 【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中，就 2018 年 5 月 11 日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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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邀請昱創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裴有恆總經理撰寫「中小企業導

入工業 4.0 的需求與作法解析」，該文點出工業智慧化升級已成為各國產業政策的

重點，台灣製造業中小企業將面臨轉型升級與競爭激烈的挑戰，因此，呼籲中小

企業經營者須改變思維，及早擁抱智慧製造，同時，也提出智慧製造升級的六大

作法，以因應全球工業 4.0 的浪潮。 

2. 【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消息】：將彙整 2018 年 5 月 11 日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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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年度新闢的專題，包含三個主題 

1. 【創業園地專欄】： 6 月號創業園地專欄安排三篇報導，首篇為台經院范秉航博

士【新創估值入門第一課：先來試試「估值計算機」吧！】，闡述台經院開發的

「FINDIT 估值計算機」的四種新創估值方式與使用方法，期望該工具能協助新創

企業洞悉當前的企業價值，更佳了解投資者在評估潛在投資價值時所考慮的關鍵

因素，提供一些正確的思考方向。另外二篇則是邀請不同世代的創業家分享其創

業心路歷程，分別是青壯年轉行創業的華元生技創辦人黃揆元分享其「博士賣雞

蛋創億元傳奇」；另一位則是勇闖海峽兩岸的青年創業家-城市小農企業社執行長

廖子瑄，分享「猶疑在台灣海峽的九零後創業者」一文，希望透過二位勇於創業

挑戰的故事，讓還在創業路上的夥伴們有所學習與省思。 

2. 【FINDIT＊STAR】：每月將介紹台灣創業之星，6 月號介紹參與本計畫相關活

動後，成功獲投的淨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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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預訂的媒合會論壇與國際峰會活動，歡迎目標對象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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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天使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圖解美國 2017 年天

使投資趨勢 

美國新罕布夏大學創業投資研究中心（CVR）在 5 月公

布的「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市場分析報告」，此報告調查樣

本相當多，為美國天使投資市場分析的代表性報告。FINDIT

團隊以此數據為基礎，針對 CVR 「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

市場」進行圖解分析。 

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規模：投資金額回升 投資家數持

續第三年下滑 

根據 CVR 調查結果，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人投資規模

為 239 億美元，較 2016 年的 213 億美元增加 12.6％。但投

資的新創企業家數則是由 2016 年的 64,380 家下降 4.4％至 61,560 家，連續第三年下滑。天使投

資人平均每家投資規模為 38.82 萬美元，較 2016 年的 33.08 萬美元成長 17%。整體而言，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趨勢呈現投資家數減少，而投資金額反彈回升。大致與 2017 年美國 VC 投資趨

勢一致。 

若依時間序列資料來觀測美國天使投資趨勢，從 2002 年起到 2007 年期間，天使投資金額與

家數一路飆升，在 2008-2009 年受到金融風暴影響，投資金額大幅下降，直到 2010 年起又再度

展現投資活力，尤其在 2013 年投資金額已回到 2007 年投資尖峰的 95％。惟 2014 年投資趨緩，

小幅下降 2.8％，2015 年天使投資金額再度回升，但 2016 年遭遇資本寒冬又再度下滑，2017 年

全球投資回溫，美國天使投資規模也隨之反彈，但投資力道尚未恢復 2013-2015 年。

 

資料來源：CVR (2018)，”Full Year 2017 Angel Market Analysis Report” , May, 2018. 

圖 1-1、美國天使投資金額與投資企業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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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個人天使投資人數：持續二年呈現下滑趨勢 

至於 2017 年活躍的個別天使投資人數為 288,380 人，較 2016 年 297,880 人減少 3.2％，連續

二年低於 30 萬。 

估值：天使投資人投資趨於謹慎，競投優質企業，使得估值連續二年上調 

前述提及 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的新創家數減少，投資金額上升，反應美國天使投資人的投

資行為趨於謹慎，追求優質案源。在競逐優質案源下，也推升新創企業估值。2017 年美國天使

所投資的新創企業平均估值由 2016 年 270 萬美元成長 18.5％至 320 萬美元，為 2012-2017 年間

的最高。至於 2017 年天使投資的股份占新創企業股份的占比為 12.2％，則與 2016 年 12.3％大致

相同。 

表 1-1  2012-2015 年美國天使投資市場概況 

項目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7 成
長率

（％）  

投資總額  

(億美元 )  
248 241 246 213 239 12.6% 

投資企業家數  70,730 73,400 71,110 64,380 61,560 -4.4% 

平均投資規模

(??美元 /家 )  
35.06 32.83 34.59 33.08 38.89 17.8% 

平均企業估值

(萬美元 /家 )  
280 267 232 270 320 18.5% 

天使投資平均占

新創企業的股權

比重（％）  

12.5% 13.1% 14.9% 12.3% 12.2% -0.1 

百分點 

活躍的天使投資

人  
298,800 316,600 304,930 297,880 288,380 -3.2% 

資料來源：同圖 1-1。 

 

投資階段：種子與創立期企業投資占比持平在 41％，早期階段企業投資占比大幅躍升至

41％ 

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人投資種子與創立期企業的家數比重為 41%，與 2016 年的比重相同，

已擺脫 2014 與 2015 年的 25％與 28％低占比的狀況。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人投

資早期階段（Early Stage）企業家數的占比大幅增加至 41％，相對於 2016 年的 31％增加 10 個

百分點。上述數據，彰顯天使投資人不僅是資助種子/創立期企業重要資金來源，也是企業成長

階段資金的重要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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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同圖 1-1。 

圖 1-2、2016-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各階段企業的家數比重 

 
    資料來源：同圖 1.1。 

圖 1-3、美國天使投資人投資種子期與創立期的家數比重 

 

投資行業別：軟體領域最受美國天使投資人青睞，投資占比持續增加  

若依天使投資人投資各業別的件數而言，2017 年前六大投資產業中，拜人工智慧的投資熱

度，軟體產業的投資家數占比躍升至 30％高點，其次為健康照護（19％）、零售（10％）、生

技（10％）、產業暨能源（7％）與金融服務/企業產品及服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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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 2016 年前六大產業的投資家數占比，2017 年美國天使對軟體、金融服務/企業產品及

服務的投資家數占比增加，健康照護與生技合計投資家數占比保持相同水準，零售占比減少的幅

度較大，減少 4 個百分點，產業暨能源投資占比則減少 1 個百分點。 

就 2015-2017 近三年前六大投資產業的分布，軟體業、健康照護與生技、零售、產業暨能源

是美國天使投資人偏好的熱門領域。 

表 1-1  2015-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的業別分布-依投資件數 

排
名  

2015 2016 2017 

1 軟體/ Software 27% 軟體 /  Software  25% 軟體 /  Software  30% 

2 
健康照護/ 

Healthcare 
16% 

健康照護 /  

Healthcare  
20% 

健康照護 /  

Healthcare  
19% 

3 生技/ Biotech 13% 零售/ Retail 14% 零售 /  Retai l  10% 

4 
產業/能源/ 

Industrial/ 
11% 生技 /  Bio tech  9% 生技 /  Bio tech  10% 

5 零售/ Retail 10.5% 
產業 /能源 /  

Industr ia l /Energy  
8% 

產業 /能源 /  

Industr ia l /  

Energy 

7% 

6 媒體/Media 9％ 
IT 服務 /  IT  

Services  
5% 

金融服務 /企業
產品及服務  

5％  

資料來源：同圖 1-1。 

 

投資績效：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報酬上升 

自 2009 年金融風暴後，美國天使投資人的投資報酬率（IRR）呈現上升的趨勢，2017 年 IRR

躍升至 26.7％，創下新高記錄。推斷其原因，主要因個別天使投資人紛紛加入天使投資團體或網

絡，這類天使團體組織有助於減少市場資訊不完全、不對稱的問題，克服了個人天使投資案源管

道窄、資金規模小、投資時間少、經驗不足等缺點，因此，平均個別天使投資人也因投資資訊更

充分與選擇更為精準，投資報酬率隨之提昇。 

另外，美國天使投資人投資的新企業家數持續增加，間接促進新就業機會的創造，以 2010

年為例，新增 37 萬個就業機會。近年來，隨著投資家數的減少，以及互聯網新創企業採精實創

業模式，新增的就業機會亦有減少的現象。2016 年至 2017 年美國天使投資的企業所創造之新增

工作機會呈現遞減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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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圖 1-1。 

圖 1-4、美國天使投資平均報酬率與新就業機會創造 

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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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圖解 2018Q1 中國早

期投資趨勢 

根據中國清科研究中心所彙整的中國早

期投資統計資料，將「早期投資」定義為投資

機構或個人天使專注於種子輪或天使輪等早

期企業的股權投資，本文將分析 2018 年第 1

季中國早期投資市場的募資、投資與退場的概

況。 

2018 年第 1 季早期投資市場的募資基金

數量有 23 支，規模為 21.36 億人民幣。與 2017

年第 1 季相比，雖然投資基金募集數量與規模

均降低，但中國大陸政府設立了政府引導基金

和政策性擔保基金，亦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早期

投資，其對早期投資扶持力道仍持續加強。 

在投資方面，2018 年第 1 季投資件數 

(461 件) 與金額 (34.36 億人民幣) 均較 2017

年第 1 季增加，除了政府透過擴大投資稅收優

惠政策的試點範圍外，早期投資市場競爭少數

的優質投資項目亦是讓投資規模增加的原

因。 

在投資的行業方面，2018 年第 1 季的早

期投資人工智慧為 IT 行業引入資本流量。在

投資件數方面，前五大占比最高的行業包括資

訊、媒體與通訊產業 (TMT)、電信及加值業

務、教育與培訓，總占比為 76%，其相對 2017

年第 1 季的 67％增加甚多，主要是教育與培

訓、IT、電信及加值業務、互聯網投資件數成

長率分別為 93％、79%、24%、9%所致。在

投資金額方面，前五大占比最高的行業包括

TMT、電信及加值業務、生物科技/健康照護，

總占比為 77%，其相對 2017 年第 1 季的 75％

略為增加，而 IT 投資金額成長率為 126％，

互聯網為 52％是總投資金額成長的主因。 

至於投資地點，北京和上海在全國創新創

業核心地位仍屹立不搖。在投資件數方面，北

京、上海、廣東 (含深圳) 和浙江在 2018 年第

1 季的總占比為 79%，相對 2017 年第 1 季的

75％略有增加的趨勢，而投資件數成長率較高

的地區為上海、廣東 (含深圳) 和北京，其成

長率分別為 24.24%、19.23%和 17.54％。在投

資金額方面，北京、上海、廣東 (含深圳) 和

浙江在 2018 年第 1 季的總占比為 77%，相對

2017年第 1季的 74％略增，主要是受到北京、

浙江和上海的投資金額成長率分別為 46.03%、

32.03％和 31.02%所致。 

在退場方面，2018 年第 1 季早期投資有

12 家退場，早期投資機構的退場管道有集中

的趨勢，而股權轉讓是主要的退場模式，其占

比超過七成。 

 劉育昇（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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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圖解 2018Q1 中國創

投市場趨勢 

根據中國清科研究中心所彙整的中國創

投資料，本文以此資料分析 2018 年第 1 季中

國創投市場的募資、投資與退場的概況。 

2018 年第 1 季創投基金募集數量為 148

支，而規模為 297 億人民幣；若與 2017 年第

1 季相比，募資件數增加，但募資金額下降，

此與募資市場進入調整期有關。中國大陸政府

於 2018 年 3 月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

加強金融機構風險內控，隨後，中央會議通過

《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

見》。因此，在防範金融風險的政策方針下，

致使募資市場進入調整期。 

在投資方面，2018 年第 1 季投資件數 

(1,034 件) 與金額 (525 億人民幣) 均較 2017

年第 1 季增加，而投資金額成長快速，主要與

中國大陸的創業投資市場的投資階段後移明

顯，以及優質投資項目的稀少，導致投資機構

競逐，進而推高了投資金額。 

在投資的行業分布方面，2018 年第 1 季

拜人工智慧的盛行，IT 的投資案件超越互聯網，

另外，金融行業則是投資金額大幅上升。在投

資件數方面，前五大占比最高的行業主要為 IT、

互聯網、生物科技/健康照護、電信及加值業

務和金融，總占比為 69%，其相對 2017 年第

1 季的 61% 增加，主要是 IT 投資件數快速成

長所致，其成長率為 71％。在投資金額方面，

前五大占比最高的行業包括互聯網、金融、IT 、

生物科技/健康照護和電信及加值業務，總占

比為63%，其相對2017年第1季的61% 略增，

主要是金融與 IT 投資金額快速成長所致，其

成長率分別為 250％與 83%。 

至於投資地點，2018 年第 1 季的投資地

區北京與上海的優勢仍在，浙江的投資有明顯

上升。在投資件數方面，前四大地區北京、上

海、廣東 (含深圳) 、浙江在 2018 年第 1 季的

總占比為 77%，相對 2017 年第 1 季的 70% 增

加，主要是浙江、上海、北京、廣東 (含深圳) 

投資件數成長率分別為 98%、84% 、46% 、

44% 所致。 

在投資金額方面，前四大地區北京、上海、

廣東 (含深圳) 、浙江在 2018 年第 1 季的總占

比為 85%，相對 2017 年第 1 季的 76% 增加，

主要是浙江、上海、北京投資金額成長率分別

為 266%、216%、163% 所致。 

在退場方面，2018 年第 1 季中國創投投

資有 133 家退場，與 2017 年第 1 季相比減少

58％，這與防範金融風險的政策實施有關。至

於退場模式，2018 年第 1 季的 IPO 退場家數

為 48 家 (36％)；新三板掛牌退場家數為 36

家 (27％)；M&A 退場家數為 23 家 (17％)；

股權轉讓退場家數為 14 家 (11％) ；借殼上市

退場家數為 7 家 (5％) ；回購退場家數為 5

家 (4％)。整體而言，IPO 是主要的退場方式。 

 劉育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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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 

根據 Crunchbase 資料，2018 年 5 月共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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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 億美元。在投資件數

上高於前月的 35 家，金額亦高於前月的 7.38

億美元。 

從產業領域來看，生技醫療仍是本月份最

受投資者關注的領域，交易件數 17 件。其中

有一筆高達3億美元規模的生技醫療交易案，

推升整體獲投金額達 5.03 億美元。其次為企

業應用領域，交易件數 7 件，規模破億的交易

兩件，整體獲投金額 3.19 億美元。 

在各募資輪次上，種子/天使輪募資案 13

件，總金額 2,675 萬美元；A 輪募資 12 件，

金額為 1.51 億美元；B 輪投資案 9 件，金額

1.75 億美元；C 輪投資案 1 件，金額 3 億美元；

D 輪 4 件，金額 2.97 億美元。其他來自可轉

債、公司輪與補助的交易案共 4 件，金額達

1,324 萬美元。 

本月獲得投資的企業中，最受投資者青睞

的是生技醫療企業 GRAIL，金額高達 3 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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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累積募資 16 億美元。這間生技公司利用

基因定序技術、大規模臨床試驗與資料科技，

開發先進血檢技術，進行早期癌症檢測。2016

年成立，同年就募得高達 1 億美元的鉅額 A

輪資金，由 Illumina 領投，共同投資者除了一

些專注於生技領域的創投，如 Biomatics 

Capital Partners 與 ARCH Venture Partners 外，

微軟創辦人 Bill Gates 也名列其中。2017 年 11

月 B 輪募資更是高達 12 億美元，由 ARCH 

Venture Partners 領投，國際醫療保健大廠嬌生

公司 (Johnson & Johnson)參與。今年 5 月

GRAIL 完成 C 輪募資 3 億美元，除了三家美

國創投擔任領投者，其餘共同參與投資的單位

均來自中國，如黃浦江資本、中國工銀、紅杉

中國、明碼生技(WuXi NextCODE)、中國招商

證券(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以及由馬雲

與蔡崇信等聯合設立的家族基金藍池資本

(Blue Pool)。 

其次則是在 2012 年成立的企業應用領域

公司 ThoughtSpot，本月份完成 1.45 億美元的

D 輪募資，由 Sapphire Ventures 與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領投。該公司設計以 AI 驅動

的商業分析平台，客戶可輕易將其應用程式部

署於企業平台，並連結至任何本地、雲端或終

端數據來源，客製化產出商業洞察報告與視覺

化介面。另外，Signifyd 也在本月完成 1 億美

元的鉅額 D 輪募資。該公司針對電商業者提

供詐欺保護服務，面對電商客戶的退款要求，

檢測虛假帳戶或財務訊息的可能，提供企業級

欺詐技術解決方案，亦提供詐欺損失補償。 

除了鉅額募資外，5 月份也有幾家值得關

注的新創企業。首先是生技醫療公司Alkahest，

針對帕金森氏症與阿茲海默症等老化疾病，開

發新型療法。研究血液中的抗老化因子，改善

因老化而產生的認知衰退等神經退化疾病。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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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公司在本月獲得來自米高福克斯基金會

(Michael J. Fox Foundation)的資金補貼，而該

基金會正是由電影「回到未來」男主角 Michael 

Fox 於 2000 年所發起成立，為非營利組織，

已投入 7.5 億美元資金致力於帕金森氏症的治

療研究。 

其次是 AR/VR 領域公司 Matterport，該公

司成立於 2010 年，專注於 3D 媒體技術開發，

提供全景攝影與電腦運算及建模服務，使任何

人都能簡易地創建與分享 3D 模型，可應用於

房地產、酒店、活動場地、室內設計、裝修與

建築，以及 VR 內容等。觀察其投資者，高通

創投(Qualcomm Ventures)從 2013 年開始參與

A 輪 560 萬美元募資，之後一路跟進至今年的

私募輪。募資之路吸引不少參與者 (Smart 

Money) ，如 AME Cloud Ventures 、 AMD 

Ventures，以及 Ericsson Ventures 等。 

此外，本月份 D 輪募得 1,400 萬美元的

SignalFx 獲得矽谷知名創投 Andreessen 

Horowitz (a16z)長期關注。該公司於 2011 年成

立，針對現代由容器(Container)、編排管理平

台與無伺服器組成的微型伺服器結構，開發基

於容器的微型伺服監控應用，替數千個指標數

據建製分析流程，並快速形成有意義的資訊與

視覺圖表。a16z 於 2013 年投資 A 輪 850 萬，

並一路追到今年 5 月的 D 輪。 

本月份收購案 15 件，其中網路應用領域

共有 5 件，是本月收購類別的大宗。如由開發

者設計的開源大數據分析社群平台 Cask，其

提供便利的大數據分析工具，縮短軟體開發時

間。該公司早在種子輪階段即被 a16z 看中，

電信大廠 Ericsson 也在 B 輪參與投資，累積獲

投達 3,750 萬美元，今年 5 月則被網路巨擘

Google 收購。 

同樣是網路應用公司的 Magento 累積獲

投 2.73 億美元，其建立網路電商與技術開發

平台，與全球最大 B2B 與 B2C 零售商、品牌

商，以及技術夥伴合作，擁有基於雲端的全棧

式解決方案，包含店內管理、零售助理、商業

智慧與訂單管理等。該公司 5 月份被 Adobe 

Systems 以 16.8 億美元收購，以獨角獸之姿風

光退場。 

除了 Magento，累積募資達 1.67 億美元的

生技醫療公司 ARMO BioSciences 則是被美國

老牌大型跨國製藥公司 Eli Lilly 以 16 億美元

收購。該公司專注於人體免疫系統療法，研發

一系列新藥，可活化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統以識

別與根除腫瘤細胞。更值得一提的是，ARMO 

BioSciences 在今年 1 月於紐約證交所(NYSE)

上市，IPO 時市值達 4.97 億元，而 Eli Lilly 則

是以更加優渥的條件加以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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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1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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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503 .27 

企業應用  7  319 .00 

汽車科技  4  14 .50 

雲端科技  3  29 .00 

金融科技  3  23 .00 

人工智慧  3  21 .50 

行動科技  2  0 .70  

網路應用  2  21 .50 

人力資源  2  10 .00 

AR/VR 2  3 .00  

資安  2  15 .00 

媒體與娛樂  2  0 .24  

IoT  1  2 .50  

能源  1  -  

硬體製造  1  12 .50 

總計  52  975 .71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表 1-2、201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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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IL 生技醫療 C 輪 $300 5/21 

Sequoia Capital China、ICBC 

International、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Blue Pool Capital 

2 ThoughtSpot 企業應用 D 輪 $145 5/08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Khosla 

Ventures、General Catalyst 

3 Signifyd 企業應用 D 輪 $100 5/31 
Bain Capital Ventures、American Express 

Ventures 

4 SignalFx 企業應用 D 輪 $45 5/22 
CRV、Andreessen Horowitz、General 

Catalyst 

5 Lyra Health 生技醫療 B 輪 $45 5/07 
Tenaya Capital、Greylock Partners、

Crown Venture Fund 

6 Attenua 生技醫療 A 輪 $35 5/01 Redmile Group、OrbiMed、Omega Funds 

7 Qventus 生技醫療 B 輪 $30 5/14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Mayfield Fund 

8 Volterra Inc 雲端科技 A 輪 $25 5/14 Mayfield Fund、Khosla Ventures 

9 
Refuge 

Biotechnologies 
生技醫療 B 輪 $25 5/02 

WuXi Healthcare Ventures、Sequoia 

Capital China、3sbio 

10 BorderX Lab 網路應用 B 輪 $20 5/10 
Hillhouse Capital Group、CBC Capital、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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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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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矽谷地區各輪次募資金額與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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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獲投狀況 

(1) 生技醫療 

 GRAIL (利用高強度的基因定序技術、大

規模臨床試驗與資料科技，開發先進血

檢技術，進行早期癌症檢測) 5/21 宣布完

成 C 輪募資 3 億美元，由 Hillhouse 

Capital Group、Ally Bridge Group、6 

Dimensions Capital 領 投 ， WuXi 

NextCODE、Sequoia Capital China、ICBC 

International、HuangPu River Capital、

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Blue Pool 

Capital 共同投資。 

 Lyra Health (由數據驅動的行為與心理

健康管理服務，透過智慧匹配系統，協

助任何人找到適合的心理諮商與療程) 

5/7 完成 B 輪募資 4,500 萬美元，由

Venrock 、 Tenaya Capital 、 Providence 

Ventures 、 Greylock Partners 、 Glynn 

Capital Management 、 Crown Venture 

Fund、Casdin Capital 投資。 

 Attenua (臨床階段的生物科技公司，針對

慢性咳嗽等慢性呼吸道系統疾病的患者

開發新藥) 5/1 完成 A 輪募資 3,500 萬美

元。由 Omega Funds 領投，Redmile Group、

OrbiMed、Abingworth 參與投資。 

 Qventus (透過手術室的實時監測，藉由

機器學習技術，預測可能的需求，即時

調度醫師與醫療資源，提高醫院手術室

的使用效率) 5/14 募得 B 輪 3,000 萬美元，

New York Presbyterian Ventures 、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領投，Norwest 

Venture Partners、Mayfield Fund 參與。 

 Refuge Biotechnologies (利用最新的基因

工程技術 CRISPR Activation 與 CRISPR 

Interference，開發癌症的治療細胞。該

公司正在尋求將多種療法整合到單一治

療性細胞中，以結合更高的療效與更少

的副作用) 5/2 募得 B 輪 2,500 萬美元，

Sequoia Capital China、3sbio 領投，WuXi 

Healthcare Ventures、Shangbay Capital、

Sangel Capital、DHVC (Danhua Capital)、

3E Bioventures、Ocean Pine Healthcare 

Fund 參與。 

 Suki (醫生的語音數位助理，為每位醫師

提供客製化的服務，如行程安排、手術

排程、患者病史、術後追蹤等) 5/1 募得

A 輪 1,500 萬美元，Venrock 領投，Social 

Capital、Nat Turner、Marc Benioff、First 

Round Capital 參與。 

 Arixa Pharmaceuticals (開發口服抗生素，

用於抵抗高抗藥性細菌感染，如革蘭氏

陰性菌(大腸桿菌、幽門桿菌等)，其研發

的 Avibactam 口服藥已被 FDA 核可) 5/1

募得種子輪 1,300 萬美元。 

 Curai (與各大醫療機構合作，運用 AI 與

機器學習技術提供更好的診斷效率、醫

護品質與醫學發展) 5/30 募得 1,070 萬美

元，Khosla Ventures 與 General Catalyst

投資。 

 RenovoRx (創新醫療器材設計與開發，

其RenovoCath可用於向外周血管系統中

的特定標靶部位輸送高濃度液態藥劑，

如診斷劑或治療劑，已獲得美國 FDA 許

可，進入臨床階段) 5/23 募得 D 輪 700

萬美元，Boston Scientific 領投，btov 

Partners、Golden Seeds、Astia Angels 參

與。 

 NeuCyte (目前中樞神經藥物在臨床試驗

中高度耗損，未能滿足患者需求。該公

司以幹細胞技術開發 SynFire 細胞，生產

與保存多元的人類神經元結構，提供更

可靠的藥物療效預測，加速中樞神經疾

病藥物開發流程) 5/8 募得 A 輪 670 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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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leaguer venture capital 與 Cowin 

Venture 領投。 

 Genoox (雲端基因數據管理，針對臨床醫

學、腫瘤學、製藥研究與模擬醫學測試

等提供次世代基因定序數據分析平台，

以模組化的系統，降低基因數據管理的

複雜性和成本) 5/15募得B輪 600萬美元，

Triventures 領投，Inimiti、Glilot Capital 

Partners 參與。 

 Bionure (臨床醫學開發，專注於罕見眼

科疾病研究 SGK 用藥，關注於急性視神

經炎與視神經脊髓炎等視力障礙疾病，

其 BN201 通過歐洲與美國視神經炎的孤

兒藥核可，並在英國進行 1 期臨床試驗) 

5/17 募得 A 輪 400 萬歐元，Alta Life 

Sciences 領投。 

 Notable (結合人工智慧技術，開發醫療語

音助理，以自然的互動方式紀錄病患資

訊與診療過程，節省醫師檢視與紀錄電

子病歷的時間，提升醫療效率與品質) 

5/7 募得種子輪 300 萬美元，Greylock 

Partners 領投，Maverick Ventures Israel、

8VC 參與。 

 Thryve (腸道健康管理。設計簡易的腸道

微生物檢測工具，客戶可配合手機應用

與量身定制的益生菌補充劑，獲得飲食

諮詢，維持腸道健康) 5/15 募得 140 萬美

元，PivotNorth Capital 領投，Unilever 

Ventures 、 Joyance Partners 、 Darling 

Ventures、Candela Paramount、Abstract 

Ventures 參與。 

 X-ZELL (專注於稀有細胞檢測臨床技術

開發，可以從 8 至 10 毫升的血液樣本中

分離與可視化極其罕見的循環內皮細胞

(CEC)組織用以檢測癌症) 5/1 募得種子

輪 75 萬美元。 

 Alkahest (針對帕金森氏症與阿茲海默症

等老化疾病，開發新型療法。研究血液

中的抗老化因子，改善因老化而產生的

認知衰退等神經退化疾病 ) 5/21 獲得

Michael J. Fox Foundation 的研究補助。 

 Patchd Medical (分析疾病與病患生理數

據，預測可能發生的敗血症狀。結合醫

療機構、機器學習與專業知識，開發臨

床可操作的系統，監測高危險患者，排

除虛假警示，在正確的時間點提供正確

的洞察 ) 5/10 募得種子輪資金，KdT 

Ventures 領投。 

 

(2) 企業應用 

 ThoughtSpot (AI 驅動的商業分析平台。

客戶可輕易將其應用程式部署於企業平

台，並連結至任何本地、雲端或終端數

據來源，客製化產出商業洞察報告與視

覺化介面) 5/8 募得 D 輪 1.45 億美元，由

Sapphire Ventures、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領投，Khosla Ventures、General 

Catalyst、Future Fund 共同投資。 

 Signifyd (針對電商業者提供詐欺保護服

務。面對客戶的退款要求，檢測虛假帳

戶或財務訊息的可能，提供企業級欺詐

技術解決方案，補償詐欺損失) 5/31 募得

D輪資金1億美元，由PremjiInvest領投，

Resolute.vc 、 Menlo Ventures 、 Lucas 

Venture Group、IA Ventures、Bain Capital 

Ventures、American Express Ventures、

Allegis Capital 參與投資。 

 SignalFx (針對現代由容器(Container)、

編排管理平台與無伺服器組成的微型伺

服器結構，開發基於容器的微型伺服監

控應用，替數千個指標數據建製分析流

程，並快速形成有意義的資訊與視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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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募得 D 輪資金 4,500 萬美元，由

General Catalyst 領投，CRV、Andreessen 

Horowitz 共同投資。 

 Moloco (建立雲端平台與模組，運用機器

學習與大數據技術，為行動應用的發行

商與廣告商提供按需設計的廣告服務) 

5/10 募得 B 輪資金 1,100 萬美元，由

Samsung Ventures、Draper Athena 領投，

Smilegate Investment、KTB Ventures 參

與。 

 Lumina Networks (建立開放的軟體網絡，

將實驗室中的軟體技術落實在企業應用

上。在開源平台開發 SDN 產品，並提供

NetDev 服務，在交付開發系統的同時，

以 敏 捷 軟 體 開 發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方式傳達軟體 Know-how) 

5/24 募得 A 輪資金 1,000 萬美元，由

Verizon Ventures 領投，Rahi Systems、

AT&T 參與。 

 Squelch (針對第一線的客戶服務人員所

設計的賦能方案，該公司開發一目了然

的操作介面與流程，協助其迅速掌握企

業產品、客戶需求與解決方案) 5/7 募得

A輪資金 800萬美元，由Shasta Ventures、

Correlation Ventures 領投。 

 DealSite (連結既有的 CRM 系統與電子

郵件，為投資銀行業者設計網頁或行動

工作介面，以提升效率與客戶關係) 5/1

募得資金，由 Fifteen Group 領投，

Inspiration Ventures 參與。 

 

(3) 汽車科技 

 Metawave Corporation (專注於汽車科技

領域，開發 WARLORD 智慧雷達，透過

射頻(RF)技術進行精確成形，並應用 AI

引擎增強識別，在全天候條件下進行長

距離影像辨識、分類與追踪道路物體。

同時開發可應用於 4G 與 5G 的智慧天線

SABRE，提供更快速的數據與近端即時

傳輸) 5/15 募得資金 1,000 萬美元，由

Denso 領 投 ， Western Technology 

Investment、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SAIC Venture Capital、Motus Ventures、

Khosla Ventures 、 Hyundai Motor 

Company、Bold Capital Partners、Autotech 

Ventures、Asahi Glass Co.、Alrai Capital

共同投資。 

 Parallel Domain (開發 3D 環境模擬軟體，

其內容生成技術提供了可配置、詳細且

可大規模擴展的模擬環境，取代傳統上

需要大量勞力、資本與時間投入，應用

於無人車駕駛訓練) 5/1 募得 A 輪 250 萬

美元，由 Ubiquity、Costanoa Ventures

共同投資。 

 Motorq (建立雲端 API 平台，提供車聯網

數據與分析，支援 OEM 廠商、車隊、保

險公司或政府單位擬定數據戰略) 5/17

募得種子輪 200 萬美元，由 Story 

Ventures、Purple Arch Ventures、Monta 

Vista Capital、Milliways Ventures、Fraser 

McCombs Capital 投資。 

 CarBlock (結合區塊鏈與智慧硬體技術，

與合作夥伴 nonda 共同開發智慧車配裝

置(智慧車充)，透過行車數據交換獲取

CAR Token，可用於未來行車相關服務) 

5/30 募得資金，由 Consensus Lab 領投，

Timestamp Capital、Tao Zhang、Fenbushi 

Capital、DHVC (Danhua Capital)共同投

資。 

 

(4)  雲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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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terra (專注於邊緣運算的 SaaS 公司，

開發相關雲端應用，協助企業提升資料

的處理與傳送的速度) 5/14 募得 A 輪資

金 2,500 萬美元，由 Mayfield Fund、

Khosla Ventures 領投。 

 Cloudtenna (為混亂的企業資料找回秩序。

以單一介面，整合電子郵件、雲端儲存

等多個企業資料來源，並建立智慧搜尋

系統，在保障資安風險下，提升資料管

理效率) 5/25 募得種子輪 400 萬美元，由

Blazer Ventures 領投，Citrix Systems 參

與投資。 

 CloudGenix (遠端辦公室解決方案，開發

AppFabric 提供軟體定義的廣域網路，可

基於企業客戶需求打造具備合規性與安

全性的全球廣域網，並簡化其部屬流程

與降低成本 ) 5/8 募得資金，由 Intel 

Capital 領投。 

 

(5) 金融科技 

 At-Bay ("針對資料外洩、網路攻擊、金

融詐欺、網路勒索、業務中斷、媒體糾

紛等因網路所產生的風險，進行分析與

預測，提供最佳保險覆蓋，並與經紀商

合作提供全面的風險管理計劃) 5/9 募得

A 輪 1,300 萬美元，由 Yoni Cheifetz、

Keith Rabois 領投，Shlomo Kramer 參與

投資。 

 Ladder (保險科技公司。去除保險中介的

費用與成本，提供專業的保險服務與符

合用戶不同需求的人壽保險) 5/15募得B

輪 1,000 萬歐元，由 Northwestern Mutual 

Future Ventures、Allianz Life Insurance

領投。 

 Ink Protocol (提供基於以太坊區塊鏈技

術的支付協議 XNK，使用者可透過加密

或幣購買 XNK 代幣，並以此作為 P2P

市場中的交易貨幣，目前與網拍平台

Listia 合作 ) 5/14 募得種子輪，由

ConsenSys Ventures 領投。 

 

(6) 人工智慧 

 Avaamo (開發深度學習軟體，專注於會

話介面與底層技術，包括語音合成、語

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數據分類及語

義搜索，從單一的命令式對話至多回合

對話，以處理客戶諮詢或報價等服務) 

5/8 完成 A 輪募資 1,420 萬美元，由 Intel 

Capital 領投，Wipro Ventures、Mahindra 

Partners、Ericsson Ventures 參與。 

 Passage AI (應用深度學習與自然語言處

理技術開發 AI 助理，使用者無需程式設

計基礎，即可在多種介面(如 FB、Slack、

iOS、Alexa、Google Home、微信、簡訊

等)，建置多語言的自動回應機器人) 5/2

募得 A 輪資金 730 萬美元，由 Blumberg 

Capital 領投。 

 Alcatraz AI (利用 3D 感測與深度學習技

術，開發面部辨識系統，具長時間的大

範圍多人掃描技術，可快速部屬於門禁

系統) 5/7 募得種子輪資金。 

 

(7) 行動科技 

 ZenScreen (提供數位「節食」解決方案，

監控與管理手機螢幕使用狀況，有效減

少低頭看手機的時間，提升人際交流與

健康) 5/29 募得 70 萬美元，由 Otello 

Corporation 領投。 

 VenueNext (針對大型活動，客製化客戶

服務行動應用程式，提供活動流程與動

線、公共運輸與餐飲服務諮詢，同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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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應用於醫療院所、旅館或主題樂園等

處。後台可記錄消費者行為，建立洞察

圖表或報告 ) 5/8 完成募資，由 Intel 

Capital 領投。 

 

(8) 網路應用 

 BorderX Lab (提供安全方便的跨境電子

商務購物平台，消費者能以合理的價格

購買原廠產品。開發 Beyond App，與超

過 50 家歐美品牌商與百貨業者合作，連

結歐美品牌與中國消費市場) 5/10募得B

輪資金 2,000 萬美元，由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領投，iFly.vc、Welight 

Capital、Hillhouse Capital Group、CBC 

Capital 參與投資。 

 GUN (解決雲端數據資料同步問題，該公

司對來自客戶端的重要檔案自訂建立本

地備份，以提升數據效率與安全，並可

適用於各種數據形式) 5/23 完成種子輪

募資 150萬美元，Draper Associates領投，

Marc Benioff、CRCM Ventures、Boost VC

參與。 

 

(9) 人力資源 

 Drishti (運用電腦視覺技術，分析工廠作

業員行為，並將其數據化，以提升作業

效率與員工的競爭力) 5/9 完成 A 輪募資

1,000 萬美元，由 Emergence Capital 

Partners 領投，Benhamou Global Ventures、

Andreessen Horowitz 參與。 

 YouTeam (安全可靠的人力資源平台，擁

有超過 100 萬名工程師人才庫，雇主可

依據不同的軟體需求找到適合的自由工

作者，並提供薪資支付、雇用契約、IP

保障等服務) 5/21 募得種子輪資金，

u.ventures 領投。 

 

(10) AR/VR 

 DoubleMe (開發 3D 捕捉軟體系統

HoloPortal，可將 2D 影像實時轉換為高

精確度的動態 3D 模型，降低後期製作與

3D 動畫處理成本，適用於游戲、3D 動

畫、VR/AR、3D 列印等領域) 5/17 獲得

Institue for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Promotion 

(Korea) 300 萬美元資金補助。 

 Matterport (3D 媒體技術開發，提供全景

攝影與電腦運算及建模服務，使任何人

都能簡易地創建與分享 3D 模型，可應用

於房地產、酒店、活動場地、室內設計、

裝修與建築，以及 VR 內容等) 5/2 募得

資金，由 State Auto Labs 領投，iGlobe 

Partners、Sound Ventures、Rev1 Ventures、

Qualcomm Ventures、News Corp.、Navitas 

Ventures、Lux Capital、Gordon Segal、

GIC、Felicis Ventures、Ericsson Ventures、

DCM Ventures、CBRE Group、AME 

Cloud Ventures 參與投資。 

 

(11) 資安 

 SafeBreach (網路攻擊模擬的先驅，從駭

客的視角檢視企業資訊安全，模擬駭客

惡意軟體、漏洞攻擊、暴力破解、後門

等手段，配合資安分析師，主動預測攻

擊，驗證安全機制) 5/8 募得 B 輪 1,500

萬美元，由Draper Nexus Ventures領投，

Sequoia Capital、PayPal、Pathfinder、

Deutsche Telekom Capital Partners 共同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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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rypto ( 開 發 身 分 驗 證 即 服 務

(Authentication-as-a-Service)解決方案，

其雲端架構可藉由各種行動裝置，如手

機、平板電腦、穿戴裝置，連結使用者

的身分驗證機制，取代帳號密碼或其他

需要驗證的密碼) 5/17 募得資金，由 Blue 

Label Ventures 領投。 

 

(12) 媒體與娛樂 

 Streamloots (設計直播主人物肖像卡片，

提供消費者收集與交易，而直播主亦可

設計卡片功能，增加與觀眾互動的途徑) 

5/11 透過可轉債募得資金 20 萬歐元，由

Adam Draper 領投。 

 Touchmoon (新一代的 messenger，滿足

新興用戶的需求，諸如動畫主題群組、

相片圖庫整合、「明信片」訊息、即時

繪圖工具、共享位置信息與匿名交流模

式等) 5/1 募得種子輪。 

 

(13) IoT 

 TraceAir (結合無人機與影像辨識技術，

提供建築工地與土地開發監測系統，提

供正確的建地數據資料，量化施工進度，

降低開發商與承包商的預算及工程時間

的不確定性) 5/21募得種子輪250萬美元，

由 Sistema Venture Capital 領投，PIKvc、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Co、ENGEO 共

同投資。 

 

(14) 能源 

 Gavano (針對企業 IT 設備的電力監控系

統，追蹤企業 IT 設備的能源使用狀況，

包含功耗、電力配比、電價，以及溫室

氣體排放等環境指標) 5/18 募得種子輪

資金。 

 

(15) 硬體製造 

 Arevo Labs (整合先進材料、軟體與 3D

列印技術，以高強度、輕量化的碳纖維

強化熱塑性樹脂(CFRTP)複合材料，實現

大規模生產零件與結構的設計與製造，

並以 3D 列印技術為主，提升設計與製造

彈性) 5/17 募得 B 輪 1,250 萬美元，由

Asahi Glass Co. 領 投 ， Sumitomo 

Corporation 、 Leslie Ventures 、 Khosla 

Ventures 共同投資。 

 

2. 企業收購狀況 

 AppsFlyer 收購 Yodas.com (提供企業情

報搜索引擎，媒合程式開發需求與潛在

工程人才，可分析數千萬筆關於各種科

技企業資訊，包括增長速度、開發者比

例、工時等動態數據) 

 德國水資源管理與建設公司 Kurita 

Water Industries 收購 Fracta (以大數據分

析與機器學習技術，評估公共事業與基

礎建設效益。與水資源公司合作，評估

管線更換需求，提出風險預測與支出控

制方案) 

 Metal 收購 Crumbs (結合微型投資與加

密貨幣，開發行動應用程式。客戶可設

定投資組合與配置，將平時消費所找的

零錢集中起來，投資於設定之虛擬資產) 

 PayPal收購 Jetlore (人工智慧驅動的數據

分析平台，解讀消費者與客戶數據，形

成可視化分析與預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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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mens Building Technologies 收 購

Enlighted (提供物聯網解決方案，為智慧

建築提供先進的能源效率技術。藉由感

測器部署，以及實時數據的收集與分析，

提升建築節能效率，節省能源成本) 

 Adobe Systems 以 16.8 億美元收購

Magento Commerce (網路電商與技術開

發平台，與全球最大B2B與B2C零售商、

品牌商，以及技術夥伴合作，擁有基於

雲端的全棧式解決方案，包含店內管理、

零售助理、商業智慧與訂單管理等。年

銷售額達 1550 億美元) 

 美國餐飲服務公司 EAT Club 收購 Farm 

Hill (來自 Stanford StartX 加速器計畫的

新創企業，提供健康飲食與外送服務) 

 8x8 Inc收購Mariana (針對B2B客戶提供

自動化營銷服務，應用深度學習技術掌

握潛在客戶，進行精準行銷) 

 Google 收購 Cask (由開發者設計的開源

大數據分析社群平台，提供便利的大數

據分析工具，縮短軟體開發時間) 

 Tynker 收購 Pythonroom (設計互動且基

於網路的學習管理系統，協助教育工作

者將程式設計教育帶入課堂，使學生能

更易接受與學習主流程式語言)  

 美國大型跨國製藥公司 Eli Lilly 以 16 億

美元收購 ARMO BioSciences (專注於人

體免疫系統療法，研發一系列新藥，可

活化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統以識別與根除

腫瘤細胞)  

 Synchrony Financial 收 購 Loop 

Commerce (設計 GiftNow 服務，結合電

商，解決人們送禮時所遭遇的障礙。送

禮者挑選禮物完成結帳後，透過電子賀

卡送達，並由收禮者提出尺寸、顏色、

地址等客製化需求)  

 Google 收購 Velostrata (雲端移動服務平

台。企業客戶可以構建動態的混合雲端

結構，以最低的複雜度，迅速將工作負

載移至公共雲，服務涵蓋按需容量配置、

工作負載測試與遷移)  

 ServiceNow 收購 Parlo (專注於自然語言

處理與理解，開發人工智慧引擎 Broca，

讓電腦理解人類的語言，並與人自然地

互動)  

 Cisco 以 2.7 億美元收購 Accompany (建

置最詳盡的財富 500 CEO 資料庫，提供

最全面與實時的檔案與相關新聞資訊，

以及人際關係管理服務)  

范秉航博士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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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中國投資風向掃瞄

（2018.5） 

本月在亞洲投資風向掃描方面，觀察中國 2018 年 5 月股權投資的趨勢。首先針對中國 2018

年 5 月股權投資(IPO 之前)分析，本研究應用中國知名投資數據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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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獲投的概況。 

總獲投件數與金額估計 

2018 年 5 月份中國共有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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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25 億人民幣，約 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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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71 件投資交易活動，占總獲投件數的 17%。

其次依序為硬體 55 件(13%)以及醫療健康 46 件(11%)。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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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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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件(22%)、Pre-A 輪、A 輪、A+輪共 172 件(42%)。中期階段(Pre-B

輪、B/ B+輪、C/ C+輪)的件數共 85 件(20%)。後期階段(D 輪之後)占比約為 8%，至於戰略性投

資達 59 件，占比 14%。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2、5 月份中國各輪次獲投件數分佈 

獲投地區分佈 

至於獲投企業總部所在地分佈，以投資件數為基礎，前五大地區分別為北京 127 件(31%)、

上海 92 件(22%)、廣東 70 件(17%)、浙江 47 件(11%)、江蘇 14 件(3%)等，合計五大地區占總獲

投件數的 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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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中國地區獲投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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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投金額排行榜 

就已揭露的獲投金額，針對 5 月份獲投金

額高於10億人民幣，以及將獲投階段以早期、

中期、後期做區分，各階段獲投前三名之企業

做一概述。2 

Early-Stage 

禧雲國際(A 輪 2 億美元) 

禧雲國際為中國「互聯網+」戰略下產生

的標準化餐飲/食品產業網路服務企業，致力

於推動餐飲/食品行業的基礎建設。本身以及

旗下五個全資子公司深耕合規、風控、效率、

管理和行銷等領域，業務包含搜集中小團餐企

業需求，代表他們集中採購、整理原料供應鏈

和物資供應鏈；提供食品安全培訓、食品安全

監管、食品快速檢測、食品體系搭建；提供專

業的培訓課程以及各種解決方案等，形成團餐

產業鏈生態系，實現團餐行業的產業升級。 

於本月，禧雲國際獲得由螞蟻金服、鼎暉

投資、口碑等 2 億美元的 A 輪投資。 

Roadstar.ai(A 輪 1.28 億美元) 

Roadstar.ai 是一家專注於 4 級自動駕駛技

術的人工智慧新創企業。由三位曾在 Google、

Tesla、Apple、Nvidia 和百度等領導自動駕駛

技術的工程師所創立。Roadstar.ai 開發了兩項

關鍵技術：HeteroSync 和 DeepFusion，並與多

種傳感器（包括 LiDAR、相機、雷達、GPS、

IMU 等）集成。HeteroSync 可提供高度精確時

間和空間的實時更新以及從融合的高維原始

數據中提取的 robust 特徵；憑藉融合高維感測

器數據的優勢，DeepFusion 可生成真正高效和

安全的自主駕駛解決方案。 

                                                           

2三階段為 Early-Stage:種子/天使/A 輪、

Middle-Stage:B 輪/C 輪、Late-Stage 與其他:D

輪以上/戰略投資。 

Roadstar.ai 本月完成 1.28 億美元的 A 輪

募資，由雙湖資本和深創投集團聯合領投，老

股東雲啟資本、招銀國際、元璟資本跟投。 

中誠信徵信(A 輪 4.5 億人民幣) 

中誠信徵信前身為中國誠信集團的徵信

與商帳管理事業部。產品與服務涵蓋個人徵信、

企業徵信、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市場調研諮詢

等多領域。 

本月中誠信徵信宣佈完成 4.5億元A輪募

資。投資方包括中信資本、高瓴資本、博裕資

本、三峽資本、萬世資本、丹華資本、心元資

本、和聚百川等眾多投資機構。 

Middle-Stage 

優必選科技(C+輪 8.2 億美元) 

優必選科技是中國首家致力於商業化人

形智能機器人的研發、製造和銷售一體化的高

科技企業，集智慧機器人軟體應用和硬體開發

為一體，已獲得數十項中國國家技術專利。優

必選長期以來與中國科學院、上海交大、哈工

大等中國頂尖大學及研究機構保持合作關

係。 

優必選科技於本月完成 C+輪募資，本輪

募資由騰訊領投，工商銀行、海爾、民生證券、

澳洲電信、居然之家、泰國正大集團、民生銀

行、宜信集團、中廣核、鐵投集團、松禾資本

等跟投，此外 B 輪領投方鼎暉資本追加投資。 

商湯科技(C+輪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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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湯科技本月宣佈獲得 6.2 億美元 C＋輪

投資，聯合領投方包含厚樸投資、銀湖投資、

老虎基金、富達國際等，跟投方為深圳市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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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集團、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上海自貿

區基金、全明星投資基金等機構，此外本輪募

資引入戰略投資方高通創投、保利資本和世茂

集團。據商湯科技聲稱，本輪募資後公司估值

超過 45 億美元。 

基石藥業(B 輪 2.6 億美元) 

基石藥業為致力於開發新一代創新藥物

的生物製藥公司，具備腫瘤、心血管、風濕性

關節炎、血液病及自身免疫系統病症等五個治

療領域產品線。 

基石藥業本月宣佈完成 2.6億美元B 輪募

資。本輪募資由主權財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資

公司（GIC）領投，紅杉資本中國基金、雲鋒

基金、通和毓承資本、中信產業基金、泰康保

險集團、ARCH Venture Partners、高瓴資本、

King Star Capital、3W Partners、AVICT、宏瓴

資本參與，以及已投資方元禾原點、博裕資本

及毓承資本跟投。 

優客逸家(C 輪 10 億人民幣) 

優客逸家以先進的技術及創新的金融工

具為閒置房業主提供一站式房屋租賃增值管

理解決方案；為城市租房人群，提供高品質長

租公寓產品、租後服務、以及圍繞房屋、居住

社交而衍生的增值服務。 

優客逸家宣佈本月完成 C 輪募資，投資方

為深創投、綠城服務、星河地產、君聯資本、

經緯中國、海納亞洲（SIG）。 

Late-Stage 與其他 

微醫(F 輪上市前 5 億美元) 

微醫結合多家醫療相關機構，建構新型醫

療服務體系。透過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為中

國醫院、醫生高效賦能，助力中國醫療服務體

系實現智慧升級，提供有溫度的家庭醫療服務，

實現"不出門看好病"，推動"健康中國"戰略早

日實現，成為中國醫療服務體系構建的協助者

和推動者。 

微醫本月宣佈完成 5 億美金的 Pre-IPO 輪

募資。本輪募資由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和新

創建集團有限公司領投，包括中投中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等參投。本輪募資應是中國醫療健

康科技行業目前完成的最大規模的上市前募

資，完成後微醫的估值為 55 億美元。 

易商紅木(D 輪 3.06 億美元) 

易商紅木是一家為電子商務、零售業以及

冷鏈行業提供倉儲設施開發及服務，為企業客

戶提供物流、生產及辦公設施的開發、運營和

管理服務專業公司。 

易商紅木本月獲京東 3.06 億美元投資，

同時易商紅木也是京東最大的庫房提供商。 

Brii Biosciences(戰略投資 2.6 億美元) 

Brii Biosciences 是一家創新藥物研發商，

專注於治療慢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創新藥物

的研發與生產，並為用戶提供醫療保健健康解

決方案，Brii Biosciences 為中國提供創新藥物，

作為改善公共健康的一種方式。 

Brii Biosciences 本月宣佈獲得 2.6 億美元

戰略投資。本次投資由 ARCH Venture Partners、

通和毓承資本、博裕資本、雲鋒基金、紅杉資

本和藍池資本領投。 

奧比中光(D 輪 2 億美元) 

奧比中光是一家 3D 感測技術研發商，主

要產品有電視感測器、遊戲感測器和深度相機，

同時基於 3D感測技術，研發了網路 3D試衣、

3D 監控和以圖搜圖等產品，廣泛應用於娛樂

教育、智慧安防、自動駕駛等領域。 

本月奧比中光完成2億美金的D輪募資，

本輪募資由螞蟻金服領投，賽富投資、松禾資

本、天狼星資本以及仁智資本等老股東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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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鏈科技(戰略投資 12.3 億人民幣) 

趣鏈科技是一家以區塊鏈底層技術研發

為方向的企業，核心技術為自主可控的聯盟鏈

雲平台，服務於金融、電子商務、國際航運、

版權保護、不動產交易、健康醫療等眾多領域。

在金融領域，趣鏈科技與中國銀聯、上海證券

交易所、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中國工

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興業

銀行、浙商銀行、北京銀行、美國道富銀行、

葡萄牙商業銀行、德邦證券等大型金融機構開

展區塊鏈相關合作；在非金融領域，趣鏈科技

也與 Google、微軟、華為、生意家等達成重要

合作。 

本月新湖中寶公告透過全資子公司智腦

投資與趣鏈科技簽署投資合作協定。智腦投資

以 1.09 億元受讓趣鏈科技五位股東持有的 

190.9464 萬元出資額；此外，智腦投資還以

11.21 億元認繳趣鏈科技新增註冊資本 

1959.29 萬元。增資完成後,智腦投資占趣鏈科

技註冊資本的比例為 49%。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4、5 月份中國地區各階段獲投金額前三名及高於 10 億人民幣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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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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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健康 派森諾 上海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 

遊戲 AR Monster 浙江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2 

物流 中國物流資產 上海 戰略投資 8.98 億港元 2018/5/2 

文化娛樂 雙界儀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 

教育 文啟優思 上海 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5/2 

汽車交通 車行易 廣東 A 輪 1000 萬美元 2018/5/2 

教育 世紀海航 福建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 

社交網路 創客星球 上海 Pre-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 

醫療健康 求臻醫學 北京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5/2 

電子商務 享物說 上海 B 輪 未透露 2018/5/2 

旅遊 彩貝殼 上海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5/2 

醫療健康 森億智能 上海 B 輪 1 億人民幣 2018/5/2 

硬體 傲勢科技 四川 A 輪 未透露 2018/5/2 

汽車交通 裕蘭資訊科技 上海 A 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5/2 

硬體 雷鳥科技 廣東 戰略投資 3 億人民幣 2018/5/2 

金融 Bit.Game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3 

工具軟體 sweetalk 甜言蜜語 上海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3 

教育 小碼王 浙江 B 輪 1.3 億人民幣 2018/5/3 

遊戲 互聯星夢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5/3 

汽車交通 車主邦 北京 A+輪 1.1 億人民幣 2018/5/3 

硬體 禾賽科技 上海 B 輪 2.5 億人民幣 2018/5/3 

硬體 優必選科技 廣東 C+輪 8.2 億美元 2018/5/3 

電子商務 衣當先 陝西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3 

金融 果粒科技 北京 Pre-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3 

醫療健康 連心醫療 北京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3 

電子商務 哈哈零獸 湖北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3 

汽車交通 茄子直賣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3 

企業服務 博雅立方 CubeAD 北京 C 輪 500 萬美元 2018/5/3 

文化娛樂 鮮漫動漫 浙江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3 

企業服務 臻旅科技 江蘇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3 

遊戲 EDG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4 

金融 Kcash 錢包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4 

企業服務 一面數據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4 

汽車交通 中雲智車 北京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4 

農業 天天學農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4 

電子商務 只二網絡 上海 A+輪 數千萬美元 20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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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旅遊 全景旅遊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4 

企業服務 百煉智能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4 

旅遊 卓銳科技 浙江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4 

本地生活 味及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4 

文化娛樂 封面新聞 四川 Pre-A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4 

農業 泰谷生物 湖南 戰略投資 5000 萬人民幣 2018/5/4 

醫療健康 健世生物 浙江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4 

硬體 捷福裝備 湖北 戰略投資 2999 萬人民幣 2018/5/4 

金融 黃金管家 北京 B+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4 

體育運動 壹球成名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5/4 

硬體 裂石影音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4 

教育 溢米輔導 上海 B 輪 1000 萬美元 2018/5/4 

硬體 睿瀚醫療 廣東 Pre-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5/4 

金融 Vechain 唯鏈 上海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5 

醫療健康 中優精准醫療 上海 戰略投資 5.37 億人民幣 2018/5/5 

企業服務 全球時刻 浙江 A+輪 未透露 2018/5/5 

醫療健康 珂信健康 湖南 C 輪 2.4 億人民幣 2018/5/5 

硬體 勝普電子 重慶 C 輪 4570 萬人民幣 2018/5/5 

汽車交通 停簡單 北京 B+輪 未透露 2018/5/5 

醫療健康 嘉寶康樂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5 

企業服務 Aibee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億人民幣 2018/5/7 

金融 EtherFly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7 

企業服務 Upstar 上海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7 

遊戲 VSPN 樂競文化 上海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7 

企業服務 上海慧程 上海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7 

金融 什馬金融 上海 C 輪 3 億人民幣 2018/5/7 

電子商務 樂租 浙江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7 

電子商務 匯實科技 上海 戰略投資 1005 萬人民幣 2018/5/7 

汽車交通 立刻出行 廣東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7 

房產服務 合富輝煌 香港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7 

社交網路 私家雲 廣東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7 

本地生活 兔小二 上海 A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7 

硬體 岸達科技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5/7 

本地生活 思埠集團 廣東 B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7 

企業服務 星雲 Clustar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7 

醫療健康 浚惠生物 江蘇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7 

企業服務 黑湖科技 上海 A+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7 

硬體 鯤遊光電 上海 A+輪 未透露 2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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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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 公鏈 福建 A 輪 3000 萬美元 2018/5/8 

電子商務 工品匯 江蘇 B+輪 2 億人民幣 2018/5/8 

文化娛樂 漢獅影視 河北 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5/8 

電子商務 因淘優品 廣東 B 輪 未透露 2018/5/8 

房產服務 好租網 北京 C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8 

教育 作文紙條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美元 2018/5/8 

醫療健康 尚融生物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5/8 

企業服務 科學指南針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8 

企業服務 音智達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5/8 

房產服務 綠雲 浙江 B 輪 1.8 億人民幣 2018/5/8 

文化娛樂 微念科技 浙江 B 輪 未透露 2018/5/8 

本地生活 禧雲國際 北京 A 輪 2 億美元 2018/5/8 

企業服務 Alauda 靈雀雲 北京 B+輪 未透露 2018/5/9 

旅遊 Wegogo 上海 Pre-A 輪 600 萬人民幣 2018/5/9 

汽車交通 一訂有車 廣東 Pre-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5/9 

硬體 力子機器人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9 

醫療健康 世紀康瑞 北京 C 輪 未透露 2018/5/9 

硬體 樂鑫科技 上海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9 

醫療健康 艾優雲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9 

電子商務 行雲全球匯 廣東 A 輪 3 億人民幣 2018/5/9 

電子商務 別樣 北京 B 輪 2000 萬美元 2018/5/9 

電子商務 紙箱哥 浙江 A+輪 未透露 2018/5/9 

醫療健康 邦爾骨科 浙江 C 輪 3 億人民幣 2018/5/9 

文化娛樂 星球研究所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5/9 

工具軟體 相芯科技 浙江 A 輪 1.2 億人民幣 2018/5/9 

本地生活 愛寵醫生 上海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9 

醫療健康 基石藥業 江蘇 B 輪 2.6 億美元 2018/5/9 

本地生活 夠近智慧社區 貴州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9 

教育 袋鼠麻麻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5/9 

醫療健康 速邁醫療 北京 C 輪 未透露 2018/5/9 

汽車交通 騎加 上海 天使輪 400 萬人民幣 2018/5/9 

金融 晴天助 浙江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9 

醫療健康 微醫 浙江 F 輪-上市前 5 億美元 2018/5/9 

企業服務 數字聯盟 北京 A+輪 2400 萬人民幣 2018/5/9 

企業服務 瑞為技術 福建 B+輪 未透露 2018/5/9 

硬體 睿科微電子 安徽 A 輪 未透露 2018/5/9 

文化娛樂 橙光 北京 C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9 

電子商務 KARADO 上海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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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醫療健康 萬靈盤古 北京 Pre-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5/10 

房產服務 千嶼 Islands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0 

醫療健康 千麥醫學檢驗 浙江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10 

硬體 大道智創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0 

金融 雲融金科 浙江 A 輪 8000 萬人民幣 2018/5/10 

電子商務 友咖啡 廣東 Pre-A 輪 3500 萬人民幣 2018/5/10 

房產服務 巴樂兔房東直租平台 上海 B+輪 3 億人民幣 2018/5/10 

教育 火花思維 北京 B 輪 1500 萬美元 2018/5/10 

企業服務 樂言科技 上海 A+輪 未透露 2018/5/10 

房產服務 優客逸家 四川 C 輪 10 億人民幣 2018/5/10 

硬體 興工微電子 上海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10 

本地生活 妙手快按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0 

硬體 純米科技 上海 C 輪 未透露 2018/5/10 

企業服務 良曉科技 上海 戰略投資 3000 萬人民幣 2018/5/10 

醫療健康 邁博斯生物 江蘇 B 輪 4000 萬美元 2018/5/10 

電子商務 玩多多 北京 B 輪 1500 萬美元 2018/5/10 

電子商務 品志 四川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0 

電子商務 星球食袋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0 

教育 校寶線上 浙江 C+輪 1 億人民幣 2018/5/10 

本地生活 粉筆盒 北京 天使輪 200 萬人民幣 2018/5/10 

硬體 高仙機器人 上海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5/10 

金融 荷馬金融 北京 A+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5/10 

文化娛樂 喜馬拉雅 上海 E 輪 數億美元 2018/5/10 

旅遊 碰趣 上海 種子輪 未透露 2018/5/10 

硬體 碧虎科技 上海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10 

硬體 藍晶生物 BluePHA 北京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10 

企業服務 17 度 廣東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1 

文化娛樂 Odaily 星球日報 北京 天使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5/11 

體育運動 Wake 喚醒之光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1 

企業服務 中裝速配 海南 天使輪 800 萬人民幣 2018/5/11 

企業服務 雲知聲 北京 C 輪 1 億美元 2018/5/11 

本地生活 卟一樣的大學 湖南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11 

本地生活 優杯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1 

電子商務 衣本電商 上海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1 

旅遊 我行我宿 廣東 A 輪 1.5 億人民幣 2018/5/11 

硬體 京都龍泰 四川 B 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5/11 

本地生活 果小小 浙江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1 

企業服務 威脅獵人 廣東 Pre-A 輪 2500 萬人民幣 201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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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活 美味不用等 上海 D 輪 4 億人民幣 2018/5/11 

汽車交通 換車網 湖北 A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11 

房產服務 NOME 家居 廣東 A+輪 1.8 億人民幣 2018/5/12 

本地生活 蝦比特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12 

硬體 視野機器人 廣東 A 輪 900 萬美元 2018/5/12 

教育 起向教育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2 

企業服務 澎峰科技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5/13 

教育 成長保 上海 B+輪 1.5 億人民幣 2018/5/14 

硬體 觀界創宇 四川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4 

醫療健康 求臻醫學 北京 戰略投資 5000 萬人民幣 2018/5/14 

金融 信數金服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4 

本地生活 龔記永元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4 

電子商務 惠下單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14 

金融 港盛科技 GSOMS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4 

物流 蜂窩安遞 上海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4 

硬體 酷哇機器人 安徽 B 輪 未透露 2018/5/14 

本地生活 魔盒 CITYBOX 上海 B+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14 

企業服務 EasyStack 北京 C+輪 3 億人民幣 2018/5/15 

企業服務 Myshare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5 

汽車交通 Roadstar.ai 廣東 A 輪 1.28 億美元 2018/5/15 

企業服務 三角獸 北京 B 輪 1.1 億人民幣 2018/5/15 

硬體 小魚在家 北京 C+輪 8000 萬美元 2018/5/15 

硬體 雲杉光電 安徽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15 

企業服務 天澤智雲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5/15 

硬體 宇樹科技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15 

遊戲 戲精大偵探 陝西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5 

教育 求漁學院 湖南 Pre-A 輪 未透露 2018/5/15 

物流 易商紅木 上海 D 輪 3.06 億美元 2018/5/15 

教育 芝麻街英語 北京 戰略投資 2.63 億人民幣 2018/5/15 

硬體 氦舶科技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15 

醫療健康 愛特康醫療 北京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5 

硬體 聚仁化工 湖南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15 

硬體 赫美集團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15 

企業服務 ChainPlus 香港 天使輪 1200 萬人民幣 2018/5/16 

企業服務 CODING 廣東 B+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6 

工具軟體 Philm 黑哢相機 北京 A+輪 數千萬美元 2018/5/16 

文化娛樂 小步網絡 廣東 B 輪 未透露 2018/5/16 

企業服務 中科聞歌 北京 A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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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幣市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16 

硬體 貝拉比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6 

文化娛樂 車叫獸 上海 A+輪 未透露 2018/5/16 

本地生活 老虎山黑糖專賣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6 

醫療健康 啟明醫療 浙江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16 

企業服務 紛享出海 北京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6 

電子商務 兔子商城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6 

醫療健康 歐普曼迪 廣東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6 

硬體 星圖智控 廣東 C 輪 未透露 2018/5/16 

電子商務 海之貓 上海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16 

房產服務 海鏈租房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6 

企業服務 速職 浙江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6 

教育 寓樂灣 北京 C 輪 未透露 2018/5/16 

文化娛樂 蜜妝信息 廣東 戰略投資 3440 萬人民幣 2018/5/16 

本地生活 1314 茶 廣東 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5/17 

教育 HelloCode 北京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5/17 

醫療健康 大米和小米 廣東 A 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5/17 

企業服務 雲興維智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7 

汽車交通 比比車 廣東 戰略投資 數千萬美元 2018/5/17 

文化娛樂 優映文化 河北 B 輪 未透露 2018/5/17 

金融 況客 北京 戰略投資 5000 萬人民幣 2018/5/17 

醫療健康 醫博匯 福建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7 

企業服務 即速應用 廣東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17 

硬體 邁步機器人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7 

金融 國金湧富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7 

金融 尚幣 北京 天使輪 4500 萬人民幣 2018/5/17 

工具軟體 泛阿網絡 北京 A+輪 數千萬美元 2018/5/17 

硬體 青銅劍科技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17 

硬體 恒威油品 北京 天使輪 1400 萬人民幣 2018/5/17 

教育 格如靈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7 

農業 海上鮮 浙江 C 輪 2 億人民幣 2018/5/17 

文化娛樂 預言家 江蘇 天使輪 100 萬人民幣 2018/5/17 

醫療健康 高誠生物醫藥 浙江 B 輪 3750 萬美元 2018/5/17 

醫療健康 新格元 江蘇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7 

本地生活 鮑師傅糕點 北京 A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17 

文化娛樂 ASK 動漫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8 

硬體 大界機器人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5/18 

本地生活 無憂幫幫 廣東 A 輪 2500 萬人民幣 201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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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服務 加推科技 廣東 A 輪 1.68 億人民幣 2018/5/18 

教育 企鵝童話 北京 A 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5/18 

醫療健康 傳世般若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8 

電子商務 全屋優品 廣東 B 輪 7800 萬人民幣 2018/5/18 

醫療健康 華明道康 江蘇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18 

教育 快樂種子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8 

教育 證凱財經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18 

企業服務 淩雄租賃 廣東 A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18 

醫療健康 新 IVF 醫療集團 香港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18 

企業服務 劈裡啪 北京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18 

教育 Dr.S 賽先生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9 

企業服務 InData 數心科技 浙江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19 

教育 百通世紀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0 

旅遊 詩莉莉 廣東 B+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5/20 

文化娛樂 起風財經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0 

金融 FCoin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21 

文化娛樂 newestage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企業服務 XPENSE 超級買 北京 天使輪 500 萬美元 2018/5/21 

企業服務 雲盯 四川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本地生活 雲紙物聯 福建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教育 牛牛成長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工具軟體 樂播投屏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21 

廣告行銷 它說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電子商務 白租 浙江 Pre-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5/21 

硬體 優迅科技 廣東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房產服務 共用際 北京 B+輪 2 億人民幣 2018/5/21 

房產服務 合租趣 北京 Pre-A 輪 未透露 2018/5/21 

電子商務 有好生鮮 河南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金融 米麼金服 上海 C+輪 未透露 2018/5/21 

硬體 克路德機器人 山東 A+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5/21 

文化娛樂 每屏秀秀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金融 瑪雅科技 廣東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21 

醫療健康 佰辰醫療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5/21 

教育 運動寶貝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億人民幣 2018/5/21 

教育 頂上英語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金融 銀多網 黑龍江 B+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5/21 

硬體 奧比中光 廣東 D 輪 2 億美元 2018/5/21 

工具軟體 超腦鏈 浙江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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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活 嗖嗖身邊 北京 B 輪 3 億人民幣 2018/5/21 

醫療健康 譜利健生物 江蘇 A 輪 未透露 2018/5/21 

企業服務 賽鋒科技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1 

文化娛樂 Newsdog 北京 C 輪 5000 萬美元 2018/5/22 

廣告行銷 小熊博望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22 

電子商務 中儲智運 江蘇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22 

醫療健康 貝登醫療 江蘇 A+輪 1 億人民幣 2018/5/22 

物流 發網 FineEx 上海 C 輪 3.7 億人民幣 2018/5/22 

企業服務 創新奇智 廣東 天使輪 1 億人民幣 2018/5/22 

文化娛樂 西風動漫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22 

文化娛樂 聽聞區塊鏈 福建 天使輪 800 萬人民幣 2018/5/22 

硬體 啟玄科技 廣東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2 

廣告行銷 初紙 上海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2 

電子商務 品家科技 江蘇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22 

企業服務 鈦盒 天津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2 

汽車交通 潤雅信息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2 

醫療健康 深度智耀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5/22 

汽車交通 綠控傳動 江蘇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22 

醫療健康 璞至醫療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22 

金融 中誠信征信 北京 A 輪 4.5 億人民幣 2018/5/23 

文化娛樂 東侖傳媒 北京 A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23 

教育 外灘教育 上海 Pre-A 輪 800 萬人民幣 2018/5/23 

物流 永輝雲創 上海 戰略投資 6250 萬人民幣 2018/5/23 

企業服務 閃盒 浙江 種子輪 數百萬美元 2018/5/23 

教育 科學隊長 北京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5/23 

本地生活 博茂餐飲 重慶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5/23 

廣告行銷 鏈極科技 上海 戰略投資 3000 萬人民幣 2018/5/23 

電子商務 塞尚乳業 寧夏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23 

體育運動 滑雪族 北京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5/23 

企業服務 摩力橙 北京 Pre-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5/23 

本地生活 魔力貓盒 上海 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5/23 

電子商務 GardenLis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24 

硬體 NOLO VR 北京 A 輪 1000 萬美元 2018/5/24 

硬體 Onecup 浙江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24 

教育 七天網絡 安徽 B 輪 未透露 2018/5/24 

物流 上海優鏈 上海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4 

遊戲 大秦電競 上海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4 

企業服務 雲思創智 江蘇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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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服務 雲簡科技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4 

硬體 幻爾科技 廣東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4 

金融 牛牛智能 廣東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4 

企業服務 周同科技 北京 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5/24 

醫療健康 柏視醫療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4 

硬體 柔宇科技 廣東 E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24 

企業服務 矽麗設計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24 

本地生活 貓殿下 上海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4 

文化娛樂 嗨皮網絡/花邊娛樂 上海 戰略投資 7800 萬人民幣 2018/5/24 

企業服務 溯源鏈 北京 A 輪 500 萬美元 2018/5/24 

本地生活 瑞派寵物 天津 戰略投資 3.5 億人民幣 2018/5/24 

醫療健康 蓓明醫療 山東 天使輪 600 萬人民幣 2018/5/24 

教育 慧科集團 北京 D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24 

金融 58 車貸 湖南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25 

醫療健康 Brii Biosciences 上海 戰略投資 2.6 億美元 2018/5/25 

金融 ContentBox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25 

金融 Hashgard 上海 戰略投資 數千萬美元 2018/5/25 

企業服務 Smart up 天津 戰略投資 500 萬美元 2018/5/25 

金融 ZG.COM 北京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5 

房產服務 中國武夷 福建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25 

企業服務 發票兒 海南 A+輪 未透露 2018/5/25 

電子商務 多抓魚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5/25 

旅遊 我行我宿 廣東 A+輪 未透露 2018/5/25 

醫療健康 美美咖 湖北 A 輪 未透露 2018/5/25 

本地生活 美管加 上海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25 

文化娛樂 蓋飯內容工廠 北京 A 輪 2400 萬人民幣 2018/5/25 

遊戲 森央娛樂 四川 天使輪 800 萬人民幣 2018/5/25 

教育 程式設計貓 廣東 C 輪 3 億人民幣 2018/5/25 

企業服務 聯方雲天 北京 A+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5/25 

汽車交通 新特汽車 貴州 A 輪 數億美元 2018/5/25 

企業服務 嘟嘟科技 河南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5 

企業服務 力石科技 浙江 B 輪 未透露 2018/5/26 

金融 力碼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26 

企業服務 博理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26 

教育 新時代區塊鏈研究院 上海 種子輪 150 萬人民幣 2018/5/26 

金融 湧泉金融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27 

文化娛樂 情咖 FM 浙江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7 

文化娛樂 一本財經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8 



 

45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教育 飛博教育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8 

旅遊 優導 上海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8 

醫療健康 先導藥物 四川 B 輪 2.5 億人民幣 2018/5/28 

電子商務 執禦信息 浙江 C 輪 數億美元 2018/5/28 

企業服務 勢必可贏 廣東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8 

文化娛樂 單立人喜劇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8 

硬體 稷以科技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28 

企業服務 趣鏈科技 浙江 戰略投資 12.3 億人民幣 2018/5/28 

文化娛樂 chic 原醉 北京 B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29 

硬體 ForwardX 北京 戰略投資 800 萬美元 2018/5/29 

金融 valpromise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29 

社交網路 yalla 廣東 B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5/29 

文化娛樂 一起智慧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9 

工具軟體 小打卡 四川 A+輪 未透露 2018/5/29 

醫療健康 天津昂賽 天津 戰略投資 1736 萬人民幣 2018/5/29 

硬體 優點科技 廣東 A 輪 1.4 億人民幣 2018/5/29 

房產服務 優美墅 湖北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9 

企業服務 創騰科技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9 

本地生活 吃托邦 浙江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9 

教育 團建隊長 上海 種子輪 100 萬人民幣 2018/5/29 

本地生活 鹵豆 上海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9 

電子商務 我在家 福建 Pre-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29 

物流 找罐車 上海 Pre-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5/29 

文化娛樂 抓飯 浙江 天使輪 500 萬美元 2018/5/29 

企業服務 佰邦達科技 北京 A+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5/29 

硬體 杭州智詮 浙江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9 

文化娛樂 原創寶 北京 Pre-A 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5/29 

社交網路 遞名片 北京 A 輪 1250 萬人民幣 2018/5/29 

企業服務 鏈博 四川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9 

企業服務 搭搭雲 廣東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29 

硬體 睿魔智能 廣東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29 

教育 Biendata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30 

汽車交通 CarBlock 北京 Pre-A 輪 未透露 2018/5/30 

硬體 ForwardX 北京 A+輪 1000 萬美元 2018/5/30 

旅遊 OSTAY 上海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30 

汽車交通 充電加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30 

本地生活 本宮 PavoMea 北京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30 

硬體 漢鯤智能 廣東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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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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達金科 北京 戰略投資 3.2 億人民幣 2018/5/30 

本地生活 宇鈦科技 上海 天使輪 200 萬人民幣 2018/5/30 

醫療健康 江中食療 江西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30 

硬體 約肯機器人 上海 Pre-A 輪 未透露 2018/5/30 

企業服務 西格數據 廣東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30 

企業服務 我來修修 北京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5/30 

電子商務 紙去哪了 浙江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5/30 

本地生活 美麗策 廣東 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5/30 

硬體 探境科技 北京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5/30 

電子商務 植觀 廣東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30 

本地生活 MO9 摩酒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5/30 

硬體 耐能 Kneron 廣東 A+輪 1800 萬美元 2018/5/31 

企業服務 商湯科技 SenseTime 北京 C+輪 6.2 億美元 2018/5/31 

硬體 YOGO 機器人 上海 A+輪 未透露 2018/5/31 

醫療健康 23 魔方 四川 B+輪 6200 萬人民幣 2018/5/31 

金融 imToken 浙江 A 輪 1000 萬美元 2018/5/31 

本地生活 若飯 浙江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31 

醫療健康 賽福基因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31 

企業服務 小店寶 上海 B 輪 1 億人民幣 2018/5/31 

企業服務 Zilliz 上海 A 輪 1000 萬美元 2018/5/31 

金融 易思匯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31 

金融 富數科技 上海 A+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31 

金融 懶財金服 北京 C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31 

金融 柑趣網絡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5/31 

本地生活 美餐網 北京 D+輪 數億人民幣 2018/5/31 

企業服務 派盾科技 浙江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5/31 

硬體 RoboSpace 福建 Pre-A 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5/31 

企業服務 奧哲網路 廣東 A+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5/31 

醫療健康 百藥智達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5/31 

金融 嗚哢熊 四川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5/31 

教育 導學教育 陝西 C 輪 未透露 2018/5/31 

文化娛樂 萬讀 重慶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31 

企業服務 互道 上海 B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5/31 

醫療健康 小創科技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5/31 

教育 黃埔區塊鏈培訓學院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5/31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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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台灣投資風向掃瞄

（2018.1.1-6.15） 

2018 年迄今台灣新創獲投表現亮眼 

2018 年開春以來，不斷傳來台灣新創獲投消息，相當振奮人心。 

根據台經院 FINDIT 團隊收集與整理 2018 年迄今（2018.1.1-2018.6.15）台灣新創企業或為

台灣人創辦的海外新創企業之獲投資訊，涵蓋股權投資與 ICO（首次代幣發行）模式，共計有

32 家新創/中小企業 33 筆投資交易事件，FINDIT 估計獲投資金額高達 2.95 億美元（約合 88.5

億新台幣），若扣除二筆 ICO 的股權投資金額也達 2.71 億美元（81.3 億新台幣），表現相當出

色。 

不過，FINDIT 團隊掌握到獲投家數與件數不只這些，至少還有 10 多筆投資交易，但有鑑於

獲投公司不願公開揭露，故未納入計算。 

 

資料來源：台經院 FINDIT 整理。 

圖 3-1、2018 年迄今台灣新創企業獲投名單（2018.1.1-2018.6.15） 

  

【娛樂與媒體】

【區塊鏈】 【旅遊科技】【物聯網與智慧家庭】

【健身】【電子商務】【金融科技】 【行銷科技】 【教育科技】 【通訊軟體】

禾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技醫療】

投資件數 33件

已揭露獲投金額 2.95億美元

估計整體獲投金額 2.71億美元

2018.1.1-2018.6.15台灣獲投

註：涵蓋在台灣註冊的企業與創辦人為台灣人在海外設立的公司。
資料來源：台經院FINDIT整理。

3.82年
獲投企業平均成立年數

61％
早期階段獲投件數

【電子/半導體】【大數據/雲端】【企業軟體】 【食品飲料】【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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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領域獲投家數最多 

在 32 家 33 筆投資交易中，生技製藥領域

最多，共有 8 家獲投，其次是區塊鏈領域 4 家

獲投。接著是其次是物聯網與智慧家庭、娛樂

與媒體各3家、旅遊科技2家（3件投資交易）、

人工智慧 2 家，其餘金融科技、電子商務、行

銷科技、教育科技、通訊應用軟體、食品飲料、

電子/半導體、大數據/雲端、企業軟體、健身

等領域各 1 家。 

獲投企業平均成立 3.9 年左右 

32 家獲投企業，平均成立年數為 3.82 年

左右，其中有 5 家成立年數為 1 年（含），有

3 家成立 2 年，有 6 家成立 3 年。在 5 年之內

的企業共有 28 家，約占 88％。 

以早期階段獲投件數最多 

33 件獲得案件中，有 20 件是早期投資（股

權群募、Seed 輪、Pre-A 輪、A 輪），占比為

61％。B 輪有 6 筆，另外有 2 件 ICO，以及有

3 筆未揭露階段。整體而言，2018 年台灣新創

獲投仍集中在早期階段。 

2018 年迄今以喜康生技、M17 獲投金額

最高  

截至 2018 年年 6 月 15 日，台灣新創股權

獲投金額最高的是喜康生技（1.06 億美元）、

M17 Entertainment (3500 萬美元)。第三高金額

為幣託（2000 萬美元），此筆獲投為 ICO 模

式，非傳統股權投資。 

以下分別就各領域介紹獲投企業的概

況。 

【生技醫療】 

＃新旭生技（APRINOIA Therapeutics） 

 新旭生技成立於 2015 年 10 月，由張明

奎博士創辦，其曾擔任 GSK 神經退化

性疾病研發部門的副主任，負責制定和

執行阿爾茨海默氏病的治療策略，。新

旭生技專注於 tau 蛋白、α-突觸核蛋白(α

-synuclein)和腦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新標

靶的臨床階段神經科學生物技術研發。 

 獲投資訊：新旭生技已在 2015 年 5 月與

2016 年 5 月分別完成種子輪（＄43 萬美

元）和 A 輪（＄600 萬美元）募集，合

計 643 萬美元的資金。2018 年 1 月 12

日再宣布完成1,110萬美元的B輪增資，

由 KTB Network（韓國）和 DCI Partners

（日本）領投，還有 ShangPharma Group

（中國）和台安生技（台灣）的參與，

資金收入將用於 APRINOIA 影像診斷和

治療藥物產品線的臨床前和臨床開發。 

  

＃喜康生技（JHL Biotech） 

 喜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JHL Biotech Inc. 

Taiwan，以下簡稱「喜康生技」)於 2012

年 12月由其母公司英屬開曼群島商 JHL 

Biotech, Inc.在臺成立之全資子公司，喜

康生技在臺定位為研發中心，將發展一

系列抗體新藥和符合國際標準的生物相

似藥(Biosimilar，生物相似藥在我國亦屬

於新藥研發之範疇)產品，期能為亞洲和

全球病患研發生產高品質、低成本抗體

藥物。 

 獲投資訊：喜康生技在 2018 年 4 月撤出

興櫃，故可納入本研究新創企業私募統

計範圍。喜康生技在 2015 年 9 月 17 日

上興櫃前，已募得 A 輪、B 輪（3,500 萬

美元）、C 輪（4,560 萬美元）等 8,060

萬美元。2018 年 4 月正式撤出興櫃後，

在2018年5月28日再獲投1.06億美元，

由 VMS Investment Group 領投，Sequoia 

Capital,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Fidelity Investments, China Development 

Industrial Bank (CDIB), BIO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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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Milestone Capital Partners 跟

投。 

  

＃上毅生物科技（HuniLife） 

 上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3

年 12月，總部設於台北市內湖科學園區，

是以新藥開發為主軸的生技製藥公司，

開發具有世界專利保護及市場競爭優勢

的藥物，治療性抗體及新穎化療藥物，

用於治療癌症及免疫疾病等。公司的策

略為專注於藥物的先期研發和臨床前的

各項實驗，並推動研發產品進入人體臨

床試驗，以創造公司的價值。上毅生物

科技在 2016 年 11 月和日本株式會社島

津製作所簽署合作協議，引進島津製作

所與京都大學共同研發的 Lactosome 奈

米微胞藥物傳輸技術，共同開發治療癌

症的新藥。 

 獲投資訊：2018 年 3 月獲得台安生技搭

配國發基金投資 6千萬新台幣（約合 200

萬美元）的投資。 

 

＃巧醫生技（Choice Biotech） 

 巧醫生技成立於 2014 年 2 月，為一電腦

輔助手術規劃服務提供者。2013 年曾獲

得科技部主辦的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創

業傑出獎」。以「術前計劃暨輔具設計

專家軟體」的關鍵技術設立「客製化醫

療技術服務」平台，提供完整的植牙手

術規劃及導板製造，讓醫師用操作簡便

的介面完成植牙位置確認，再結合電腦

斷層掃瞄檔及牙模的資料綜合規納出植

牙規劃報告，並依報告製造植牙導引板

協助醫師快速精確地完成手術，協助醫

師以更方便、快捷的方式從事手術治療

規劃，並快速製造客製化輔具予醫師來

減少手術的時間與負擔。已有近 700 名

患者的應用實例於：口腔顎面外科、牙

科、脊椎外科、神經外科、整形外科。 

 獲投資訊：2014 年獲得新橋聯合創投搭

配國發基金投資 1,750 萬新台幣（約 57

萬美元）種子輪投資，2018 年 2 月再獲

得新橋創投搭配國發基金追投 A 輪 7 千

萬新台幣（約 235 萬美元）。 

 

＃台灣神農社會企業（TSSE） 

 台灣神農是朝陽科技大學學生創業團隊，

成立於 2013 年初，並在 2014 年 2 月完

成公司設立登記。主要藉由與朝陽科技

大學費洛蒙研究中心進行產學合作，開

發出無毒農業的養分─「生物誘導型農藥

取代劑」，並進行替代農藥施作，其核

心價值為「友善、永續地球」。 

 獲投資訊：台灣神農社會企業公司在

2015 年獲天使投資 2,100 萬元，並申請

進入創櫃板（股票代號：7488），2018

年 2 月再獲得新加坡商齊威資本

（Bravovia Capital）投資 300 萬美元（約

新台幣 9 千萬元），累計募資金額超過 1

億元（約合 370 萬美元）。 

 

＃威捷生物醫學(WellGen medical) 

 威捷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WellGen 

medical Co., Ltd)為結合學術與醫療體系

合作之新創團隊，成立於 2016 年。運用

各種疾病影像辨識技術結合臨床醫學知

識，研發自動化儀器及生物體之影像自

動辨識系統，協助提升癌症或其他疾病

的偵測與篩檢精準度與速度。 

 獲投資訊：2018 年 5 月獲得永豐創投搭

配國發基金共同投資 2,450 萬新台幣

（約合 81 萬美元）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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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生生醫 

 巨生生醫成立於 2014 年，是工研院轉投

資的新創公司，專注於奈米藥物研究。

旗下產品包括 MRI 顯影劑、缺鐵性貧血

針劑型鐵劑，都已分別進入或將申請美

國臨床二期，其中，前者的臨床二期試

驗已經獲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放行，即將開始收案，而後者也將在近

期申請臨床二期試驗。下一步就是授權

國際，打世界盃。 

 獲投資訊：共歷經 3 輪募資，主要股東

除了公司經營團隊，還有工研院創新公

司、中橡、兆豐、華美創投等。最近一

輪是 2018 年 5 月 10 日獲得創新工業技

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搭配國發基金共同

投資3,040萬新台幣（約合100萬美元）。 

 

＃榮禾科技 

 榮禾科技成立於 2017 年 8 月，為漢民科

技董事長黃民奇所創設的。榮禾為一家

硼中子捕獲治療(BNCT)系統開發與專

業服務公司，硼中子捕獲治療主要治療

於頭頸癌、皮膚癌等，主要治療對象多

為復發型病患。 

 獲投資訊：2018 年 4 月獲得創新工業技

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搭配國發基金共同

投資6,000萬新台幣（約合200萬美元）。 

 

【區塊鏈】 

＃BitoEX（幣託） 

 BitoEX 2014 年成立，為國內虛擬貨幣交

易平台代表性企業之一。幣托（BitoEX）

在今年的第一個季度推出了旗下的交易

所 BitoPro 已開始運行。根據 BitoPro 

白皮書，BitoPro 交易所將提供多項金融

操作服務，包含法幣交易、幣幣交易、

槓桿交易以及提供大資金用戶 OTC（場

外交易）的交易服務。 

 獲投資訊：2014 年獲得 Seed 輪 200 萬美

元投資，2018 年 5 月 1 日 6 透過 ICO 募

資，在 26 小時內完成超過 6 億新台幣的

募資，累計獲投 2,200 萬美元。 

 

＃CoolBitX（庫幣科技） 

 庫幣科技創立於 2014 年，主要研發與

產製可離線儲存加密數位貨幣的軟硬體

（俗稱比特幣冷錢包「CoolWallet」），

透過實體卡片與手機 App，協助加密數

位貨幣持有者，降低駭客襲擊的損失風

險。 

 獲投資訊：2017 年 1 月在 Indiegogo 獲

得 21,686 美元，2017 年 3 月獲得 50 萬

美元 Seed 輪投資。2018 年 3 月再獲得日

本金融集團 SBI 超過八位數美元的策略

性投資。 

 

＃JoySo（共識科技） 

 JOYSO 成立於 2017 年 4 月，是一個結

合了中心化和去中心交易所的優點的混

合式數位貨幣交易所，支援所有基於以

太坊 ERC 20 協定的數位貨幣。JOYSO

目標是要做到「中心化撮合，鏈上結算」，

交易所底層用以太坊智能合約處理使用

者帳號、餘額等資料，務求利用去中心

化優勢確保用戶資料和資金安全，然後

在撮合交易的時候才用中心化程序來處

理，這樣子可以加快交易流程和降低撮

合成本。 

 獲投資訊：2018.3.1-3.21進行 ICO募資，

共獲得 7072.36ETH，相當於 431 萬美元

（以 2018.6.7 ETH：USD=1: $610 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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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lTing(奧丁丁) 

 OwlTing(奧丁丁)成立於 2010 年，原先以

電子商務為主，2017 開始跨足區塊鏈應

用，推出全球首個區塊鏈食品溯源系統

OwlChain，以及區塊鏈旅宿業管理服務

OwlNest，透過區塊鏈達到空房庫存同步，

並以智慧合約自動執行早鳥方案、熟客

優惠等彈性定價，可減少人工處理程序。

截至目前為止，與 OwlNest 合作的台灣

旅宿業者已達 400 家，預計明年可以增

加 30,000 名旅宿業者加入，訂房平台

Agoda、Booking.com、Expedia 都是合作

通路。 

 獲投資訊：2011-2016 年累計獲得 570 萬

美元，2018 年 5 月再獲得日本金融集團 

SBI 超過八位數美元的策略性投資。 

 

【物聯網與智慧家庭】 

＃天奕科技行銷股份有限公司（Starwing） 

 天奕科技成立於 2014 年，專注於藍牙室

內定位技術的系統商，致力開發適用於

各類場域的室內定位系統，提供室內導

航、互動導覽、人員追蹤、資產管理等

創新商業服務，協助工廠倉儲、醫療長

照、文化場館、交通運輸等場域業者升

級服務品質、強化管理效率等。 

 獲投資訊：台灣室內定位系統商天奕科

技（Starwing）獲得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

份有限公司搭配國發基金共同投資，完

成約 3,000 萬新台幣的 A 輪募資，將運

用本次募得資金進軍國際市場。 

 

＃OVO（展雋創意公司） 

 OVO（展雋創意公司）成立於 2013 年，

是一家以家庭智慧平台與影音播放裝置

為核心的網路科技新創公司。藉由自行

研發的電視盒軟硬體平台，結合雲端、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提供網

路影音、生活應用等服務。目前 OVO 機

上盒已成功打進燦坤、順發、大潤發、

大同 3C 與各大電商平台，且都有亮眼的

銷售成績。 

 獲投資訊：在 2014 年 7 月 30 日 OVO 的

「OVO！台灣電視讚起來」集資計畫就

登上 FlyingV 網站，推出可按讚 OVO 電

視盒，三天募資破百萬，最後更募得 356

萬新台幣的亮眼成績。2018 年 6 月 6 日

宣布獲得台幣 4,600萬元的 Pre-A輪投資，

由個人投資者-矽谷創投公司 TransLink 

Capital 合夥人暨董事總經理 Jackie Yang 

領投、上奇科技和天使投資人跟投。 

 

＃科奈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科奈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隸屬於美

國科奈傑集團，2017 年於苗栗銅鑼鄉成

立生產基地，專注於智能變色玻璃之生

產製造，是集團在全球佈局中的唯一生

產基地。台灣科奈傑負責智能變色玻璃

--HALIO 之製造，HALIO 可以在 20 秒

內啟動明暗轉換與防眩光機制，產生變

色效果，可整合於住宅與建築管理系統，

能大幅避免升溫與炫光，即便身處室內，

也能享受完全開放的視野與光線。 

 獲投資訊：2018 年 1 月由創新工業技術

移轉股份有限公司搭配國發基金投資

1.45 億新台幣（約合 490 萬美元）。 

 

 

【娛樂與媒體】 

＃4Gamers（就肆電競） 

 就肆電競【4Gamers】成立於 2013 年，

以推廣電競運動文化、活絡電競社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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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並積極培養電競產業人才，橫向

整合玩家、賽事系統、節目製播、數位

雜誌、社群、實況主圈、推出獨家商品

的電競商城…等電競行銷資源，為台灣最

大的電競整合行銷公司。 

 獲投資訊：2017 年曾獲得阿里巴巴台灣

創業者基金的挹注，投資金額未揭露。

2018年 5月 18日再獲得中華電信公司B

輪投資，投資金額未揭露。 

 

＃Livehouse.in（愛卡拉 iKala） 

 愛卡拉成立於 2014 年，是網路影音及雲

端服務的專業團隊，公司成立以來專注

網路影音技術及 Live 內容製播，透過

「直播整合行銷」、「影音 PaaS 平台」、

「Google 雲端服務」三方面協助客戶快

速打造網路影音及雲端事業。LIVEhouse 

影音製播行銷執行團隊，累積超過 1,200 

場大型影音製播及資料分析經驗，也陸

續承接了知名電商的雙 11、雙 12 等線

上線下大型影音直播，服務領域涵蓋電

商、電競、遊戲及品牌客戶等領域。 

 獲投資訊：2014 年 12 月與 2015 年 1 月

獲得二次種子輪投資，合計 165萬美元。

2018 年 2 月 12 日宣布完成 500 萬美金 

A 輪募資，獲得包括新加坡上市的和通

創投、怡和創投、國際創投集團 ACE 

Capital 等知名創投注資。愛卡拉同時宣

佈擴大徵才，全面進軍國際市場。 

 

＃M17 Entertainment 

 M17 Entertainment 是由台灣的 17 直播

（2015 年成立）和新加坡交友服務

Paktor 在 2017 年 4 月 27 日合併成立的

新公司，以直播服務為主，集團超過

91.4%營收來自「直播打賞」，只有 8.1%

是交友軟體。截止今年 3 月 31 日為止，

M17 集團的註冊會員共有 4790 萬名，其

中 3330 萬用戶來自 17 直播、1460 萬用

戶來自 Paktor。 

 獲投資訊：台灣龍頭直播新創媒體《17 

Media》母公司《M17 Entertainment》在

2017 年 8 月 2 日獲得 B 輪 4,000 萬美元

募資（約 12 億新台幣）。原訂在 2018

年 6 月 7 日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由於與

特定  IPO 投資者結算美國存託股票

（ADSs）的相關問題，M17 Entertainment 

集團決定暫緩正式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

市之計劃。同時，在 2018 年 6 月 14 日

公布獲得來自 Infinity Venture Partners

（領投）、Majuven、Convergence 和 

Global Grand Capital 等現有投資者和新

投資者的 3,500 萬美元私人資金（約為

台幣 10.4 億元），用於支持其業務和營

運持續成長，並擴展至日本和其他區域

性市場。 

 

【旅遊科技】 

＃KKday 

 台灣旅遊新創 KKday 成立於 2014 年，

KKday 網站於 2015 年上線，主打旅遊行

程販售。2015 年 2016 年獲得新加坡、香

港創投兩輪資金，合計募得 1,150 萬美元；

2018 年 2 月再獲日本最大國際旅遊集團

H.I.S.領投 1,050 萬美元；2018 年 6 月 6

日宣布再獲得阿里巴巴台灣創業者基金

投資，確切投資金額則未透露。不含本

輪 B1，前三筆獲投金額合計為 2,200 萬

美元。KKday 此次除了獲得阿里巴巴台

灣創業者基金投資外，也將與阿里巴巴

旗下旅遊平台飛豬合作，讓 KKday 的商

品可以在飛豬上架銷售，正式進軍中國

市場。另外，也將與阿里巴巴進行技術、

支付端上的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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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投資訊：累計獲投 3 輪，已揭露金額

2,200 萬。（2016.3.16/A 輪＄4.5M、

2016.12.4/A 輪＄7.0M、2018.2.22/B 輪＄

10.5M、2018.6.6/B 輪金額未揭露） 

 

＃TravelSkope 

 TravelSkope 成立於 2015 年，專注於一

站式線上旅遊平台解決方案（All-in-One 

OTA Solu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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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投資訊：2018 年 5 月宣布獲得 29.7 萬

美元（約新台幣 890 萬元）的種子輪資

金。投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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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科技】 

＃INSTO 

 Installments, Inc. 於 2013 成立，目前辦

公室位於美國加州矽谷 San Jose，與台

灣台北市，2016 年底為打造全球品牌將 

Installments 更名為 INSTO。INSTO 是

一個行動分期付款平台，讓使用者透過

線上分期付款直接做產品或服務的買賣。

使用者可直接透過手機 APP 或網站，

依照買賣雙方的需求，快速且彈性地自

訂客製化的分期付款或定期定額等不同

的付款方案。 

 獲投資訊：自 2015 年募得矽谷天使群

領投的種子輪 190 萬美元後，2016 年

再獲得  SYSTEX 精誠資訊領投的  60 

萬美元 Pre-A 投資，2018 年 1 月獲得交

大天使投資俱樂部 120 萬美元 A 輪投

資。 

 

【電子商務】 

＃citiesocial 

 任開數位的找好東西(citiesocial)平台成

立於 2011 年，是一精選居家、3C 與時

尚配件的垂直電商平台。透過高標準選

品、數位行銷操作與高效率平台開發，

突破台灣電商市場的傳統大賣場操作模

式，提供消費者更有價值的購物經驗，

打造發現新好商品的穩固橋樑。 

 獲投資訊：2016 年 6 月 1 日獲得心元資

本種子輪投資，金額未揭露。2018 年 1

月獲得 Alibaba Entrepreneurs Fund、

CDIB Capital、Cherubic Ventures 三家共

280 萬美元 A 輪投資。 

 

【行銷科技】 

＃FavourUp 

 FavourUp 由兩個台灣年輕人 Andre 與

Veronica 於 2016 年 7 月在英國倫敦所創

辦的公司，2017 年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的專案競賽「創創火箭人選秀會」，

獲得最終人氣票選加總專業評選的前 3

名。FavourUp 以「背書科技」幫助品牌

與行銷者延長名人背書的效益，讓消費

者在線上購物時馬上接收到名人的心得

評價。其設計了一個背書引擎，可以讓

品牌將所合作的名人背書放在自家網站

上，並且讓消費者透過這些背書內容，

直接進行購買，最大化背書效益。同時

也幫助品牌追蹤成效，找出最適合品牌

的品牌代言人與經準配置行銷預算。 

 獲投資訊：2018 年 2 月獲得 10.8 萬英鎊

（約合 15 萬美元）的種子輪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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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技】 

＃Zuvio（學悅科技） 

 為了解決學習缺乏互動、師生缺少溝通

橋樑的問題，2013 年 3 月由台大電機系

畢業的羅子為、林國偉、唐偉軒共同創

辦學悅科技（Zuvio），開發出一套雲端

即時互動系統，並以台語「趣味學 促咪

呦」命名為 Zuvio，希望能藉由 Zuvio 讓

師生間有更多互動的機會。目前這套互

動系統在台灣已累積有超過兩萬名老師

及 50 萬名學生註冊使用，並已與全台

包括台大、政大、台科大等超過 30 所

大專院校簽約授權合作，是台灣規模最

大的高教機構即時互動教學系統。Zuvio 

已同時推出 App 版本，目前已累積 25 

萬人次下載使用。 

 獲投資訊：2018 年 1 月 31 日宣布獲得 

200 萬美元 A 輪增資，由達盈管理顧問

（Darwin Venture）領投。 

 

【通訊應用軟體】 

＃ Gogolook 

 Gogolook 為 2012 年 4 月由三位清華校

友所創立，主力產品 Whoscall 為一替用

戶辨識未知來電與封鎖騷擾號碼的應用

軟體，全球擁有將近 10 億筆電話資料，

2011 年擔任  Google CEO 的  Eric 

Schmidt 特別讚揚這款 App 。目前

Whoscall 在全球突破 6 千萬人，除了台

灣之外，還有巴西、香港、日本、南韓

等海外主力市場。 

 獲投資訊：2013 年被 LINE 母公司 

NAVER 以新台幣 5.29 億元收購，2018

年 1 月 6 日獲得 1,170 萬美元投資（約新

台幣 3.45 億元），投資者均為在高科技

及互聯網領域享有盛名之機構投資人。

預計將把這筆資金運用於人工智慧（AI）

人才招募、海外市場拓展上，前進東南

亞。 

 

【食品與飲料】 

＃ CellWine 

 CellWine 是由一群葡萄酒愛好者在 2016

年 7 月成立的公司。推出「CellWine-輕

鬆管理葡萄酒」app，能夠即時掃描葡萄

酒酒標，自動載入相關資訊，方便消費

者紀錄與評價自己的收藏；飲用完畢後，

則能夠快速刪減，更新自己的收藏資訊。

同時也可以提供葡萄酒資訊，包含：酒

名、產地、葡萄品種、葡萄酒種、國際

均價等資訊。 

 獲投資訊：2016-2018 年共獲投 3 輪種子

輪，分別是 2016 年 6 月 30 萬美元、2017

年 2 月 60 萬美元，2018 年 2 月 60 萬美

元，合計獲得 150 萬美元。 

 

【電子/半導體】 

＃密科博股份有限公司（MYCROPORE） 

 MYCROPORE 密科博公司是在 2013 年

創立於新加坡，在 2015 年改於台灣註冊

並將總部設於新竹。專注在高科技產業

微污染控制和過濾解決方案，在快速變

化的高科技產業環境中，為產業的製造

競爭力和經濟可持續性提供更快速的應

變能力和彈性的解決方案。密科博團隊

有超過多年的半導體過濾微汙染管控業

務經驗，擁有多項台灣與國際過濾設計

專利，並建立生產與行銷通路。 

 獲投資訊：2018 年 3 月獲得第一管顧公

司搭配國發基金投資 4,200 萬新台幣（約

合 140 萬美元）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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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雲端】 

＃思納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nsynerger） 

 InSynerger 思納捷成立於 2017 年 8 月，

由資策會重點培育物聯網技術「InSnergy」

研發團隊 spin-off 所成立。過去從能源著

手，因應市場需求一路發展出智慧工廠、

智慧路燈、智慧家庭及再生能源等應用

領域，實際導入全球上百場域中，也是

台灣第一個獲得全球百大科技獎

(R&D100)的軟體。近年隨全球趨勢，從

能源逐步擴展至雲端平台、物聯網與資

料分析等技術，打造「24 小時工廠與園

區雲端 AI 總管」，協助園區至工廠，

廠外至廠內，24 小時能源、設備看管及

資料分析服務。 

 獲投資訊：根據科技新報報導，思納捷

2018 年 3 月首輪募資獲得光寶、研揚、

資鼎、國發基金投資逾億元，其中資鼎

搭配國發基金投資 1,566 萬新台幣（相當

52 萬美元）。 

 

【人工智慧】 

＃耐能（Kneron） 

 耐能智慧(Kneron) 是由台灣青年創業家

劉峻誠於 2015 年創立於美國聖地牙哥，

為終端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的領導廠商。

Kneron 自 2016 年推出該公司首款終端

裝置專用的人工智慧處理器NPU IP後，

2018 年 3 月再度推出 Kneron NPU IP 神

經網路處理器 系列 (Kneron NPUIP 

Series)，Kneron NPUIP 系列包括三款產

品，分別為超低功耗版 KDP300、標準版

KDP 500、以及高效能版 KDP 700，可滿

足智慧手機、智慧家居、智慧安防、以

及各種物聯網裝置的應用。由於採用了

多項獨家技術，全系列產品具備低功耗、

體積小的特性，且提供強大的運算能力。

針對智慧型手機臉部辨識專用的

KDP300，功耗甚至不到 5 毫瓦。目前已

經擁有全球客戶和合作夥伴，並為許多

客戶開始提供產品和解決方案，應用在

智慧家居、智慧安防、智慧手機等領域。 

 獲投資訊：2017 年 11 月獲得超過千萬美

元 A 輪投資後，2018 年 5 月 31 日再次

宣布獲投 1,800 萬美元 A1 輪。此輪由李

嘉誠旗下的維港投資(Horizons Venture)

領 投 ， Sequoia Capital, Qualcomm, 

Alibaba Entrepreneurs Fund, CDIB 

Capital(中華開發資本 ), Cyzone Angel 

Fund(創業邦), Thundersoft（中科創達軟

體）, Himax Technologies(奇景光電)等 7

家參與 A 輪投資的機構再次跟投。截至

目前為止，耐能累計獲得的投資金額超

過 3,300 萬美元。 

 

＃雲發科技（8 Interactive.） 

 雲發科技成立於 2017 年 11 月，核心產

品為 8 號人工智慧平台，結合電商廣告，

語意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機器人，提

供對話式商務（聊天機器人）樣板及開

發設計工具、輕社交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以及自動化精準行銷推播機制，來幫助

所有的微型或是中小企業透過全新的通

路連結客戶，建立親密關係，提供客戶

服務，提升回客率進而從持續對話中發

掘下一個商業機會。 

 獲投資訊：2018 年 6 月 12 日宣布完成天

使輪兩千萬新台幣（約合 67 萬美元）募

資，天使投資人來自於台灣、香港、新

加坡，團隊表示資金已經全數到位，將

用於招募優秀人工智慧人才、整頓銷售

部門力拚產品曝光度，未來也將積極布

局日本與東南亞，整合當地通訊軟體資

源共創更優質的用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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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軟體】 

＃凱鈿行動科技(Kdan Mobile Software) 

 凱鈿行動科技成立於 2009 年，致力開發

創意工具軟體，旗下內容創作工具

Creativity 365 系列廣受設計族群喜愛，

包含 PDF Markup、Pocket Scanner、

Animation Desk、NoteLedge 與 Write-on 

Video，提供用戶文件處理、筆記彙整、

多媒體創作與繪圖影像編輯。2017 年年

底更推出企業文件解決方案 Document 

365，滿足企業用戶大量文件管理的需

求。 

 獲投資訊：2016 年 4 月 19 日獲得 120

萬美元種子輪投資，由美國 Ventek 

Ventures 領投。2018 年 4 月 17 日又完成

A 輪 500 萬美元募資，由美商中經合集

團、達盈管理顧問及日本 Accord 

Ventures 等共同投資。此次募資將用於

企業端產品研發與區塊鏈應用研究，並

持續擴展美國與中國市場。 

 

【健身】 

＃SpaceCycle 

 精品健身和活躍生活品牌 SpaceCycle 於

2015 年 6 月在台北創立，並在 3 年內版

圖擴及北京、上海，目前在北京、上海

和台北共有 6 家會館。經營內容包括：

體驗式健身行業前沿，以動感單車、芭

蕾把桿、瑜伽和舞蹈，顛覆了傳統健身

的概念。Space Cycle 以先進的多媒體教

室、專業的明星教練以及與大中華區流

行音樂流媒體合作方的定制歌單，將音

樂、娛樂與團體健身完美結合，為消費

者打造主題式體驗課程。翻轉產業操作

方式，挾帶時尚娛樂名人關注及國際大

師的趨勢引導,經營成績亮眼,受到各界

青睞。 

 獲投資訊：2018.1.17 日宣布完成 1 億元

人民幣 B 輪投資（約合 1,560 萬美元），

由阿里巴巴台灣創業者基金領投，中經

合跟投。 

 

結語 

從前述獲投的個案中，可以發現在 30 件

投資案件中，國發基金就參與 10 件，顯示國

發基金在早期資金挹注上，扮演的重要推手角

色。 

台灣新創事業能量逐漸吸引國際關注，最

近國內外都有創投基金想要投注台灣本土新

創。如：日本創投 Infinity Ventures （IVP）

近期募集第四支基金，除了來台找投資者，也

注意台灣的投資標的。國內最大新創創投業者

之初創投已經開始募集第三支基金，規模約

30 億-40 億元。阿里巴巴台灣創業者基金規模

為 100 億台幣，目前也投資台灣新創超過 20 

億元台幣。另外，PC Home 與中華電信合資成

立創投基金中華網家一號，初期投資金額為 4

億元，希望投資在網路新創相關投資，目前該

基金已經投資一家電競公司。 

根據 FINDIT 團隊收集的資料，2017 年台

灣新創獲投件數已上修至 93 件，未揭露獲投

金額估計約為 5.7 億美元（171 億新台幣）。

展望 2018 年，在政府與國內創投業者加碼投

資台灣的情況下，期望有更多的台灣新創獲得

更多的資金挹注，成長茁壯，走向國際，發光

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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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投資風向掃瞄

（2013-2018Q1） 

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為臺灣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的全面發展，找到新方向

及新動能，進一步提升臺灣民眾的生活品質，並藉此建立我國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有更廣

泛的連結與對話與更緊密的合作。新南向的目標市場共有 18 國，政府規畫分三梯隊挖掘商機，

第一梯隊選擇印度、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作為首波交流國家。在第一波重點國

家中的泰國，在美國媒體雜誌「U.S. News & World Report」最新調查結果「Best Countries to Invest 

In 2018」的排名中獲得第七名，而在「Best Countries to Start a Business」排名中更是連續 2 年蟬

聯第一。可負擔性、政府性、製造成本低、與世界的交軌，以及獲取資本的容易度，是讓泰國獲

得榜單第一的五大因素。 

上述驚人的成績，讓人不禁好奇泰國創新創業生態系的現狀究竟發展得如何，希望藉由本文

的探討作為基礎，讓各界持續關注泰國這一個新南向重點國家的創新創業動向。以下就泰國市場、

創新創業生態系、早期投資動向、科技新創併購等訊息進行說明。 

泰國市場概述 

依據世界銀行統計，泰國人口數於 2016 年已達 68.88 百萬人，網路使用者逾 46 百萬人(滲

透率 67%)，行動電話用戶 90.94 百萬人，活躍的手機社群軟體用戶 42 百萬人，90%人使用智慧

型手機上網，30%手機用戶使用 4G 方案。依據 Statista 對 2018 年至 2022 年東南亞各國電商的營

收的預估，2018 年，泰國的電商市場規模將達到 35.4 億美元，2018-2022 的年均複合成長率為

13.2%，2022 年營收預估將達到 58.3 億美元，為東南亞地區的第二大零售市場。在社交媒體方

面，LINE 是泰國最受歡迎的平台之一。與新加坡相比，泰國的人口較多(新加坡人口 5.6 百萬人)，

但新加坡的優勢在於外國投資的便利性和較高的購買力。因此，相對於新加坡泰國生活成本相對

較低，這對新創而言是另一個有利的存活因素。 

創新創業生態系 

Techsauce 為一家專注於泰國科技和商業新聞網站，關注泰國和東南亞的科技領域的創新和

創業，並定期發布對泰國創新創業生態系的觀察；依據其最新的調查結果，泰國創新創業生態系

的組成包括：新創企業、政府相關單位、早期投資者、創業工廠、加速器/育成與孵化、科技媒

體、共同工作空間、新創企業網絡組織、天使團體/組織、教育(大學)相關以及重要創新創業活動

等 12 個組成(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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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泰國創新創業生態系一覽 

資料來源: Techsauce，「Thai tech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Q4 2017」；https://goo.gl/hGR5Ec。 

 

早期投資動向觀察 

依據 CrunchBase 資料，2013 年至 2017 年期間累計有 154 件獲投交易，成長 2.15 倍；2018

年 Q1 則有 8 件，累計獲投金額逾 440 百萬美元，成長逾 26 倍；本年度首季累計募資金額為 2.79

百萬美元。無論以金額或是獲投件數來觀察，泰國早期投資趨勢看好，市場有越來越蓬勃跡象。 

圖 4-2、2013-2018Q1 泰國早期投資趨勢 

資料來源：Findit 平台、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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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額來觀察 Seed/Angel、Early Stage(Series A)、Mid Stage(包含 SeriesB、C)、Late 

Stage(SeriesD 之後)以及 Other Funding 等階段，可發現泰國早期投資以 Seed/Angel、Early Stage

為主，但近年 Seed/Angel 的比重下滑而 Early Stage 的比重有上升趨勢。以案件數觀察早期投資

同樣以 Seed/Angel、Early Stage 為主，但 Seed/Angel 卻無顯著下滑趨勢，顯然泰國早期投資市場

中的投資方，在 Seed/Angel 的布局以較低金額但大量投資的策略進行，在中期 Mid Stage 的投資

則相對穩定。 

圖 4-3、2013-2018Q1 泰國各階段早期投資分布 

資料來源：Findit 平台、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4-4、2013-2018Q1 泰國產業早期投資分布 

資料來源：Findit 平台、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以 2013 年至 2018 年 Q1 的投資金額來看，前五大獲投類別為電子商務、廣播、金融科技、

創業投資以及網路相關；若以投資案件數觀察，熱門獲投領域為電子商務，其次分別是社群媒體、

金融科技、健康照護，搜尋引擎則排名第五。受惠於數位化、行動裝置普及以及人口規模的擴大，

使得電子商務發展長期為泰國的熱門新興領域，惟近年泰國人口成長增速放緩，短時間雖不影響

成長趨勢，但長期下有市場發展遲緩之虞。除電子商務，另外一個崛起的領域則是金融科技；受

惠於相同因素，加上電商的需求，金融科技(線上支付、第三方支付等)的導入也是近期的熱門領

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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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了解泰國早期投資與新創企業的發展概況，本文整理出泰國前 10 大早期投資案例

以供各界參考。 

表 4-1、2013-2018Q1 年泰國前 10 大早期投資案例 

公司名稱  公司簡介  歷史投資人名單  產業分類  產業類別  

aCommerce  泰國電商解決方案公
司 aCommerce，成立
於 2013 年，提供網站
設計、送貨、履約、
客服、通路、行銷等
客製化服務。橫跨泰
國、印尼、菲律賓三
個國家，是 Lazada 和
LINE 在 泰 國 物 流 及
履約服務的幕後支持
者 之 一 。 累 計 獲 投
9,380 萬 美 元 ， 2017

年 最 新 一 輪 獲 投
6,500 萬美元。  

D KS H、 MD I 

Ven tu r es、 Em era ld  

Med ia、 Blu e Sk y 

Ven tu r e  Cap i t a l、

MD I V en tu r es、Blu e  

Sk y V en tu r e  

Cap i t a l、 D KSH、

D KS H、 Ard en t  

Cap i t a l、 In sp i r e  

Ven tu r es、

In d on es i an  

con g lo m era t e  

S in a rmas、

Cyb er Ag en t  

Ven tu r es、Su mi tom o  

Corp o ra t i on  Eq u i t y 

As i a、 J L Cap i t a l、

In sp i re  V en tu r es、

Asia  Pac i f i c  

Cap i t a l、 Ard en t  

Cap i t a l、 N TT 

DoC oMo、Sin a r  Mas  

In d on es i a、

Cyb er Ag en t  

Ven tu r es、 N TT 

DOCOMO V en tu re s  

E-Commerce、
Interne t 、
Logist ics  

網 路 技 術
與 應 用 、
企 業 產 品
與服務  

Fashion 

e-Commerce 

Asia 

Co. ,Ltd.  

Fashion e -Commerce  

Asia 是 2017 年成立的
泰國電商公司，提供
時尚產業的電子商務
諮詢服務、電子商務
解 決 方 案 、 數 位 行
銷、社群商務（ Socia l  

Commerce）等，主要
市場為日本、泰國、
印 尼 。 2017 年 獲 投
5,086 萬美元，累計獲
投 6,176 萬美元。  

-  Cosmetics 、
E-Commerce、
E-Commerce 

Plat forms 、
Facebook 、
Fashion、Socia l  

Media 

Marketing  

生 活 消 費
與 服 務 、
網 路 技 術
與 應 用 、
媒 體 與 文
創 、 企 業
產 品 與 服
務  

Ensogo  Ensogo 是澳洲電子商
務公司， 2010 年進入
泰國經營，網站提供
團購服務，主打各式
票券優惠，商品內容
涵 蓋 飯 店 、 水 療 中
心、旅行團到用餐券
無所不包。曾被視為
東南亞最有潛力的電
商公司，但團購市場
競爭激烈且 Ensogo 商
業模式一成不變，消
費者面臨交易疲勞，

Vip sh op 、 Ward  

Fe r r y  Man ag em en t  

E-Commerce、
Interne t 、
Mobile  

網 路 技 術
與 應 用 、
行 動 與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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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公司簡介  歷史投資人名單  產業分類  產業類別  

2015 年 Ensogo 才決
定回歸成傳統的網路
交易平台，讓商家直
接 與 消 費 者 交 易 。
2016 年 6 月 21 日無預
警宣告結束營業。累
計獲投 4 ,160 萬美元。 

Omise  Omise 是以曼谷為總
部的東南亞電子支付
公 司 ， 成 立 於 2013

年，市場為日本與東
南亞各國， Omise 已
經幫助超過 8 ,000 家
商家發展無現金支付
方式。目前積極發展
以區塊鏈技術作為電
子支付的基礎。 2017

年 以 首 次 代 幣 發 行
（ ICO） 的 方 式 募 資
2,500 萬美元，其代幣
OmiseGO 市值已經超
過了 20 億美元，此外
OmiseGO 也可以用在
其 支 付 平 台 的 交 易
上。累計募資金額達
4,540 萬美元。  

Kru n gs r i  

Fin n o va t e、 An d rea s  

Sch wa r t z 、 Jam es  

So wer s、 In n o va t i n g  

Cap i t a l 、 Gold en  

Ga t e  V en tu res 、

Asc en d  Ven tu r e  

Gr ou p 、 SB I Ass et  

Man agem en t 、

SMDV、Go ld en  Ga t e  

Ven tu r es、 SMDV、

Eas t  Ven tu r es、 5 0 0  

S t a r t u p s 、 Tru e  

In cu b e 、 Sin a r  Mas  

In d on es i a 、 Sin a r  

Mas  In d on es i a  

FinTech 、
Mobile 

Payments 、
Payments  

金融  

Kit ty Live  直播平台 Kitty Live

成立於 2016 年，成立
一 年 下 載 量 已 超 過
1,000 萬，活躍用戶達
100 萬，其中 50 萬在
泰 國 ， 簽 約 主 播 逾
1,000 人，泰國是運營
重 心 ， 還 登 陸 了 印
尼、拉美、中東等。
Kit ty Liv 以類秀場直
播的模式來推廣，與
泰國本土演藝公司合
作：簽約網紅主播、
邀請明星上線、直播
本 土 知 名 脫 口 秀 節
目。 2017 年獲中國赤
子 城 網 路 公 司 投 資
2,100 萬美元的 A 輪
資金。  

-  Apps 、
Broadcast ing  

網 路 技 術
與 應 用 、
媒 體 與 文
創  

Ookbee  Ookbee 是 2013 年成
立的東南亞數位出版
閱讀平台，總部位於
曼谷。起初只是提供
電子書服務的平台，
後來逐漸開始讓用戶
在其平台上嘗試原創
內容，包括漫畫、小
說、短視頻、音樂和
創 意 分 享 。 目 前
Ookbee 平台上已經擁

Beacon  V en tu r e  

Cap i t a l 、 Ten cen t  

Ho ld in gs 、

Tran sCosm os 、

In V en t  

E-Commerce、
Mobile  

網 路 技 術
與 應 用 、
行 動 與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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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公司簡介  歷史投資人名單  產業分類  產業類別  

有了超過 800 萬用戶。 

2017 年 獲 騰 訊 投 資
1,900 萬美元，並合作
推出 Ookbee U，進軍
泰國內容產業。目前
Ookbee 累 計 獲 投
2,800 萬美元。  

Pomelo  Pomelo Fashion 創立
於 2013 年的電子商務
公司，企業總部位於
泰國，主要販售自主
品牌的服裝，並跨足
實體店鋪，以抵銷上
揚的線上客戶取得成
本，當作配送中心改
善物流服務。該公司
已 將 商 品 銷 往 全 球
140 多個國家，但業務
重點仍然是泰國、印
尼和新加坡。 2017 年
獲投 2 ,100 萬美元，
累計獲投 3 ,160 萬美
元。  

Pr ovid en t  Cap i t a l  

Pa r tn e rs、 JD.c om、

Lo mb ard  

In v es tm en t s、 An d r e  

Ho f fman n、 5 0 0  

S t a r t u p s、 Ju n g l e  

Ven tu r es、 J on a th an  

Pr i c e、 In n oV en  

Cap i t a l、 Hon g 

Leon g Ba n k、 5 0 0  

S t a r t u p s、 Ju n g l e  

Ven tu r es、 Fen o x 

Ven tu r e  Cap i t a l、

Toiv o  An n u s、 5 0 0  

S t a r t u p s、 Ju n g l e  

Ven tu r es、

Qu een sBr id g e  

Ven tu r e  Pa r tn e rs、

Toiv o  An n u s、Fen o x  

Ven tu r e  Cap i t a l  

E-Commerce、
Fashion 、
Marketplace  

網 路 技 術
與 應 用 、
媒 體 與 文
創 、 生 活
消 費 與 服
務  

Eat igo  Eat igo 是線上餐廳訂
位平台，使用 APP 平
台 訂 位 就 能 享 有 折
扣，還可以看到不同
的優惠時間跟折扣，
供消費者選擇。目前
在新加坡、泰國、馬
來西亞、菲律賓、印
度、香港都有服務。
2016 年 獲
TripAdvisor 投 資
1,550 萬美元。  

Tr ip Ad vi s or  Reservat ions、
Food and  

Beverage 、
E-Commerce  

生 活 消 費
與 服 務 、
網 路 技 術
與應用  

Del iveree 

Private  

Limi ted  

Del iveree  Priva te  

Limi ted 是 泰 國 的 線
上物流平台，提供企
業或個人在東南亞各
國的都市運送東西或
收 貨 。 2017 年 獲 投
1,450 萬美元，累計獲
投 1,750 美元。  

In sp i re  V en tu r es 、

Gob i  Pa r tn e rs、 PS A  

Un b ox ed、n an、Asia  

Su mmi t  Cap i t a l 、

In sp i re  V en tu r es 、

Ard en t  Cap i t a l 、

In sp i re  V en tu r es  

Del ivery 、
Logist ics 、
Transporta t ion  

企 業 產 品
與 服 務 、
交通運輸  

Rabbit  

Interne t  

Rabbit  Inte rne t 專 門
在研究世界各地成功
的商業模式，選定有
發展潛力的國家，然
後主動招聘創業家，
到當地設立公司，比
照成功的商業模式營
運該公司，除此之外
也扮演創投的角色，

BST Gr ou p  Interne t  網 路 技 術
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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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公司簡介  歷史投資人名單  產業分類  產業類別  

專門投資電子商務、
旅遊與金融科技等團
隊 。 2016 年 BTS 

Group 投資 910 萬美
元。  

資料來源：Findit 平台、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科技新創併購案例 

無論是透過股權移轉、合併或收購(Merger and Acquisition；M&A)或是 IPO 等，都是早期投

資者獲利了解的方式；但 IPO 的時程對於早期投資者來說時程非常長。因此，M&A 的動向更是

早期投資者關注的重點；以下就泰國近 10 年 15 件重要的 M&A 案例進行整理。 

表 4-2、2007-2017 年泰國 M&A 重要案例 

排序  公司名稱  成立
時間  

最後一
輪估值 /

美金  

概述  

1  PaysBuy 2004 -  泰國第三方支付公司， 2017 年被泰國以
太坊新創 Omise 收購  

2  Sanook 1998 10.5M 泰國最大 Web Porta l， 2010 年被中國騰
訊收購  

3  Global  Care  2000 -  企業級健康資訊系統開發商， 2007 年被
微軟收購  

4  OfficeMate  1994 -  文具與辦公設備電商， 2012 年被泰國泰
國第三大集團，也是全東南亞最大百貨

零售集團 Centra l  Group 收購  

5  Agoda.co m  2005 -  提供線上酒店預訂服務的專業網絡旅遊
服務公司， 2007 年被全球最大的線上旅

遊集團 Pricel ine 收購  

6  Ensogo  2009 -  團購網站，主打「每日折扣（ daily 

deals）， 2011 年被全美第二大團購網
LivingSocia l 收購；因泰國團購市場競爭

僵化，於 2016 年倒閉。  

7  DDproperty  2007 23M 泰國最大的地產網站， 2011 年被新加坡
線上房地產集團 Proper tyGuru 收購  

8  One2car  2005 14.4M 汽車買賣服務平台， 2014 年被馬來西亞
汽車銷售業者 iCar  Asia 收購  

9  ThaiePay  2003 -  線上支付公司， 2014 年被泰國電子商務
服務業 Pay Solutions 收購  

10 OLX.co. th  2012 -  2015 年與泰國線上二手交易網站 Kaidee

合併，成為最大的二手商品交易平台  

11 ThinkOfLiving  2010 6M 地產入口網， 2015 年被馬來西亞
iProperty 集團收購  

12 MOXY 2013 -  時尚生活網店， 2015 年 Moxy 與 Bilna

合併，戰略性更名為 Orami，成為專注女
性用品的一個新品牌  

13 Computer logy  2009 -  專門做 Google  Maps 應用程式介面開發
的公司， 2015 年被韓國社交媒體公司

Yel lo Digi ta l  Marketing(YDM)收購  

14 Storylog  2014 -  社交 app， 2016 年被泰國數位內容平台
Ookbee 收購  

15 Noonswoon  2013 -  約會應用程式， 2013 年被澳洲約會交友
App 公司 DateTix 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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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echsauce；台經院整理。 

 

結語 

泰國的創業環境持續茁壯，在資金方面吸引越來越多資金投入，過去在部分創業法規尚不成

熟下，不足以支撐泰國成長為創業者聖地，但隨著「泰國 4.0」大規模改革的計畫推動、新創法

(Startup Act；新創團體租稅相關優惠)、監管沙盒法(Regulatory Sandbox Act；允許業者在一定規

範下合法測試創新商品或服務)和拜杜法(Bayh-Dole Act；研究學者可出任新創企業內職位)的醞

釀，有助於新創企業的發展，加速創新，對泰國經濟有正面的影響。 

徐慶柏（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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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投資觀測專題分析】-從鉅額投資看全球

投資風向（2018.1-5） 

在投資界中，通常將單筆(輪)投資金額超

過 1 億美元（含）的交易稱為「鉅額交易」（Mega 

Deals）或「巨額投資輪」（Mega-rounds）。

為何鉅額交易值得關注呢？因為鉅額交易件

數占整體投資件數比例相當低，但卻是支撐整

體投資金額成長動能的關鍵。依據過去的經驗，

如果一年中鉅額投資件數大幅增加，通常該年

總投資金額可望創下歷史新高。當然投資人願

意投下鉅額資金，某種程度也代表看好該領域

前景或是企業商業模式或規模化潛力。本文目

的在透過鉅額投資交易數據分析，讓錢告訴大

家口袋深的投資人追逐何種與何地的新創企

業。  

本文以Crunchbase資料為基礎，過濾 2018

年 1 月到 5 月投資金額超過（含）1 億美元以

上的 Pre-IPO 股權投資交易（不含債權融資、

ICO）。 

2018年前 5個月鉅額交易案件數共 181件，

較去年同期 146 件增加 24% 

2018 年前 5 個月鉅額交易案件數，由 1

月的 33 件逐月上升至 5 月的 42 件，合計 1-5

月鉅額交易件數有 181 件，較去年同期 146 件

增加 24％。 

由於 ICO 在 2017 下半年起盛行，2018 年

上半年更是火熱演出，因此，鉅額交易若涵蓋

ICO 項目的話，2018 年前五個月鉅額交易件

數更高達 191 件，其中有 10 件鉅額交易是區

塊鏈 ICO 項目。 

2018 年前 5 個月鉅額交易案件的累計投

資金額為 573 億美元，5 個月中有 4 個月合計

投資金額破百億，其中又以 4 月份的鉅額交易

金額最高，達 142 億美元，其次是 5 月的 122

億美元。此一趨勢似乎也象徵著未來鉅額交易

將是新常態。 

資料來源：Crunchbase, FINDIT 計算。 

圖 4-1、2018.1-5 月全球鉅額交易件數與金額 

 

美、中二國占據 2018 年鉅額交易件數的

80% 

2018 年前 5 個月 181 件鉅額交易案中，

依企業總部所在地為基礎，美國與中國各有

83 件以及 62 件，分占 46%與 34%，合計占有

80%的交易件數。接著是印度 10 件(6%)、英

國 7 件(4%)，加拿大有 3 件，德、法與韓也各

有 2 件。 

86 117 106 142 122

33
30

38 39
41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2018.1 2018.2 2018.3 2018.4 2018.5

投資金額（億美元） 投資件數



 

66 

 圖解股權 

 

資料來源：Crunchbase, FINDIT 計算。 

圖 4-2、2018.1-5 月全球鉅額交易件數占比-依

企業總部地點 

 

中國成為鉅額投資的熱點，吸引 52%鉅額

交易的資金，遙遙領先美國的 35% 

若從鉅額投資案件的金額來看，中國鉅額

交易案件共吸引了 297 億美元，約占總投資金

額的 52%。反觀，鉅額交易件數占比最高的美

國(46%)，其鉅額交易的投資金額合計為 200

億美元，占比僅為 35%。從鉅額交易的投資金

額來看，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能吸

金的投資熱點。除了中美二國外，印度、印尼

的鉅額投資金額則分別占有約 3%。 

中國鉅額交易案件的平均規模高於美國

甚多，主要與美國鉅額交易件數偏向 B2B 模

式，而中國鉅額交易案件偏向 B2C 模式，通

常要藉由資本投資來擴大市場佔有率。 

資料來源：Crunchbase, FINDIT 計算。 

圖 4-3、2018.1-5 月全球鉅額交易地區占比-依

件數 

 

 

 

鉅額交易的輪次占比偏向後期 

就鉅額交易件數的輪次分布來看，早期階

段(天使輪、A 輪)僅占 12%，主要集中在健康

醫療、交通運輸、金融科技等。中期階段(B

輪、C 輪)則占 28%，後期階段占比（D+輪＋

PE 輪）為 50%，未揭露者占 10%。整體而言，

合乎預期地，鉅額交易的輪次通常偏向後期。 

 

資料來源：Crunchbase, FINDIT 計算。 

圖 4-4、2018.1-5 月全球鉅額交易輪次占比 

 

69％獲得鉅額交易的企業是 2011 年後成

立的 

在 181 件鉅額交易中，有 125 件的獲投企

業是成立於 2011 年後，約占 69％。若進一步

分析近五年（2014～2018）設立的企業，共有

67 件鉅額投資，占比高達 37％。鉅額輪的獲

投企業有年輕化趨勢，主要與近年來 AI、自

駕車與部份健康醫療領域，是由新創驅動革命

性突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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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runchbase, FINDIT 計算。 

圖 4-5、2018.1-5 月全球鉅額交易輪的獲投企

業成立年份分布 

 

健康醫療、交通運輸與金融科技為鉅額投

資件數最多的領域 

若從鉅額投資案件的件數來看，以健康醫

療、交通運輸與金融科技三個領域的鉅額交易

件數最多。 

資料來源：Crunchbase, FINDIT 計算。 

圖 4-6、2018.1-5 月全球鉅額交易之行業分布-

依件數 

其中在健康醫療行業的鉅額交易共 33 件，

以新藥開發 10 件最多，其次癌症免疫療法相

關的共 9 件、線上醫療健康軟體與服務平台 5

件、基因檢測 3 件等。從健康醫療次領域投資

件數，可以看出投資風向集中在新藥開發以及

癌症突破新型疫苗、抗體製備、免疫治療、癌

症基因檢測等關鍵技術研發，醫療大數據與

AI、服務平台也是重要投資風口。 

資料來源：Crunchbase, FINDIT 計算。 

圖 4-7、2018.1-5 月健康醫療次領域之鉅額交

易件數分布 

至於交通運輸業鉅額交易件數有 24 件，

集中在叫車服務 7 件與電動車 6 件，去年出現

多件鉅額交易的自駕車與共享單車，投資有降

溫趨勢，分別僅有 3 件與 2 件的鉅額交易。 

資料來源：Crunchbase, FINDIT 計算。 

圖 4-8、2018.1-5 月健康醫療次領域之鉅額交

易件數分布 

 

交通運輸（113 億美元）、電子商務（67

億美元）為鉅額交易中募資最多的領域 

至於2018.1-5月行業別的鉅額交易金額，

以交通運輸（113 億美元）、電子商務（67 億

美元）最高，而物流、金融科技與健康醫療三

個領域則是分別以 59 億美元緊追在後。 

交通運輸鉅額投資案件的總投資金額最

高，主要因交通運輸以叫車服務、電動車、自

駕車等鉅額投資件數最多，這些都是需要大量

資本來支撐市場擴大（叫車服務）或是投資高

額研發資本或測試費用（如電動車與自駕車

等）。同理，電子商務亦是需要高額資本支撐

業者採取如補貼手段打入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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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資料來源：Crunchbase, FINDIT 計算。 

圖 4-9、2018.1-5 月全球鉅額交易之行業分布-

依金額 

 

鉅額交易金額前十大 

2018 年 1-5 月全球鉅額交易金額前十大

中，有 7 件為中國企業，僅有 3 件非中國，分

別是美國 2 件與印尼 1 件。以下介紹前十大鉅

額投資件事： 

 自駕車 Cruise Automation（33.5 億美元/B

輪），包括軟銀願景基金向通用旗下的自

動駕駛公司 Cruise，投資 22.5 億美元，通

用也會為 Cruise 投入 11 億美元，合計共

33.5 億美元。 

 拚多多 Pinduoduo（30 億美元/C 輪），中

國社交電商拼多多成立於 2015 年 9 月，是

一家專注於 C2B 團購的第三方社交電商平

台。用戶可發起和朋友、家人、鄰居等的

團購項目，可以以更低的價格購買優質商

品。4 月完成新一輪資，金額在 30 億美金

左右，估值接近 150 億美元，投資方包括

騰訊、紅杉，騰訊為領投方。 

 京東物流 JD Logistics（25 億美元/A 輪），

京東物流原是京東商城的物流服務部門，

在 2017 年 4 月獨立營運。2018 年 2 月 14

日宣布獲得 25 億美元投資，這是京東物流

獨立後首次公開對外募資，亦是中國物流

行業最大的一次單筆募資。投資方包括：

高瓴資本、紅杉資本、招商局集團、騰訊、

中國人壽、國開母基金、國調基金、工銀

國際等多家機構。 

 居然之家 Beijing Easyhome Furnishing（20

億美元/戰略投資），為家居商品的電商、

物流為支撐的大型商業連鎖集團公司。截

至 2017 年底，已在中國各地開設 223 家門

店，市場銷售額超 600 億元。在 2018 年 2

月與阿里巴巴集團共同宣佈達成新零售戰

略合作，阿里巴巴以及關聯投資機構向居

然之家投資20億美元，持有其15%的股份。

雙方將運用各自優勢，在家居領域開啟新

零售的全新時代。 

 京東金融 JD Finance（20 億美元/B 輪），

京東金融在 2016 年 1 月完成 A 輪募資，獲

得了包括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嘉實投資和

中國太平保險領投的66.5億人民幣。接著，

京東金融在 2017 年初又啟動了總額為 143

億人民幣的 A+輪募資，其中，京東集團出

售其持有的 28.59%股份，開放給新投資人

和以劉強東為主的管理層認購。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京東金融重組已完成交割，至

此，京東金融正式從集團分離開始獨立運

營。京東金融在 2018年 3月啟動了高達 130

億元人民幣(20 億美元)的募資，主要用於

並購金融牌照、技術研發和市場投入等。

目前該輪投資已經初步敲定了中金、中糧

等領投方。 

 滿幫集團 Manbang Group（19 億美元），

由江蘇運滿滿、貴陽貨車幫兩家公司合併

組成，打造車貨媒合資料平台，可透過大

資料與人工智慧降低貨車司機的空駛率、

提高貨運效率。除了提供車貨媒合服務，

滿幫還已成為全國最大的貨車車後服務平

台，為貨車司機提供一站式服務。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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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4 月宣布完成新一輪 19 億美元的募資，由

國新基金和軟銀旗下軟銀願景基金聯合領

投。包括谷歌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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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外投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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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源資本等公司也參與本

輪投資。 

 GO-JEK（15 億美元/E 輪），為印尼機車

版 Uber，成立於 2010 年，GO-JEK 於 2018 

年 2 月成功完成 E 輪私募股權募資，募

資規模達 15 億美元，創東南亞發展中國

家科技公司最大單輪募資記錄。由騰訊領

投，跟投者包括京東、美團等中國戰略投

資者，互聯網巨頭谷歌，以及新加坡主權

基金淡馬錫、BlackRock、三星創投等財務

投資者。原有投資者亦積極參與認購本輪

投資，包括  KKR、華平、紅杉資本、

Northstar 等。GO-JEK 是印尼最大的行動

互聯網生活服務和電子錢包平台，擁有印

尼第一大機車的共享出行平台、第一大食

物預訂配送平台、第一大即日快遞服務平

台和第一大電子錢包平台。 

 快手 Kuaishou（10 億美元/PE 輪），快手

成立於 2011 年 3 月，為一中國生活分享平

台。最初是一款用來製作、分享 GIF 圖片

的手機應用軟體。2012 年，快手從純粹的

工具應用轉型為短視頻社區，用於使用者

記錄和分享生活的平台，此後發展迅速

2017 年 11 月，APP 的日活躍用戶數已經

超過 1 億，總註冊使用者資料超過 7 億，

每天產生超過 1000 萬條新視頻內容。根據

《互聯網週刊》＆eNet 研究院推出的「2017

年度 APP 分類排行榜」顯示，快手 APP 名

列 「2017 年度短視頻 APP」榜首。在 2018

年 1 月快手完成 10 億美元募資，由騰訊投

資。 

 ofo（8.66 億美元/F 輪），全球最大共享單

車平台 ofo 小黃車繼去年完成破紀錄的 E

輪 7 億美元募資之後，2018 年 3 月 13 日再

次宣布完成 8.66 億美元的 F 輪募資。本輪

募資由阿里巴巴領投，灝峰集團、天合資

本、螞蟻金服與君理資本共同跟投，再次

創下共享單車行業單筆最高募資紀錄。 

 Katerra（865 億美元/D 輪），Katerra 成立

於 2015 年，Katerra 是一家提供智慧居家和

智慧建築解決方案的矽谷科技公司。

Katerra 共同創辦人 Michael Marks 曾擔任

偉創力(Flextronics International Ltd)執行長。

2018 年 1 月完成 8.65 億美元 D 輪募資，由

軟銀願景基金 SVF 領投。這筆資金除了將

用來加快客戶佈建Katerra平台服務的速度，

還將用來擴建新廠以滿足全美需求。 

鉅額投資背後的投資人-騰訊、淡馬錫、紅

杉資本中國、阿里巴巴、高瓴資本集團、

軟銀等 

181 件鉅額獲投的投資人名單中，以騰訊

參與投資 16 件最多，其次是淡馬錫的 10 件、

紅杉資本中國則有 9 件、阿里巴巴集團 8 件、

高瓴資本集團（Hillhouse Capital Group）、軟

銀 8 件、螞蟻金服 7 件、IDG 資本 6 件、云峰

資本亦有 6 件、Khosla Ventures 5 件、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亦有 5 件。 

從圖 4-10 來看，中國科技企業過去藉由

海外創投資金，快速發展為大型企業。目前這

些中國科技巨頭搖身一變，也加入投資人行業。

這些中國科技巨頭除了投資中國境內的企業

外，也逐漸投資海外的新創，許多是著眼於進

入市場的戰略性投資，有部份則是財務性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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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runchbase, FINDIT 計算。 

圖 4-10、2018.1-5 月全球鉅額交易之投資人文

字雲 

 

結語 

2018 年全球鉅額交易件數持續成長中，

而鉅額投資將成為新常態，預估 2018 年全球

鉅額投資的投資件數可望超越 2017 年水準。 

中國與美國新創依舊是鉅額交易的投資

熱點，健康醫療、交通運輸與金融科技則為鉅

額投資件數最多的領域，而健康醫療領域又以

新藥開發以及癌症突破新型疫苗、抗體製備、

免疫治療、癌症基因檢測等關鍵技術研發，醫

療大數據與 AI、服務平台最受投資人青睞。

交通運輸領域則是叫車服務、電動車與自駕車

等次領域是重要投資風口。 

至於2018.1-5月行業別的鉅額交易金額，

以交通運輸（113 億美元）、電子商務（67 億

美元）最高，而物流、金融科技與健康醫療三

個領域則是分別以 59 億美元緊追在後。 

整體而言，鉅額交易的獲投企業有逐漸年

輕化的趨勢，某種程度也點出一項事實，那就

是愈來愈多新創是近年驅動產業技術或商業

模式革新的先鋒，在眾多科技巨頭與大廠的夾

縫中突圍，引領技術與創新的風潮，使得投資

人甘願冒著高風險投下大筆資金來支持他

們。 

值得省思的是，從鉅額投資背後的投資人

文字雲圖中，可以看得見包括軟銀與來自中國

巨頭、創投機構正「揮舞支票簿」大手筆在全

球佈局。這些資本巨獸開啟「強權投資」的時

代，「資本」逐漸地改變產業的遊戲規則，也

擴大競爭的界線。 

對照日前在創業小聚中，PChome 董事長

詹宏志在「30 億之後—論補貼與蝦皮之役」

的演講中，提及「我太晚認知到資本的力量

了！」，一語道盡「成也資本，敗也資本」困

境，而成敗或許也僅是在一念之間。在這「大

資本時代」，一干船堅砲利的資本強權航向全

球，台灣可以選擇成為其中的一員，在資本浪

潮中相互拚搏。抑或是將自己打造成尖兵利器，

乘上最有資源與競爭力的船隊，共同創造新的

產業秩序。 

 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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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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 

 

 

 

 

 

 

 

 

 

 

 

 

 

募資案件新增概況：2018 年 5 月總提案數超過 3,200 件 

2018 年 5 月總提案數超過 3,200 件，在各項類別提案中，

以遊戲類 509 件提案件數最高，其次為設計類的 364 件，再其

次則為音樂類 322 件。 

成功案件與成功率概況：2018 年 5 月總成功案件超過

1,700 件，過半數類別的成功案件超過 100 件。 

2018 年 5 月總成功案件超過 1,700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遊

戲類達 277件與音樂類的 202件，是本月成功案件唯二超過 200

件的兩個類別。設計類與科技類成功案件則分別為 1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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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52.19、31.5%，皆較過往水準高出許多。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 5 月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6,000 萬美元，遊戲類募資 2,047 萬美元最高。 

2018 年 5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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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 萬美元，其次為設計類的 1,256 萬美元，

第三則為科技類 715 萬美元。百萬募資個案則以遊戲類為主。 

台灣募資個案：2018 年 5 月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

以設計類與科技類居多 

2018 年 5 月台灣於Kickstarter 募資個案以設計與科技類為

主，本月募資金額之台灣提案為 Flux 的 Beambox, The 

Accessible Laser Cutter And Engraver，目前已募得超過 32 萬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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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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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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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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 

 

 

 

 

 

 

 

 

 

 

 

 

 

 

 

 

 

各類別募資概況：2018 年 5 月募資案件 208 件，設計類

為募資案件最多的類別 

2018 年 5 月募資案件 208 件，設計類案件 55 件，為募資

案件最多的類別，其次為公共類的 49 件，再其次則為藝術類

的 22 件。 

各類別成功率概況：2018 年 5 月成功案件 135 件，設計

類 50 件最多，其成功率亦高於九成 

2018 年 5 月總成功案件為 135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設計類

的 50 件，其次為公共類的 16 件。成功率部份，以其他類成功

率達 100%最高，設計、公共的成功率則分別為 90.91%、

32.65%。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 5 月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

金額超過 9,000 萬元，設計類募資金額超過 4,000 萬 

2018年5月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9,000萬台幣，

最吸金的類別為設計類，共募得超過 4,000 萬新台幣，其次為

科技類則超過 3,000 萬元台幣。 

提案趨勢與百萬大案分析：2018 年 5 月以設計類募資案

大案件數最多 

2018 年 5 月台灣募資平台募資案件以生活、孩子、音樂、

藝術、設計為 2018 年 5 月主要關鍵字。集資百萬專案共計 19

件，類別部份以設計類最多，五月後上架便突破百萬的募資案

包含 Xpump 3D 環繞智慧音效引擎、Cubo AI 智慧寶寶攝影機、

眠豆腐－躺一秒就不想起來的台灣製手工床墊、inaday's 閃充

電蚊拍、Time 時間屏、Spark Bite 口袋食力派。就平台觀之，

百萬募資專案來自嘖嘖平台有 17 件， flyingV 則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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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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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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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興領域早期投資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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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6 月焦點 1】麥肯錫人工智慧前沿

洞察報告重點 

 

 

 

 

 

 

 

 

 

 

 

 

 

 

 

 

 

 

 

 

麥肯錫在 2018 年 4 月發布一份名為「人工智慧前沿筆記：

從上百應用案例洞察趨勢」（Notes From The AI Frontier：

Insights from Hundreds of Use Cases）的分析報告，探討 AI 前

沿技術應用在橫跨 19 個行業、9 種業務功能 400 多個應用案例

之概況以及對其產生的經濟潛力，另外，也提到 AI 發展中遭

遇的挑戰。以下分為三部份介紹該報告的重點。 

一、AI 技術與應用情況 

人工智慧指人造的機器智慧，由 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上

正式提出。隨著 AI 技術的發展，目前機器學習是實現人工智

慧的主流手段，它是基於一種資料訓練的模型，即機器通過分

析大量資料進行學習，重在發現資料之間內在的相關性並做出

預測。 

麥肯錫報告中提到 AI 技術，係指使用人工神經網路的深

度學習技術與其他機器學習概念。 

1.神經網路 

神經網路技術是機器學習中的一種方法，本質上是從資訊

處理的角度對人腦神經元網路進行抽象類比，從而建立數學模

型。神經連接的計算模型在過去就被大量應用在分析包括圖像、

視頻和語音。在深度學習發展之前，神經網路通常只有 3 到 5

層，和幾十個神經元/節點；深度學習之後，神經網路擴展到 7

到 10 層，甚至更多層，類比神經元數目增至百萬量級，從而

解決更為複雜的問題。目前興起的人工智慧，主要就是大規模

的深度學習。 

具體來看，神經網路有三類主要形式： 

1.1 前饋神經網路（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s，FFNN） 

前饋神經網路是最常見的人工神經網路。在這種結構下，

資訊只向一個方向（向前）移動，即從輸入層經過“隱藏層”

到輸出層，沒有迴圈網路。首個單節神經網路在 1958 年提出，

經過計算能力和訓練演算法的發展，前饋神經網路展現出了更

高的性能水準。 

 

4 月時，麥肯錫發表研究報

告，分析人工智慧對 19 個

行業的 400+案例，涵蓋企

業、物流、國防、旅遊到

公共部門等的企業功能改

善和衍生的經濟效益。 

報告中指出人工智慧為分

析技術貢獻 40%的年度價

值，合計每年可創造 3.5 兆

到 5.8 兆美元的潛在價

值，相當於各個行業 2016

年度收入的 1%到 9%。 

本文將引用麥肯錫的報

告，整理人工智慧主要技

術與其應用情形、AI 潛在

價值、AI 發展所面臨的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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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迴圈神經網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RNN) 

迴圈神經網路指結構中包含節點定向連接成環（loops）的人工神經網路，非常適合處理（手

寫、文本、語音形式的）任意時序的輸入序列。2016 年 11 月，牛津研究報告顯示，基於神經網

路（和卷積神經網路）的系統在唇語識別應用中實現了 95%的準確率（有經驗的人類唇語者準

確率近 52%）。 

1.3 卷積神經網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 

卷積神經網路是一種深度前饋人工神經網路，其邏輯結構受動物視覺大腦皮層的啟發，對於

大型影像處理（視覺感知任務）有出色表現。 

2.其他機器學習概念 

從學習的方式來看，機器學習分為監督式學習（在訓練的過程中告訴機器答案、也就是「有

標籤」的資料）、非監督式學習（訓練資料沒有標準答案、不需要事先以人力輸入標籤）、半監

督式學習（介於監督學習與非監督學習之間，即訓練資料部分有標識）和強化學習（輸入資料作

為模型的回饋）。 

從演算法的類型來看，常見的機器學習演算法有決策樹演算法（Tree-based ensemble learning）

（採用樹狀結構建立決策模型）、迴歸演算法（Regression analysis）（對連續值預測）、分類演

算法(Classification)（對離散值預測，事前已經知道分類）、集群演算法(Clustering)（對離散值預

測，事前不知道分類）、神經網路和整合演算法（整合幾種學習模型）。 

其他機器學習又分為二個重要技術： 

2.1 生成對抗網路/GANs（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生成對抗網路是深度學習領域的一個重要生成模型，即兩個網路（生成器和鑑別器）在同一

時間訓練並且在極小化極大演算法（minimax）中進行競爭。這種對抗方式避免了一些傳統生成

模型在實際應用中的一些困難，巧妙地通過對抗學習來近似一些不可解的損失函數，在圖像、視

頻、自然語言和音樂等資料的生成方面有著廣泛應用。 

2.2 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強化學習本質上就是透過試錯實現模型優化。目前，強化學習已經被廣泛採用，包括谷歌

Deepmind 的視頻遊戲和 AlphaGo。 

3.不同類型實際問題涉及的分析技術 

基本上，分析技術在不同業務類型中可以解決多種實際問題，例如： 

 分類（Classification）：即根據一組訓練資料，將新輸入的資料進行分類的業務，主要任務

為識別特定物理物件（如卡車、汽車、生產線上接受質檢的產品等）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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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評估（Continuous estimation）：即根據訓練資料，評估新輸入資料的序列值，常見於

預測型任務，如根據銷售資料、消費者態度、天氣等資料來預測消費需求，或者根據建築

物的相關資料和照片來於猜測房產價格等； 

 集群（Clustering）：即根據任務資料創建系統單個組類別，案例有，基於個人資料的消費

偏好； 

 其他優化（All other optimization）；即系統根據任務產生一組輸出為特定目標的函數優化

結果，案例有，基於用戶（時間、費用、偏好等）需求的最佳交通路線推薦； 

 異常檢測（Anomaly detection）：即根據訓練資料/歷史相關性判斷輸入資料是否異常，本

質上是分類功能的子範疇； 

 排序（Ranking）：常見於資訊檢索問題，即基於檢索需求按照某種排序標準呈現結果，比

如提供產品購買推薦等； 

 推薦（Recommendations）：即根據訓練資料提供建議，比如根據個人購買歷史行為推薦「下

一個產品」； 

 資料生成（Data generation），即根據訓練資料生成合適的新資料，例如音樂創作等，即根

據音樂素材在特定風格下創作出新的音樂片段 

 

圖 1-1、AI 技術與對應的問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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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個行業與 9 大業務功能應用 AI 相關分析技術之熱力圖 

從圖 1-2 中可看出，目前 19 個行業仍偏重傳統的分析技術，其中又以決策樹演算法、分類

演算法與迴歸分析三項技術的應用頻率最高；保險業是使用此三種技術最高的行業。至於 19 個

行業使用機器學習相關技術的頻率，以前饋神經網路（FFNN）最為普遍，其次是迴圈神經網路

(RNN)；其中又以汽車、銀行、保險、零售使用頻率相對較高。另外，就 9 大業務功能來看，行

銷與銷售（Marketing and Sales）、供應鏈管理與製造（Supply-Chain Management and Manufacturing）

是應用 AI 相關技術頻率最高的前二項業務功能。「行銷與銷售」應用以前饋神經網路（FFNN）

最為普遍，其次是迴圈神經網路(RNN)以及強化學習技術。「供應鏈管理與製造」則是以前饋神

經網路（FFNN）、卷積神經網路（CNN）與強化學習三項技術為主。 

以下是一些應用案例，可以一窺 AI 的力量。 

 預測性維護 (predictive maintenance) 

傳統系統已經能對感測器所收集的時序資料，包括檢測溫度、振動狀態等，進行分析，實現

預測異常檢測和預測維護（對元件的剩餘使用壽命做出預測）。但深度學習可以對資料進行分層，

從而分析海量的、高維度的，包括圖像、音訊等各種形式的感測器資料，還有一些原先不適用的

低質量數據（來自廉價的麥克風和照相機）也能被利用來進行分析，將現有預防性維護系統的性

能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根據麥肯錫的調查，這種 AI 技術加持的預測維修，可減少停機時間和

運營成本，提高產量，並降低經營成本，對應的經濟價值約為總銷售額的 1%到 2%。例如：在

貨運飛機的案例中，AI 技術加持的預測維修，因為相比於傳統模型，更有效的結合平面模型資

料、維護歷史、物聯網感測器資料（包括發動機振動資料、發動機狀況的圖像和視頻等），延長

飛機壽命。 

 AI 驅動的物流優化 

以 AI 為導向的物流優化可以即時預測，降低成本，指導行為，提高燃油效率，減少交貨時

間。AI 演算法能夠優化配送路徑，從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配送時間。歐洲一間貨運公司，

利用感測器監測貨車性能和駕駛員行為，司機會收到即時指導，何時加速或減速，優化油耗並減

少維護開銷。由此，燃料成本降低了 15%。 

 客服管理和個性化服務 

在呼叫中心，語音辨識和來電分流，可以提升服務效率，並為使用者提供更加流暢的體驗。

例如，深度學習的語音分析系統，可以估計當前使用者的情緒狀態，並據此判斷要不要切換到人

工服務。在銷售和行銷的其他方面，AI 也有所作為。能將使用者個人資訊和過往交易資料與社

交媒體監測相結合，便可以生成個性化「下一個產品」智慧推薦，如亞馬遜和 Netflix，大幅提

高了銷售轉化率。在保險領域，汽車保險保費可以根據駕駛資料（驅動模式和距離）進行調整。

對於旅遊公司，全方位的客戶視圖（額外的酒店、航班服務）將協助增加 10%到 15%的收入，

相當於總營收的 7%到 12%，價值是傳統分析的兩倍以上；在零售業，SKU 性能資料能被用於優

化促銷策略。 



 

96 

 新興領域 

 

圖 1-2、19 個行業與 9 大業務功能應用 AI 相關分析技術之熱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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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I 與傳統分析技術的成效比較 

 69％使用案例顯示 AI 較傳統分析技術更能提昇成效，旅遊業是導入 AI 最大受惠者 

根據麥肯錫的調查，在 400 多個應用案例中，69％的案例表示 AI 較其他傳統分析方法，更

能提升系統表現；另外有 16%的案例，AI 能完成傳統分析方法所無法完成的專屬任務，這些領

域稱為「綠地」（green field）。餘下 15%的案例中，則是非 AI 技術就能完成所需的功能任務，

AI 帶來的性能提升非常有限，原因包括資料方面的局限性等等。畢竟，深度學習這類的 AI 技術

對資料的需求，遠遠大於任何傳統分析方法。因此，如果要完全激發 AI 的潛力，則需要多種多

樣的資料，包括圖像、視頻、音訊等。 

對於整體產業價值提昇而言，AI 分析技術能帶來傳統分析法之外的 30%到 128%的行業價值

提升，其中又以旅遊業的價值提昇最為明顯，AI 對旅遊業的年收入產生 7%到 12%的影響。2017

年另一份麥肯錫報告提及旅遊業會有 66%的任務被自動化取代，例如：荷蘭航空(KLM)使用聊天

機器人(Chatbot)，透過微信、Facebook Messenger 或其他通訊軟體寄送電子登機證及航班資訊。

線上旅遊預訂平台 Kayak 也使用聊天機器人，提供航班最新狀況更新，或登機門變更等資訊。 

圖 1-3、AI 與傳統分析技術的成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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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I 潛在價值 

1. AI 神兵利器，有望創造 3.5 兆至 5.8 兆美元潛在價值 

目前已知的人工智慧最大的潛力在於「分析技術」，包括迴歸、分類與神經網路技術，都可

以提供更高的功能性，或者產生附加的洞見和應用。 

在旅遊、交通、零售、汽車、高科技、能源、化工、娛樂傳媒、基礎材料、消費品、農業、

銀行、醫療系統與服務、公共部門、通訊、醫療製藥、保險、先進電子零組件/半導體、航太與

國防 19 個行業中，人工智慧（AI，包括前饋神經網路和卷積神經網路）的導入，可以創造 3.5

兆至 5.8 兆美元的潛在價值（新營收），包括更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收入的增加、成本的節約、

消費者剩餘等。這相當於整體分析技術價值規模（9.5 兆到 15.4 兆美元）的 40%，對於每個行業

而言，AI 潛在價值平均占行業總規模的 1%到 2%。 

圖 1-4、AI 技術為各行業創造的潛在價值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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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I 最大的潛力影響在行銷與銷售、供應鏈管理和製造環節 

根據麥肯錫的報告，在企業九大業務功能中，AI 最大的潛力影響在行銷與銷售、供應鏈管

理和製造等環節，每年 AI 帶給行銷與銷售功能所產生的新增價值高達 1.4 兆到 2.6 兆美元。例

如：對電商平台而言，AI 分析可即時制定促銷、價格和產品動態，進行個人化精準行銷。 

其次 AI 分析技術帶給供應鏈管理與製造環境創造 1.2-2.0 兆美元的新價值，主要利用生成模

型來優化端到端的供應鏈等，抑或透過機器學習對現有設備系統進行預防性維護，有效降低各項

成本，提高生產效率。  

另外，AI 分析技術還可以用於各個行業的風險管理，如保險業更為精準的風險評估和保費

設計；製藥公司可將 AI 演算法用於降低臨床試驗風險、礦業公司預測生產設備故障所造成的中

斷風險，實現更有效的勘探、鑽探和開採規劃等。此外，AI 還可創造新的產品和業務模式，如

用於銀行客戶類型識別，可以有效改進的詐欺檢測。 

 

圖 1-5、整體分析技術與 AI 技術對業務功能創造的潛在價值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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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I 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儘管人工智慧前景光明，但要達到每年創造 3.5 兆至 5.8 兆美元潛在價值之前，依舊面臨著

諸多的挑戰和限制。 

首先，從資料面來看，面臨五大限制與挑戰：（1）訓練資料的標記需要人工化，否則難以

獲取足夠大且全面的訓練資料集，特別是用於預測治療方案效果的臨床資料；（2）模型透明度

有待提高，例如疾病診斷過程中，AI 可以利用患者資訊來得出診斷結論，但無法解釋這一結論

是如何一步步取得的，此將直接影響汽車、醫療認證等領域的應用；（3）機器學習缺乏可概括

性，難以從一個應用直接到複製到另一個相似的應用，這意味企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訓練新模型；

（4）資料和演算法中存在偏差的風險，如不同社會與文化的差異等，可能需要更廣泛的步驟來

解決；（5）人工智慧還存在惡意使用的問題，包括駭客攻擊和高度政治假資訊的操作、詐欺性

的視頻等安全威脅。 

考慮到資料的關鍵性，對於企業和組織來說，制定數位化策略、建立資料中心（或者更普適

的，選擇雲供應商）、爭取奪高級人才、思考取得和生成資料的方式，至關重要。 

在技術開發方面，企業或組織必須開發出健全的資料維護和治理流程，實現軟體現代化 （如

Agile 和 DevOps）。最具挑戰性的是克服「最後一里」的問題，確保人工智慧所提供洞見，能落

實到企業業務流程與產品及服務。 

資料來源：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 “Notes from The AI Frontier：Insights from Hundreds of Use 

Cases”, Apri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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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6 月焦點 2】區塊鏈領域 5 月獲投

與併購掃描 

 

 

 

 

 

 

 

 

 

 

 

 

 

 

 

 

 

 

 

 

 

 

 

 

 

 

經由篩選與整理 Crunchbase 資料，2018 年 5 月共有 66 筆

與區塊鏈技術領域相關的獲投事件(未包含 ICO)，已揭露之總

金額達 4.02 億美元，在投資件數上高於前月的 59 件，而金額

則低於前月的 5.68 億美元。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1、區塊鏈領域獲投趨勢 

在各募資輪次上，種子/天使輪募資案達 39 件，已揭露之

總金額 4,571 萬美元；A 輪募資 7 件，已揭露之金額為 2,784

萬美元；B 輪投資案 1 件，已揭露之金額 6,500 萬美元；E 輪

投資案 1 件，金額 1.1 億美元。此外，其他如群募、公司輪及

其他獲投的交易案件共 18 件，已揭露金額達 1.53 億美元。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2、區塊鏈領域各輪次募資金額與件數 

區塊鏈領域的熱度在 2017

年經由加密貨幣的價格飆

升以及 ICO 的爆發成長，

2018 年已成為各大機構點

名的重點觀測領域。傳統投

資人爭相進入此領域的態

勢火熱。然而相較於 ICO，

區塊鏈技術領域企業透過

傳統募資方式，除了獲得資

金以外，來自投資人所能帶

來的指導、人脈以及市場，

都是資金之外難以度量的

潛在優勢，因此，透過觀測

傳統投資趨勢，仍舊能了解

Smart Money 對於熱門領

域與技術的判讀，掌握近期

的趨勢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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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區塊鏈領域千萬級獲投事件掃描 

Orbs(1.18 億美元) 

以色列區塊鏈新創 Orbs，以類似於現有雲端計算平台的方式為分散式應用程式提供基礎設

施即服務(IaaS)。Orbs 和其他區塊鏈的主要區別在於，Orbs 是從消費應用市場的基礎開始建構，

根據其特定的需求量身設計服務架構。共同創辦人 Tal Kol 以及 Uriel Peled 分別在過去創立了被

阿里巴巴收購的 AR/VR 新創企業 Visualead 以及被 Wix.com 收購的移動應用程式新創公司

Appixia，總裁 Daniel 則是以色列金融科技公司 PayKey 的聯合創始人兼 CEO。 

本月 Orbs 宣布已籌集超過 1.18 億美元，預計在 6 月份將服務 alpha 版本上線。 

Circle(E 輪，1.1 億美元) 

Circle 成立於 2013 年，是基於加密貨幣、數位資產和區塊鏈技術的消費金融新創企業。Circle

提供三類產品：Circle Pay 提供在世界各地匯款支付；Circle Invest 提供加密貨幣投資，使任何人

都可以購買和出售加密資產；Circle Trade 提供場外交易服務(OTC)。此外，今年 2 月 Circle 收購

了加密貨幣交易平台 Poloniex，將服務領域擴大。 

Circle 於成立當年即獲得 900 萬美元的 A 輪投資，之後每年都獲得一輪投資，著名投資人包

含 Facebook 早期投資人 Jim Breyer 的 Breyer Capital、Accel 與高盛等；Circle 也廣受中國投資者

的關注，包含 IDG 資本、百度、中金甲子、光大控股、宜信等。Circle 募資活動在 2017 年稍作

停歇後，本月獲得比特大陸領投的 1.1 億美元，同時也宣布在比特大陸支持下，將推出與美元掛

勾的 USD Coin。Circle 的總獲投金額已達 2.46 億，且在本月獲投後市場估值達 30 億美元。 

Paxos(B 輪，6,500 萬美元) 

Paxos 是一家為金融機構提供區塊鏈結算解決方案的金融科技企業。旗下服務 Bankchain 是

一款區塊鏈結算平台，提供即時結算和更強大的自動化運作，為市場參與者降低交易風險並提高

營運效率。 

2016 年，Paxos 與比利時結算公司 Euroclear 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為黃金市場部署區塊鏈結

算服務，該服務與至少 16 位市場參與者進行測試，包括花旗、Société Générale，MKS PAMP、

INTL FCStone Ltd、Barrick Gold Corporation、NEX EBS BrokerTec 以及 ED＆F Man，但此項合

作在 2017 年結束。 

Paxos 除了於本月獲得 RRE Ventures、Liberty City Ventures 以及 Jay Jordan 共 6,500 萬美元

的 B 輪投資之外，於 2015 年以及 2013 年也分別獲得 2,500 萬美元的 A 輪募資以及 330 萬美元

的種子輪募資，總募資金額達 9,330 萬美元。 

Tagomi Systems (1,550 萬美元) 

Tagomi Systems 計劃創建一個平台，讓鉅額投資人能夠更輕鬆地購買比特幣(或其他加密貨

幣)而不會造成巨大的市場波動。為了實現此目標，他們開發專用軟體智能訂單路由（SOR），

讓執行比特幣買賣時達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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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omi Systems的創始人之一是前高盛電子交易部主管 Greg Tusar，Greg Tusar擁有超過 20 

年參與資本市場交易的經驗，是電子交易和產品開發領域的領導者。Greg Tusar 的經歷能使公司

在營運上獲得大量金融領域的人脈與機會。 

本月 Tagomi Systems 獲得 1,550 萬美元的投資，投資人包含 Charles Noyes 以及富豪投資人 

Peter Thiel 旗下的投資機構 Founders Fund，Peter Thiel 是 PayPal 控股公司的共同創始人，也是

Facebook、Airbnb、SpaceX 和 Lyft 等公司的早期投資者。 

imToken (A 輪，1,000 萬美元) 

imToken 是一款功能豐富的加密貨幣錢包，提供比特幣、以太幣以及基於以太坊上的 ERC20

代幣儲存，在新版本的功能中也推出去中心化交易系統 Tokenlon 以及 Dapp 服務，包含自行推出

的身份系統、TokenPay(代幣支付與智能合約調用)以及開發者工具，也支持其他方開發的 Dapp。 

透過 imToken 的日均轉帳量已佔據以太坊生態的 10%，且在 2017 年累計使用 imToken 轉帳

價值超過 350 億美元。 

本月 imToken 宣佈獲得 IDG 資本 1,000 萬美元的 A 輪投資，CEO 何斌宣稱，當前首要目標

是將業務滲透至東南亞市場。 

EOE Foundation (天使輪，1,000 萬美元) 

EOE（Exchange of Exchanges）將基於區塊鏈底層技術，致力於打通全球交易所、銀行等金

融機構，利用區塊鏈技術不可篡改、智能合約等特性，實現用戶的一次性 KYC 認證和統一交易

結算。 

EOE 於 2018 年成立，本月即獲得香港獅子金融集團約 1,000 萬美元的天使輪投資。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3、區塊鏈領域新創企業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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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區塊鏈領域收購事件掃描 

本月共有 5 筆區塊鏈領域的收購事件。nChain 收購了使用 NFC 技術的比特幣現金(Bitcoin 

Cash)手機交易錢包 HandCash，nChain 作為積極推廣比特幣現金的開發團隊，CTO 就是鼎鼎大

名的澳洲電腦科學家 Craig Wright，而這樣的組合正是強化了對比特幣現金的支持。Tyros AG 收

購了提供加密貨幣禮品實體卡的 Next Gen Gifting，Next Gen Gifting 成為 Tyros AG 建構加密貨幣

生態系的一環，因仍在非常早期，綜效仍需再觀察。遊戲眾籌公司 Fig 收購 Ownage，並將 Ownage

團隊轉入新項目 Shard，將開發分散式遊戲社群平台。Coinbase 收購了去中心化 ERC-20 交易平

台 Paradex，透過此筆收購，Coinbase 進一步擴大與鞏固對於交易服務的掌握程度。加密貨幣小

額投資平台 Crumbs 則是由 MetalPay 所收購，MetalPay 提供電子支付服務，在透過 MetalPay 支

付時，會給予用戶相應比例的 Metal 幣作為報酬，這樣的組合無疑在擴大其服務的應用範圍與彈

性。 

5 月份 ICO 趨勢 

ICO 的熱度再度翻升，5 月份 ICO 達 19.78 億美元，相較於 4 月份一度下降至 11.45 億美元，

5 月份帶來的是爆發性的攀升。在 EOS 將近一年的 ICO 宣告結束，這個被稱呼為以太坊殺手的

主鏈也將要上線啦(還沒上線時就已經是以太幣殺手了，多次以太幣價格下跌皆被認為與 EOS 出

售以太幣相關)，由 TokenData 提供的統計資訊可以了解到 EOS 的龐大，這個史詩級的 ICO 評估

價值約 40 億美元。 

 

資料來源:TokenData。 

圖 4、ICO 趨勢 

市場脈動-新興的獨角獸養成方式 

CB Insights 於本月一份研究提到，雖然 2016 年新出爐的獨角獸相較於過去的季平均下降，

但 2017 年出現大幅回升，2017 年第二季產生 21 隻新獨角獸可是創下新高紀錄。然而在那之後，

獨角獸的成長趨緩，但值得關注的是，區塊鏈，更應該說是加密貨幣領域，似乎成為一種特殊且

穩定產出獨角獸的方式。雖然藉由加密貨幣高度波動的價格計算市場價值頗受人詬病，但不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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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貨幣本身，因為區塊鏈領域的興起而帶動的挖礦與交易所領域，如比特大陸以及幣安，都是

不可忽視的現象。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圖 5、獨角獸數量變化趨勢 

未來，區塊鏈技術究竟還會帶給市場怎麼樣的衝擊，還會與那些不同的傳統產業碰撞出什麼

樣的火花，短期內應該仍是有趣又值得追蹤的議題。 

參考來源 

Crunchbase、CB Insights、TokenData 

網址： 

1. https://goo.gl/K8TCV1 

2. https://goo.gl/oX9uPd 

3. https://goo.gl/yarihD

https://goo.gl/K8TC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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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6 月焦點 3】中美電商巨頭東南亞

掀戰火 誰是最終贏家 

 

 

 

 

 

 

 

 

 

 

 

 

 

 

 

 

 

 

 

 

 

 

 

 

 

 

東南亞具 6.6 億人口的廣大內需市場，擁有甜美誘人的人

口紅利。更重要的是，70%人口為 40 歲以下的年輕人，加上經

濟成長快速，中產階級平均所得逐漸提高，增強東南亞消費者

的購買力。年輕消費族群的崛起，亦帶來龐大的消費需求。根

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東南亞有兩億六千萬的上網人口，且以每

月新增三百八十萬人的速度成長。同時，電子商務市場目前僅

佔東南亞零售業市值 0.8%，成長潛力巨大，亦使得東南亞成為

中美兩國電子商務巨頭躍躍欲試的新戰場。 

中美兩國電商巨頭爭相競逐東南亞 

首先，阿里巴巴於 2016 年 4 月及 2017 年 6 月分別投資東

南亞最大電商平台 Lazada 各 10 億美元，持股則由 51%增至

83%，尋求拓展在中國以外銷售、持續擴張其電子商務版圖。

2018 年 3 月，阿里巴巴又向 Lazada 增資 20 億美元，此次增資

可望使得阿里巴巴及 Lazada 獲得雙贏局面。一方面阿里巴巴可

為 Lazada 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援；另一方面，由於 Lazada 平台

業務遍集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預

計阿里巴巴此次投資將會有助於集團打入東南亞多個國家的

電商市場，亦加深 Lazada 與阿里巴巴生態系統的整合。同時，

在阿里巴巴取得 Lazada 多數股權後，阿里巴巴於 2018 年 3 月

宣布由阿里巴巴集團共同創辦人，旗下螞蟻金服董事長彭蕾出

掌東南亞電子商務業者 Lazada，取代 Lazada 創辦人 Max Bittner

的原執行長一職，此次人事布局亦清楚顯示阿里巴巴搶攻東南

亞市場的決心。為搶攻新加坡零售市場，Lazada 又在 2016 年

11 月，收購新加坡在線生鮮雜貨銷售公司 RedMart，以擴大其

在東南亞市場的影響力。 

東南亞為具 6.6 億人口的

廣大市場，擁有甜美誘人

的人口紅利。眾多酷愛嘗

鮮的年輕消費族群，亦帶

來龐大的消費需求，使得

近年來東南亞成為中美兩

國電商巨頭躍躍欲試的新

戰場。 

本文主要目的在描繪中美

兩國電商巨頭在東南亞市

場投資布局腳步及策略，

並分析本土小型電商如何

在強敵環伺下，憑藉商品

及物流利基殺出重圍，在

競爭激烈的東南亞市場

中，佔有一席之地。期能

引領讀者掌握東南亞電商

市場最新發展趨勢。 

 

 

 

 

 

賴宜廷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助

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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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巴巴投資於東南亞布局廣大的

Lazada 後，看好印尼因擁有 2.6 億人口、平均

年齡27歲的利基，可望成為中國與印度之外，

全球第三大電商市場。2017 年 8 月，阿里巴

巴對印尼本土最大電商平台 Tokopedia進行11

億美元的 F 輪投資。 

在阿里巴巴積極布局東南亞電商市場的

同時，中國另一電商巨頭騰訊及其擁有多數股

權的京東亦不甘示弱的在東南亞市場進行投

資布局。其實早在 2015 年 11 月，京東即成立

京東在印尼的子公司，相較於阿里巴巴進場東

南亞還早了半年，主要是採用類似於中國的

B2C 模式。後續京東本有意願投資印尼最大電

商 Tokopedia，但被其對手阿里巴巴搶先一步

投資。另一方面，騰訊投資中國創業者李小冬

(Forrest)於  2009 年成立的東南亞網路巨擘

SEA 集團(前身是大東南亞最大線上遊戲代理

商 Garena)，目前騰訊擁有 SEA 集團的近四成

股權，是最大股東。2014 年 SEA 集團進一步

跨足數位金融，推出支付系統 AirPay。隨後再

以蝦皮拍賣(Shopee)揮軍電商市場，2015 年蝦

皮拍賣(Shopee)首先在新加坡推出，目前已擴

展到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越南和菲

律賓，計畫以龐大社群為根基，展開遊戲代理

之外的多角化經營。 

另一方面，騰訊與京東近年亦積極投資印

尼、泰國及越南，希望將其在中國運用的成功

模式推行到東南亞市場。在印尼方面，2017

年 1月京東投資印尼旅遊網站 Traveloka 1.5億

美元。2018 年 2 月，騰訊領投印尼叫車平台

龍頭 Go-Jek，並與京東及 GOOGLE 等 11 個投

資人共同投資 Go-Jek 15 億美元，希望透過對

印尼的投資擴大其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影響

力。 

此外，為開拓泰國市場，京東集團（JD-US）、

京東金融、泰國最大零售企業尚泰集團

（Central Group）和 Provident Capital 於 2017

年 9 月宣佈，將在泰國成立兩家合資公司，分

別提供電商服務和金融科技服務，投資總額為

5 億美元。根據協定，一半投資將來自尚泰集

團，其餘部分來自京東集團、京東金融及京東

集團印尼電商業務的戰略合作夥伴 Provident 

Capital。緊接著，2017 年 11 月，京東和

Provident Capital Partners 領投曼谷線上時尚

品牌 Pomelo Fashion 的 1,900 萬美元 B 輪投

資。在拓展越南市場方面，2017 年 11 月，京

東領投越南 B2C 電商平台 Tiki 4,400 萬美金。

據傳 Tiki會利用這筆新資金去進行更多員工培

訓，優化物流配送，並為其配送服務 TikiNow

進行行銷。此外，2018 年 1 月，Tiki 亦獲得京

東集團和越南娛樂和社交媒體公司 VNG Corp

的 C 輪投資，投資金額則未披露。此筆交易

完成後，京東將與 VNG Corp 一同成為 Tiki 最

大的股東之一。 

不同於中國電商巨頭在整個東南亞市場

透過大舉投資收購攻城掠地，亞馬遜在進軍東

南亞時，首要地點即選擇落腳在基礎設施在東

南亞國家中較發達，且發展程度較高的新加坡，

並直接在當地自建倉庫和自營物流。 

2017 年 7 月亞馬遜在新加坡設立首個東

南亞配送中心，並推出超快投遞服務 Prime 

Now，為新加坡用戶提供生鮮食物到家用電器

等各種產品，承諾在 Prime Now 網購超過 40

星元，免運費之餘，貨品能在兩小時內送達，

如付額外運費，貨品運送時間更能縮短至一小

時，這也是亞馬遜第一次在原本沒有自身銷售

網絡的國家上線零售服務。而值得注意的是，

亞馬遜進軍新加坡推出 Prime Now 後，將直接

在與擁有東南亞電商巨頭 Lazada 的阿里巴巴

在當地展開直接競爭。2017 年 4 月，Lazada

與 Uber 和 Netflix 三家公司攜手創建名為

LiveUp 的會員訂閱服務，內容和 prime 類似，

用戶支付 28 新加坡元年費(約 20 美元)，能夠

享用 6 個月 Netflix 流媒體視頻服務，Uber 網

約車折扣服務，以及淘寶或 Lazada 購物免費

送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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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阿里巴巴及騰訊(京東)在東南亞電商相關產業投資布局

註.騰訊對京東的投資始於 2014 年 3 月，2014 年 3 月 10 日，騰訊宣布以 2.14 億美元入股京東，持股 15%。

2016 年 8 月，騰訊公司旗下黃河投資增持京東的美國存托股票，截至 2016 年 8 月 17 日，騰訊持有京東股

票比例從 17.6%升至 21.25%，超過京東集團創始人兼 CEO 劉強東，成為京東第一大股

新創公司 阿里派 騰訊派(騰訊是京東最大的股東) 

Lazada(新加坡)  2016 年 4 月，阿里巴巴投資 Lazada 

10 億美元，持股 51%。 

 2017 年 6 月，阿里巴巴再投資 

Lazada 10 億美元，持股增至 83%。 

 2018 年 3 月，阿里巴巴投資 Lazada 

20 億美元。 

 

Tokopedia(印尼)  2017 年 8 月， Tokopedia 獲得阿里

巴巴 11 億美元的 F 輪投資。 

 

SEA(子公司:蝦皮)   騰訊持有 SEA 39.7%股份。 

JD.ID(印尼)   2015 年 11 月，京東即成立在印尼的子公

司。 

Go-Jek(印尼)   2018 年 2 月，騰訊領投， Go-Jek 獲得 15

億美元 E 輪投資。 

Traveloka(印尼)   2017 年 1 月，京東投資 Traveloka 1.5 億

美元。 

京東(泰國)   2017 年 9 月，京東投資 2.5 億美元，與泰

國零售企業尚泰集團(Central Group)、

Provident Capital 建立兩家電商服務和金

融科技服務合資公司。 

Pomelo Fashion 

(泰國) 

  2017 年 11 月，京東及 Provident Capital 

Partners 領投，Pomelo Fashion 獲得 1,900

萬美元 B 輪資金。 

Tiki.vn(越南)   2017 年 11 月，京東投資 Tiki.vn 4,400 萬

美元。 

 2018 年 1 月，京東和越南娛樂和社交媒

體公司 VNG Corp 等 4 個投資人共同投

資，投資金額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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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本土小型電商在強敵環伺下 憑藉

商品及物流利基殺出重圍 

由上文可知，看好東南亞龐大的電商市場，

吸引中美兩國科技巨頭爭相投入東南亞市場。

而在此資金浪潮下，同時亦吸引無數創業者前

仆後繼地攀上東南亞投資風口。看好印尼具廣

大的年輕人口，30 歲以下人口占比超過 70%。

使用網路人口眾多，該國 Facebook 的用户約

有一億三千萬，眾多的網路使用者，為電商平

台的蓬勃發展奠定良好基礎。但同時，印尼製

造業基礎較差，除了勞力密集的紡織、橡膠及

棕梠等產業外，幾乎大部分產品皆仰賴進口，

尤其是消費性產品，特別當地 3C 數位電子產

品假貨橫行。為滿足印尼消費者對於電子產品

的網購需求，華人創業家許龍華於 2014 年創

立銷售 3C 電子商品的網路電商平台 WOOK，

透過網路移動平台連接中國和印尼品牌商及

製造商，以提供印尼本土消費者物美價廉的電

子產品。2017 年 5 月，WOOK 獲得 1.5 億元人

民幣 B 輪投資，目前已拿下印尼 3C 數位產品

三成的市占率。 

考量新加坡擁有高度城市化、富裕人群多

和物流網路發達三大優勢。包含阿里巴巴旗下

的 Lazada、SEA 集團下的蝦皮拍賣(Shopee)等

電商平台皆爭相進入新加坡。看好新加坡對於

亞洲鄰近國家商品的代購需求，華人創業家何

健於 2010 年成立零售電商平台 ezbuy(前身為

65daigo)，將物美價廉的淘寶貨源代購至新加

坡。因此，在東南亞市場，ezbuy 亦須面臨與

背後分別有阿里巴巴及騰訊此類富爸爸撐腰

的 Lazada 及 Shopee 等電商平台的競爭，亦有

可能面臨對手具主導性的頻頻出招。 

2017 年 11 月，阿里巴巴集團的淘寶網認

為 ezbuy透過上千個帳號、在短時間集中下單、

並加價牟利等做法，已超出了代購範疇，是一

種典型的黃牛行為。因此，淘寶網在 2017 年

11 月凍結 ezbuy 上千個代購帳號，導致約 3

萬個雙 11 訂單延誤，使得當時平台交易量依

賴淘寶代購的 ezbuy 受到重創，外界多預期

ezbuy 恐面臨嚴峻的經營危機。為力挽狂瀾，

ezbuy積極解決訂單延遲問題，2017年 12 月，

ezbuy 聲稱所有延遲的訂單已經完成，並於

2018 年 1 月在其網站上恢復了淘寶網服務。

至此，ezbuy 與淘寶的衝突看似逐漸平息，經

過半年蟄伏，2018 年 5 月 ezbuy 終獲得創投青

睞，募集到 pre-c 輪 1,760 萬美元的資金，此

次募資由中國的 Vision Knight Capital、Sky9 

Capital 及 China Growth Capital，印度的 IDG 

Ventures，法國的Ventech四家創投聯合領投，

預計此筆資金將有助該公司擴展新加坡以外

的海外市場並支持產品開發，預料 ezbuy 在外

部資金的挹注下，能夠無後顧之憂的拓展海外

市場，並對 ezbuy 在競爭激烈的新加坡電商市

場茁壯成長有極大的幫助。 

據報告顯示，2018 年第一季 ezbuy 在新加

坡電商市場排名第四，僅次於日本美妝電商平

台Qoo10、排名第二及第三的 Lazada和 eBay，

令人意外的是，背後有騰訊撐腰的蝦皮拍賣

(Shopee)在新加坡電商市場僅排名第六。分析

沒有富爸爸充足銀彈支持的本土電商平台

ezbuy 能在競爭激烈的新加坡電商市場佔有其

一席之地的主因有二，一為 ezbuy 平台上銷售

眾多亞洲(中國、日本及韓國)的產品及頂級品

牌，滿足新加坡消費者龐大的跨境商品購買需

求。且 ezbuy 身為東南亞的代購鼻祖，有著經

年累月累積下的用戶訂貨數據基礎，顯然能比

其他競爭對手更具市場潮流敏銳判斷能力。二

為 ezbuy 已發展獨特的物流體系。有鑑於新加

坡 80%的人口住在公共住宅中，ezbuy 於 2017

年發展 ezCollect 的物流模式，即將貨物放在

公共住宅中附近的小超市或雜貨店裡，滿足新

加坡上班族下班後才能取貨的需求。截至 2017

年末，ezbuy已經在新加坡設立277個提貨點，

並在 50 個迷你超市和雜貨店安排取貨服務。

其便利的取貨模式，對於講求效率及方便的新

加坡消費者十分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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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近來中美兩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騰訊

及亞馬遜)爭相進入東南亞市場，觀察此三家

電商巨頭在東南亞市場的投資布局，整體而言，

目前以阿里巴巴的投資腳步最快，對東南亞電

商市場的影響力也最大。阿里巴巴於 2016 年

開始啟動對於布局橫跨印尼、馬來西亞、菲律

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東南亞六國電商平

台 Lazada 的投資，並持續增強投資力道，預

期阿里巴巴可以通過 Lazada，用資本買時間和

經驗，對比騰訊、京東及亞馬遜在東南亞的開

拓，阿里巴巴仍領先了一大步。此外，2017

年 1 月，阿里巴巴亦透過投資印尼本土最大電

商平台 Tokopedia，將其投資觸角進一步伸入

具廣大人口的印尼市場。 

另一方面，雖然京東在 2015 年 11 月，即

在印尼成立子公司，此布局相較阿里巴巴於

2016 年開始投資 Lazada，還早了半年。但此

後的一年多，京東在東南亞的投資腳步慢於阿

里巴巴。本來京東亦有意願投資印尼最大電商

Tokopedia，但被其對手阿里巴巴搶先投資。

在京東投資 Tokopedia 失敗後，騰訊通過京東

或直接投資於 Sea、Go-Jek、Traveloka、Pomelo 

Fashion 以及 Tiki.vn 等公司，拿下更多的東南

亞市場。但大體而言，近來騰訊及京東對上述

東南亞電商及叫車平台的投資金額大多小於

阿里巴巴對於東南亞電商新創業者的資金挹

注，且其投資的 Pomelo Fashion、Tiki.vn 等電

商平台相較於阿里巴巴的 Lazada，在東南亞電

商市場的佔有率仍較低。 

另外，比起阿里巴巴與騰訊，亞馬遜對於

東南亞的投資行動則相對緩慢且笨拙。目前，

亞馬遜進軍東南亞的第一步嘗試是 2017 年 7

月於新加坡上架 Prime Now App，但在東南亞

整體佈局上，亞馬遜主要進攻點仍為新加坡，

就投資廣度而言，遠不如阿里巴巴與騰訊積極

地在東南亞多國間進行投資併購。其次，若把

眼光放在新加坡市場，亞馬遜商業運作的方式

較阿里巴巴不靈活、成本也較高。亞馬遜著重

建立自己的貨倉，以配合自家物流業務、亞馬

遜倉儲物流服務(Fulfillment by Amazon)的發

展，阿里巴巴則只提供平台接連買賣家，這有

助提高業務擴展速度。再者，新加坡為一城市

國家，商店及購物中心林立，且眾多購物中心

鄰近在地鐵站旁，消費者至商店及購物中心購

物皆十分方便。在酷熱的天氣中，在放送涼爽

冷氣的購物中心舒服購物為很多新加坡人喜

歡的休閒活動。但 Prime Now 提供的商品，對

於消費者而言，和商店及購物中心販賣的商品

差異性不大，降低消費者至電商平台購買商品

誘因，亦使亞馬遜進軍新加坡零售市場面臨一

些障礙。且另一方面，先前 Prime Now 號稱 2 

小時內交貨，但後續發生交貨延誤也損害亞馬

遜的業務開展，即使包含其美國官網上的訂單

列入計算，亞馬遜也落後於當地網路商店 

Lazada 及其母公司阿里巴巴控股。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東南亞地區分布國家

眾多，各國地形、文化、種族及語言皆有著不

同面貌，導致相對於跨國電商巨頭，東南亞本

土的電商業者，若要在具多種面貌的東南亞市

場發展，須面臨到物流及金流的考驗。但令人

驚喜的是，若就本土電商在單一國家發展而言，

如印尼網路電商平台 WOOK 及新加坡零售電

商平台 ezbuy此類背後無富爸爸撐腰的本土電

商，憑藉其敏銳的市場嗅覺，亦有可能在群雄

競逐、競爭激烈的東南亞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並能夠在電商巨頭投入龐大資金浪潮下，到達

創業者心中夢想到達的彼岸。 

資料來源： 

壹讀、經濟觀察網、商周、iThome、找話題、東方網、紐約時報、關鍵評論網、鉅亨網 

 



 

111 

 新興領域 

網址： 

1. https://goo.gl/Fa28c8 

2. https://goo.gl/EQmZ8o 

3. https://goo.gl/3M549K 

4. https://goo.gl/hbGgcH 

5. https://goo.gl/8awHp7 

6. https://goo.gl/Zwr9Lb 

7. https://goo.gl/QiPrge 

8. https://goo.gl/omg5Zn 

9. https://goo.gl/ZnSmP6 

10. https://goo.gl/peLr4j 

 

  

https://goo.gl/Fa28c8
https://goo.gl/EQmZ8o
https://goo.gl/3M5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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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6 月焦點 4】自駕車所顛覆的不止

是汽車產業而已… 

 

 

 

 

 

 

 

 

 

 

 

 

 

 

 

 

 

 

 

 

 

 

自駕車商業化即將來臨了嗎？ 

一直以來，L4 以上自動駕駛都面臨著需要突破極高技術門

檻與高成本帶來有行無市難題的考驗，多數重視商業模式、落

地應用的早期投資人評估 L4 以上自動駕駛在短期間內無法實

現大規模的商業化，也因此，絕大多數大規模的投資都是由科

技、汽車大廠領軍進行。然而，就在今年的 5 月 31 日，軟銀

願景基金宣布將以 22.5億美金巨額資金投向GM旗下自動駕駛

公司 Cruise。昱日，無人車跑得最快的 Waymo 一次下單買了

6.2 萬輛克萊勒斯 Pacifica MPV(預估是 16.7 億美元~26.7 億美

元)，這兩則震撼的新聞是否已為自駕車進軍你、我生活揭開了

序幕？除了汽車產業外，自駕車還可能衝擊到哪些產業呢？ 

1.保險業－UBI 保單興起 

 

一般認為 ADAS、自駕車將使汽車交通更加安全，

McKinsey 也預測自駕車可以將美國的汽車事故減少 90％。雖

然短期內 ADAS、自駕車可能為保險公司帶來節省理賠支出的

好處，但長期下，隨著車禍的風險下降，亦可能減少人們對於

汽車保險的需求。有鑑於這個轉變，部份保險公司正推出以使 

L4 以上自動駕駛一直都面

臨著需要突破極高技術門

檻與高成本帶來有行無市

難題的考驗，多數重視商

業模式、落地應用的早期

投資人評估 L4 以上自動

駕駛在短期間內無法實現

大規模的商業化，也因

此，絕大多數大規模的投

資都是由科技、汽車大廠

領軍進行。然而，隨著軟

銀願景基金宣布將以 22.5

億美金投資 Cruise 與

Waymo 一次下單買了 6.2

萬輛克萊勒斯，是否已宣

告自駕車商業化時代的來

臨？除了汽車產業外，自

駕車還可能衝擊到哪些產

業呢？本文將報導 33個因

自駕車發展可能受到衝擊

的產業。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研六所副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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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為基礎的保險單（UBI, Usage-Bsed Insurance），這些保險單將根據駕駛的行駛里程數以及駕

駛習慣的安全程度向消費者收取不同費率的保費。 

 

2.汽車維修業－從單純修車到實時側測車況 

 

交通事故減少意味著車禍機率降低，進一步則將減少車主對汽車維修業的需求。那麼在車後

市場可行的因應策略是什麼呢？新創公司 Zubie 便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答，其為車主提供實時的

診斷的軟體，讓用戶能夠在將車帶到維修廠檢查前，先知道他們的車子引擎有什麼問題，使車主

能夠做預防性維護，避免昂貴的維修費用。 

 

3.礦業－自駕車取代專業駕駛員 

 

自駕車將減少對卡車司機、出租車司機和其他專業駕駛員的需求。相反的，遠程訊息處理技

術（利用電信促進通訊並從車輛收集數據）將能使出租車和卡車運輸公司管理自身的自動駕駛車

隊，從而提供最有效率的行車路線與服務。目前，自駕卡車已被用於澳大利亞礦山的鐵礦石搬運

上。與此同時，加拿大能源公司 Suncor Energy 也正在努力實現自有卡車的自動化，該公司首席

財務官估計，到時將會有 800 名駕駛員離開其鑽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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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館業－車子也可以變旅館 

 

現下，年輕人透過 AirBnB 訂房已是稀鬆平常，不足為奇，而自駕車的出現又將再剝奪旅館

業的另一大半的客群，特別是從 A 點到 B 點間會選擇在路邊汽車旅館休息的客群。Audi 副總裁

Sven Schuwirth 預測，從現在開始的 20 年內，這些汽車旅館的多數客戶將選擇睡在他們的自駕

車中。 

 

5.航空業－短途航班需求可能減少 

 

橫跨各大洲的汽車旅行似乎不會那麼快出現，但短途航班將會面臨自駕車的重大威脅。一旦

自駕車使汽車出遊變得更加方便，那麼不想搭乘飛機的旅客就會選擇乘坐汽車來做為替代方案。

正如 Audi 副總裁 Sven Schuwirth 說道：當你的車能夠從慕尼黑到柏林啟用自動駕駛，那麼這些

時間你將可以選擇睡覺或者為會議做準備，也能夠打電話給家人朋友。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並以輕鬆愉悅的心情到達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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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汽車零組件業－提升自駕車相關零配件生產技術 

 

未來不僅事故會減少，ADAS(如剎車輔助系統)、自駕車的發展也會減少輛的磨損，因此需

要更換的零件就更少。根據 PwC 預估到了 2030 年，電子產品將佔汽車製造成本的 50%，高於今

日的三分之一，如 Nvidia 所生產的產品已被多家汽車製造商使用，以構建汽車自動駕駛決策。

長期底下,傳統汽車零件製造商勢必將面對需求減少的考驗，唯有提升自駕車相關零配件生產技

術方有機會減輕自駕車發展帶來的衝擊。 

 

7.汽車共享業－規模化將為獲利關鍵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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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 Uber、Lyft、Grab 等共享汽車起家的新創也在發展自駕車。自駕車的到來

汽車共享業者雖然還是得負擔買車與汽車維修的成本，但因為未來對於汽車對機械零件的依賴將

會比現在還少，且節省龐大的司機費用，免除司機素質參差不齊的問題。因此，其成本結構將會

由高變動成本轉變為高固定成本，規模化提高使用率與普及率將成為獲利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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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共交通運輸業－做好路徑排程，不需設定公車到站時間 

 

當一輛自駕車能立即出現在你家門口，並載你帶到你想去的地方時，為什麼還需要到公車站

牌等待一輛公車載你到離目的地還有五個街口的地方呢？如果沒有司機，這種按需乘車的方式對

於消費者來說將會更便宜。這些自駕車隊將能為被固定路線的公共交通工具所忽視的偏遠地區提

供服務，此舉將導致更多人遷移到郊區，同時他們也不會犧牲城市生活，偏鄉公車業者所需做的

再也不是設定公車到站時間，而是做需求者路徑規劃。Zipcar 的聯合創始人 Robin Chase 預測，

按需乘車的方式將便宜到足以取代偏遠地區固定路線的公共交通工具。 

 

9.停車場業－未來停車場地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重塑 

 

隨著自駕車隊在各個乘車需求地點之間不斷的移動，將大幅降低長期停車的需求。根據

McKinsey 的說法，這些車隊僅在美國就可以節省 610 億平方英尺的停車位。在美國的一些主要

城市，停車位就佔用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而這些土地的所有者未來將能以不同的方式重塑該地，

或者將土地出售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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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速食業－如何成為消費者行徑中必經之地是一大考驗 

 

據報導，約 70％的麥當勞銷售額都是透過得來速窗口獲得的，自駕車時代的來臨，可能使

得麥當類及相似的快餐公司面對衝擊。在自駕車中，人們只需輸入目的地的坐標，此一行為可能

減少消費者決定臨時繞道購買食物的衝動。人們為食物停留的機會將透過自動駕駛路徑規劃、能

夠停留的時間、心情和品質來決定－而不是方便，因此，速食業者需回到餐點品質面，在第一時

間打入消費者行徑選項設定中。 

 

11.餐點外送業－自駕車帶來更高效率的運送方式 

 
今年 1 月，必勝客與 Toyota 公司展開合作，致力於開發自駕車配送解決方案。一個月後，

競爭對手達美樂宣布與 Ford 達成合作，正為自駕配送車開展第二輪測試。為什麼自駕車對餐點

外送公司具有吸引力呢？主要是自駕車能夠為餐廳提供一種更高效率的運送方式，而無須雇用駕

駛員。在運送的過程中，甚至可以邊準備食物以便客戶在途中訂購，這也意味著食物能夠在送達

時仍保持新鮮及溫度，並且運送操作更有效率。一輛自駕運送車將能夠進行多次交易，不需在每

次交易之間返回主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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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能源與石油業－長期下需尋求新興的能源替代方案 

 

Michigan大學的研究人員去年得出了一項結論：自駕車將導致我們消耗比目前更多的能源，

因為自駕車的便利性，可能使人們增加使用汽車出行的需求。雖然，Tesla 等電動車的發展可使

汽油本身的需求下降，但電動車仍然會通過電網獲得電力，目前如充電網站等基礎設施尚處於初

級建置階段，這個過渡期將能讓石油和天然氣公司找出融入新能源生態系統的機會。 

 

13.房地產業－郊區房地產價值可望提高 

 
不僅僅是停車場，自駕車效應將使整個房地產行業重新構想空間的分配。Bloomberg 的 Noah 

Smith 表示，快速又便捷的交通將使房地產價值從城市中心轉移到郊區。例如 PARTNER 工程首

席執行官 Joe Derhake 建議，未來將不再需要在繁忙的街角設置加油站來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也

不需為了幫助卡車貨運，將工業區設置在港口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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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媒體及娛樂業－自駕車內娛樂將成為媒體與娛樂業的新戰場 

 
美國人平均每天開車 46 分鐘，若他們無需盯著道路開車，那麼將有充足的時間消費媒體和

娛樂。廣播業者將會爭先恐後的競爭播報內容。而對於廣告業者來說，這也將是一個巨大的機會，

讓他們能夠為駕駛員附近的商品和服務提供廣告。正如電信業 O2 的研發主管 Mike Short 去年告

訴川普：「未來，我們將擁有更多的汽車螢幕。如果沒有司機，這些螢幕可能會顯示出乘客訊息、

乘客安全，並供更好的實時地圖。但反過來說，這也意味著螢幕上可能會顯示一些廣告及相關訊

息。」 

 

15.送貨員－短期是利多，長期可能被取代 

 

Uber 所發展出來的 UberEats 已經破壞現行餐飲業的外送服務規則，而自駕車的出現將會更

無止盡的改變送貨員的命運。短期內自駕車的發展可減輕送貨員的壓力，但長期下，若自動駕駛

技術越來越成熟，用戶可以用無人車來運送披薩、郵寄、和雜貨時，專業的送貨人員的需求就會

急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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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實體店面零售業－黃金店面價值可能不再 

 
隨著無人機和自駕車形成主流的運送方式，實體店面的位置可能會變得不再重要。因為用戶

無論喜愛的餐館位置在哪都可以進行點餐，並利用自駕車的外送到府，再也不用受到店家外送範

圍的限制。此外，實體店業者將會發現越來越少人會因為路過而走入店內購買商品。就居住於城

市中心或住宅區等地的居民而言，便利性可能變得不再那麼重要，因為他們在自駕車內能夠閱讀、

聊天和睡覺，不再需要花費精力專心開車，因此可能更樂意造訪較遠的商店或餐館。 

 

17.汽車經銷商－自有車需求減少 

 

無論是透過汽車公司還是叫車服務公司，用戶都能隨時搭乘自駕車，因此將會有越來越多乘

客放棄傳統的自有車模式。在 CB Insights 創新峰會就有人提出，汽車擁有權可能會轉換為某種

訂閱模式，其中客戶只需付一次性的費用就能得到租賃公司提供的車輛和汽車維修服務。自駕車

的獨特功能和便利性可能會導致用戶尋求按需使用的模式，而不是選擇購買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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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換油商店及洗車廠－可能為車隊管理業者取代 

 

隨著汽車所有權和維護轉移到車隊的所有者而非個人，維修車輛的責任也隨之轉移至車隊。

隨著車隊所有者使用自己的設備或以其他解決方案來處理這些需求，那麼換油點、洗車場都將消

失。 

 

19.醫療業－處理車禍意外的收入將少 

 

使用自駕車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提高了安全性。理論上，自駕車若發展成熟則在很大的程度

上不會發生意外碰撞。而由於碰撞的減少，醫療行業每年可能損失約 500 億美元。除了事故的減

少，自駕車隊還可設立診斷檢查站（正如在 Google 的醫療保健報告中討論的），將自駕車轉變

為一個站點，讓乘客接受簡單的醫療服務，例如檢查他們的血壓或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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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救援和緊急服務－自駕車可以加入衝鋒陷陣 

 

自駕車在沿路上可以監控乘客的身體狀況，並在緊急情況下將他們送至醫療機構，例如為心

臟病突發的人提供自動駕駛救護車。自駕車將能夠在緊急情況下提供服務，如自駕救護車或消防

車。且車聯網可以提供實時交通訊息，相較於人類駕駛員，更能夠有效的規劃理想路線，甚至可

以與醫療中心的人員聯繫，在途中自動將患者數據（如生命體徵）發送給醫生。 

除此之外，自駕車還可以在不讓救難人員身陷危險環境中，接觸到危險或偏遠地區中有需要

的人，例如自然災害區、事故現場、疏散區域或為戰區提供物資…等都可由自駕車代勞。Michael 

R. Boswell 和 William Riggs 還寫了一些關於這類情況下自駕車的用途，強調在加州 Napa Valley

火災情況下，自駕車能夠如何快速的疏散家庭。 

 

21.駕訓班－需求者轉變為熱愛開車族群而非一般大眾 

 

儘管駕訓班的市場不像醫療業、汽車銷售或保險的規模如此巨大，但未來將不再需要手動操

作汽車，那麼開車的技能將從必要轉為業餘愛好，擁有駕照的人交會急遽減少，全球的駕訓班都

將受到波及，未來或可針對熱愛開車者進行市場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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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城市規劃－帶動智慧城市龐大商機 

 

大多數的現代城市都是為了迎合汽車需求而建造的。地鐵和高架列車可以避開地面道路的限

制，但高速公路、橋樑和隧道的設計主要是考量了大量的駕駛員和貨運車輛。然而，自駕車的出

現將改變這些道路的使用方式。自駕車能夠過相連結的網路有秩序地移動。交通號誌將會被重新

設計，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將會被移除，因為自駕車將能夠以更高速和平穩的相互移動。 

 

23.網路服務－需要更加快速的網路 

 
V2V 車對車通訊，出現了新的擔憂。Comcas 近期談論到了 V2V 相關的通訊問題，告訴美

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禁止在更快速的網路服務的投入，可能扼殺了創新，而非鼓勵，因為自駕

車需要即時數據傳輸。」另一方面，許多歐洲汽車製造商已經對 non-DRSC LTE-Vehicular（LTE-V）

通訊進行了遊說，如此汽車將能夠過 LTE 與蜂窩塔進行通訊。隨著 LTE-V 仍然是 V2V 的一個

可能的渠道，未來網路服務需要更快速，供應商可能會將其產品應用於自駕車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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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24.車內設計與製造－車內設計更多元 

 

一旦人們不再需要開車，那麼會在車內做些什麼呢？總部位於上海的 Yanfeng 是許多試圖回

答這個問題的公司之一。該公司正在為乘客開發四種不同模式的設計，包括「會議模式」（後座

可收起，前排乘客座椅旋轉以面向後方）和「休息室模式」（類似於房間）。然而，這些都只考

慮到人類旅行，尚未涉及到動物或外送方面。 

 

25.資安－車聯網資安關乎人車安全 

 

隨著無線通訊出現了新的形式，科技公司將需要找到新的方式保護資料的安全。自動駕駛系

統很可能成為駭客攻擊的對象，身為記者的 Andy Greenberg 紀錄了自身被駭的體驗，當時他與

駕駛研究員開著吉普車，遭駭時加速器最終無法使用。目前新創公司正在對車聯網資安進行創新，

從而將自動駕駛資安風險降到最低。例如 Karamba Security 建構了一種解決方案，能夠透過識別

和阻擋來保護汽車外部連接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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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26.交通指揮人員－和自駕車如何互動？ 

 

隨著人為控制著車輛越少和交通的順暢，城市中因交通違規遭罰的收入大幅下降，且交通執

法人員需要更多限制來指揮車輛。此外，如果有一輛自駕車違反了交通規則，那麼誰該負責繳罰

單呢？車主？自駕車軟體製造商？如果用戶是以訂閱的方式租車，那麼租賃公司該負責嗎？在實

際的層面上，還有警察如何與自駕車進行互動的問題。每個指揮人員都有能力強行禁用車輛嗎？

甚至是他們需要這樣做嗎？  

 

27.健身業－搭車時間也能一邊健身 

 

自駕車可以將通勤時間轉變為健身時間，因為汽車內可以配備適合乘客使用的健身器材。

NPD 團隊的工程師 Marko Vujicic 向健身器材製造商諮詢時告訴紐約時報：「自駕車肯定能夠成

為一個很棒的健身房，因為它非常堅固。理論上它的剛硬性能夠抵抗極大的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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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28.老人及兒童照顧－增進老人與兒童的行動能力 

 

自駕車將增加老年人的行動能力，使他們無需開車也可保持活躍的社交活動。因此家庭的看

護需求將會減少，老年人更容易留在家中（而不是住在護理中心）。最近，網路巨頭百度宣布，

將與美國大眾輔助服務商 Access Services 合作，於 2018 年底前在洛杉磯推出自駕車試點計畫。 

同時，自駕車也可能影響兒童照護，因為自駕車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新的交通工具，如自動

接送至學校或日托機構。據估計，自駕車將改變超過 570,000 名托兒人員和 130 萬名個人護理人

員的工作。 

 

29.居家空間改善－車庫得以重新運用 

 
美國有超過 60％的住家擁有車庫，隨著自動化將有望削減個人擁有汽車的需求，重塑閒置

的車庫空間的行業很快就能蓬勃發展。房主將能夠重新利用車庫空間來擴大他們的房屋，提高他

們的房產價值，甚至能夠使用像 Airbnb 這樣的平台將多餘空間租給他人。這也將為設計師和承

包商創造出整修車庫空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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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30.訴訟－汽車與車隊公司擴大自身的法律部門 

 

自駕車將改變行車事故的頻率，也會影響訴訟的發生。目前，94%的事故為人為錯誤：自駕

車將減少這些事故，導致相關訴訟案件下降。當發生事故時，自駕車汽車將提供更準確的事故數

據，迴避事故現場。自駕車的出現也將以往駕駛員的責任轉移到自駕車隊公司，這將可能減少對

私人執業律師的需求，同時迫使汽車與車隊公司擴大自身的法律部門。 

 

31.軍事行動－從運送軍用補給品到無人駕駛坦克車和無人駕駛飛機都是發展方向 

 

2018 年 5 月，美國國防部的國防研究與工兵局局長 Michael Griffin 向美國國會議員透漏，

在一般民用的自駕車上路之前，五角大廈所開發的自駕車會更早上路。 

根據 Michael Griffin 的說法，在戰區中有超過的一半以上的傷亡歸因於部隊人員運送食物、

燃料或其他補給品。若之後採用自駕車來運送這些補給品的話，將能夠顯著的減少部隊人員的傷

亡。目前已有許多的武裝部隊在試驗無人駕駛坦克車和無人駕駛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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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32.全球非營利組織之救災工作 

 
對於在偏遠地區或資源貧乏地區工作的非營利組織和志願者而言，自駕車將能夠為需要的人

提供物資。除了提供食品、衣服和醫療設備…等用品外，自駕車還可以搭載衛星進而連通到偏遠

或受自然災害、政治動盪，以及因事故而中斷交通設施的地方。偏遠地區的非營利組織將能更有

效率的提供物資，並能重新分配志願者的工作時數，讓志願者從事比運送物資更具影響力的工

作。 

 

33. 數據中心及網路基礎設施 

 

自駕車上路將會產生大量的數據，因此需要基礎設施的支援。根據 Data Center Frontier 的說

法，自駕車需要擁有高速率且低延遲的通訊系統連結到光纖網絡和數據中心。Intel 估計自駕車

每天會產生 4TB 的數據，這意味著自駕車的崛起將提高對於強大數據中心及光纖網絡的需求。 

資料來源： 

1. CBInsight，https://goo.gl/SoXPw8。 

2. 幫趣，https://goo.gl/ria6vF。 

3. 幫趣，https://goo.gl/wbEmJR。 

https://goo.gl/SoXPw8
https://goo.gl/ria6vF
https://goo.gl/wbEm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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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新興領域：6 月焦點 5】2018 年該關注的 20

家旅遊科技新創 

 

 

 

 

 

 

 

 

 

 

 

 

 

 

 

 

 

 

 

 

 

 

 

 

 

 

1. Betterez (公車票務平台) 

Betterez 為加拿大新創，2011 年成立於多倫多，為北美地

區知名票務平台，主要致力於開發雲端票務管理及預訂軟體，

以供乘客和運輸業使用。Betterez 所提供的服務不僅協助革新

票務系統，也提高相關業者的營業效率，例如公車搭乘的行動

票據掃描、乘客動態分析、根據需求優化定價並進行相關追加

銷售等。 

Betterez 目前募資金額未揭露，但背後知名策略投資方包

括 Amadeus Ventures、JetBlue Technology Ventures 等。 

2. Bidroom (飯店預定服務商) 

Bidroom 為成立於 2014 年的荷蘭新創，專注於開發預定平

台，在平台上增加公寓及房租等商品。正當 Booking.com 和

Expedia 相互廝殺，並和各種獨立旅館抽成高達 30%，Bidroom

為旅館提供另一種選擇：以會員制為前提，Bidroom 和旅館業

者以及消費者分別收取較為優惠的一次性年費。該新創目前活

躍於歐洲地區，主要投資方為埃及億萬富翁。 

3. Destygo (旅遊機器人助理) 

打造一個聊天機器人和經營事業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法

國新創 Destygo 則專為旅遊產業打造對話式的人工智慧平台，

亦即旅遊機器人助理。Destygo 目前主要投資方為 Partech 

Ventures 和法國雅高集團(AccorHotels)，雅高集團主要希望能

夠提升與潛在使用者的互動，提高雅高飯店的能見度，並計畫 

2018 即將邁入下半年，該

回顧及持續關注的旅遊科

技新創有哪些呢？ 

旅遊科技媒體 Skift 獨家

嚴選 20 家焦點新創，這些

新創大多募資金額仍在

2,500 萬美元以內，他們並

非家喻戶曉，但絕對都有

獨到之處，藉由本文整

理，讓我們一窺旅遊科技

明日之星的候選名單! 

 

 

 

 

 

 

 

 

 

 

 

楊孟芯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助

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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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聊天機器人做為往後訂房的通路之一。

Destygo 目前估值約為 100 萬歐元。 

4. Evolve IP (度假房地產租賃管理公司) 

Evolve IP 始建於 2011 年，總部位於美國

科羅拉多州，為房屋業主和管理者提供包括網

站營運、市場營銷、預訂平台、客服諮詢等一

系列度假租賃管理服務，同時也協助其於

TripAdvisor、HomeAway 以及 VRBO 等第三

方平台上進行分銷。Evovle IP 發展迅速，幾

年內為業主處理的預訂已經超過 1.5 億美元，

估值則超過 2,300 萬美元。房地產租賃市場始

終有切入不易的問題，Evolve IP 之所以能站

穩腳跟，主要得力於其所提供的服務套餐─最

基礎的服務內容僅和業者抽成 10%，相較於競

爭對手抽成高達 30%，也難怪 Evolve IP 目前

已和超過 7,500 家物業簽訂合作，明年更可望

增至兩倍。 

5. Fornova (旅館技術新創) 

以色列新創 Fornova最初並未將其技術鎖

定於旅館產業，而是將其平台用於 Nike、Gucci、

Nordstrom、IKEA 等大型消費品牌，但近期將

其應用轉至旅館業，使其資料分析技術能有效

協助旅館優化線上品牌知名度，協助擬訂定價

策略，並透過通路和市場可見度等資訊有效吸

引網站的流量，改善住房率並吸引更多消費者

訂房。Fornova 目前估值約 2,000 萬美元，其

主要客戶包括 Priceline、Expedia、Mariott、

Accor 等，協助這些大型飯店監控房價走勢。 

6. FutureStay (度假租賃自動化管理平台) 

來自美國的 FutureStay 成立於 2014 年，

目前估值來到 2,800 萬美元，為度假屋主和物

業管理者提自動化管理系統的技術公司。儘管

目前市場上不乏相關工具，但一旦消費者下訂，

鮮有公司能做到全面自動化。FutureStay 看準

此一痛點，致力於要讓人力成本降至最低。即

使公司並未花錢打廣告，目前所簽約的合作物

業多達 100,000 家。 

7. Hotelogix (飯店管理系統開發) 

有鑑於大部分印度及新興市場的飯店業

均使用伺服器管理其物業，缺乏企業端的中央

控制，且旅館業者往往也缺乏與線上旅行業者

(OTA)直接進行交易的能力，成立於 2008 年

的印度新創 Hotelgix 所要打造的，即為一體化

的雲端管理系統，目前已在 100 多個國家有

1,500 多家飯店使用其產品，估值約八百萬美

元，主要投資方包括 Accel Partners、Saama 

Capital 以及祥峰創投。 

8. iVvy (展會管理軟體) 

澳洲新創 iVvy 成立於 2010 年，主要產品

為展會管理軟體(SaaS)，致力於解決市場上相

關軟體繁多、卻功能繁複的問題。目前 iVvy

在全球 13 個國家約有 13,000 名使用者，將會

議設施、空間搜尋、比價、支付、餐飲、交通、

等多項功能一次整合，目前該公司估值為

1,100 萬美元，但主要投資方未對外揭露。 

9. Journera (旅遊經驗管理平台) 

儘管旅遊供應商很清楚旅客經驗和所能

供應的行程服務密切相關，但實際上各家品牌

能擷取到的旅客經驗分散且侷限。美國新創

Journera 注意到此一問題，因而致力於將資料

進行整合，以協助供應商為旅客提出更適合的

行程建議。此一領域想當然也不乏競爭對手如

Adara、Adobe、Sabre 等，而 Jornera 之所以出

類拔萃，主要則是得力於美國各主力航線和飯

店集團的全力支持。 

10. Kiwi.com (機票比價訂購網) 

捷克新創 Kiwi.com 成立於 2012 年，目前

估值約 1,750 萬歐元。該公司僅成立五年左右，

但已售出 600 萬張機票、員工數擴張至 1,900

人。全球航空公司超過 600 家，部分為獨立營

運，有的則是透過聯盟合作營運，但 Kiwi.com

搜尋機票不受聯盟限制，因此容易搜尋到出乎

意料的組合結果，透過 Kiwi.com 訂購的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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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全數享有飛行不便保證，Kiwi 不僅是訂票

搜尋平台，也會免費提供協助和退費事宜。 

11. LVJI (智慧旅遊服務策畫) 

在中國，非知名城市的旅遊資訊往往有限。

LVJI (驢跡科技)趕上中國政府大力支持促進

旅遊產業轉型政策，推進「創進國家全域旅遊

示範區」，發揮「互聯網+」的優勢，將智慧

導覽和電子導遊推展至全國各城市。驢跡科技

目前估值約 1,900 萬美元，知名投資人包括海

母基金、普丰基金。 

12. Mews (物業管理系統) 

荷蘭新創Mews所解決的也是旅館和飯店

的物業管理系統問題。物業管理往往繁雜且缺

乏整合性，或者收取高額手續費，Mews 看準

此一市場，不僅從頭打造數位化系統，利用其

API 完成線上預訂、支付、管理、員工培訓等

項目但不收取任何額外費用。Mews 目前估值

約 880 萬美元，主要投資方為 Notion Capital

和 Axivate Capital。 

13. MisterFly (線上旅行社) 

MisterFly 成立於 2014 年，為法國的線上

旅行社，提供價格透明、高品質及創新的商品

以及旅遊攻略等服務。MisterFly 獨特之處在於

可讓消費者每季分期支付旅程費用，並提供彈

性的取消政策。成立至今 MisterFly 所銷售產

品約 2.7 億美元，去年開始獲利，目前估值大

約 2,300 萬美元。 

14. Mobacar (汽車租賃分銷平台) 

愛爾蘭新創 Mobacar 成立於 2013 年，主

要利用人工智慧技術，針對消費者預算、時間

和偏好進行精準的租車推播，以減少消費者資

訊查找和抉擇時的困擾。Mobacar 預期 2018

年的搜索量將達到 20 億筆，知名客戶包括

Travelport、Gulf Air、Flight Centre 等，該公司

目前估值約 1,000 萬美元。 

15. PKFARE (全球旅遊商品同業交易平

台) 

中國新創 PKFARE(比客) 通過整合全球

的優勢資源、機器演算、大數據為全球旅遊業

者提供智慧整體性解決方案。目前比客整合了

全球 600 多家航空公司、40 多萬家酒店以及

20 多家目的地管理公司的即時數據，業務網

絡覆蓋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B2B 商業模

式為該公司獨特優勢，投入資金的投資方包括

民航投資基金、凱薩旅遊、長江商學院創創基

金等，估值約 1,700 萬美元。 

16. RedDoorz (經濟租房預訂平台) 

新加坡新創 RedDoorz，估值接近 2,000

萬美元，主要提供東南亞地區經濟型的飯店旅

館預訂服務。相較於 Airbnb 的良莠不齊，

RedDoorz 更看重所屬品牌的房源品質，並與

屋主和房客建立深入關係。目前 RedDoorz 正

致力於強化泰國及印度市場。其商業模式和印

度 OYO 十分相似，但起步於東南亞地區使其

擁有更大的市場優勢。 

17. Redeam (電子票券平台) 

Redeam 2015 年成立於美國科羅拉多州，

今年三月剛完成 770 萬 A 輪募資，主要協助

觀光景點、博物館、導覽團以及分銷商和經銷

商將票券電子化。有感於紙本票券造成排隊入

場時間及資源的耗費，Redeam 希望藉由票券

電子化的掃描流程，降低詐騙、黃牛票，並達

到自動化。目前 Redeam 已和超過 380 家經銷

商合作，未來將持續拓展客源。 

18. The Dyrt (露營經驗分享平台) 

美國新創 The Dyrt 為最大的露營經驗分

享平台，成立三年多以來透過使用者的分享和

回饋建立超過 70,000 則影音和評價。最常進

行分享的使用者可得到供應商所提供的露營

相關用品。一般使用者則可於該平台上進行露

營行程規劃、營地搜尋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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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Volantio (機位超賣解決方案) 

Volantio 為成立於 2014 年的美國新創，

主要希望能提早預測航班異動，以解決機位超

賣的相關問題。除此之外，Volantio 也會協助

提供重新預定班機及補償方案，並處理各種操

作、營運或是技術上的問題，避免因超賣而造

成的戲劇化情境在機場上演。該公司目前估值

約 260 萬美元，投資方包括 International 

Airlines Group、JetBlue Technology Ventures 

以及 Quanta Ventures。 

20. Yamsafer (線上旅館預訂平台) 

Yamsafer(阿拉伯文中即為旅者之意)，為

巴勒斯坦新創，為中東和北非地區提供線上旅

館預訂。中東地區的線上旅遊預訂平台數量不

及西方和中國地區， Yamsafer 複製了

Booking.com 和 Hotels.com 的商業模式，一躍

成為該地區業務量第二大的平台，僅次於

Booking.com 在當地的市場，並因應當地人需

求提供相關服務和支付方式。Yamsafer 業務範

圍目前涵蓋 18 個國家，並集中火力在跨境旅

遊上。 

結語 

旅遊科技巨頭 Amedus 指出，成功的新創

企業應該具備每年成長率達二位數的穩定獲

利能力。此篇所介紹的新創企業或許尚未明顯

獲利，但其商業模式前景看好、產品都具相當

潛力，且有市場拓展性，相信很有可能成為下

一個明日之星。 

參考來源 

Skift、Crunchbase 

網址： 

1. https://goo.gl/3SVRBV  

2. https://goo.gl/tnU9NV 

 

https://goo.gl/3SVRBV
https://goo.gl/tnU9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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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6 月焦點 6】走過路過卻不可以錯

過的 10 家 IoT 新創公司 

 

 

 

 

 

 

 

 

 

 

 

 

 

 

 

 

 

 

 

 

 

 

 

 

 

 

 

2018 年 5 月 14 日 Network World 與知名網站 Startup50 合

作並發布了一份「10 Hot IoT startups to watch」名單，參與競爭

的新創企業共有 79 家，參與者為自由報名參與，比賽分為 3

輪，各輪次依據對不同問題的回覆，新創可累積不同點數，不

適合者將被淘汰。 

第一輪問題包含：「公司什麼時候成立？」「公司籌集了

多少資金？」「公司在做的事情是？」「應該被視為最佳創業

公司的第一個理由？」等四個問題。在此輪問答中淘汰了 14

家公司(其中有 5 家不被視為物聯網公司)。 

第二輪進行線上投票。第一輪後的 65 家新創，包括高風

險高回報籌的創業公司，以及擁有 VC 大筆投資的成熟新創公

司。此輪線上投票結束後淘汰 45 家公司，其餘 20 家企業進入

最後一輪。 

第三輪競賽以七項標準進行評估，分別是：1.公司的價值

主張、獨特性和實力、2.資金、3.擁有知名客戶、4.市場利基與

優勢、5.最直接競爭對手的實力、6.公司高階/核心人員實績以

及 7.Startup50 煙霧測試等。 

經過 3 個回合的評估後產生 10 家物聯網新創企業(非優劣

排名)，以下為這 10 家重點企業的簡介。 

Gartner 指出到 2020 年，

全球將有超過 200 億個連

接設備將連接到網路，但

這個時間點以前，設備在

軟體上必須不斷改進、修

補，市場的潛力巨大，但

風險也是如此。在眾多人

的努力下顯得能解決問題

的公司更加難能可貴。 

Network World 與知名網

站 Startup50 於 5 月份時

合作並發布了一份「 10 

Hot IoT startups to 

watch」名單，透過對於參

與競賽的新創企業多輪的

提問與回覆，篩選出值得

關注的重點企業。 

 

 

 

 

 

徐慶柏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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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ertMedia/2013 成立/獲 1,700 萬美元

投資/企業通報系統平台 

大型組織工作人員多，當事件發生時(例

如：惡劣天氣，安全威脅，火災和停電)，採

用適合的通報系統解決方案可以做出更快的

決策及反應，以將損失降至最低。AlertMedia

平台將企業傳感器數據、系統數據、位置數據

和智能設備連接在一起，以創建多通道通信平

台。例如：大型連鎖餐廳用來監控製冷系統的

溫度，當溫度超出指定範圍時，系統會向餐廳

管理者發出通知，防止重大庫存損失。 

2. Altizon/2013 成立/獲 500 萬美元投資/

智能製造的物聯網平台 

在許多工廠中，技術上機器已經能夠相互

通信，但是其所產生的數據仍然需要大量的人

工彙整才能完成。Altizon 的目標是幫助製造

商使用邊緣計算，Altizon 的 IoT 平台，名為

Datonis，由三個主要組件組成：邊緣連接器(為

OPC-UA、Modbus、藍牙和 Wi-Fi 等常用連接

協議提供連接器)，核心 Datonis IIoT 後端平台

(功能包括設備管理功能，流量分析和可定製

的通報系統)和製造智能組件(供連接器以整合

不同的工廠底層系統的數據)。這些工具可以

幫助製造商建立一個智能互聯生態系統，從而

在製造業中實現可衡量業務改進。 

3. Armis/2015 成立/獲 4,700 萬美元投資 

物聯網安全牽涉市場非常龐大，許多設備

現在被設計為自動連接到互聯網或其他設備，

但都未考慮到資訊安全性問題；其次，這些設

備中的大多數設計不允許升級，使漏洞成為主

要問題，也因此任何人皆可將反惡意軟件或安

全代理置入。另傳統的安全方案（如防火牆，

網絡訪問控制和安全代理）不會保護這些不受

管理的設備。Armis 旨在通過三種方式來保護

非託管設備。首先，Armis 提供組織環境中所

有設備的可視化。其次，Armis 分析設備的行

為以識別風險和攻擊，深入了解設備、狀態、

連接狀態、版本、活動歷史等。第三，當發現

可疑的惡意行為時，Armis 可透過手動或自動

將設備與網絡斷開，來保護企業設備。 

4. Atomiton/2013成立/獲 600萬美元投資/

工業應用的操作層 

許多工業過程是反覆性的，重度仰賴手工，

無法分析及時數據以預測和應對未來的情況

會導致效率低落。Atomito 工業物聯網軟體層，

將事物的屬性和行為封裝到模型中，並允許使

用不同協議的東西直接與任何應用程式交互，

以幫助工業公司預測未來的場景，並基於預測

智能優化操作，引導事物相互協作以實現聚合

目標。例如，在智能城市的情境，以停車收費

表捕捉活動行為數據，晚上 10 點以後，街道

的燈光自動變暗。 

5. Flutura Decision Sciences/2012 成立/獲

850 萬美元投資/工業物聯網 APP 

能源和工程產業對物聯網解決方案存在

強烈需求，以減少設備停運時間，提升產品生

產流程，並利用數據開發新業務模型。Flutura

開發出工業物聯網應用程式，使用數據分析和

人工智慧來改進工業生產過程。Flutura 瞄準工

業利基，如石油和天然氣、公用事業、製造業

等，以期進一步擴大公司規模。 

6. FogHorn Systems/2014成立/獲 4,750萬

美元投資/物聯網應用之邊緣智慧軟體 

大多數工業邊緣解決方案將傳感器數據

上傳到本地儲存庫中，然後將未處理的數據發

布到雲端進行分析。然而，許多工業環境和設

備缺乏成本效益和一致性的網路連接，加上存

儲批次處理和發布法不是即時的，因此當數據

中心處理完，並將結果傳輸回邊緣時，採取任

何行動可能為時已晚。FogHorn 為工業和商業

物聯網應用解決方案開發邊緣智能軟體，以在

本地端即時運行，為資源受限的邊緣設備提供

實時的工業級分析，以利操作和預測分析的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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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gicCube/2014 成立/獲 1,070 萬美元

投資/物聯網安全 

多數物聯網設備都沒有基於晶片或 SIM

的安全機制來管理身份，此外消費者物聯網設

備不能使用傳統的平台來管理，因為這些平台

的設計是為了在企業的固定範圍內工作。

MagicCube 消除了對特殊晶片和晶片分區的

需求，將安全執行區域移入純軟體中，因此它

可以安全地執行敏感操作並進行安全儲存，此

外還可將安全性附加於任何基於 Linux 或

Unix 的連接設備上。 

8. Tive /2015成立/獲260萬美元投資/即時

供應鏈可視化傳感器平台 

長途物流的問題在於製造商的貨物一旦

裝載上飛機、輪船或卡車，就無法持續追蹤貨

物；製造商可能須面臨運輸途中的損壞和延遲

發貨所造成的損失。Tive 收集有關過境貨物的

即時訊息，如發貨的地點和狀況，並將手機連

接追蹤器(充電後能待機 6 個月)和雲端管理軟

體結合在一起，可以對所有運輸方式的貨物進

行分析，形成預警系統，減少貨物損壞與延誤

機率。 

9. Xage Security /2016 成立/獲 4,000 萬美

元投資/基於區塊鏈的物聯網安全平台 

在物聯網趨勢下，企業運用物聯網、人工

智慧、自動化管理和機器對機器的協作，進一

步建立了一個高度互聯、但又互不相干的網絡

物理作業系統，造成了許多安全漏洞。Xage

認為基於區塊鏈的安全軟體透過設備網絡分

發身份驗證和私有數據，為通信和身份驗證創

建了任意的結構。Xage 為自主操作、證書輪

換、訪問控制和零觸摸部署提供了便利，以提

供工業 4.0 所需的保護。 

10. ZEDEDA /2016 成立/獲 306 萬美元投

資/實時物聯網應用的邊緣計算平台 

物聯網的環境下，一切都在生成數據。

從自動駕駛汽車到工業機器人的應用正在即

時地使用物聯網數據來做出決策和提高生產

率。處理定製嵌入式計算解決方案的長期手工

處理過程會導致錯誤、高成本、操作效率低下

和安全漏洞。ZEDEDA 的物聯網平台管理雲

端的邊緣服務，使軟體開發人員能夠使用 Web

接口來虛擬化和編排各種邊緣硬體平台上的

計算、網絡、儲存和其他邊緣服務。 

參考來源 

Network World、今日頭條 

網址： 

1. https://goo.gl/Y9TykR 

2. https://goo.gl/nXjAoi

https://goo.gl/Y9TykR
https://goo.gl/nXjA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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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 

2017 年 2 月時，微軟(Microsoft)成立名為

Healthcare NExT 的部門，執行 AI 驅動的醫療

健康計劃，並推出一款 HealthVault Insights 的

app，與病人的可穿戴裝置連結，讓用戶知道

自己的健康狀況和習慣，確保病人離開醫院之

後，能持續依照醫療指示，持續往康復之路邁

進。但 2018 年時，微軟陸續在 iOS、Android、

Windows商店中刪除了HealthVault Insights的

app，這意味微软退出個人健康管理領域了嗎？

不，相反地，這表明 Microsoft Healthcare NExT

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亦即微軟「AI+健康醫

療」佈局已經成型。以下介紹 Healthcare NExT

部門與其計畫，藉以瞭解微軟在 AI 醫療的布

局動向。 

NExT 的介紹 

NexT 部門全名為 New Experiences and 

Technologies Organization，不僅有微軟亞洲研

究院（MSRA）及其合作實驗室做為研發後盾，

更有微軟工程院諸多工程師負責把想法落實

商業化。若就功能來看，NexT 更像一個孵化

器與風險投資機構。 

四大醫療佈局 

NexT 部門的 Healthcare NExT 計畫，是一

個由 AI 驅動的醫療研究計畫，利用微軟在 AI

和雲端技術方面的優勢來推動醫療創新，主要

目的包括減輕醫生的資料輸入負擔、分流病人

及監督病人院外護理。微軟 Healthcare NExT

計畫主要分為四個區塊，分別是：HealthVault、

Microsoft Genomics、AI 驅動的智慧聊天機器

人、Project InnerEye。四項應用組成了現在微

軟在醫療領域的宏觀佈局。 

從功能上來看，HealthVault 與 Microsoft 

Genomics主要負責資料收集和整理，而Project 

InnerEye 則是一項實驗性的細分研究項目，兩

個區塊間，可透過 AI 驅動的智慧聊天機器人

來聯動。四位一體構成了微軟醫療生態佈局。 

1. HealthVault：微軟醫療生態地基 

自 2007 年開始，微軟便啟動了個人健康

記錄中心 HealthVault，最早的用途是用於醫院

和醫生之間共用病人的醫藥資訊，以提升看病

效率。如今 HealthVault 是一個雲端的平台，

可與各種協同廠商應用程式和設備連接，協助

3.微軟人工智慧醫療布局 

關鍵字：AI、健康醫療、微軟 

日期：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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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收集、儲存和分享自身醫療資訊，進而管 理健身、飲食和健康資料。 

2. Microsoft Genomics：精準醫療的前哨

站 

人類基因測序成本從十年前的數百萬美

元急劇下降到目前大約一千美元，低廉的成本

支持研究部門進行大規模測序計畫，並將其用

於臨床研究。由於基因組測序的急劇擴展對資

料儲存和運算能力帶來極大的考驗，儲存每個

基因組需要約 60Gb 的儲存空間，通常需要大

約 1,000 個 CPU 時間來處理。 

Microsoft Azure 可以滿足這種需求，為基

因存儲提供可靠、安全的全球雲儲存服務。

Microsoft Azure 上的 Microsoft Genomics 服務

提供了一種易於使用的 Web 服務，用於分析

比較使用者的基因組，此一服務比傳統手段快

數千倍。Microsoft Genomics 服務迅速、簡單、

準確的特性可以使其廣泛應用於癌症、罕見疾

病、大健康和精準醫療領域。 

3. AI 驅動的智慧聊天機器人 

Health Bot 旨在幫助醫療健康合作夥伴輕

鬆提供智慧且合規的醫療虛擬助理和聊天服

務。例如，保險公司可以安置機器人，使客戶

能夠輕鬆查詢索賠狀態並提出相應的問題；醫

院可以配備機器人，用症狀檢查器對患者病況

進行分類，對患者的問題進行解答，並協助幫

助患者查找距離最近的醫生。 

4. Project InnerEye 

InnerEye 專案開發特定的機器學習，用於

自動描繪腫瘤以及 3D 放射影像，其合作方包

括泰銳影像和 Intuitive Surgical，具體功能包

括：（1）提取用於定量放射學的標靶基因組

測量；（2）快速放射計畫；（3）精準手術計

畫及導航。 

InnerEye 專案建立在多年的電腦視覺和

機器學習研究之上。它採用諸如 Deep Decision 

Forests（已在 Kinect 和 Hololens 中使用）以及

卷積神經網路（如 CNTK 中可用）的演算法

進行醫學圖像的自動分析。 

該技術旨在為醫生提供幫助。機器學習的

結果可以由臨床醫生輕易地完善和調整，直到

臨床醫生認為該運算結果是有效的。整個過程

中，醫生始終保持對結果的完全控制。 

其他輔助項目 

除了 Healthcare NExT 主要的四大板塊外，

微軟還在 HIMSS2018 會議上分享了相關的輔

助專案，以協助 Healthcare NExT 健康發展。

這些專案包括： 

1. AI Network for Healthcare：微軟“AI+醫療”

網路擴建專案，在心臟學領域建立以人工

智慧為核心的網路，此專案與印度最大的

醫療系統之一阿波羅醫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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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ject Empower MD：與 UPMC 的研究合

作項目 EmpowerMD，它可以創建一個系統，

以 AI 為動力，傾聽和學習醫生的說法和做

法，從而減輕醫生記筆記的負擔。 

3. Microsoft 365 Huddle Solution Templates：

發佈可擴展的全新開發者範本，以説明健

康團隊可以從最先進的協作工作中受益。 

4. Microsoft Azure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Blueprint：通過提供端到端應用程式開發基

礎，説明醫療機構以更簡單、合規、安全

和行業標準相容的方式將資料移轉到雲

端。 

5. Microsoft 365 Huddle Solution：辦公軟體新

模版，説明健康和醫療工作者更好地使用 

Microsoft Teams 服務。 

以上項目就像微軟醫療建築群的地基，確

保 Healthcare NExT 的各個專案能夠保證良好

的網路支援，高效的資料傳輸，合理的互通性，

靈活的可擴展性。 

參考來源 

投資界、Business Insiders、動脈網（林秀英整

理） 

網址： 

1. https://goo.gl/TmYjSM 

2. https://goo.gl/2QLGZ3 

3. https://goo.gl/m4NDxX 

4. https://goo.gl/t5nMhQ 

  

https://goo.gl/TmYjSM
https://goo.gl/2QLG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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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兩年前斥資 262 億美元大動作收購

Linkedin 後，微軟在 6 月初宣布以 75 億美元

將全球最大開源程式碼平台 GitHub 納入麾下。

微軟出手收購的金額，比起先前市場預估的

50 億美元還要多出了 25 億美元。這筆併購案

預計在今年底前完成。 

有趣的是，這起併購案在尚未塵埃落定前，

就已經在開發者社群引起龐大關注，過去幾天

在 GitHub 掀起一股逃難潮，許多用戶將本來

在 GitHub 上的專案，紛紛搬離到 GitLab 或其

他的程式碼代管平台。 

Xamarin 創辦人暨現任微軟副總裁 Nat 

Friedman，將接任 GitHub 執行長。而現任

GitHub 執行長 Chris Wanstrath，會成為微軟技

術院士。 

2008 年 4 月上線的 GitHub，是一個在軟

體開發者之間非常有名的平台，開發者可以將

軟體項目放在雲端，跟其他工程師一起協作，

各路高手也能在平台上彼此討論問題、追蹤程

式更新進度。 

GitHub目前擁有超過 2,300萬名用戶、150

萬個組織機構，在 GitHub 上分享代碼，簡單

來說就像是「開發者的社交平台」，不僅人氣

很旺，吸金效果更是一流，GitHub 創辦人克

里斯·萬斯特拉斯（Chris Wanstrath）去年八月

曾表示，目前光是訂閱的收入就能超過 2 億美

元。 

過去許多開發者都認為微軟是一家相對

封閉的軟體公司，而收購 GitHub 也被認為是

想要擺脫過往的封閉名聲。微軟自 2016 年以

來，就是 GitHub 上開源貢獻最大的組織，至

今年（2018）已經連續三年維持第一，超越

Facebook、Google、亞馬遜等其他公司，此外，

在薩蒂亞·納德拉的領導下，微軟也不再守著

Windows Mobile 平台，在行動優先的時代，

反而更積極在 Android、iOS 平台上布局自家

產品、主動開源等。 

Github 在 2015 年由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領投 2.5 億美元後，當時公司的估價

為 20 億美元。GitHub 雖然擁有不少開發者

社群以及企業用戶，但卻從未真正賺錢，因此

過去也曾思考要 IPO，但去年秋天，身為

GitHub 創辦人以及執行長的克里斯·萬斯特拉

斯（Chris Wanstrath）宣布離職，加上經過內

部評估後覺得收購比較有利，未來微軟將能直

接收割 GitHub 龐大的軟體開發資源，以及背

後龐大的開發者社群。這對微軟來說，未來不

論是強化自家在 AI、系統方面的開發、推廣

旗下產品，都能如虎添翼。 

GitHub 頭號競爭對手 GitLab，前天就在

自家部落格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恭喜 GitHub

被微軟併購，讓世界知道軟體開發者的影響力，

以及 DevOps 的重要。 

參考來源 

數位時代（高敬原）、iThome（王立恒）、風

傳媒 (林秀英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S1Pdoq 

2. https://goo.gl/oPKBSH 

3. https://goo.gl/TygXgf 

2. 微軟大砸 75 億美元買下 GitHub  開發者卻掀起逃難潮 

關鍵字：開源、GitHub 

日期：2018.5 

 

 

 

https://goo.gl/S1Pdoq
https://goo.gl/oPKBSH
https://goo.gl/TygXgf


 

140 

在區塊鏈領域中，技術的改進一直都是重

要的發展方向，因為眾多底層架構與技術發展

完全開源，使得開發者們可以自由的貢獻一己

之力並發揮各種想像力。 

然而區塊鏈專案真正推出面向市場後，往

往面對的是比技術更難以掌控的問題，包含經

濟模型的運作以及專案提供的誘因機制，稍有

不慎就容易淪為大家口中的空氣幣。無論是想

賺取短期快錢的投資(機)者，或是希望長期持

有(HODL)並夢想投資下一個 google、Facebook、

BAT 的投資大師，找出具潛力的區塊鏈項目

是大家一致的目標。 

本文摘錄了 Invest in Blockchain 所提出六

月值得關注的五個加密貨幣，了解在這個萬幣

齊發與遍地 ICO 的當下，這些項目如何透過

技術、模型以及誘因滿足應用上的真正需求。 

EOS 

EOS 是 Dan Larimer 和 Block.one 團隊創

建的區塊鏈平台。EOS 使用授權證明（DPoS）

共識機制來實現高吞吐量，同時無需交易費用，

藉此達成滿足速度、可擴展性和最終用戶體驗

的需求。 

為什麼需要注意 EOS？ 

經過為期將近一年的 ICO，EOS 區塊鏈主

網將於 6 月上線。EOS 的資本充足，這代表他

們將會投入大量資金開發以及營銷。 

大多數基於 EOS 的項目已經完成（或正

在計劃），而這些項目將會對 EOS(Coin)持有

者空投，6 月份至少有 5 次定期空投，這是一

種近期流行起來的營銷手法。 

此外，可擴展性是 2018 年最受關注的問

題之一， EOS 理論上可達 1,000-6,000 TPS。

如果實現了這一點，他們將是現今屬一屬二快

速的公有鏈。 

Zilliqa 

Zilliqa 是一款高性能區塊鏈，使用分片技

術進行鏈上擴展。分片將所有節點分成不同的

組別，每個組使用他們各自的共識協議完成區

塊，然後將其聚合到較大的區塊鏈中。 

為什麼需要注意 Zilliqa？ 

Zilliqa 於 2018 年 4 月發布公測網，計劃

在第三季度推出他們的主網。Zilliqa 是第一個

實施分片的項目，如上所述，可擴展性現在是

一個熱門話題，Zilliqa 在其測試網上顯示同時

3. 6 月份 5 個應該注意的加密貨幣項目 

關鍵字：區塊鏈、EOS、Zilliqa、Neblio、Ontology、QASH 

日期：201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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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3,600 個節點下，仍可達 2,400+TPS，儘

管測試網環境不可能模仿現實世界的意外條

件，但這仍然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Neblio 

Neblio 是試圖讓企業更容易進入區塊鏈

的幾個項目之一。Neblio致力於透過提供API、

教育、許多編程語言和大量文件支援來“簡化

區塊鏈”。 

為什麼需要注意 Neblio？ 

企業通常以盈利動機驅動，這意味著只要

能增加獲利，他們就可能會開始採用新技術

（區塊鏈）。Neblio 將自己定位為區塊鏈服務

提供商，以幫助這些企業釋放區塊鏈的價值。 

Neblio支持許多編程語言，如 Python、Java、

JS、Node.Js、.NET、Go、Objective-C 和 PHP

等。這將有助於傳統開發人員在不被迫學習新

語言下利用區塊鏈。 

在今年第三季，Neblio 將透過 Neblio API 

Suite v2的測試版正式推向市場。根據路線圖，

他們將開始針對醫療記錄管理、供應鏈合約和

驗證以及在線身份管理應用程序提供服務。 

Neblio 也創建了自己的 NTP-1 協議標準

（如以太坊 ERC-20）。這使得未來的企業客

戶能夠在 Neblio 生態系統內推出自己的代

幣。 

Ontology 

Ontology 以及有「中國以太坊」之稱的

NEO 皆為 OnChain 所發起，Ontology 試圖解

決一個大問題：我們如何驗證數據和個人身份？

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項目，旨在與政府、醫療、

保險和銀行業等所有主要行業合作。雖然本體

是一個公共區塊鏈，但它們將為企業和政府創

建私有鏈，以儲存和分享諸如醫療記錄等敏感

數據。 

為什麼需要注意 Ontology？ 

Ontology是6月份推出其主網的眾多項目

之一，他們還與創投基金合作，如紅杉資本、

丹華資本和 Matrix 中國。 

QASH 

QASH 是由日本 QUOINE 發起，他們計

劃於 2019 年發布 QASH 區塊鏈，QASH 團隊

正試圖成為區塊鏈領域大型機構的主要金融

服務提供商。 

為什麼需要注意 QASH？ 

QASH 團隊試圖透過將來自所有交易所

的訂單合併到一個平台來解決“流動性孤島”

問題。經由連接多個訂單，交易者可以利用平

台內的一個帳戶從多個交易所交易配對。 

QASH 的目標是致力於服務大型機構，大

型機構保守，這意味著他們只與符合法規和安

全的公司合作。QASH 專注於吸引這些機構，

他們是 FSA 監管的唯一一家加密貨幣公司，

並且要求其系統中的所有用戶都需要完整的

KYC / AML。 

或許在迎來區塊鏈應用百花齊放之前，

2018 年更可能是公有鏈大戰的關鍵年，以上 5

個項目都發布或即將發布主鏈，還有更多公有

鏈項目前仆後繼，究竟誰能勝出，就看誰面對

的痛點最痛、需求最高了! 

參考來源 

Invest in Blockchain（黃敬翔摘譯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m9wKhg 

 

 

https://goo.gl/m9wKhg


 

142 

凱鵬華盈創投（Kleiner Perkins）的合夥

人瑪麗・米克爾（Mary Meeker）被譽為「網

路女王」，5 月 30 日發佈了 2018 年的互聯

網趨勢報告，這是她第 23 次公佈這一年度互

聯網報告。2018 年發佈的報告共有 294 張 ppt，

內容涵蓋網路用戶成長情況、電子商務、廣告、

消費者支出、人工智慧等方面。以下整理女王

報告中的電子商務趨勢： 

電子商務銷售加速成長，實體零售銷售則

持續下滑 

電子商務銷售成長速度持續增加。2017 

年，美國電商銷售成長了 16％，高於 2016 年

的 14％。總銷售市占率為美國零售總額的

13%，並持續成長。其中，亞馬遜在這些銷售

額中占了 28％，網站成交金額(GMV)為 1,290

億美元。 

但對於實體零售就不太樂觀，長期銷售成

長率呈現放緩趨勢。 

社交媒體推波助瀾，廣告點擊率迅速成長，

提升商品搜尋效率 

社交媒體如 Facebook、Instagram 興起，

有助於提高電子商務銷售額，其對商品的推薦

比率於 2017 年達到 6%，同時，其點擊率也迅

速提升，改善商品搜尋效率。 

社交媒體也協助新品牌及零售商提高能

見度，進而帶動營收增長。 

然而，由於越來越多商家在競爭廣告版位，

使得廣告費用增加，由廣告所帶來的投資報酬

相對下降。 

Google 及 Amazon 開始涉入彼此的業務 

Google 以搜尋引擎起家，接著開始做商品

導購，Amazon 則由電商平台起步，接著開始

發展商品搜尋業務。這對廣告業影響甚鉅，因

科技公司開始侵蝕其廣告利潤，且越來越多人

開始在 Amazon 上搜尋商品，為 Amazon 創造

了相當可觀的廣告業務。 

阿里巴巴的新零售願景 

阿里巴巴於中國建立本土電商生態系，其

電商平台正快速成為中國領先的零售業基礎

建設，馬雲在 2016 年提出「新零售」的概念，

該詞便被廣泛地使用。「新零售」係指以消費

者為中心的資料驅動泛零售型態，意即透過大

數據、人工智慧和雲端技術提供智慧化服務，

降低經營成本，並重視消費者體驗（User 

Experience）。 

為實現「新零售」願景，阿里巴巴集團共

有三個獨特的成功因素： 

1. 每月購物、線下服務及支付服務之交易量

高達數十億； 

2. 阿里巴巴為深度科技公司，發展雲端計算

及人工智慧； 

3. 具備完善的購物平台、物流及支付服務。 

相較於專注在相似領域的 Amazon，阿里

巴巴具有較高的網站成交金額 (GMV)，但

Amazon 利潤更高。 

其他趨勢 

1. 電子商務朝向數據驅動的個性化推薦發展：

可全天候為消費者精選商品。 

4. 2018 年網路女皇年度報告告訴我們的電子商務趨勢 

關鍵字：Mary Meeker、電子商務 

日期：20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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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品購買：由一次性購買轉向訂閱

制：良好的用戶體驗將提升免費用

戶至付費用戶的轉換率。 

3. 消費娛樂化：行動購物使用率提升，

且產品介紹及價格常結合影音、社

交及遊戲。 

參考來源 

Internet Trends Report 2018、鉅亨網、投資界

（周佳寧摘譯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RxSm6m 

2. https://goo.gl/eMqjm5 

3. https://goo.gl/ttj9Rz 

4. https://goo.gl/B16YhB

https://goo.gl/RxSm6m
https://goo.gl/eMqjm5
https://goo.gl/ttj9Rz
https://goo.gl/B16Y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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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AngelList 平台在獲投件數與募集資金

皆較上月為低，重要觀測指標分述如下： 

 登錄新創家數： 

2018 年 5 月份累計登錄企業已超過 400

萬家。其中，2018 年 5 月登錄企業超過 8.2 萬

家，較上月登錄家數減少 2.7 萬家。 

 募資企業家數 

2018 年 5 月份累計募資企業家數超過 43

萬家。其中，2018 年 5 月新增 4,439 家新創企

業於 AngelList 平台募資。 

 促成投資案件數 

2018 年 5 月份累計投資案件 2,255 件。

2018 年 5 月增加 80 件 ，較上月減少 35 件。 

 募資金額 

2018年5月份累計募資金額8.05億美元。

2018 年 5 月募資金額 2,000 萬美元，較上月減

少 1,000 萬美元。 

 

參考來源 

Angel List （張嘉玲整理） 

網址： 

1. https://angel.co/。 

。

5.AngelList 本月獲投概況－獲投案件與募資金額皆較上月為低 

關鍵字：股權投資 

日期：201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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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北國際電腦展 (COMPUTEX 

2018) 於 2018 年 6 月 5 日隆重登場，並於 6

月 9 日完美落幕。五天的展期中，聚集了來自

30個國家共1,602家廠商，使用5,015個攤位。

另外，Computex 也共吸引來自 168 國、42,284

名的國際買主，較 2017 年成長近 1%，前 10

大買主國/地區為美國、日本、中國、香港、

南韓、泰國、馬來西亞、德國、印度及菲律賓。

而 InnoVEX 展區更創下紀錄，吸引 21 國 388

家新創團隊參展，展現 COMPUTEX 科技實力，

與國內外菁英夥伴共同建構全球科技生態

系。 

聚焦六大主題 

COMPUTEX 2018 聚焦六大主題，包含

「AI（人工智慧）」、「5G（第五代行動通

訊）」、「Blockchain（區塊鏈）」、「IoT（物

聯網技術應用）」、「創新與新創（Innovations 

& Startups）」及「電競與虛擬實境 (Gaming & 

VR)」，透過展會、論壇、媒合會等活動設計，

串聯產業價值鏈，提供科技廠商及新創團隊最

佳的發表暨互動平台。 

此外，COMPUTEX 的 InnoVEX 創新與新

創展區，，以跨領域整合創新服務作為堅實後

盾，塑造未來生活的新樣貌。 

創新思維是企業打破枷鎖、加速轉型的關

鍵助力，今年邁入 11 屆的 COMPUTEX d&i 

awards 增設「物聯網」、「新創」及「應用及

解決方案」三大特別獎，從 212 件來自 10 國

的參賽作品中，以「創新與品質」、「功能」、

「美學」、「責任」及「定位」等五大標準，

嚴選出 60 件劃世代創新優質作品，其中以「系

統與行動網通」主題獲獎最多，包含

BLEUJOUR、中美華泰科技、宏碁、星喬科技、

華碩、索泰科技、微星科技、德承、戴爾、聯

想等 10 家創新優異廠商。 

另外，跨界合作的兩大國際電競賽事

「Cooler Master Overclocking」及「ZOTAC 

CUP MASTERS」，也在現場聚集各路頂尖電

競高手共襄盛舉，為 COMPUTEX 注入熱血與

豐沛活力。 

論壇重點 

除此之外，COMPUTEX期間的論壇活動，

引領科技最新脈動，讓與會者能直接與國內外

重量級科技領袖交流與互動，開創全新思維。

領先登場的COMPUTEX論壇，邀集Amazon、

ARM、Gartner、Intel、研華、NVIDIA、NXP，

攜手首度參加 COMPUTEX 論壇的 Google、

Microsoft 及光寶等科技巨擘，共同以「串聯

AI 生態系」、「預見明日新科技」、「顛覆

物聯新視界」等三大主軸為題，接力分享產業

動向與未來科技生態系全貌；InnoVEX 論壇則

邀請 Bitmark、KKFARM、Health2Sync 以對

談方式分享區塊鏈技術趨勢和產業應用；而順

應女力崛起，Girls in Tech 的創辦人也將親自

分享女性創業的職涯與經驗談。 

6. COMPUTEX 2018 完美落幕 引領科技風向球 建構全球科技生態系 

關鍵字：COMPUTEX 

日期：2018.6.9 

關鍵字：Mary Meeker、電子商務 

日期：20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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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第五代行動通訊） 

今年 COMPUTEX 論壇以「Ubiquitous 

Intelligence 智慧無國界」為主軸，匯集全球領

航企業領袖暢談新科技趨勢，其中，隨著相關

營運商服務與支援技術的終端產品陸續發布，

全球正式進入 5G 快速發展世代。台灣愛立信

(Ericsson)總經理 Håkan Cervell 即談到，台灣

是目前每人平均通訊數據使用流量最高的區

域，因此未來將可望成為東北亞地區 5G 技術

發展的重鎮。他也說，在發展 5G 技術之餘，

也應同步思考如何運用行動技術實踐醫療、交

通運輸、製造或能源等產業的革新；美國高通

公司資深副總裁暨亞太與印度區總裁 Jim 

Cathey 則表示，透過 5G，全球可望在 2035 年

創造 12.3 兆美元的商品與服務總產值，其速

度快、低延遲的技術特性，將讓未來需要高速

網路的關鍵性任務更容易被執行。 

 區塊鏈 

區塊鏈的技術亦是今年論壇的重點之一，

IBM區塊鏈實驗室總監Nitin Gaur即於論壇中

深入探討區塊鏈的企業應用與加密技術。Nitin 

Gaur 認為，區塊鏈的概念將逐漸在各個產業

裡興起，在未來，銀行、健康照護、金融保險、

零售、物流、供應鏈等各類型應用也將愈趨普

及。他建議，欲將區塊鏈導入服務的企業應把

握以下設計原則：慎選參與者，調整靈活的會

員機制，以及確保數據的保護機制，而更重要

的是網絡能夠解決共享網絡帶來的安全挑戰，

以確保區塊鏈網絡的可持續運作。 

 人工智慧 

除 5G 與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未來應用預

測，人工智慧在 2018 年仍持續發揮影響力。

今年 COMPUTEX 最熱門的科技趨勢-人工智

慧物聯網(AIoT)，從網通感測器、穿戴裝置到

車聯網應用，顯示智慧加值應用無處不在。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 預測，到了

2022 年，人工智慧增強功能將解放 62 億小時

的人工生產力。為因應人工智慧帶來的衝擊，

Gartner 研究副總裁蔡惠芬(Tracy Tsai)表示，

公司應強化對資料科學和 IT 技術的了解，培

育人工智慧技術所需的跨領域人才。她認為，

IT 負責人制定的行動方案是部署人工智慧技

術的關鍵，短期先與企業其他單位合作評估需

要人工智慧解決哪些既有問題；長期則招募人

力以維持競爭優勢，並隨著技術變遷調整既有

做法，提升企業營運的敏捷性。 

除論壇中豐富的產業發展預測，及技術應

用交流，展會現場亦有眾多人工智慧物聯網的

實際應用情境。來自香港的女媧創造股份有限

公司，即推出擁有高生命力的機器人小丹，可

以識別人臉、物件、手勢、聲源等，並擁有分

析語意，理解對話內容的能力，甚至會受外界

影響而變換情緒表現，目前被廣泛應用於兒童

伴學上；NVIDIA 開發超級電腦 DGX-1 的輔

助系統，以協助醫師進行臨床癌症病變診斷，

透過高效能運算判別骨年齡，藉此評估青少年

生長發育狀況並預測未來成長方向；創立於馬

來西亞的綠馳通訊公司則展示了 Roadmio 智

慧行車守護雲，獨特的即時車況監控雙系統以

及駕駛者行為分析模式等，高度提升了車輛效

能和駕駛人的行車安全。 

InnoVEX 展區 新創打造科技產業未來無

限可能 

COMPUTEX 的 InnoVEX 創新與新創展

區於 6月6日至 6月8日於世貿三館隆重登場，

行政院長賴清德特別出席擔任開幕貴賓，為

InnoVEX 揭開序幕。InnoVEX 做為亞洲最具

指標性的新創平台，今年吸引了來自 21 國潛

力新創企業、創投和加速器共襄盛舉，參展商

規模創下 388 家的新高，較去年成長超過四成。

今年 InnoVEX 展區共有「展示」、「論壇」、

「競賽」、「發表」、「工作坊」及「參訪」

六大亮點，提供新創企業及團隊分享交流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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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EX 特別為新創量身打造 Pi Stage，

提供參展企業、組織及團隊一個自由展示和交

流的平台，在刺激技術交流的同時，也開啟更

多投資育成機會。國際知名加速器及創投 Audi、

Amazon Launchpad、JAFCO、Samsung Next、

TRIPLE、imec.xpand 分享全球性計畫與跨領

域媒合策略。 

InnoVEX 展區不僅打造出全球獨具特色

的新創和產業的交流平台，激盪出無數的合作

火花，也邀請參與 InnoVEX 展區之國際買主

與海內外創業家、創投、加速器如台灣 Garage+、

美國 Amazon Launchpad 及 500 Startups、西班

牙 Telefonica、日本 JAFCO Asia 等近 20 個單

位，參與 InnoVEX Roundtable 會議，分享各

單位之服務及產業經驗，並探討國際新創如何

善用臺灣完整的 ICT 產業鏈，共同打造新一代

共生共榮的全球新創生態系。 

COMPUTEX 的 InnoVEX 創新與新創展

區，今年 3 天展期共計吸引 17,687 位參觀者，

較 2017 年成長逾 18 %。 

參考來源 

Computex 2018 官網、中央通訊社（林秀英整

理） 

網址： 

1. https://goo.gl/Dvzr2b 

2. https://goo.gl/cvB3Bo 

3. https://goo.gl/RwTNzn 

  

https://goo.gl/Dvzr2b
https://goo.gl/cvB3Bo
https://goo.gl/RwTN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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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 2018 年全球開發者大會

（WWDC）在 2018 年 6 月 5 日登場。首日聚

焦軟體功能的提升，反映在各競爭對手的產品

硬體功能日益類似之際，軟體已經逐漸成為差

別所在。蘋果宣布，今年稍晚將發表 iOS 12

作業系統，提升功能和穩定性，並強化擴增實

境（AR）應用，還有監控使用狀況的新工具。 

以下是天下雜誌所整理的蘋果 WWDC 大

會中的重大宣布和新系統的重要功能： 

iOS 12：Siri 更有智慧、自我管理手機使

用時間 

 

1. 運作速度加快：應用程式開啟速度提升

40％、鍵盤功能啟動速度提升 50％、照

相機功能啟動速度提升 70％。 

2. FaceTime 新增群組對話功能，一次最多

可有 32 個人進行視訊對話。當某個人開

口說話時，它的視訊對話框會自動放大，

好讓所有人知道是誰在說話。 

3. 新增「捷徑」（Shortcuts）功能讓 Siri

更有智慧：簡單來說，「捷徑」功能可

以整合多個應用程式，你只要呼叫 Siri，

而不需要打開其他應用程式，就可直接

完成必要的工作。 

4. 自我控制手機使用時間：「螢幕時間」

（Screen Time）的功能會記錄你每天的

使用行為，包括每個應用程式的使用時

間以及發出的通知訊息數量等等，如此

一來你就會知道自己究竟花了多少時間

在滑手機。還可以設定每個應用程式的

使用時間上限，一旦時間快到了，系統

會自動提醒你。 

5. 更有效管理通知，不再被打擾：你可以

設定「鎖定螢幕」（Lock Screen）功能，

一旦有新的通知，會直接送往「通知中

心」（notificaton center），而不會出現

在螢幕上。這樣就能避免因為看到螢幕

上顯示新的通知便想要立刻開啟，如此

一來更能專注於手邊的工作而不被打

擾。 

6. 創造個人化的動態表情符號（memoji）：

你可以選擇符合你本人的膚色、髮型、

五官特徵，製作你個人的動態表情符

號。 

7. 第二代擴增實境開發套件 ARKit 2，可以

讓多人在同一個 AR 空間裡玩遊戲，樂

高（Lego）便與蘋果合作開擴增實境遊

戲。另外，iOS 新增了一款擴增實境應

用程式Measure，你只要將 iPhone 或 iPad

的鏡頭對準實體物件，就可測量出這個

物件的尺寸大小。 

8. 蘋果 2018 年全球開發者大會（WWDC）聚焦軟體功能的提升 16 大新增功能 

關鍵字：WWDC, 蘋果開發者大會 

日期：2018.6.9 

 

 

 



 

149 

8. 更貼心的相片功能：新增的「For You」

會幫你將某一場活動或是某個行程的照

片集合成獨立的相簿，並建議你可以將

這些照片分享給出現在照片中的其他人，

如果這些人也同樣使用 iOS 12，他們也

會收到建議，將同一場活動或同一個行

程的相關照片分享給其他人。 

新一代 macOS：新增螢幕錄影功能、手機

電腦無縫接軌 

 

1. 新增黑暗模式：新增的黑底桌面，可以

更加凸顯照片或影像的色彩。 

2. 手機拍照自動傳送到電腦：在電腦上點

選「插入圖片」，然後透過新增的

Continuity Camera 功能，當你用手機拍

下照片時，這張照片就會自動出現在電

腦上要插入圖片的地方，而不需要再像

過去一樣必須將照片上傳到雲端或傳送

到電腦。 

3. 在預覽模式中就可進行簡單修圖：當你

打開 Finde 預覽檔案時，就可進行簡單的

執行工作，例如為裁切圖片、加上浮水

印、剪輯影片，或是將數張圖檔合成一

個 PDF 檔、用 email 轉寄檔案或用

messenger 傳送檔案等等，而不再需要像

以前一樣，還必須另外開啟其他的軟體

執行。 

4. 更好用的螢幕截圖功能：截圖後，可直

接進行修改，例如裁切、增加文字等等，

不需要再另外開啟其他軟體執行。除了

既有的靜態螢幕截圖功能之外，新增的

「螢幕錄影」功能，只要選取好要擷取

的螢幕範圍、並設定時間，即可進行錄

影。 

Apple WatchOS 5：提供對講機功能、還

可當學生證 

 

1. 邀請朋友相互競賽：你可以和朋友相互

競賽健身成果，在 Apple Watch 螢幕上

會顯示兩人的健身成績，彼此激勵。 

2. 提供對講機功能：你可以選擇一位朋友，

將 Apple Watch 作為對講機即時對話。 

3. 具有互動功能的通知訊息：你可以直接

按一下通知訊息，即可完成必要的工作。

例如，Apple Watch 會跳出機票 check-in

的通知，你只要按一下通知，就可完成

check-in。 

4. 結合學生證資訊：Apple Watch 已經和美

國境內幾所大學合作，將學生證資訊輸

入 Apple Watch，未來只要透過 Apple 

Watch 在校園支付費用、進出宿舍、完

成課堂登記等，相當方便。 

資料來源 

天下雜誌（吳凱琳編譯） 

網址：https://goo.gl/rtfMRj 

 

  

https://goo.gl/rtfM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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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與觀點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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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名家專欄-裴有恆】中小企業導入工業 4.0 的需

求與作法解析

今年台北國際電腦展 Computex 剛過，而

其中的重點放在 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

VR、區塊鏈等新科技，而跟製造業中小企業

最息息相關的，就是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簡稱 IIoT），今年也有專

門區域展出，呼應五月份的台北國際智慧機械

曁智慧製造展，這都是在告訴大家這個智慧製

造的趨勢已經來了。 

工業智慧化升級已成為各國產業政策的

重點 

這個趨勢，從之前美國提出先進製造夥伴

計畫、GE 等大廠提出工業物聯網標準，德國

提出工業 4.0 計畫，中國提出中國製造 2025

計畫，而台灣也喊出生產力 4.0 計畫，可以看

出各大國家都很重視。 

這個工業升級的趨勢是從需求與供給兩

方觸發的，從需求端看：現在市場競爭激烈，

類似的產品，很多廠商可以提供，所以進入了

買方市場。因此選擇的基準不只是價格，也包

含好用、體驗...等等因素，而消費性的產品，

因為消費者想要講求個人特色的產品，因此有

很多少量多樣的需求。搭配科技上的進步，透

過物聯網的感測器，加上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的

觀察與分析，與智慧機器及工業機器人的機動

性，讓少量多樣的需求可以透過這些科技的搭

配滿足，而且還可以大大強化生產效率；從供

給端看，因為少子化的趨勢，缺工已經是現在

進行式，唯有使用更智慧化的工廠設備，減少

人力，才有機會在未來生存下來。這些都是智

慧製造工業升級為什麼會興起的主因。 

中國製造 2025，是中國決心由製造大國

變成製造強國的國家級工業升級計畫：中國不

只要求廠商做工業升級，更以國家力量全力支

持，給予升級補助與出口補助。首先跟德國結

盟，讓中國的大公司都能透過與西門子、SAP…

等等德國公司的合作達到工業升級，符合工業

4.0 的標準；而中國的中小型製造企業，也在

這波國家支持中紛紛調整體質，而結果必將讓

其生產品質上升，同時透過中國國家補助而能

提供較廉價產品。 

台灣製造業面臨競爭與轉型升級挑戰 

台灣的製造公司賺錢多靠出口導向，產品

在世界上各個角落，尤其很多是靠幫客戶代工

來獲取利潤，在中國大陸製造公司興起的過程

中，很多的代工訂單已經被中國以類似的品質，

低廉的價格搶走，在中國大陸工業升級後，狀

況必將更加嚴峻，這讓台灣類似的廠商面臨極

大的威脅。 

在這個情況下，以製造升級提升效率以及

服務升級提高客戶購買意願，已經變成了在國

際市場上大多數台灣中小企業廠商未來生存

必須的作法，這其實就是台灣的生產力 4.0 的

核心精神：以智慧製造來做製造升級，商業

4.0 來做服務升級。這是只要產品有在國際市

場上與中國廠商短兵相接就會遇到的狀況：如

果你的工廠與服務不升級，中國的對手升級，

在很多類別上，中國廠商的產品品質會趕上你

工廠的產品，售價又在中國政府的補助下比你

低廉，如果又沒有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你的

訂單到時只有眼巴巴被搶走的份，也因此做好

服務與智慧製造的升級已是不得不開始的。 

智慧製造升級的六大作法 

那智慧製造的升級到底有哪些作法呢？

作法可簡單分為六種：（1）用人工智慧的影

像辨識來做檢出、分類、導引等等功能；（2）

用大數據做預測性維護在機器故障前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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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及預測行保養；（3）使用大數據達成整

廠生產良率提升與能源使用最佳化；（4）使

用機器人、智慧機器與智慧系統達成少量多樣；

（5） 以數位雙胞胎在虛擬世界做模擬；（6）

所有流程透過人工智慧達到智慧化，人類只負

責監督。而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智慧化本身跟自

動化截然不同，智慧化是透過人工智慧機器學

習的分析與決策功能達到更佳效果。 

因為人眼辨識常常因為環境光源及需要

辨識的精緻度造成這個需求很傷眼力，能夠做

的工人在需要的行業折損率很高，加上少子化

讓工人越來越少，這個部分的需求越來越難滿

足，而機器視覺識別效率比人好，故導入這個

解決方案的工廠越來越多。研華科技、索羅門、

東台精機集團的思創影像科技…等等公司都

提供了相關服務與解決方案。而電子大廠和碩

與台達電也早在自家系統中導入。 

預測性維護（Predictive Maintenance）其

實不是新名詞，只是過去在工廠都是根據工具

機本身特性用演算法或定期做機器故障前的

預先保養，現在則使用控制器的輸入數據與感

測器測量到的大量數據，用機器學習來做分析，

找出模型，根據現在量測到的數據了解機器狀

況，進而做預先計畫性維護，以減少浪費，並

達成高效率。目前 IBM、SAP、西門子、微軟

Azure、GE、研華科技、新創宇清數位智慧與

行動貝果…等等公司都提供這樣的方案及服

務，KONE 電梯、惠普發動機公司、凱薩空壓

機、…等等公司都有導入。 對中小企業而言，

這是最快也最好的智慧製造入門方式，可以只

針對重要的製造用工具機先做，而且感測器也

可以透過外加，這樣成本低廉，即可達成相關

任務，尤其是針對一旦無預警停機就會有重大

損失的工廠，做預測性保養很是划算。 

使用大數據達成整廠生產良率提升與能

源使用最佳化更是預測性保養的進階功能，既

然談的是整廠，就必須所有工作的工具機都具

備足夠功能的感測器，而且使用機聯網串接，

透過控制器及監控達成效率最佳化。這樣的工

廠，當然做到了預測性保養，而現在台灣在很

多行業的廠商都有導入：安捷企業，以直接建

新食品包裝廠導入這個功能，每五秒用感測器

收集大數據，大大提升良率，一年內產值提高

一倍；精湛光學這家全球最大的篩選機供應商，

建立工業 4.0 全新生產線，其在智慧製造系統

偵測發現可能異常，系統即做自動停機處理，

減少損失。機械航太業的天洋航太因為人力不

足，故使用大數據強化製造，並在工廠使用人

機協作，加快生產速度，並且讓產品達成高良

率；全球工具機排名第三名的友嘉實業，提供

的工具機解決方案串連性高，而且也以人機協

作， 達成人力精簡、效能提升的景況，而生

產時的大數據讓它不只提高生產效率、還及時

提供圖表資料提高對客戶溝通效率；世界最大

的汽車傳動軸製造廠和大工業，現有的新智慧

製造生產線做到智能比對，哪個環節出錯，馬

上發現，而且效率大大提升，做一隻傳動軸的

時間由 15 天減少到 2 分鐘，縮短整體生產時

間從 45 天到 2 天，省下了過去沒導入前的半

成品儲存空間，也節省了八成人力，同時坐在

辦公室就可以看到生產狀況和問題產生的當

下問題點，全面掌控生產狀況；而紡織業的宏

遠興業做智慧工業升級後，染布時間只需要原

來的 1/3，而且品質管理提升 5%，物料損失降

低 6%。這些例子在在顯示智慧製造升級的好

處。 

少量多樣的產品製造需求是正在進行中

的趨勢，這需要使用到機器人、智慧機器與智

慧系統達成彈性生產：此處生產的安排是根據

產品而並非產線一開始就整線排定的大量生

產方式，而且必須根據產品需要的工法使用不

同的製造機器人或智慧機器達成。例如台灣紡

織業大廠聚陽使用數位模板縫紉機達到快速

生產、少量多樣；它也使用機器人達到折衣服、

搭配視覺辨識做好品管。 

數位雙胞胎的模擬做法是根據工廠收集

到的數據在數位世界做好模擬，在問題發生前

便能預知。做法有在開始生產前的模擬，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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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可能會有哪些問題；以及生產同時即時收集

資料，比對已經使用大數據建好的模型，在系

統發生問題前及時通知並且處理，這個作法必

須基於整廠感測器佈建後，收集到的大數據建

模。案例有飛機大廠波音針對零件製造，已經

導入數位雙胞胎；而台灣紡織大廠聚陽正在計

劃進行整廠大數據收集，並在完成佈建後打算

切入數位雙胞胎模擬。 

最後談的是整廠智慧化，就如之前所言，

這不是整廠自動化，而是整廠自動化的更高層

級，整體流程如下：接單自動化根據倉庫庫

存狀況自動安排採購與確定生產排程物料

入庫後自動檢驗與入庫排程時間到，安排物

料，產線自主生產數位雙胞胎系統同步模擬

與學習產品製造完成後，運貨機器人 AGV

送入倉庫，安排出貨。在整個流程中，人扮演

監控協助的角色。這也是工業 4.0 的終極目標，

現在並沒有一家廠商完全完成這個流程：台灣

進行最快的台積電與鴻海目前做到整廠自動

化，正在進行人工智慧相關功能導入，接下來

才能佈建完成；而德國西門子正在幫中國很多

大廠往這方向導入。 

台灣的中小企業要做到製造升級，根據我

訪談調查的結果，以人工智慧的影像辨識、預

測性維護、使用大數據達成整廠生產最佳化為

主要方向，而使用機器人、智慧機器與智慧系

統達成少量多樣會在有這樣需求的公司，依本

身需求導入。 

不同於大廠的直接導入整條產線製造升

級，中小企業優先導入方向為影像辨識做品管

或預測性維護，而這會因為工廠性質而有所不

同。而在整廠機器都完成升級之後，才會導入

利用數據達成整廠生產最佳化。 

智慧工業升級本身是個長期計畫，當中小

企業的工廠升級從開始到整廠機器都完成升

級，需要 5 年到 10 年以上的時間，而因為科

技的進步，整廠完成升級後，其中最早升級的

機器可能已經不符使用，這時可能需要再度展

開另一波升級，才能符合競爭需求，尤其面對

少量多樣的需求越來越大，導入智慧機器人及

智慧系統生產到時也是不得不的作為了，而隨

著公司規模的成長與技術成熟，屆時很可能會

導入數位雙胞胎與整廠流程全智慧化。 

就如精湛光學的董事長在中視新聞專訪

中所言：「做工廠就像打仗一樣，設備就是武

器，你拿那些 20 、30 年的武器，肯定是打不

贏的！」在這場工業 4.0 的轉型升級戰爭中，

唯有儘速根據自身需求，做好智慧製造升級規

劃，才能在未來的大戰中戰勝，在市場中擁有

一席之地。 

本文作者裴有恆 

1995 年讀研究所時在美國唸人工智慧，1999

年開始做虛擬實境，2001 年代表台灣大哥大

在當年 12 月的電腦展用手機遙控微波爐，開

始了跟物聯網的不解之緣，2003 年起在物聯

網公司神達電腦做了 10 年產品/專案經理，現

在是專職研發創新教練與物聯網顧問、台灣天

使投資協會業師、新北市工業會顧問，以及多

家媒體的科技專欄與特約作家，同時也是趨勢

觀察者。講授與輔導課題有物聯網、人工智慧、

Fintech、大數據、產品創新、服務創新、商業

模式創新與專案管理。現在同時也是 Google

查詢 AIoT 顧問、AIoT 教練、物聯網顧問、物

聯網教練、物聯網講師第一名。著有「改變世

界的力量 台灣物聯網大商機」、「物聯網無

線商機 產業概論 x 實務應用」及「AIoT 人工

智慧在物聯網的應用與商機」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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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 

公司登記事項諸如董監事名單、資本額等，

依法應該要辦理登記，經濟部設有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服務平台可供各界上網查閱，除此

之外，有些公司也很想讓一些公司重要資料給

大眾知道，卻苦無地方可供揭露，為方便公司

能揭露這些訊息，經濟部自即日起在公司登記

公示平台(https://findbiz.nat.gov.tw)上設置「公

司自行揭露事項」區，讓法規無強制但公司自

願揭露的公司章程內容、財務報表、企業經營

報告書等資料，透過政府資訊平台供外界瀏覽，

增加公司治理資訊的透明度。 

近年來，不少公司希望政府能提供適當的

資訊揭露平台讓企業自主上傳，以利外界進一

步了解公司理念及經營狀況等，例如從事公益

的社會企業，希望能在政府資訊平台上將公司

章程、財務報表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進行

揭露，以彰顯經營者願意將公司經營的重要資

訊及營運成果透明化的決心。因此，經濟部在

公司登記資訊公示平台另闢「公司自行揭露事

項」區，公司透過工商憑證驗證後登入，並在

完成簽署同意「公司自行揭露事項」聲明書使

用條款，即可上傳包括自願公開的章程內容、

營業報告書、公益報告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

權益變動表等資料。 

經濟部商業司表示，「公司自行揭露事項」

區的所有資訊均在「公司自願揭露」、「公司

自行確認資訊真實性」、「自負資訊揭露相關

法律責任」等三大前提下，由公司自行上傳後

即對外公開，經濟部對於資訊內容不進行審查，

因此相關訊息僅提供外界參考，並不具政府公

示資訊上的法律效果，惟公司如有違反「公司

自行揭露事項」聲明書之使用條款，經濟部仍

可將公司上傳之相關訊息予以下架。 

參考來源 

經濟部商業司 

網址： 

1. https://goo.gl/54U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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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療已是全球的趨勢，經濟部技術處

以精準醫療創新技術與平台建置，配合「生醫

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中的特色重點產業推動，

協助台灣生技業者，搶攻 2020 年全球將近 700

億美元精準醫療市場商機。財團法人生物技術

開發中心(以下簡稱生技中心)於今年 4 月全面

進駐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亦呼應「生醫產業創

新推動方案」中整合創新聚落的政策目標，5

月 11 日在經濟部支持下，特別邀請到產官學

研界重量級貴賓，共同蒞臨參加「2018 生技

E 齊發-精準醫療創新研發基地成果展示」，一

同見證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的啟動運作，未來生

技中心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分別在國家生技研

究園區與竹北生醫園區致力於新藥與基因檢

測的創新研發，打造台灣精準醫療產業聚落，

加速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發展，創造產值。 

近三年來全球政府針對精準醫療均積極

投入多顆巨型震撼彈，持續引發全球生技製藥

產業大地震。例如 2015 年元月美國前總統歐

巴馬就積極推動「精準醫療計畫」（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2016 年更與副總統拜登

提出「登月計畫（MoonShot Project）」，募

集 10 億美元，期待以最短時程攻克癌症。2016

年底，美國國會再通過「21 世紀醫療法案」

（21st Century Cures Act），加快 FDA 對藥品

與醫材的審議，並鼓勵醫療研究創新，加速美

國投入精準醫療領域。 

不僅如此，英國政府更提早在 2014 年就

推動「十萬基因體計畫」、緊接 2015 年再投

入近百億美元推動精準醫療計畫；中國更將精

準醫療納入「十三五規劃」之中，預計到 2030

年共投入 600 億人民幣。全球生技業者也在主

要國家不約而同推動「精準醫療」政策全數動

起來，為不讓台灣在全球精準醫療產業中缺席，

經濟部依據「完整生態系-營造蓬勃生技產業

環境」政策及 105 年度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

建議，配合行政院提出之「5+2產業創新方案」，

特別提出整合型「癌症精準治療」(Precision 

Oncology)旗艦計畫，期待將台灣打造成獨具

特色「亞太地區癌症醫療中心」。 

龔明鑫次長表示，經濟部對於台灣生醫產

業發展相當重視，為此，特別支持生技中心進

駐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期待生技中心未來與國

家生技研究園區各部會進駐單位擴大實質合

作，將國內產、學、研、醫已各自建立的能量

整合，對準全球趨勢建置精準治療產業關鍵技

術及驗證體系，依據臨床醫師需求，結合伴同

式診斷技術之開發，發展精準醫藥技術，加速

臨床試驗，促成北台灣生技產業聚落的形成，

創造更高生技醫藥產業價值，催生台灣經濟加

速成長。 

吳忠勳執行長表示，生技中心主要執行政

府 5+2 產業創新政策推出的「生醫產業創新推

動方案」中整合生技聚落的重要策略。為此，

生技中心自 2017 年底突破各種障礙分批陸續

進駐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到目前為止進駐人數

已達 350 人，未來將於國家生技園區 E 棟，執

行新藥研發與對外服務，並串聯中研院、衛福

部食藥署、科技部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創造北

台灣千人新藥研發生技產業聚落。吳忠勳進一

步指出，生技中心進駐國家生技園區後最重要

任務就是執行「精準治療」旗艦計畫，結合工

業技術研究院一同研發精準癌症用藥與伴同

式檢測技術，替台灣打下發展精準醫療的基

礎。 

此次在經濟部科技專案支持下，生技中心

特別在精準醫療創新成果展示中展出多項新

藥研發技術平台，包含自行開發出一個四爪高

效接合的鏈結技術，利用抗體上的醣分子專一

性與毒殺藥物結合，在一個抗體分子上鍵結 4

個毒殺藥物，4個毒殺藥物可為2種不同類型，

2.精準醫療新契機產業聚落創商機，生技中心正式進駐國家生技園區 

關鍵字：精準醫療、生技中心、國家生技園區 

日期：201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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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不同抗藥性病患使用，而另一項展示為

具專利性的非對稱性 IgG-like雙特異性抗體平

台所開發之雙特異性抗體，具有產量高、正確

配對率高、半衰期長及免疫源性低等特性，該

雙特異性抗體具有當標靶癌細胞存在才會活

化 T 細胞的優點，未來新研發的雙特異性抗體

藥物於臨床使用更安全。不僅如此，生技中心

新型 3D 類器官(organoids)體外檢測技術，提

供更接近臨床之細胞模型，將此 3D 類器官

(organoids)體外檢測技術結合高速影像分析儀

觀察特定基因之表達，以建立標靶藥物與特定

基因之關聯，可應用於藥物開發之篩選及臨床

病人用藥之選擇，以達精準治療之目的。 

工研院長期深耕精準醫療相關領域，此次

展示七項相關技術，將單點式的技術提升到系

統式的整合平台，並提出從疾病檢測、精確診

斷到個人化治療的「系統化解決方案」，希望

厚植國內生技醫藥能量、共創精準醫療大未來！

肺癌目前已是國人的健康殺手，為突破現有檢

測的繁複步驟，工研院開發一自動化肺癌變異

基因檢測平台，一步驟即可完成檢測；搭配

EGFR 變異富集檢測試劑即可全自動化檢驗，

減少人為誤差與感染疑慮。另外，以透明質酸

高分子材料，設計開發出可標定至淋巴系統的

藥物包覆載體，可毒殺轉移的腫瘤細胞，並減

少癌症化療藥物的毒性擴散，進而提升癌症用

藥的傳輸速度與精確度。因應未來細胞治療與

再生醫療的趨勢所研發的「拋棄式細胞量產生

物反應器」與「無血清培養基技術」，更可生

產出數量足夠、符合法規標準的人體細胞，為

台灣細胞治療挹注強心針。 

參考來源 

經濟部技術處 

網址： 

1. https://goo.gl/by2T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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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完成修法，科研成果推廣點火催油

門 

科技部於 5 月 14 日修正發布「科技部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本次

修法除配合行政院成果辦法完備利益迴避與

資訊揭露的範圍與程序，也針對如何鼓勵學研

機構積極投入技轉，特別新訂幾項開放性的作

法。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表示，這次修法，除了

配合母法完備細節規範，避免學研機構人員在

技轉時，因一時不慎而違法受罰外，更重要的

是透過新訂激勵學研機構、技轉人員的做法，

鼓勵學研機構大步向前推技轉，不須擔心究責

而保守以對，希望學研機構積極作為，共同催

出科研成果為社會、產業所用的最大價值。 

打國際戰  鼓勵研發成果運籌全球市場 

完備國際布局 

面對國際競爭，藉由掌控關鍵技術，並運

用全球布局策略，擴展國際市場，已成為產業

競爭成敗關鍵。本次修法刪除於我國管轄區域

外製造或使用之限制及其應符合之要件，以鼓

勵科研成果積極進軍全球市場、強化國際鏈結，

加速技轉成果可在海外製造或使用。 

開放學研機構可留用技轉上繳收入 循環

投入推廣科研成果 

科技部原規範學研機構技轉所取得的權

利金皆須上繳一定比例至科發基金，科技部本

次特別增訂符合運用貢獻等條件的學研機構，

經科技部核可後，得減免技轉收入繳交政府的

金額比例，讓學研機構得自行彈性運用該筆收

入，持續投入推廣科研成果，發揮科研補助的

最佳效益。 

安心、免責、無後顧之憂推技轉 收入分

配激勵技轉人員 

專業人才在科研價值創造過程中，向來扮

演極為關鍵的角色，而技術移轉本身即為複雜

又精細分工的高度專業活動，往往涉及科技、

法務、行銷管理、產業關係、技術評價等，需

要有適配的專業人才，才得以勝任技轉業務，

但更重要的是需打造友善環境，才能延攬這些

優秀人才，敢於為技轉把關品質、控管風險，

並達成任務。 

因此，本次修法針對技轉人員，給予激勵

技轉人員積極投入業務的誘因，以及提供一個

可使其安心無慮地貢獻所長的行政決策環境，

特別於辦法中增訂條文，規範學研機構應將一

定比例的成果收入分配給技轉有功人員，且技

轉人員在履行勤勉義務且無牟取非法利益之

情況下，可免除其研發成果定價中因後續價格

變化產生的決策責任，希望藉由技轉人員盡其

所能地展現專業，創造出科研成果商業化的最

大價值。 

法規限制已鬆綁 後續推動及有效落實是

關鍵 

配合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法，相關子法已陸

續修正到位，本次科技部修法也釋出多項新做

法，藉以補足現行技轉生態系統所需的其他環

節。近期，科技部將於各適當場合，密集加強

宣導說明相關修法內容，讓學研機構及科研人

員能充分了解修法重點，並據以推動、加速落

實，合力帶起技轉一番新氣象。 

「科學技術基本法」自 106 年 6 月 14 日

修正公布後，放寬股票處分彈性，並明定研究

人員兼職的資訊公開、利益迴避、監督管理等

相關事項，行政院也在 107 年 1 月 5 日修正發

布「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3.科技部修正科研成果辦法，三大重點拚技轉 

關鍵字：科研成果、技轉 

日期：201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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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訂定科研成果管理規範、以及技術移轉

所涉利益關係、迴避與揭露的程序等，而本次

科技部修正發布之「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亦為「科學技術基本法」

相關子法之一。 

參考來源 

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司 

網址： 

1. https://goo.gl/1pE3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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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政府機關成為青年及新創業者發展

之好幫手，增加民間創新產品或服務流通使用

機會，政府採購法對於未達 100 萬元之採購，

放寬簽報採限制性招標規定，只要有適當需要，

不必經過上網公告程序，即可向創新業者採

購。 

工程會表示，為簡化採購程序，以利機關

向青年及新創業者採購新創產品或服務，於今

（107）年 3 月 8 日修正「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規定，放寬採限制

性招標規定，對於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 100 萬

元但逾新臺幣 10 萬元之採購，刪除過去需敘

明不採公告方式辦理理由之規定，機關只要敘

明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經機

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即可不經上網公告程

序，逕向青年及新創業者購買，藉由簡便行政

作業，增加新創產品或服務參與政府採購機

會。 

此外，工程會並於政府電子採購網設立青

年創業專區，與青年創業圓夢網及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關於新創團隊之產品資訊連結，增加青

年新創團隊產品之曝光度，以利機關透過網頁

連結找到青年新創團隊之產品資訊進行採

購。 

參考來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網址： 

1. https://goo.gl/uF7hBF 

  

4.協助新創產業發展，政府採購作幫手 

關鍵字：新創產業、政府採購 

日期：201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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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會 17 日通過經濟部擬具的「無人

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將送請立法院

審議。 

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該案是因應無人載

具科技興起之國際發展趨勢，鼓勵國內產業投

入無人載具創新應用，並建構友善創新發展的

法規環境，因此援引監理沙盒精神，營造合理

安全的創新測試場域，以促進相關產業技術及

服務應用發展，奠定我國智慧交通運輸厚實基

礎。 

賴院長指出，該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後，請

經濟部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早

日完成立法程序。 

該草案內容要點如下： 

1.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主管機關及用詞定

義。（草案第 1 條至第 3 條） 

2. 主管機關得由專責單位或委託法人團體

協助辦理本條例相關事宜。（草案第 4

條） 

3. 創新實驗所應檢具之申請文件及創新實

驗計畫應包含事項，並授權主管機關訂

定創新實驗之申請程序、保險、審查基

準、及經核准創新實驗之管理、展延、

變更等相關事項之辦法。（草案第 5 條） 

4. 審查會議之組成、審查項目及審查決定

與效力。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審查會議之

運作、審查委員迴避等事項之辦法，並

授權交通主管機關核發牌照相關事項之

辦法。（草案第 6 條至第 8 條） 

5. 創新實驗期間與展延、實驗計畫變更及

於主管機關網站揭露相關資訊。（草案

第 9 條至第 11 條） 

6. 創新實驗之申請、審查及核准等事項，

得免徵規費。（草案第 12 條） 

7. 創新實驗所需無線通訊應用及管理。（草

案第 13 條） 

8. 創新實驗監管措施及實地訪查、特定實

驗資訊通報、資料蒐集與留存等事項。

（草案第 14 條） 

9. 創新實驗申請人公告與告示相關資訊、

實驗場域安全與事故處理、資訊安全及

個人資料保護，並授權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與告示、事故

通報、暫停實驗相關程序等事項之辦法。

（草案第 15 條至第 17 條） 

10. 參與實驗契約應遵守之原則與解釋方式，

及申請人之注意義務。（草案第 18 條） 

11. 創新實驗相關日期之通知、創新實驗之

限期改善及廢止、創新實驗報告。（草

案第 19 條至第 21 條） 

12. 創新實驗期間及核准範圍內排除適用法

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規定。（草

案第 22 條及第 23 條） 

13. 本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 24 條）。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s://goo.gl/zarL18 

  

5.行政院會通過「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 

關鍵字：無人載具、創新測試場域 

日期：201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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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其中，智慧機

械目的是將臺灣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

並擴大整廠整線輸出，去(106)年台灣機械產業

的產值成長了 11%，來到 1.1 兆元，成為最新

的兆元產業。經濟部宣布將針對中小企業再加

碼，協助聚落型製造供應鏈導入 AI 應用，今

(107)年至年底前預計投入 9 千萬元經費，並且

爭取 108 年起新增經費，預計今年至 111 年底

將輔導至少 20 個產業聚落、超過 200 家中小

型製造業者共同合作，導入 AI 應用，提升智

慧製造能力，並促進系統設計整合服務新增營

收超過 9 億元，支撐研發人力或新增就業超過

100 人。經濟部已初步規劃輔導作法，未來一

個月的時間將陸續徵詢北中南產業聚落業者

及專家意見，預計 6 月底前正式公告提案辦法，

受理申請。 

臺灣的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僱用人

力也占全國就業人口接近 8 成，惟生產仍仰賴

老師傅的經驗法則，因應國際市場變動快速，

面臨快速報價、急單或是變動、取消訂單之問

題，已是常態，加上客製化需求增多、供應鏈

管理困難、無法即時掌握變動之生產資訊等因

素，導致訂單達交率不佳，需要加速導入智慧

製造能量。智慧製造核心就是善用數位化(IT)

技術協助工廠智慧化，除了技術面要考量軟硬

體設備與資通訊系統整合，更須建立各項投資

與投資回報率之間的正向與周期關係，但中小

企業以生產製造為重心，較缺乏升級轉型所需

之設計人才，欠缺足夠能量及資源進行整體規

劃。 

因此，經濟部規劃協助中小企業進行智慧

製造的設計規劃，並透過補助計畫資源協助製

造供應鏈資訊串聯，導入 AI 應用，落實智慧

製造，具體作法以建構「供應鏈智慧製造數位

連結」及推動「智慧製造方案設計整合服務」

為主軸，針對重點產業聚落，以共用平台或中

心衛星廠合作模式推動，再持續擴散。其中「供

應鏈智慧製造數位連結」的重點在推動生產體

系導入 AI 應用，第一階段透過供應鏈資訊串

流，提高需求回應速度，加速生產效率，減少

斷料風險，第二階段透過持續積累營運數據資

料，導入 AI 應用，達到供需預測、提升訂單

達交等效益。另一方面，推動「智慧製造方案

設計整合服務」的重點則在於透過智慧製造系

統整合設計規劃公司，來協助中小企業進行智

慧製造的設計規劃，包含分析評估、財務規劃、

營運流程調整、軟硬體集資通訊系統規劃等完

整先期規劃，以提升導入成功率，加速落實智

慧製造。 

智慧機械屬於政府推動五加二的重點產

業之一，已有初步成果，包括推動 Smart 

Machine Box（SMB），讓傳統機台也能獲得

數據，今年目標補助 1,000 台，截至本(107)

年 4 月底已經審查通過 246 台設備聯網。還有

NIP 聯網公版平台將機台資料串聯、進行判讀

等，可協助中小企業導入智慧機械轉型，將智

慧製造能力運用在不同領域，提高附加價值率。

本次經濟部再加大協助中小企業的力度，期望

能全面提升製造業智慧應用能力。 

參考來源 

經濟部工業局 

網址： 

1. https://goo.gl/dPYCVo 

  

6.智慧機械再加碼，「產業聚落供應鏈 AI 應用輔導」正式啟動 

關鍵字：智慧機械、產業聚落、供應鏈、AI 應用 

日期：201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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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為迎戰 AI 新紀元，經濟部、教育部及科

技部共同配合行政院「臺灣 AI 行動計畫」，

透過「以戰代訓」的理念，規劃「產業出題 x

人才解題」AI 實兵培訓機制，於 5 月 24 日假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國際 AI 人培領

航者峰會」，由行政院賴清德院長領軍，集合

Google、台灣微軟、NVIDIA、自強基金會、

緯育、台灣人工智慧學校等國內外 AI 培訓能

量，與超過 150 位公協會、企業高階主管、及

新創團隊共同出席見證，未來將以AI為核心，

加速推升 5+2 產業創新發展。 

為因應全球人工智慧浪潮來襲，行政院於

今(107)年提出「臺灣 AI 行動計畫」，全力發

展具臺灣利基之智慧系統，並強調 AI 人才衝

刺、AI 領航推動、建構國際 AI 創新樞紐、場

域與法規開放、產業 AI 化等五大重點工作，

期能加速我國產業 AI 化的進程。 

賴院長在致詞時特別強調，希望藉由強化

臺灣既有優勢領域，由硬體產業持續扮演經濟

成長的推力，並運用軟體創新與創業為拉力，

再鏈結國際夥伴的豐厚能量，讓臺灣成為 AI

創新樞紐及全球智慧科技大國。 

而經濟部沈部長以智慧化工廠機具做為

案例，說明在機器運作過程中所蒐集的巨量資

料(Big Data)，經由雲端服務到大數據分析，

將能優化既有生產流程，協助廠商降低營運成

本；這些趨勢都可以看出產業 AI 化已是無法

規避的趨勢，政府將加速協助產業培育適切的

核心人力，並協助新創團隊參與這一波 AI 服

務實證的機會。 

今(24)日的「產業出題 x 人才解題」國際

AI 人培領航者峰會，整合了北市電腦公會、

中華軟協、台灣雲協、臺灣產學策進會、資策

會等眾多公協會與法人機構資源，並已有包括

資通訊、生技醫療、智慧機械、金融商業、新

農業、服務業等 49 家業者提出超過 60 個出題

需求；人才培育的部分，除了台灣人工智慧學

校、自強基金會、緯育等培育機構外，尚有國

際業者 Google Taiwan、台灣微軟及 NVIDIA

到場進行專題分享。 

後續將由各大公協會、法人及學校共同組

成輔導團隊，協助業者釐清需求規格後，媒合

培訓人才與新創團隊共同解題；不僅將讓人才

培育與產業需求能在第一時間接軌，更將鏈結

國際夥伴能量，帶動我國產業爭取未來 AI 服

務市場的新商機。 

參考來源 

經濟部工業局 

網址： 

1. https://goo.gl/g5HomS 

  

7.經濟部推動「產業出題 x 人才解題」，聯合產創學研迎戰 AI 新紀元 

關鍵字：AI、臺灣 AI 行動計畫 

日期：201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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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科技部國際產學聯盟 (GLORIA, Global 

Research & Industry Alliance) ，將於 6 月 5 日

至 9 日在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中集

結 15 個聯盟，展出各聯盟的特色領域、會員

服務方案以及技術能量，內容將聚焦在「生技

醫療&醫材」、「光電&綠能」、「AI & IoT」、

「智慧製造與機械」、「金融科技」、「新農

業」等六大領域並於現場進行技術媒合。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表示，本次展出以

GLORIA 為形象打造專館，共同展出各聯盟的

先端技術及服務，讓各個聯盟在國際型科技展

會 COMPUTEX 中，找到戰力堅強的盟友，鏈

結國際打造台灣產學的創新生態系。 

科技部自 106 年 9 月正式推動 GLORIA

至今，已有 74 家知名企業加盟，吸引業界初

步投入產學合作經費超過 2 千萬元、協助培育

金融科技、生技醫藥、半導體、智慧製造等產

業所需等人才 1,313 位。本次各聯盟將最新技

術帶到現場展示，並介紹專屬的特色領域與會

員服務內容，同時舉辦17場次的技術發表會，

由各大學頂尖技術團隊進行包括醫療、能源、

AI、光電、金融科技、銀髮照護、農業、環保

等最新技術的發表，邀請有興趣的企業於現場

與技術團隊進行互動媒合。 

6 月 6 日下午 13 時將於世貿一館的

GLORIA 專館，舉辦剪綵及企業會員加盟簽約

儀式。除產官學研各界代表共同參與外，加盟

企業包括 IBM、Kneron、Microsoft 等數家國

際企業，在現場舉行共同簽約儀式。相關合作

內容包括產學合作、技術界接、人才媒合等方

向，共同宣告 GLORIA 歡迎國內外大型企業

共同合作，一起組隊挑戰產業的世界盃。 

AI 是下一個台灣科技發展的重要機遇，

國際產學聯盟在 6 月 6 日下午 14 時 30 分，於

世貿三館的 InnoVEX Forum 中，舉辦GLORIA 

AI 創新應用論壇，由台灣大學、成功大學、

交通大學、台北醫學大學、政治大學等五個聯

盟，從「AI 新創產業的驅動力」、「啟用企

業 AI 的五個最佳方案」、「AI 的創新應用實

踐」、｢AI 在 FinTech 的應用｣等主題，講者包

括 Intel、Microsoft、NVIDIA、IBM、Appier、

ImmerVision、Insilico、Graphen等代表性企業，

吸引 IT 產業廠商、國際買主、創投公司、科

技新創公司、科技愛好者共同與會，一同探討

AI 在不同領域中的創新應用趨勢。 

聚焦前瞻領域，將大學的研究與產業合作

並鏈結國際趨勢，是國際產學聯盟的重要目標。

GLORIA透過現場技術展示與會員服務推廣、

媒合發表活動、國際會員簽約、AI 創新應用

論壇等各項活動，讓參觀廠商了解 GLORIA

具體內容之外，也將 GLORIA 的品牌與服務

內容推向國際，讓台灣走出世界，也讓世界走

進台灣。 

參考來源 

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司 

網址： 

1. https://goo.gl/UjQfSo 

  

8.科技部國際產學聯盟集結 COMPUTEX，找夥伴打造產學創新生態系 

關鍵字：產學聯盟、COMPUTEX 

日期：201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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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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為配合政府鼓勵並引導機構投資者資金投入

國內實體產業，並協助產業籌募資金，金管會

於近日放寬證券商轉投資國內創業投資事業

及私募股權基金等相關規範：  

一、明確規範證券商得轉投資私募股權基

金：為利證券商綜合發揮其客戶、人力等資源，

明定證券商得轉投資事業類型包括私募股權

基金。 

二、開放證券商轉投資子公司設立創投或

私募股權基金及訂定配套管理規範： 

（一）明定證券商得透過子公司擔任有限

合夥組織型態之創業投資事業（即創投基金）

或私募股權基金之普通合夥人（General 

Partner, GP），負責基金之營運，且該子公司

投資單一創投或私募股權基金未超過該基金

總資產 20%或新臺幣 3 億元者，毋須事前向本

會申請核准或申報。 

（二）該子公司應為有限責任法人，以有

效區隔營運風險。證券商應訂定相關配套管理

措施，如：應取得股東會重度決議；合夥契約

須明訂各合夥人之責任；創投事業及私募股權

基金不得對他人資金貸與、背書保證；應委託

會計師就該子公司之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查核

等。 

三、提升證券商資金運用效率與彈性：開

放證券商如有特殊需要，得向金管會專案申請

核准轉投資非證券期貨相關事業之總金額得

超過淨值 20%。  

四、增加投資實體產業之資金能量：取消

創投事業或私募股權基金對任一標的公司之

投資金額上限，並明定渠等再投資標的公司及

其他創投事業或私募股權基金之投資限額及

持股比率，由證券商訂定內部規範自行控管。 

五、簡化申請程序：證券商向金管會申請

核准增資國內轉投資事業之應備書件，由原應

檢具董事會議事錄等 7 項書件，簡化為僅須檢

具董事會議事錄、投資計畫書及擬轉投資事業

之財務業務資料等 3 項書件。 

金管會上開措施不僅有助於證券商業務

多元發展、增加證券商獲利來源，同時亦能協

助引導國內資金透過創業投資事業及私募股

權基金投入國內實體產業，營造產業發展之有

利投資環境，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參考來源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網址： 

1. https://goo.gl/rUCV6b 

  

9.放寬證券商轉投資創業投資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相關規範，支援實體經濟發展 

關鍵字：轉投資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 

日期：201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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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由科技部推動，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

與計算中心（國網中心）執行之「雲端服務及

大數據運算設施暨整合式階層儲存系統（簡稱

AI 雲端平台）建置案」，將由國內具指標性

企業台灣大哥大、華碩、廣達所組成的團隊共

同合作完成。為激勵工作團隊，科技部部長陳

良基 6月 1日邀請台灣大哥大董事長蔡明忠、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及廣達董事長林百里共同

舉行 AI 雲端平台建置誓師儀式，共同宣示將

如期於 107 年 12 月完成台灣第一個自研自製

AI 雲端平台的決心！ 

科技部力推的「AI 小國大戰略」五大策

略中，建置AI雲端平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目的是建構國家級 AI 研發與雲端服務環境，

打造國家創新的重要基盤。未來的 AI 雲端平

台將具備計算效能達 7 PFLOPS、儲存容量達

50 PB 的整合主機，並透過整合一站式的入口，

提供 AI 訓練推理、大資料分析，與資料儲存

管理服務。建置完成之 AI 主機除專用於 AI

計算，並將有機會進入全球超級電腦 500 大排

名之前30名。同時此案也是國內首度跨產業、

跨集團之 AI 平台合作案，由國研院國網中心

負責設計監造、台灣大哥大負責符合國際標準

的高規格機房建置及電信級資安維運、廣達負

責 AI 運算及資料儲存平台、華碩負責雲端服

務平台、雲端伺服器及 AI 應用整合。未來科

技部將與這些世界級團隊攜手合作，建置國內

外先進技術，共同打造台灣最強AI服務平台，

為國內「AI 產業化」跨出成功的第一步。 

本案預計在今年 8 月完成 AI 機房的基礎

配置，9 月完成計算主機硬體建置，10 月完成

軟體佈建，12 月完成系統測試。透過 AI 雲端

平台的建置，除提供快速運算能力、大量儲存

空間及安全的網路外，更將成為國內最大資料

市集與 AI 學習模式市集，提供產學研界更即

時、更便利的運算服務，引領台灣進入嶄新的

AI 時代，迎來新一波的產業革新。 

 

參考來源 

科技部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網址： 

1. https://goo.gl/WDa87d 

  

10.結合台灣 AI 領頭業者，打造國家 AI 雲端平台 

關鍵字：AI、雲端平台 

日期：20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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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今(107)年是臺灣 AI 實踐年，科技部 6 月

4 日宣布與 NVIDIA 進一步攜手合作，提出一

完整涵蓋基礎運算環境、技術研發、人才訓練、

新創培訓以及創新應用等五大面向之合作計

畫，藉由與NVIDIA此一AI國際大廠之合作，

開創臺灣在全球 AI 技術與產業供應鏈不可或

缺的地位。 

與 NVIDIA 攜手攻佔 AI 新版圖 

NVIDIA 所發明之革命性的處理器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是當前 AI 發

展運算能力倍增之幕後功臣之一，經常在領導

性科學期刊中的重大研究突破上扮演關鍵的

角色，亦被廣泛運用於各種產業之人工智慧應

用上；NVIDIA 一直是我國在 AI 領域發展上

堅實的國際夥伴，也極為支持我國學研團隊在

AI 方面之研究，台灣大學資工系徐宏民教授

所帶領的機器學習影像識別團隊，就以其優異

的影像辨識技術為 NVIDIA 所看見，並選擇其

作為成立人工智慧實驗室的合作夥伴，由

NVIDIA 提供資源與其遍佈全球的優秀 AI 研

發團隊交流合作，迄今不僅在全球重要的 AI

競賽中屢獲佳績，該實驗室所培育出來的優秀

人才也被國內外的科技大廠爭相挖角。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表示，在推動 AI 發展

之策略上，鏈結國際夥伴是加速台灣 AI 創新

驅動力重要之一環，自政府開始對外宣布台灣

發展 AI 之政策後，包括 NVIDIA、Microsoft、

Google、Synopsys 等許多國際科技大廠均紛紛

開始以行動呼應我國政策。而 NVIDIA 與科技

部自去(106)年 10 月就開始合作，今年 5 月更

提出進一步的計畫來展現雙方合作的企圖心。

此一合作計畫所涵蓋之技術、人才、新創等重

點，正對準了科技部一再強調打造創新生態圈

之策略，期憑藉臺灣在半導體產業與終端硬體

供應鏈之強項、特定相關晶片之技術領先、資

訊等工程學研競爭力強、與特定應用領域（如

醫療與製造）具先手利基等既有優勢上，積極

布局台灣站穩在 AI 科技浪潮上。 

以 AI 創新生態圈 引領台灣成為 AI 時代

革命的中心 

隨著此波 AI 浪潮來襲，科技部基於「AI

小國大戰略」思維，於 106 年擬定 AI 科研戰

略，全力布建 AI 研發的基礎環境，以建構 AI

主機、AI 創新研究中心、半導體射月計畫、

打造智慧機器人創新基地及科技大擂台 5 大

推動方向，布局台灣未來在AI領域的競爭力，

訂定為「AI 元年」。今(107)年則是 AI 的實踐

年，透過人才、技術、場域以及產業構築而成

的 AI 創新生態圈，激勵多元跨域合作精神，

將各領域基礎研究的學術成果，逐步導入 AI

的實際應用，讓科技在台灣深化扎根，展現科

技研究的在地影響力及國際的競爭力。 

參考來源 

科技部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網址： 

1. https://goo.gl/qxZ2u1 

  

11.科技部攜手 NVIDIA 實踐 AI，五大面向全面啟動 

關鍵字：NVIDIA、AI 

日期：20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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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決定出手管比特幣，法務部、金管會

等部會上周會商達共識，將依洗錢防制法第 5

條規定，納管比特幣相關業者，未來比特幣業

者須像銀行等金融業者，執行（KYC），即確

認客戶身分、保存交易紀錄及申報等三道防線，

以防制洗錢。 

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盛行，也引發洗錢

防制等疑慮，在各國相繼採取管理措施後，我

國也決定採行措施，法務部、金管會、中央銀

行及經濟部 5月 30日達共識，將呈報行政院，

依洗防法將比特幣交易納入管理。 

洗防法第 5 條規定，「其他業務特性或交

易型態易為洗錢犯罪利用之事業或從業人員」，

也可被指定為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官員表示，

未來將依此將比特幣業者納入依洗防法須辦

理申報的對象。 

比特幣業者一旦被納管後，須執行基本三

大任務，包括第一，確認客戶身分，包括實質

受益人的審查等；第二，保存交易紀錄；第三，

一定金額以上交易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透

過這三道防線，共同防堵比特幣交易淪為洗錢

工具。知情官員表示，比特幣業者也希望政府

有一定的規範，以利業者遵循，才不會劣幣驅

逐良幣。 

據了解，金管會上周也在會中說明，將要

求銀行對比特幣相關帳戶採實名制，法務部等

部會認為，這與依洗防法將比特幣納管，是不

衝突的兩件事。 

然而由於目前沒有部會主動表達意願，將

由行政院指定。根據洗錢防制法規定，被指定

須辦理洗錢防制等申報的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也須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訂定相關執

行辦法，例如銀樓業的主管機關是經濟部、記

帳士是財政部等。 

知情官員表示，相關部會都沒有人願意跳

出來擔任主管機關角色，因此，上周法務部、

金管會、中央銀行、經濟部等相關部會，研商

比特幣納管相關事宜時，對於主管機關是誰，

大家心照不宣，完全沒有討論。 

官員說，誰是主管機關，恐怕也不是部會

層級能決定的，法務部將各部會研商結論呈報

行政院時，也不會具體建議由那個部會擔任未

來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由行政院政策指

定。 

比特幣交易業者納入洗防法規範後，目前

被外界視為較可能的主管機關，包括金管會、

經濟部、中央銀行等。 

業者表示，以日本為例，比特幣交易平台

是合法化的，而平台的主管機關是金融主管機

關。金管會被視為較具專業的合適對象，但金

管會的金融監理業務已相當煩雜，人力也有限，

到底誰來當主管機關，恐怕得由行政院傷腦

筋。 

官員表示，將比特幣業者依洗防制納管後，

解決洗錢防制問題，至於虛擬貨幣衍生其他問

題，在主管機關確定後，可再進一步思考。 

參考來源 

經濟日報 

網址： 

1. https://goo.gl/rngLxd 

2. https://goo.gl/FTeq5V 

 

12.比特幣納管，設三防線；主管機關，待政院指定 

關鍵字：比特幣、洗錢防制法 

日期：2018.6.4 

 

 

 

https://goo.gl/rngL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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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創業生態大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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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園地專欄】新創估值入門第一課：先來試

試「估值計算機」吧！ 

1. 前言 

從創辦者的角度切入，起始資金往往靠的是創辦人及其親友的支持(俗稱的 3F，Founder, 

Family and Friends)，或是個人貸款。而當後續需要進行業務擴張或資金周轉時，將進一步考慮

資金籌措的機會，不論是對外融資或釋出股權。 

募資對新創企業來說，是一條漫長且艱辛的道路。尤其是當這些新創企業處於尚未獲利

(Pre-revenue)的階段時，吸引早期投資者的目光更顯困難。當然，此處所針對的新創企業是指有

志於實現高成長，甚至指數型成長的企業，而這種具爆發潛力的企業也才能獲得投資人的青睞。 

在眾多影響投資決策的因素中，估值是最為關鍵的指標。其攸關企業釋出股權的比例與價

值，以及投資者的「願付價格」，而背後所代表的是產品/服務的定價與競爭力、經營的成本、

商業/獲利模式、團隊的執行力等。對創業者來說，如何正確地看待估值更會影響一家創業公司

的成長節奏與發展路徑。 

高估值的新創企業，甚至是獨角獸(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能夠吸引眾人的目光，或帶來更

高的外部資金。然而，高估值如同一把雙面刃，亦會將創業者推入「估值困境」，營運狀況無法

跟上被快速墊高的估值，而在下一輪募資時陷入降價求售(Down-round)的窘境。正因如此，不論

對投資者或新創企業來說，該如何估算出企業價值往往是在創新創業 Q&A 中，最為熱門的問題

之一。 

 

2. 估值困難，早期項目的估值更難 

對有資產、有營收的企業而言，價值評估雖然也有很高的主觀認定因素，但由於已有標準

化的作業流程，評估方式相對簡單。例如從企業擁有的資產去計算的資產價值評估法；從未來營

收金流推估的現金流量折現法；從同業或者是類似財務結構的公司進行市場比較；或者是直接看

看這家公司的股票市值。 

然而，對沒資產、沒營收(Pre-revenue)的新創企業而言，估值要困難得多，不同的評估方式

或投資人，對最後估計的價值落差很大。其中存在的障礙大致可區分為二：(1) 市場上沒有公允

的價值可以參考；(2) 早期投資過程中的主觀影響因素較多，投資人判斷、投資時機、資訊不對

稱等都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影響估值的因素一般來說包含了： 

(1) 行業別：熱門和新興的行業更有可能得到較高的估值。 

(2) 競爭程度：若新創企業是該行業的翹楚，在投資談判中對估值就有比較大的議價權。 

(3) 類型：主要分成研發類和交易類兩種，研發類有著較大的不確定性(生產、設計、品

控等環節眾多)，發展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在出讓股權不變的情況下，估值較高。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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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類項目目標是快速啟動，資金到位後，短時間內驗證商業模式，形成規模效應才是關鍵，一

般來說估值相對較低。 

(4) 資源：考慮新創企業的發展與資源需求，降低估值從而選擇更有利於公司發展的投資

機構也是一條路徑。 

(5) 其他：如創業者的素質，團隊的完備程度，項目進行的階段也是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 

由於估值要考量的層面甚多，加上新創企業多半缺乏穩定的現金流量或營收，因此新創企

業的估值方法，與其說是科學，更像是一門「藝術」，因人、因時、因事、因地制宜。 

為了讓我國新創企業能對估值有正確的看法，台經院 FINDIT 研究團隊從估值模式著手，

建立可操作的系統化評估方法，並結合重要的新創估值常識，設計線上「估值計算機」(Valuation 

Estimator, VE)。此線上評估工具為早期階段企業提供即時、客觀、簡易的估值方法。目前估值

計算機 Beat 版已經上線，開放使用者進行試算(https://ve.tier.org.tw/)。 

對於新創企業，該工具的核心價值在於傳達早期項目估值的正確概念，協助新創企業能理

解可能影響估值的眾多要素，洞悉當前的企業價值，了解投資者在評估潛在投資價值時考慮的關

鍵因素，並提供一些正確的指導。 

 

3. 新創價值如何評估？ 

台經院 FINDIT 估值計算機中包含了四種一般常被使用的新創估值方式：創投模式、計分

卡模式、Dave Berkus 模式與 Cayenne 模式。 

資料來源：台經院 FINDIT 估值計算機(https://ve.tier.org.tw/) 

圖 1 估值計算機首頁 

 

 

https://ve.ti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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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經院 FINDIT 估值計算機(https://ve.tier.org.tw/) 

圖 2 估值計算機的四種評估模式 

 

(1) 創投模式 (VC Method) 

一般來說，在沒有股權稀釋下，第 n 年的 ROI 為第 n 年的企業終值(Terminal value)除以交

易「後」(Post-money)估值。企業終值是指退場時所能獲得的報酬，交易後估值則是交易前估值

加上當筆投資金額。 

 

𝑅𝑂𝐼𝑌𝑒𝑎𝑟 𝑛 =
企業終值

𝑌𝑒𝑎𝑟 𝑛

交易後估值
  

創投模式是 1987 年由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 Bill Sahlman 所設計，其概念非常簡單，首先需

要的是 ROI，亦即新創企業願意且能為投資方賺取的獲利倍數。而根據上方公式可知，交易後估

值等於企業終值除以 ROI。另外，交易前估值則可由交易後估值減去該交易投資金額獲得。 

公式簡單，ROI 是投資人設定值，投資金額也可以掌握，但問題來了，企業終值該如何得

知？「估」。估計方法不少，其中較易使用的是本益比(P/E)法： 

 

企業終值
𝑌𝑒𝑎𝑟 𝑛

= 營收
𝑌𝑒𝑎𝑟 𝑛

∗ 淨利率 ∗ 本益比  

解決了企業終值的問題，但卻衍生更多的問題，本益比多少？營收該估多少？淨利率多少？

從較樂觀的角度解釋，由於估計的是「終值」，因此預計該時間點企業已相對成熟，同業水準較

具參考性，因此可用相近產業領域的平均水準進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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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台經院估值計算機中，為了讓終值更符合新創企業的特性，根據 FINDIT 資料庫，我

們掌握了新創企業被收購的金額或市值做為企業「終值」，因此能快速計算出新創企業的交易前

估值。 

使用者需要選擇所在的產業領域，如線上旅遊規劃屬於「生活消費與服務」、影音串流服

務屬於「媒體與娛樂」等；以及募資階段，如種子/天使輪、早期(A 輪)、中期(B、C 輪)、晚期(D

輪以後)等。 

另外，需要輸入的參數為 ROI 與本輪募資金額。從投資者的角度來說，合理的早期投資需

要進行一定程度的風險分散，投資數家公司，建構屬於自己的投資組合。一般而言，5 年的投資

期間，整體投資組合的 ROI 約莫 2.5 倍，亦即內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IRR)為 20%。

然而，基於早期事業的高風險特性，個別投資案的 ROI 必須要在 10 至 20 倍左右，才足以平衡

整個投資組合的可能虧損。至於本輪募資金額則是新創企業正在進行外部募資的金額，或是最近

一輪的募資金額。使用者可透過右方的問號方塊(Tips)，看到相關的解釋與說明。 

而在評估結果上，FINDIT 估值計算機不但會給予計算出的企業估值，亦會進行地區間(亞

洲、歐洲、美洲與其他)、相同產業產業內與募資輪次內的比較，以提供更加完整的估值參考。 

創投模式的好處在於其夠簡單，缺點則是太簡單，過度簡化估值要素，對於評估新創企業

較易失準。 

資料來源：台經院 FINDIT 估值計算機(https://ve.tier.org.tw/) 

圖 3 創投模式評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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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經院 FINDIT 估值計算機(https://ve.tier.org.tw/) 

圖 4 創投模式評估結果範例 

 

(2) 計分卡模式 (The Scorecard Method) 

為能決定未獲利新創企業的交易前估值，計分卡模式被廣泛地運用在天使投資上。而之所

以會被廣泛使用，原因在於其兼具系統化的評量標準，以及針對不同的情況，給予使用者許多調

整的彈性。在使用步驟上，首先必須先知道該產業或該區域的估值中位數水準。其次按照創業者

與經營團隊、機會與市場規模、產品/技術、競爭環境、行銷/通路/合作夥伴、是否需要額外資金

等部門，給予 5~30%不等的權重。第三則是給予該評估企業影響因子，以 100%為基準值並在各

部門項目下評分，若是優於平均水準則給予高於 100%的企業分數，反之則給予低於 100%的企

業分數。第四將權重與影響因子相乘，可得到影響乘數。而各部門影響乘數加總後，乘以中位數

交易前估值即可得到該企業的交易前估值。 

舉例而言，假設一般新創企業在種子輪的交易前估值為 400 萬美元，而計分卡的設定如下

表所示，其中權重可由使用者自行修正，但加總為 100%： 

 

表一 計分卡模式評估項目權重範例 

#  評估項目  權重  

1  企業管理  30% 

2 市場機會與規模  25% 

3 產品 /服務與技術  15% 

4 行銷管道  10% 

5 競爭環境  10% 

6 其他要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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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針對不同評估項目，寫下分析結果，並判定該評估項目高於或低於平均水準的程度，

給予影響乘數，高於平均則>100%，低於平均則<100%。例如被評估新創企業在：(1) 管理上具

有產業實務經驗與技術背景，但略欠缺行銷人才，評估者給予略高於業界水準的評價，故於影響

因子給予 120%；(2) 市場機會很大且具規模，影響因子 130%；(3) 產品具有顛覆性創新價值，

且已完成原型，影響因子為 130%；(4) 行銷上因團隊均為外國人，缺乏當地行銷管道，影響因

子為 50%；(5) 市場上無大型競爭者，但小型競爭者眾，影響因子 110%；(6) 除此之外，該公司

無主要合作夥伴，銷售成本較高，影響因子 80%。之後計算影響乘數為權重乘以影響因子，並

加總成為加權平均影響乘數 1.12。最後將加權平均影響乘數乘上之前給定之種子輪交易前估值

400 萬美元，即可獲得該公司交易前估值為 448 萬美元。基於上述，計分卡模式評估結果如下表

所示： 

表二 計分卡模式評估範例 

#  評估項目  分析結果  權重  影響
因子  

影響乘數  

=權重 *影響因子  

1  企業管理  管理上具有產業實務經
驗與技術背景，但略欠缺
行銷人才  

30% 120% 0.360 

2 市場機會與
規模  

市場機會很大且具規模  25% 130% 0.325 

3 產品 /服務
與技術  

具有顛覆性創新價值，且
已完成原型  

15% 130% 0.195 

4 行銷管道  團隊均為外國人，缺乏當
地行銷管道  

10% 50% 0.050 

5 競爭環境  無大型競爭者，但小型競
爭者眾  

10% 110% 0.110 

6 其他要素  無主要合作夥伴，銷售成
本較高  

10% 80% 0.080 

加權平均影響乘數 = 1.12 

交易前估值 = 448 萬美元  

(1 .12*400 萬 )  

資料來源：台經院計算整理 

計分卡模式的優點在於其可調整性，基於此，投入天使投資領域超過 40 年，2009 與 2010

年分別獲選為美國與紐西蘭年度天使投資人，同時亦是天使資源機構(Angel Resource Institute，

ARI)的研究員兼導師，美國知名天使投資人 Bill Payne 指出，在權重的調整區間上建議企業管理

部分為25%~40%；市場機會與規模為20%~30%；產品/服務與技術15%~25%；行銷管道5%~15%；

競爭環境 5%~15%；其他要素 0~10%。而在每個項目中，建議考慮 5 至 8 項評估要件。Bill Payne

亦設計了一份較詳盡的計分卡模式工作表給予投資者參考，而這份工作表正是台經院 FINDIT 估

值計算機所使用的評估表單。 

在操作上，FINDIT 估值計算機提供完整表單，問項共計 16 題 8 個部分，涵蓋「企業管理」、

「市場機會與規模」、「產品/服務與技術」、「行銷管道」、「發展階段」、「此輪募資規模」、

「下一輪募資需求」、「商業計劃書(BP)與簡報品質」。每個部分需要設定權重，使用者可遵循

網頁建議設定。而因加總需等於 100，使用者可依據右下角的「剩餘權重」進行調整。另外，16

個問題均有相關解釋與說明，如企業管理部分的第一題詢問「創辦者經驗？」，其理由在於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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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越豐富的創辦人，越有機會協助企業跨越創業時的諸多困難。使用者同樣可透過右方的問號

方塊(Tips)，看到相關的解釋與說明。 

而在評估結果上，與創投模式相同，FINDIT 估值計算機不但會給予計算出的企業估值，亦

會進行地區間(亞洲、歐洲、美洲與其他)、相同產業產業內與募資輪次內的比較。 

計分卡模式比創投模式複雜，但其優勢在於具有相當程度的彈性。因此需要更多「在地」

對獲利前(pre-revenue)新創企業的估值資訊與歷史經驗，才能達到更完善的評估。而該模式系統

化呈現投資者對新創企業價值評估時所考量的諸多要素，亦不失為新創企業進行自我檢視的一項

工具。 

資料來源：台經院 FINDIT 估值計算機(https://ve.tier.org.tw/) 

圖 5 計分卡模式評估頁(部分) 

資料來源：台經院 FINDIT 估值計算機(https://ve.tier.org.tw/) 

圖 6 計分卡模式評估結果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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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ve Berkus 模式 (The Dave Berkus Method) 

Dave Berkus是美國南加州Tech Coast Angels的創辦會員之一，其投資超過 70家新創基金。

Dave Berkus 模式設計是針對尚未獲利亦無財務規劃的新創企業，最早於 90 年代中期公布，並於

2009 年 ACA 領袖工作坊 (Angel Capital Association Leaders Workshop)更新。其考量的範疇包含

經營團隊品質、健全的商業想法、產品原型、董事會品質、產品推出或銷售等五項，各項目給予

0~50 萬美元的平均交易前估值增加金額。 

台經院 FINDIT 估值計算機依據 FINDIT 資料庫中台灣新創企業平均估值水準，調整 Dave 

Berkus 模式各評估項目的上限為 940 萬新台幣。 

而使用此模式應注意的是，Dave Berkus 模式高度仰賴經驗法則，且較適用於種子/天使輪

募資階段新創企業。建議創業者可與業師或投資人討論各項目合適的金額，並多多嘗試其他評估

模式，以獲得更為適切的估值結果。 

資料來源：台經院 FINDIT 估值計算機(https://ve.tier.org.tw/) 

圖 7 Dave Berkus 模式評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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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ayenne 估值計算機(The Cayenne Valuation Calculator) 

Cayenne 顧問諮詢公司(Cayenne Consulting)開發了一個針對高科技新創的線上估值評量系

統(The High Tech Startup Valuation Estimator)，該系統利用了 25 個單選題判斷新創企業的估值區

間。而這 25 題均是經過設計，每個題目與每個問項均設定了不同的權重，對評估結果的敏感度

也各不相同。 

FINDIT 估值計算機所設計的 Cayenne 模式中，每一題均在問號方塊(Tips)中給予解釋，說

明該題為何影響估值，如第 8 題「我的銷售與行銷規劃…」，意指「創業就是做生意，做生意就

是要創造收入與利潤。所以創業者需要了解行銷的必要性，也就是如何簡要且清楚地向目標客戶

解釋產品的好處，並說服他們為你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付錢。而行銷計劃越清楚且合理，就越具

有可信度」。 

在評估結果上，Cayenne 模式與其他評估模式無異，惟其估值是以區間表示，並非確定的

數值。此外，該模式在評估的過程上較為嚴格，在數個關鍵題中若未能給予較高分的回答，最後

相當容易獲得「估值為零」的結果。但相對地，若能在各題均提出較高分的回覆，Cayenne 模式

也會給予較其他模式高的估值。至於那些題目為「關鍵題」？使用者可參考評估結果頁的說明。 

資料來源：台經院 FINDIT 估值計算機(https://ve.tier.org.tw/) 

圖 8 Cayenne 模式評估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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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語 

估值計算機(Valuation Estimator, VE)是一個線上評估工具，為早期階段企業提供即時、客觀、

簡易的估值計算。更重要的，該工具期待能協助新創企業洞悉當前的企業價值，令其了解投資者

在評估潛在投資價值時考慮的關鍵因素，並提供一些正確的思考方向。 

新創企業估值與其說是一門「科學」，其實更像是一門「藝術」。雖然我們可以將估值模

式系統化，形成一套邏輯模組。然而，不同的估值模式將產出不同的結果，而較務實的作法是試

驗各種評估方式，定義出最適合自己的結果。因此，估值計算機的設計上兼採多種評估模式。但

新創企業必須了解，沒有任何一種估值模式可以給予「完美」的答案。就算是具備多年經驗，不

同的投資者給出的估值也會出現很大的落差，而交易談判的內容更會影響最終談定的企業價值。 

換言之，估值計算機(VE)的設計，目標是協助新創企業能在評量的過程中，重新自我檢視，

了解自身的創業價值，站在更為貼近投資者的角度思考市場趨勢與企業發展。 

不論是在創業熱潮或是資本寒冬，合理的估值才能幫助企業成長。對早期投資人來說，越

高的估值通常代表著越高的風險。新創企業在創立時期往往缺乏收入，估值是未來盈利的折現，

完整的團隊、充沛的資源、符合市場剛需的產品必然會減少創業風險，並反映在企業價值上。透

過合理的估值，規劃募資策略尋找有資源，且能並肩作戰的早期投資者，才是創業者應該努力的

方向。 

本文作者：范秉航博士（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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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園地專欄】博士賣雞蛋創億元傳奇-募資

列車抵達創櫃  下一站:上市櫃

 

 

 

 

 

 

 

 

 

創業生意經-----【只要有創意、不怕沒生意】 

前言: 

「我沒賣過雞蛋、沒有雞農背景」！ 

好華雞(華元生技)創辦人黃揆元，十多年前是旅館業界專業經理人，一手打造薇閣、台北戀

館成為 motel 界標竿，之後赴大陸經營 17 家飯店，取得博士學位回台擔任行銷講師，「我發現

80%的學生，畢業後不知道要幹嘛」！ 

為了當學生榜樣，決定自己創業，誓言三年內讓股票上市，加上適逢母親罹癌，有感「食安」

重要性，決定要賣吃下肚「安全的雞蛋」，搭上「共享經濟」潮流，發揮所學行銷雞蛋！ 

2016 年 7 月創立時資本額只有 100 萬，短短一年之內，資本額翻轉飆增近 2 億，今年目標

是 17 億的準/擬上市櫃公司，怎麼做到的？！ 

 

沒人搞才有搞頭！全台首創「代理孕母雞」 

 旗下沒養任何一隻雞，那蛋從哪裡來？ 

黃揆元顛覆「先有商品再銷售」傳統思維，採取 C2B 模式由消費者下單，華元和雞農契作

養幼雞，所謂「代理孕母雞」，就是認養母雞幫你生蛋，「自己的雞自己養」！雞蛋不一定來自

同隻母雞，但絕對來自同個牧場，飼料統一由華元供應，不添加抗生素、農藥、重金屬、荷爾蒙，

並添加葉黃素等人體需要營養素，定期 SGS 檢驗，每隻雞腳上綁有編號「身份證」，消費者吃

的雞蛋可掃描 QR Code 溯源，從牧場到餐桌一條龍，生產履歷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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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安把關做好，消費者自然願意掏腰包！ 

消費者一年付 1,200 元，每月宅配 30 顆雞蛋到你家，連續 8 個月，平均一顆蛋 5 元，還可

以透過網路看到「自己的雞」每天的生活，這招創新賣雞蛋模式，剛好遇到 2017 年戴奧辛毒蛋

風暴，在一片慘蛋市場中異軍突起，業績逆勢成長，訂單瞬間漲兩倍，創業不到一年就受到媒體

關注！ 

 

一年增資 12 次 、人家以為我詐騙集團 

新創團隊面臨各種殘酷考驗，一開始招募員工，流動率高，向企業募資，還被質疑是詐騙集

團！初期最艱難是「取得別人的信任」，包括投資人、雞農和消費者，一次又一次向投資人簡報，

三顧茅廬拜訪客戶，最終取得信任的關鍵則在於安心的蛋和 C2B 創新營運模式，「這個夢、我

實現了」！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從 100 萬資本額募資到上億，多次拿下創業比賽冠軍，剛成立

第一個月一天只賣 100 顆蛋，現在一天(賣出)近 13 萬顆！ 

 

跌破眾人眼鏡! 賣雞蛋賣到股票將上市! 

現階段好華雞通路，除了網路，也拓展到實體店面，包括聖瑪莉連鎖麵包店、拉亞漢堡、麥

味登等連鎖早餐店，都由華元合作供蛋，甚至做了一個沒人做過也沒人敢做的創舉，在連鎖藥局

裡面鋪貨賣蛋，「大家都不看好、結果證明賣的還不錯」！以創意打下一片雞蛋江山，下一步就

是上市上櫃！ 

接下來還有一個籌備中的計畫，結合虛擬實境推出「線上養雞換真雞」的遊戲，創意點子源

於小時候養的「電子雞」，類似現實版「開心農場」，將虛擬小雞養大成人 120 天後，就可以得

到一隻真的雞，這個創舉勢必將造成風潮！黃揆元將「創意」落實成「生意」，靠著賣雞蛋，從

本土出發進軍國際市場，「只要有創意、就不怕沒生意」！ 

 

 

 

 

 

 

 

作者：黃揆元 

（好華雞(華元生技)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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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園地專欄】猶疑在台灣海峽的九零後創業

者 

不同樣的九零後斷層的擔憂 

「我們九零後怎麼了？零零後都已經出

來了！」這是來自中國大陸九零後朋友的擔憂。

我不禁感慨那台灣九零後呢？目前最多的只

有聽到風聲 『…..。』（沈默） 

可能台灣多半九十後還在尋找自己，也可

能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這個擔憂，中國大陸九零後更努力的

在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去創造出屬於自己機會，

九零後是敢講敢創造的階層，有許多跟我差不

多年齡的九零後的中國大陸朋友都是國際公

司高階主管了，但同時還是創業者、投資者。

他們明白，這是個全世界競爭的時代，你必須

要比別人強之外，還必須要拼命地去把上面的

人抓下來，必須要主動出擊、搶快、比快，每

天與時間在賽跑著。 

台灣的九零後有多少可能還在當個打工

族，悠悠哉哉沒危機意識。失去了戰鬥力得靠

時間練回來，但現在都比快，誰等你？ 

許多中國大陸的九零後很努力的在外遊

學是為了提升自己，反之台灣的九零後是否在

周遭親朋好友過度渲染之下拼命的出外打工

度假？我們同為九零後，但是價值感卻差異極

大。 

最為感觸中國飛躍性成長的九零後 

我出生於 1990 年，今年即將邁入 28 歲，

也同為邁入創業第三個年頭。1991 年時隨著

第一批進入中國大陸設廠創業的台商父親到

了東莞成長，同時東莞-香港-台北兩岸三地的

跑，並跟著一起全世界參展感受那“台商拎著

一個皮箱勇闖天下”輝煌時代，那時候國際展

覽講著中文的就只有台灣人，尚未有任何中國

大陸人的身影。 

我見證了 97 香港回歸，也深深體驗到香

港的回歸那打破眼鏡的爆發式成長。同時目睹

2000 年中國大陸在國際展覽攤位開始一個接

一個，並且短短時間三年內變成一個館，而且

就在台灣正對面，等同於貿易商與工廠直接搶

客人。 

我親身經歷了那中國大陸工廠與台商合

作從貨款付訂金後結清，到現金一口氣到帳的

時期，家裡的公司也在 2008 年金融海嘯過後

宣告終止，我也成了中國大陸快速成長之下的

犧牲者之一，一位家道中落的九零後，但也在

不知不覺當中吸取了兩岸與國際的經驗，誰也

不知道這將會是我以後的籌碼。 

台商精神該由哪邊永續下去 

我從台北出發創業，從原本單純的想要協

助台灣有機小農銷售的一間小店，但開店半年

後卻因為紅火龍果產量過剩的狀態太過嚴重，

進而轉變成把店關了到上海操作國際貿易。從

原本協助台灣有機農產品國際銷售，到結合兩

岸有機農產品做銷售。 

因為創業者總是很現實的會看政策讓利

及開展性去挑選創業的地方， 2015 年的 11

月在因緣巧合之下我查到中國大陸成立了許

多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每個開辦地區給的

政策讓利不同，但相較之下發展性都比台灣來

得好很多，同階段又因為上海自由貿易區加速

發展之下，我當機立斷選擇了離開台北前往上

海，並把上海設為主要據點，同時在廈門也附

設了另一個轉口據點。 

再次轉換身份從中感受，卻發現到兩岸 

在短短十年之間的懸殊差距越來越大，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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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最基本農業都有著朝向國際規格化銷售

的方向前進並快速成長的同時，台灣農業卻仍

在自我轉圈，始終把自己綁在那個沒有產量及

能力的意識裡面，有時候反而要透過中國大陸

的國際優勢來帶著台灣優質產品去做銷售。想

想，如果我當初沒有到上海，還完全留在台北，

那是否就沒有現今的創業第三年？ 

走出來後回頭看才發現，台灣彷彿已經失

去以前那“拎著一個皮箱勇闖天下”的勇氣

了。而上海卻是充斥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

我們也不是只有待在上海而已，也會藉由上海

前往世界各地。這裡充滿了以前那種台商精神，

每天都在搶破頭的談合作、創造及開發，時時

刻刻在準備著闖出去。 

我在台灣青年身上沒有看到的台商精神，

卻在中國大陸青年身上看到了。那拎著一個皮

箱勇闖天下的勇氣與謀略，讓我彷彿回到以前

那個台商輝煌的年代，只是角色人物變了，但

中國大陸青年卻把層次更往上提升，這個令人

驕傲的台商精神，在不知不覺當中已經傳承到

中國大陸青年身上了嗎？我既是訝異，更多的

或許是失落及感嘆。 

這世界現在已經打團體戰了，台灣呢？ 

我曾經花了許多時間在台灣找合作對象，

但是卻被一一拒絕或冷落對待。失落的心情卻

是在中國大陸找到活力灌輸，我只要主動出擊

提要合作，反而多半是得到積極的回應，這就

是在中國大陸常說的“戰略合作夥伴”，沒有

分什麼公司大小，就是談合作，大家想要的就

是長期共同發展，創造雙贏。我常常拿台灣農

產品在國際展售為例子，各個地區農會在國際

上面自我互相殘殺，或是台灣農友自己處理出

口，拒絕合作的那種態度，只是想要賺短暫的

錢的做法讓人不禁唏噓，當國際用團體方式把

價格壓低做競價時，台灣農產品又將死得很慘，

接著在那邊求救。中國大陸農友反而都有打團

體戰的概念，當然同時有政府在協助聚集及規

劃。中國大陸已經習慣團體戰模式，台灣卻還

停留在單打獨鬥，你會想要跟一個企業裡面的

資源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合作企業，還是一個只

有自己的公司來合作？ 

兩年之後，我們上海公司現在在中國大陸

有許多資源，反而是台灣許多公司找上門要來

談合作，但是往往思路還是相對性的封閉，自

我保護意識太過強烈，因此角色互換，換我來

成為說出拒絕的那一方。 

中國大陸人國際觀在比強，反觀台灣自以

為的國際觀 

許多台灣人現在走進中國大陸就彷彿走

進一個大世界裡面，還有許多台灣人還將中國

大陸停留在以前的印象裡面。每每世界發生什

麼事情，中國大陸新聞媒體總是會做出相關報

導，我在中國大陸媒體資訊裡很輕易的就可以

獲知國際商務圈發生的事情，有時候甚至一些

國際事務還是透過中國大陸友人才得知，反觀

台灣卻是一問三不知。自以為的認知比無知更

可怕，雖然中國大陸民眾在網路上面有一定的

限制，有些境外的網站無法那麼輕易地進入，

但是也並不完全百分之百沒辦法，所以相較之

下中國大陸擁有的資訊其實比台灣多太多太

多。 

這個全世界競爭的時代，每個地方都在搶

人才，台灣擁有國際觀應該都差不多出來了，

因為你不走出來，會被台灣那種不正常自以為

的國際觀氛圍給影響了。 

創業的年齡差距 

有一次我在中國大陸創業場合裡面遇到

位年僅 16 歲的創業女孩，她的創業項目是要

讓人聽得懂嬰兒在說什麼，我的眼睛瞬間放大

著看著她，她小小的身形卻有著大大的夢想與

勇氣，站在台上不畏懼地大聲 PITCH。這個創

業場合裡面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但我卻沒

有看到任何一個與我同為九零後的台灣創業

者。我參加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國際創業場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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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場合，總是很失落的沒有看到台灣青年的

身影，反而是有看到些許台灣中老年的身影。 

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的青年更懂得知道想

要的是什麼 ，並提早進行準備，許多人可能

年紀輕輕的，但身上卻有許多歷練是台灣同年

紀所沒有的。 

創業圈人人平等，但是年紀較輕通常反而

更能吸引注目，因為代表你擁有更多機會去創

造。在歐美國家因為教育方式從小培訓創造力，

因此年紀相較之下比亞洲還要年輕化，現在中

國大陸慢慢也在培養創造力，並且在政府帶領

的從“中國製造”升級成“創造中國品牌“，

越來越多年輕人更有勇氣出來創業，平均年齡

也在逐漸下滑中。 

記得 2016 年我去了幾趟北京那最著名的

創業基地“中關村大街“，那時候我進到那邊

的創業者常聚集的咖啡店，在咖啡店裡的柱子

及牆壁上貼滿大大小小的紙張，我好奇向前查

看，結果看到其中一張紙張上面寫著大大的

“一群九零後的創業者的 BP 等你來注目”這

幾個字，然後下面留了聯繫電話及微信 

QRcode。 

那時候心情有點小失落，因為當初我要創

業的時候找身邊同是九零後的朋友，結果一直

被拒絕，可是他們卻是一群啊！好奇掃了他們

的微信與他們聯繫，經過一番了解，他們是在

做醫療相關項目的 APP 開發，4 個 90 後的大 

學同學，然後聯繫他們的前幾天，他們已經獲

得歐洲那邊的投資，這是個什麼樣的對比呢？ 

保護形成小確幸，也成了勇氣的枷鎖 

每次回到台灣參加一些創業活動，總是會

看到好多人踴躍參加，可是為什麼大部分都是

在開咖啡店？大家寧願待在裡面，也不願意出

去闖。 

有一次與中國大陸朋友一起討論台灣小

確幸現象，中國大陸朋友說：「台灣八零年代

苦過了，因此希望後代能安穩生活就好，不希

望他們太辛苦。」可能是這個保護造成了台灣

現在的情況，但這一番好意卻如同無形的刀一

樣，一刀刀在傷害台灣的未來。中國大陸正面

臨幾批海歸份子回國後帶來的成長效應，並且

政府加強力度在協助創業上面，同時加速開放

中國大陸市場與國際對接的速度，甚至開創出

一條國際相爭參與的一帶一路，試圖要把世界

轉為操控權在中國大陸手上，反之台灣卻在逐

年封閉。 

小確幸也是一種文化，在現今亞洲瘋狂的

文創商業模式底下，這個文化也傳到了中國大

陸，但將它放大成為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小確

幸是台灣創造出來的，但卻在中國大陸大放異

彩，最終還是因為台灣已經漸漸失去勇氣向外

推展，將許多的創意自主權，因為自我不信任

及惰性，就雙手奉於他人。 

台灣已失去絕大優勢，別再有那個優越感 

在兩岸跑的過程中，我想明白的告訴大家，

台灣已經失去絕大優勢，現在可能就還有些創

造力跟刻苦耐勞，以及一人能分飾多角色可吸

引人。可是現在絕大部分的人遇上中國大陸人

時，總會展現出那種自我優越感，每次在中國

大陸朋友圈中，往往他們還是會提及這個問題。

時代不同了，現在是資訊開放的年代，以我現

在長期接觸兩岸創業者來說，台灣大部分人的

優越感真的很明顯。 

中國大陸市場很大，同文同種的狀態下，

是台灣創業者最容易進入的市場，可是卻依舊

會面臨到文化差異，這時候就有所謂的“接地

氣”形容詞，想要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就必須要

接地氣，如果要接地氣時最需要的就是中國大

陸的夥伴，所以優越感的存在往往會造成不愉

快的事情發生。 

不要被台灣的小而侷限住自己思想 

記得當初到中國大陸接觸 VC 時，我喊出

的價格被誤解，可能是這輩子最丟臉的事情。

在台灣投創有分台幣跟美金，可是在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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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幣跟美金，於是我說出我丟出的募資金

額時，VC 都在笑，並貼心提醒了我「你現在

人不在台灣喔！」頓時才領悟到我原來很多思

想都是單純就台灣市場習慣去延伸定義。在中

國大陸市場就我貿易的角色是除了內需市場

之外，還要再加上國際市場。漸漸地因為這次

發生的事情，往後我的世界變得更大，膽子相

較也更大，被給予勇氣也就更多。 

中國大陸朋友問我：「台灣四面環海，換

匯麻煩，關稅又高，這樣會有國際創業團隊想

要進去嗎？」其實經過我一番了解之後，台灣

還是有所謂的優勢，因為台灣出來勇闖的比較

早，在國際上面信任度也因此相較於中國大陸

好很多，所以還是有很多顧客比較願意與台灣

企業合作，主要還是因為中國大陸目前信用制

度才在進行推廣，但依照中國大陸行事的速度，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台灣又會再次失去這個優

勢。 

台灣雖然小小的，但是創造力這個本錢還

是有的，只是我們這些在台灣的青年創業者還

是需要更有利的政策及讓利，不然現實是很殘

酷的，並不會讓我們等到調整好商業模式的時

候。 

創業不該被政治綁住 

當你開始創業了，進入商業環境不該太過

在意政治，而是在意多一些在商場上面。對於

猶疑在兩岸的我看到許多因為政治而受影響

創業者，這邊因為兩岸對於政治敏感的關係，

我們更要小心在這上面，尤其如果當你被過度

放大的時候，創業項目往會被拋入黑暗之中 ，

有時候會覺得台灣青年創業者真的好無奈，我

們在台灣有可能會被對岸貼上台獨，而在對岸

又有可能被台灣貼上統派。相較之下，中國大

陸創業者就少去了好多負擔，有時候我們很希

望有多一點的曝光，但又卻害怕曝光是否會帶

來傷害，在國際創業圈裡面，台灣創業者其實

要背負的壓力比其他地區都還多上許多，這是

每個台灣創業者都要面臨的問題。 

台灣青年創業者，不管怎麼樣都要出來看

看 

我一直在兩岸之間飛來飛去，最後把重心

放在了上海，我很慶幸當時的我有那個勇氣走

出來。我們不是不愛台灣，而是希望這片土地

可以更好，青年創業者現在就像是先驅隊一樣，

一個地方青年創業是否很有動力跟創造力，就 

展現了那個地方的活力。台灣在我出來之後，

每次回頭看，都希望這片土可以更好，但卻仍

停在原地，看著許多台灣青年創業者面對著總

總問題，無論是法規、資金、市場狀態都轉趨

惡劣，慢慢的這些台灣青年創業者被耗盡了活

力及熱情，挫敗在過於信任這個家園能給予我

們什麼。現是全球性競爭，要出來親身感觸這

全球創業動態跟氛圍，才能真正瞭解自己創業

的項目哪裡有問題或是需要什麼，而不是只把

自己困住在那邊空想，空想沒有用的，要靠實 

踐！先走出來，還得快！ 

兩岸青年最大的差異是在中國大陸青年

就像一隻狼，跑好快，也不斷地在覓食。而台

灣青年真的就像是綿羊。在創業者角色上面更

加明顯，中國大陸創業者是先做了再說，邊做

邊改正，而台灣創業者多半是想好了之後再做，

但等要做的時候就晚了，因為你想得到一定也

有人想得到，創業的生態圈是這樣，“慢了就

晚了，晚了就沒了。” 

兩岸創業者各有優缺點，其實可以互補一

同創造，在現在的創業生態圈這樣的兩岸合作

模式反而是最好的。中國大陸現在有許多這樣

的創業組合，相對的國際間的投資者也普遍喜

歡這樣的組合。對於中國大陸人，大家最怕的

是“仿冒”，其實別擔心什麼仿冒問題了，因

為如果你的商品很容易仿冒，那就是要自己去

努力升級創造，什麼地方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不是單純只有中國大陸，且“智慧財產權”的

保護認知中國大陸也是正在快速進步的。 

如果你是個有創業想法或是正在創業中

的創業者，不妨越過海峽中線到對岸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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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一下這裡的創業生態是什麼樣子，進而從

中去反思自己的創業項目，這世界很大，不是

只有台灣。 

我是一名猶疑在兩岸的九零後台灣青年

創業者，逐漸從變成了游移上海。 

作者：廖子瑄 

（城市小農企業社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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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T＊STAR】淨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官網: http://www.aetotech.com/index.html  

淨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透過專業的雲端技術整合中醫的專業判讀，將資料轉換成資訊，回應各種

需求，開發出優質、準確的醫療產品，提供客戶線上迅速且多樣化的精確健康數據分析報告，並

且讓大眾能以更優惠的價格享受到醫療服務，建立預防性保健基礎。相關的內容是根據多年與台

灣和日本的良導絡相關業者共同合作，建構更加完整的經絡阻抗分析系統。 

淨因團隊也將繼續秉持著造福大眾健康生活及基礎預防醫療的信念，持續研發及導入新的健康醫

療產品，提供更專業、更方便使用的服務。透過與醫療機構及學術單位的合作，不斷增加資料並

優化、分析所有進入到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而使用者可透過更新軟體取得系統中的最新資料，享

受前所未有的美好體驗。 

資料來源：淨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網截圖 

http://www.aetotech.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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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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全球百大投資者 100 筆。 

類別/標題 連結 

(六) 2018 年全球百大投資者（新增） 

2018 年全球百大投資者 https://goo.gl/AKp2hu  

 

完整的創業協助資源，請連結「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

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CoachResourcesList.aspx  

完整的海外早期資金資訊，請連結「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 

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internation_2.aspx 

  

https://goo.gl/AKp2hu
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CoachResourcesList.aspx
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internation_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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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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天使與創業投資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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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人論壇暨媒合會 

 

系列活動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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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專題

演講 

09 月 05 日 (三) 09:30-12:00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 室 

(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2 樓)  

 

09 月 05 日 (三) 09:30-12:00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 室 

(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2 樓)  

 

論壇 

展示會 

夏季 

09 月 05 日 (三) 14:00-17:00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 室 

(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2 樓)  

報名連結點我 

 

 

閃約 

11 月 14 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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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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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定) 

H2 

論壇 

7/19 24:00 

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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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 

H1 06 月 21 日 (四) 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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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 

https://goo.gl/forms/skYj1NgkaBckvFOR2
https://goo.gl/ew9V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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