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圖解股權投資趨勢  

002【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圖解 2018Q2 全球創投市場趨勢  

015【全球獨角獸觀測系列】-圖解 2018H1 全球新增獨角獸 

039【全球獨角獸觀測系列】- PwC 調研解密中國獨角獸修煉術 

045【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矽谷投資風向掃瞄（2018.6） 

060【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中國投資風向掃瞄（2018.6） 

080【亞洲 矽谷投資地圖系列】-馬來西亞投資風向掃描（2013-2018H1） 

貳、圖解群眾募資趨勢 

088【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圖解 Kickstarter 募資趨勢 (2018H1)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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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H1) 

117【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 AngelList 獲投趨勢 (2018H1) 

參、新興領域早期投資動向 

126【新興領域：7 月焦點 1】2018H1 全球數位醫療投資持續成長 

137【新興領域：7 月焦點 2】超越炒作的區塊鏈-麥肯錫研究報告分析 

144【新興領域：7 月焦點 3】區塊鏈領域 6 月獲投與併購掃描 

152【新興領域：7 月焦點 4】光達英雄榜 

161【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 

161 FDA 批准上市的 9 款醫療人工智慧產品 

165 區塊鏈貿易融資平台的發展 

167 2018 年 3D 成像和感測 ─ Yole Development 報告 

169 Canalys：2018 智慧音箱用戶將突破 1 億大關，下半年會有大爆發 

170 Crunchbase：五大科技巨頭併購分析 

172 Grab 推出全新平台 GrabPlatform，未來將可購買超市商品 

173 印度自動化熱潮下的挑戰 

174 國內首輛無人駕駛中巴正式亮相 

176 第二屆百度 AI 開發者大會的亮點觀測 

179 創投最愛的食品科技新創 

181 英國純網路銀行 Revolut 率先推出免收傭金費用的股票交易服務並積極拓展全球

市場 

Content 

file:///C:/Users/d7465/Dropbox/2017中企處「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04%20趨勢洞察分析(季報、研究)/02%20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季報/2017Q3/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季報（2017q3）模板（秀英）.docx%23_Toc495494698


 

 

 

肆、政策與觀點評析 

184【名家專欄-吳孟道】聊聊獨角獸的兩三事 

187【創新創業生態與產經政策消息】 

187 通傳會與經濟部並肩合作，推動物聯網資安驗證標章首發 

188 鏈結國際循環經濟新模式，共創臺灣產業永續新商機 

189 政院公佈金融發展行動方案，提出四大願景 

191「金融+產業+科技」 進軍國際 普惠民生 

193 亞洲･矽谷計畫加速引進國際研發能量與優秀人才，積極推動 AIoT 發展 

194 人工智慧產業專利情報，輔助企業精確創新選題 

195 科技基本法鬆綁，科技部力推產學加值鼓勵方案(ARRIVE)領跑未來  

196 啟動人工智慧終端技術新藍海，科技部半導體射月計畫啟動儀式 

197「金融科技發展之輔導及協助辦法」於 107 年 7 月 2 日施行 

198 經濟部工業局與臺北市政府合作搭建數位元創新基地，臺北數位元產業園區

digiBlock Taipei 正式開幕 

199 經濟部長率團訪問美西，力促美商投資智慧臺灣 

200 賴揆：擴大釋出產業用地，協助企業投資設廠 

20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啟動 107 年第１次新創共同供應契約招標 

伍、創新生態大觀園 

204【創業園地專欄】漫談台灣創投事業與投資評估模式 

214【FINDIT＊STAR】17fit 

215【FINDIT 創業補給站】 

陸、活動訊息 

218【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總編輯：林建甫 

執行編輯：吳孟道、林秀英、黃敬翔 

撰寫人員 

 林秀英、張嘉玲、徐慶柏、范秉航、簡淑綺 

 周佳寧、楊孟芯、劉育昇、黃敬翔、賴宜廷 

About 

關於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報告 

「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報告」是一有系統 

蒐集與分析全球早期資金流向與創新趨勢的 

報告，提供創業者或中小型企業選擇新事業/ 

新產業構想或募資規劃的參考，也協助早期投 

資人即時綜覽全球投資的動向，作為選擇投資 

方向的參考，敬請不吝給我們批評與指教。 

版權宣告 

1. 本報告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編撰發行。(本報告係受委託機構之觀點，不應引申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 

1.意見) 

2. 本報告中動態消息之「圖解群眾募資趨勢」、「圖解股權投資趨勢」、「本月焦點」、「觀點評析/名家專欄、「創業園地專欄」」

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該內容者，須徵求台灣經濟研究院同意。 

出版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8 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報告 7 月號 

https://findit.org.tw/ 

長期徵稿，請寄至 

e-mail：findit.tier@gmail.com 

Content 

file:///C:/Users/d7465/Dropbox/2017中企處「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04%20趨勢洞察分析(季報、研究)/02%20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季報/2017Q3/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季報（2017q3）模板（秀英）.docx%23_Toc495494709
file:///C:/Users/d7465/Dropbox/2017中企處「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04%20趨勢洞察分析(季報、研究)/02%20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季報/2017Q3/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季報（2017q3）模板（秀英）.docx%23_Toc495494725


 

 

 

摘要 

時序走入 2018 年下半年了，究竟 2018 年 6 月、第二季或整個上半年全球創業生態

系統與早期資金市場發生何種轉變？FINDIT「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2018 年 7 月」月

報將為大家帶來以下幾個精彩的議題分析： 

一、 圖解股權投資趨勢：包括三大主題六篇分析報導 

1. 【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安排【圖解 2018Q2 全球創投市場趨勢】一文，該文

係以美國知名另類資產資料與情報公司 Preqin 公佈的 2018Q2 資料為基礎，分析

2018 年第二季與 2018 年上半年全球創投市場的募資、投資與退場趨勢以及獲投前

十大個案。 

2. 【全球獨角獸觀測系列】：本月安排二篇分析專文，第一篇為【圖解 2018H1 全球

新增獨角獸】，為 FINDIT 團隊依據 CB Insights 獨角獸名單，結合 Crunchbase

股權投資數據，重新進行行業分類，並剖析 2018H1 全球新增獨角獸的產地、行業

分佈及估值之比較。第二篇為【PwC 調研解密中國獨角獸修煉術】，有鑑於中國

獨角獸企業家數快速增長，PwC 普華永道中國近期針對中國獨角獸崛起的關鍵因

素、面臨的機會、挑戰及中長期戰略進行調研，該文摘要十個重要發現，提供新創

企業參考。 

3. 【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本月共安排矽谷、中國、馬來西亞三篇投資分析，

主要分析 2018 年 6 月/上半年早期資金（Pre-IPO）投資動向追蹤報導，希冀新創

企業與投資人掌握矽谷與亞洲地區創新創業與投資的風向。 

二、圖解群眾募資趨勢：本月將彙整國內外回饋型與股權型 2018 年上半年群眾募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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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與代表性案件。 

三、 新興領域早期投資動向： 

1. 【本月焦點】：安排四篇新興領域投資與發展動向的專題分析。 

(1) 第一篇為「2018H1 全球數位醫療投資持續成長」，在技術、法規、高齡化社

會與市場驅動下，2018 年上半年數位醫療的投資是否能持續成長呢，該文在

分析 2018 年上半年全球數位醫療的投資趨勢與交易金額前十大企業個案。 

(2) 第二篇為「超越炒作的區塊鏈-麥肯錫研究報告分析」，該文引用近期麥肯錫

發布的「超越炒作的區塊鏈：什麼是戰略性商業價值？」研究報告，分析區

塊鏈用例的衝擊與可行性評估，區塊鏈的戰略價值以及企業應採取的策略與

建議。 

(3) 第三篇為「區塊鏈領域 5 月獲投與併購掃描」，該文鎖定傳統股權投資管道

（不含 ICO 管道），分析 2018 年 6 月全球區塊鏈獲投趨勢、代表性個案，

以及收購事件。 



 

 

 

(4) 第四篇為「光達英雄榜」，自動駕駛各領域發展快速，其中又以 Lidar 迭代

創新的速度最為明顯，目前針對 Lidar 的成本、光線、極端氣候與規格等痛

點，都有新創企業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由於國際 Lidar 的標準規格尚未決

定，且國內尚未有 Lidar 製造的公司，該文將特別介紹這些提出創新技術的

Lidar 廠商，俾利國內企業進一步掌握 Lidar 的研發與生產概況。 

2. 【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中，就 2018 年 6 月 11 到 7 月 10 日全球熱門領

域發展動態、群眾募資、股權投資相關議題，整理重要的消息報導。 

三、 政策與觀點評析： 

1. 【名家專欄】：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吳孟道所長提出「聊聊獨角獸的兩三事」一

文，將從政府設定獨角獸目標談起，看看國外獨角獸的崛起背景，再回頭檢視我國

創新創業環境與相關政策，從中剖析獨角獸對台灣的意義，政府還有哪些方面可以

加強之處。 

2. 【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消息】：將彙整 2018 年 6 月 11 日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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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以下三個主題 

1. 【創業園地專欄】：5 月號刊登「關於創投與募資的二三事~史蒂芬．賴的碎碎唸」

一文後，引發讀者熱烈迴響，本月再度邀請中華創業育成協會 賴荃賢秘書長撰寫

【漫談台灣創投事業與投資評估模式】專文，該文分享其對台灣創業投資產業的發

展、台灣與國外創投的差異、創投的特色、基金管理模式、投資的流程、以及最重

要的投資評估模式等等的觀察及看法，讓新創企業在募資時更能瞭解投資人的想

法與看法，貼近投資人的需求，進而成功獲投。 

2. 【FINDIT＊STAR】：每月將介紹台灣創業之星，7 月號介紹參與本計畫媒合活動，

目前已成功獲投的 17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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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預訂的活動，歡迎目標對象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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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圖解 2018Q2 全球創

投市場趨勢 

美國知名另類資產資料與情報公司

Preqin 在 2018 年 7 日 5 日公佈 2018 年第二季

全球創投募資、交易與退場資料。FINDIT 團

隊結合三個數據，解讀 2018 年第二季與上半

年全球 VC 投資趨勢與風口。 

一、募資概況 

 2018 年第二季全球已完成募資的 VC 基

金數為 138 支，較上季與去年同期分別

增加 50%。募資金額為 220 億美元，較

上一季跳增 110％，也較去年同期增加 37

％，顯示 VC 投資市場活絡，新基金的募

資能吸引 LP 的興趣。  

 累計 2018 年上半年全球 VC 已完成的募

資之基金數達 230 支，較去年同期增加

29％，募資金額為 325 億美元，亦較去

年同期增加 24%，同樣反映 VC 市場募

資熱絡。 

 值得注意的是，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

在 2018年上半年發起的「全球成長基金」

新募資，在 6 月底前，雖還未完成 80 億

美元的募資目標，尚無法計算在 2018 年

上半年已完成募資之列。但日前紅杉資

本已完成了第一輪 60 億美元的募資，將

用於投資全球新興公司上。這筆募資將

是紅杉資本自 1972年創辦以來最大規模

的募資，超越第一季 NEA 33 億美元募

資的紀錄，應該是史上最大的創投基金

募資規模。報導稱，紅杉資本大額募資的

舉動是為了尋求更多銀彈火力來對抗軟

銀的願景基金。分析人士表示，擁有更多

資金能讓紅杉資本進一步實施多元化投

資戰略，把注意力從此前的「初期和成長

期」投資擴大延伸至「IPO 前」投資。 

二、投資概況 

(一)整體投資 

 2018 第二季全球 VC 投資件數達 3,686

件，均較前一季與去年同期增加 7.49%與

26.71%，連續 4 季投資件數上揚。 

 2018 第二季Q2 全球VC投資金額為 738

億美元，分別較上季與去年同期大幅增

加 43.32%與 50.65%，為史上單季投資金

額新高。 

 就 2018 上半年而言，全球 VC 投資件數

與金額明顯高於 2017 下半年（2017H1）

與去年同期(2017H2)，顯示 2018 年 VC

投資延續 2017 年活絡的投資動能走勢。 

(二)投資熱點 

 若以投資件數占比來比較，2018 年第二

季依序為北美占比 37％，較去年同期

42%低；大中華地區占比上升至 31%，

較 2017 年全年占比 16％高出甚多，投資

熱絡。接著依序是歐洲(17％)、印度(6％)、

以色列(2％)。 

 若以投資金額占比來觀察，2018 年第二

季依序為北美占比為 31％，明顯較去年

同期 43%減少 12 個百分點；比較值得注

意的是大中華地區，因多件鉅額投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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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投資金額占比由去年同期的 32％跳增

至 53%，成為全球最大的 VC投資熱點；

接著是歐洲 8％、印度 3％、以色列 1％。 

 就 2018 上半年而言，北美地區與大中華

地區 VC 投資件數占比大致並駕齊驅，

分占 36%與 31%；但投資金額占比，大

中華地區(46%)則領先北美地區(35%) 11

個百分點，顯示 2018 年上半年大量的

VC 資金流向大中華地區，特別是中國。  

(三)投資階段 

 2018 年第二季全球 VC 投資種子輪/天使

輪投資件數比重回升至 36%，較去年同

期增加 8 個百分點，而 A 輪占比也增加

1 個百分點至 29%，合計早期投資件數

占比達 65%，占比較去年同期增加 9 個

百分點。 

 就 2018 上半年而言，全球 VC 投資在早

期階段的件數占比，均較去年同期增加 7

個百分點（種子輪/天使輪增加 6 個百分

點，A 輪增加 1 個百分點），因去年上

半年剛脫離資本寒冬，當時 VC 對早期

階段投資相對謹慎。 

(四)投資規模 

 在 2018 年上半年，VC 投資各輪次平均

規模，除了創投債務融資外，幾乎各階段

平均投資規模均較 2017 年平均規模增加，

特別是C輪投資平均規模超過 1億美元，

是 2017 年的二倍以上，此與 2018 上半

年 C 輪出現鉅額交易件數大增有關；另

外，也反映 VC 投資競逐有限的優質投

資標的或是獨角獸企業有關，進而推升

投資規模。 

(五)投資之熱門領域 

 無論是 2018 第二季或 2018 上半年，VC

的投資件數或金額占比來看，軟體、網路、

健康醫療、行動與通訊、其他 IT 都是前

五大熱點投資領域。 

 資訊、媒體與通訊(TMT)依舊是最受 VC

青睞的領域，無論是 2018 第二季或 2018

上半年，TMT 領域獲投比重約在七成上

下，其中人工智慧的熱潮，使得軟體領域

備受投資人關注，軟體領域在 2018Q2 件

數占比為 24％，金額占比高達 37％。 

(六)投資金額前十大企業 

 2018 年第二季單筆投資金額前十大排行，

分別是中國螞蟻金服以 C 輪 140 億美元

奪冠，此為上市前募資，主要用於支付寶

的全球化拓展。其次是中國團購網拚多

多(D 輪/30 億美元）、中國貨車媒合平台

滿幫集團（A 輪/19 億美元)、中國專注於

人臉與圖像辨識技術開發的商湯科技

（12.2 億美元/C 輪）、新加坡叫車服務

的 Grab (10 億美元/H 輪)、中國消費級機

器人開發與製造新創優必選(UBTECH) 

(C 輪/8.2 億美元)、中國專注於智能電動

車開發與製造新品牌廠商的遊俠汽車(D

輪/7.94 億美元)、中國共用單車哈囉單車

Hellobike (F 輪/7 億美元)、美國叫車服務

Lyft (I 輪/6 億美元)、中國線上兒少英語

教學平台 VIPKID (D 輪/5 億美元)。 

 值得注意，2018 年第二季獲投金額前十

大交易案件中，中國的企業就占了八家，

與上季一樣，中國企業也囊刮八家前十

大。入榜前十大之行業散佈於金融科技、

電子商務、人工智慧、物流、叫車服務、

共用單車、機器人、汽車科技、教育科技

等，顯示愈來愈多顛覆中國各行各業的

領導型新創企業出現，吸引投資人大手

筆投資。 

(七)活躍投資機構 

 活躍 VC 投資機構：根據 Crunchbase 的

統計，2018 年第二季全球投資件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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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人，第一名為加速器的 Starup-Up 

Chile的57件；VC機構以 Insights Venture 

(18 件)、NEA(16 件)、紅杉資本中國(14

件 )、Accel(13 件 )、Sequoia(12 件 )與

Higher Ground Labs(12 件)等領先；一般

公司與公司創投則以騰訊(17 件)、Intel 

Capital(10 件)最為活躍。 

三、退場概況 

(一)退場件數與金額 

 2018 年第二季全球 VC 退場件數僅為

236 件，較前一季與去年同期下滑，並降

至 2013 年以來單季最低 

 2018 年第二季全球 VC 因多筆鉅額併購

案（如 Flipkart 160 億美元、AveXis 87 億

美元、GitHub 75 億美元），退場金額大

幅飆升，以 700 億美元創下史上單季退

場交易金額新高。 

 至於 2018 年上半年的全球 VC 退場件數

持續下滑至 490 件的低位，但退場金額

明顯高於 2017H1 與 2017H2。 

(二)退場地區 

 2018 年第二季以北美地區退場件數(151

件)與金額(291 億美元)均較上季高，占比

為分別為 64％與 42％。其次是大中華、

印度的退場件數與金額均雙雙增加，特

別是印度退場金額由上季 1 億美元躍增

至本季的 166 億美元，主要因 Flipkart 以

160 億美元被沃爾瑪併購所致。 

 2018 年上半年北美地區退場金額占比明

顯較去年同期下降，而大中華地區與印

度占比則較去年同期明顯增加。 

(三)退場模式 

                                                           

1 小米雖在 5 月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請，但真

正上市時間是 7 月 9 日，但 Preqin 仍將此筆

IPO 認列在 2018 年第二季。 

 2018 年第二季以退場件數以轉讓給策略

性投資人為主，投資件數(159 件)與占比

(67%)均較去年同期下降，但投資金額

(476 億美元)與占比(68%)則大幅躍升。 

 IPO/追投件數與金額均較去年同期高，

但很多是因追投所推升，根據永安的發

佈季度報告《2018 年第二季度全球 IPO

趨勢》(Global IPO trends: Q2 2018)，指出

因地緣政治摩擦和貿易政策改變所引發

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導致 2018年第二季度

全球首次公開募股(IPO)數量減少，因而

上半年 IPO 交易數量為 660 宗，較 2017

年上半年同比下滑 21%。儘管數量減少，

全球 IPO 市場在 2018 年上半年共籌資

943 億美元，同比增長 5％。 

(四)最大退場案件 

 根據 Preqin 的 VC 支持退場數據顯示，

2018 年第二季 VC 退場金額前十大案件

包括：印度電商龍頭 Flipkart (160 億/轉

讓給策略性投資人沃爾瑪)、美國基因療

法生技公司 AveXis (87 億美元/出售給策

略性投資人諾華)、美國開源專案平台

GitHub (75 萬美元/出售給策略性投資人

微軟 ) ，以及瑞典音樂串流平台的

Sotify(73.56 美元/IPO)、中國手機開發商

小米科技1(47.2 億美元/IPO)、中國共用

單車Mobike (27億美元/出售給策略性投

資人美團點評)、瑞典電子支付 iZettle(22

億美元/出售給策略性投資人 PayPal)、美

國數位廣告 AppNexus(16 億美元/出售給

策 略 性 投 資 人 AT&T) 、 ARMO 

BioSciences (16 億美元/出售給策略性投

資人Eli Lilly)、美國SaaS服務商Ada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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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s (15.5 億美元/出售給策略性投資

人 Workday)。 

 2018 年第二季第一大 VC 退場案件為印

度電子商務龍頭 Flipkart (160 億美元)， 

在 5 月時被美國零售業巨人沃爾瑪以

160 億美元收購 77%股權，這是美國企

業在印度電子商務領域最大的一筆收購

案，也是沃爾瑪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併

購交易。由於印度商子商務競爭激烈，

Flipkart、亞馬遜和 Snapdeal 等業者都透

過補貼，折扣與促銷，希望吸引更多消費

者，排擠對手，但燒錢速度也快。沃爾瑪

入主 Flipkart 後，有充足銀彈延續折扣與

促銷，將進一步影響亞馬遜在印度的佈

局。不過，Flipkart 是毛利率為負的企業，

在沃爾瑪入主後應該不可能很快就看到

獲利為正的現金流，但沃爾瑪若想在全

球人口成長最快的市場上打造一席之地，

這是必要的舉動，也是長期投資策略。 

結語 

2018 年第二季全球創投機構投資的金額

再度創下單季歷史新高記錄，最值得的注意的

是，大中華地區的投資金額首度超越北美地區，

成為全球最會吸引創投資金的地區。6 月完成

140 億美元大規模募資的巨型獨角獸螞蟻金服，

更占據 2018 年第二季全球 VC 投資得金額的

19%，帶領中國吸引創投規模逼近全球總額的

一半。 

除螞蟻金服外，中國新創企業在第二季吸

引高額投資的包括電商拼多多、滿幫集團、哈

羅單車外，還包含AI領域相關業者依圖科技、

商湯與寒武紀等，背後投資者不乏海外知名機

構與大企業，以及中國 BATJ 科技巨頭。 

面對中國新崛起的技術型新創企業，吸引

全球大量的資金，令人無法忽略他的存在。另

外，BATJ 科技巨頭夾著雄厚資本揮軍海外，

投資與收購新興領域的新創公司。針對中國對

美國科技企業的敏感投資活動，近期美國政府

將研擬祭出打壓手段，可能手段包括動用國家

緊急情況專用法律，禁止中國企業或背後有中

國支持的私募基金公司投資或收購半導體業

或 5G 無線通訊領域，理由是「對國家安全構

成威脅」。  

到目前為止投資人大多關注川普對中國

進口產品徵收關稅，但這項限制投資的措施，

雖會使中國在川普上臺後對美國投資的放緩，

但也可能影響美國新創企業籌集資金的進度。

無論是關稅手段或限制投資的手段，都是雙面

刃，亦有可能讓中國加速自主研發與建立自主

知識產權，仍需通盤考量。 

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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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獨角獸觀測系列】-圖解 2018H1 全球新增

獨角獸 

 

根據 CB Insights 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

公佈的獨角獸名單，扣除已經 IPO 或關閉的

獨角獸，累計共有 248 家進入估值 10 億美

元的獨角獸門檻。台經院 FINDIT 團隊以此

資料為基礎，重新區分行業別，進而剖析全

球 2018H1與近 10年以來的新增獨角獸企業

特徵。 

2018年上半年球新增獨角獸計有 38家，

較前半年度與去年同期各增加 5 家，創

下新高 

根據 CB Insights 統計，2018 年第二季

全球新增獨角獸有 22 家，較前一季 16 家成

長 38％，亦較去年同期的 21 家增加 5％。累

計 2018 年上半年共計新增 38 家獨角獸，較

2017 年下半年的 33 家增加 15％，亦較去年

同期的 33 家增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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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增獨角獸企業之家數-按半年

2018H1全球新增獨角獸綜覽

2009-2018H1

248家
非上市公司估值
大於10億美元
(獨角獸)

8,423億美元
獨角獸估值總額 46% vs.30%

美國115家(46％)
中國74家(30％)
英國14家(6%)
印度11家(4%)

47% vs. 39%
美國(47％)
中國(39％)
英國(3.2％)
印度(3.1%)

電商/市集16%

13%
健康醫療10%

金融科技

獨角獸家數-領域

叫車服務19%

15%

10% 金融科技

獨角獸估值-領域

電商/市集

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Crunchbase

統計分析
FINDIT 團隊

資料期間：
2009-2018年6月30日

2018H1

38家
非上市公司估值
大於10億美元
(獨角獸)

635億美元
獨角獸估值總額

37% vs. 31%
中國14家(37%)
美國12家(31％)
其他12家(32％)

48% vs. 27%
中國(48％)
美國(27%)
德國(5%)

16%

13% 叫車服務

金融科技

獨角獸家數-領域

金融科技16%

10% 叫車服務

獨角獸估值-領域獨角獸家數-國家 獨角獸估值-國家

獨角獸家數-國家 獨角獸估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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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獨角獸名單是滾動式數據，隨時會

因上市或關閉理由消失於名單中，因此，就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現存的全球獨角獸，重

新統計各季度、半年度、全年度的新增獨角

獸家數，可以發現 2018 年第二季的 22 家，

創下單季新高；同樣地，2018 年上半年度的

新增獨角獸家數 38 家也是 2009 年以來最高

的半年度記錄。 

另外，根據 Preqin 最新的統計，2018H1

全球 VC 投資件數與金額明顯高於 2017H1

與 2017H2，顯示 2018 年延續 2017 年投資

動能走勢，也反映在全球獨角獸家數的推升。

某種程度，可推論近期這一波獨角獸催生潮

與軟銀引領的大資本大投資的風潮有密切

相關。 

2018 年上半年全球新增獨角獸產地仍以

中美為主，中國首度超越美國 

2018年上半年新增獨角獸分佈於 11個

國家，中國（14 家）與美國（12 家）獨角獸

數量合計 26 家，占率全球 68%，其次是德

國、印度、以色列三國各有 2 家，各占 5％。

若觀察 2009-2018H1，共計 248 家獨角獸，

分佈於 25 個國家，美國以 115 家（46％）領

先，其次是中國 74 家，全球占比 30%，二國

家數合計占據 76%，遠遠領先英國 14 家

（6%）、印度 11 家（4%）、德 5 家（2％）、

以色列 4 家（2％）與韓國 3 家（1％）。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估值超過 100 億

美元的超級獨角獸共有 16 家，其中美國擁

有 8 家，中國 7 家，新加坡 1 家。從上述資

料顯示中美活絡的創投資本市場，為具潛力

的新創企業提供強而有力的成長後盾。此外，

二國本土市場與上網人口龐大，有利於互聯

網＋X 產業的商業模式發展，特別是面對消

費者端生活服務相關的領域，如交通（叫車

服務）、採購（電子商務），龐大消費需求

撐起數家超級獨角獸。三是中國互聯網巨頭

BATJ 積極進行策略性投資佈局，加速這些

中國新創成為獨角獸，也是中國在 2018 年

上半年新增獨角獸家數超過美國新增獨角

獸家數的最大支撐力。 

2018 年上半年新增獨角獸主要來自金融

科技、叫車服務、電子商務、互聯網軟體

與服務、健康醫療與人工智慧等行業 

2018H1 新增獨角獸中，以金融科技 7 家、

叫車服務 6 家、電商 5 家最多，其次，網路

軟體與服務、健康醫療與人工智慧各有 3 家。 

2009年到 2018年上半年全球獨角獸企

業所屬的行業，以以電商（39 家）與金融科

技（31 家）家數最多，其次是健康醫療（24

家）與網路軟體與服務（22 家）、叫車服務

（15 家）、大數據/雲端服務（13 家），領

先其他行業。 

美國, 115, 46%

中國, 74, 30%

英國, 14, 6%

印度, 11, 4%

德國, 5, 2%

以色列, 4, 

2%

韓國, 3, 

1%

法國, 2, 1%

印尼, 2, 1%

南非, 2, 1%

瑞士, 2, 1%

日本, 1, 0%
澳洲, 1, 0%
巴西, 1, 0%
加拿大, 1, 0%
哥倫比亞, 1, 0%
愛沙尼亞, 1, 0%
盧森堡, 1, 0%
馬爾他, 1, 0%
荷蘭, 1, 0%
奈及利亞, 1, 0%
葡萄牙, 1, 0%
新加坡, 1, 0%
瑞典, 1, 0%
阿聯大公國, 1, 0%

其他, 22, 9%

2009-2018H1

中國, 14, 37%

美國, 12, 31%

德國, 2, 5%

印度, 2, 5%

以色列, 2, 5%

澳洲, 1, 2%
巴西, 1, 3%
愛沙尼亞, 1, 3%
日本, 1, 3%
葡萄牙, 1, 3%
英國, 1, 3%

其他, 12, 32%

2018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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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健康醫療」、「網路端軟體與服

務」與「大數據/雲端服務」具有制霸地

位 

從 2009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美國獨角

獸家數最多的行業，包括網路軟體與服務

（17 家）、金融科技（15 家）、健康醫療（15

家）、大數據/雲端服務（10 家）、電子商務

（8 家）、資訊安全(7 家)與媒體與於娛樂（5

家）等，大多集中在技術密集的領域。 

若進一步觀察獨角獸家數的行業，可以

發現美國在「網路軟體與服務」與「大數據

/雲端服務」的獨角獸家數分佈圖中，分別占

據 77%，遙遙領先其他幾個熱門領域，其次

是「健康醫療」占據 63％。探究其原因，一

是美國在軟體、大數據與雲端服務、健康醫

療市場在美國發展相對成熟，且技術位居全

球前列；同時企業已培養良好的付費習慣，

故三類行業的獨角獸公司高度集中在美國。

二是美國在軟體人才眾多，技術也先進，一

直是美國創投青睞的行業。 

 

中國在「電子商務/線上市集」與「叫車

服務」獨角獸家數領先美國 

從 2009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觀察中國

獨角獸家數的行業分佈，可發現以「電子商

務/線上市集」行業的 20 家最多，遙遙領先

其他行業。其次教育科技（6 家）與金融科

技（6 家）、叫車服務（5 家）。 

中國在「電子商務/線上市集」獨角獸家

數占比為 51%，領先美國的 20％；另外，在

叫車服務方面，中國獨角獸家數占比為 33％，

也領先美國 20％。中國獨角獸在這些行業領

先的原因，主要因中國人口龐大，加上直接

進入行動網路社會，足以撐起多家面對消費

終端的互聯網應用領域獨角獸企業。另外，

中國創投與 BATJ 巨頭資金充沛與偏好投資

這類容易商業化的行業，也是這幾類行業較

易產生獨角獸的原因。 

 

2018 年上半年新增獨角獸估值總和，中

國是美國的 1.8 倍；而 2009-2018H1 中

國獨角獸估值總和已超過美國總和的八

成 

2018 年中國新增獨角獸有 14 家，合計

估值為 305 億美元，平均每家估值為 21.8 億

美元。美國新增獨角獸有 12 家，合計估值

168 億元，平均每家估值為 14 億美元。就平

均水準來看，2018 年迄今新增的獨角獸中，

中國估值總和是美國的 1.8 倍，平均估值規

模則是美國的 1.6 倍。 

2009-2018H1 的獨角獸中，中國的家數

74 家為美國 115 家的 64％，但中國獨角獸

合計估值為 3,249 億美元，已達美國（3,969

億美元）的 82％。若就平均估值而言，中國

獨角獸平均規模為 44 億美元，是美國 35 億

美元的 1.3 倍。由於中國獨角獸高度集中在

市場較龐大、消費者眾多、資本投資較多的

電子商務、叫車服務與隨選需求，因此，拉

高整體平均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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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新增獨角獸估值前十大，

中國占據 6 家，滿幫集團奪冠 

2018 年上半年新增獨角獸的估值前十

大中，中國 6 家入榜，分別是今滿幫集團、

居然之家、美菜、依圖、寶寶樹、遊俠汽車，

其次是美國、巴西、德國與日本各 1 家。中

國滿幫集團以 60 億美元奪得 2018 年上半年

新增獨角獸估值冠軍寶座。 

1. 滿幫集團 Manbang Group (估值 50

億美元) 

滿幫集團在 2017 年 11 月 27 日成立，

由運營「運滿滿 APP」的江蘇滿運軟體科技

有限公司與運營「貨車幫 APP」的貴陽貨車

幫科技有限公司策略性合併為一家集團公

司。滿幫致力於打造車貨媒合資料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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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宣

佈完成新一輪 19 億美元 A 輪募資，由國新

基金和軟銀旗下軟銀願景基金聯合領投，谷

哥資本與中國多家創投跟投。 

2. 居然之家 Beijing Easyhome 

Furnishing （估值 57 億美元） 

居然之家以家居設備起家，逐步跨越其

他行業，目前業務範圍涵蓋室內設計和裝修、

傢俱建材銷售、智慧物流、商業會展、金融

服務、跨境電商、食品超市、院線餐飲、兒

童娛樂、體育健身、數位智慧、居家養老、

城市綜合體開發等領域，成為一大型商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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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人民

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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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到達 57 億美元。雙方

將運用各自優勢，在家居領域開啟新零售的

全新時代。 

3. Circle國際金融公司 (估值 30億美元) 

有「美國版支付寶」之稱的支付金融公

司 Circle，成立於 2013 年，是一家提供數

2018H1 新增獨角獸估值前十大

滿幫集團

貨車媒合資訊平台
國別：中國
估值：60億美元

居然之家

家居用品零售
國別：中國
估值：57億美元

Circle

區塊鏈金融科技
國別：美國
估值：30億美元

美菜

生鮮電商平台
國別：中國
估值：28億美元

依圖

人工智慧
國別：中國
估值：23.7億美元

寶寶樹

幼兒科技
國別：中國
估值：22億美元

NuCom Group

綜合服務電商平臺
國別：德國
估值：22億美元

Nubank

網路金融服務
國別：巴西
估值：20億美元

Preferred Networks

人工智慧
國別：日本
估值：20億美元

遊俠汽車

電動汽車
國別：中國
估值：19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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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貨幣儲存及國家貨幣兌換服務的消費金

融創業公司，總部位於美國波士頓。該公司

在全球擁有逾 200 名員工，包括波士頓、舊

金山、都柏林、倫敦、巴黎、馬德里、香港、

北京和深圳。 

2015 年，Circle 成為全球第一家獲得紐

約州金融服務局(NYDFS)頒發數位貨幣許可

證(BitLicense)的公司。2016 年 4 月，Circle

又獲得英國最高金融監管機構-英國金融市

場 行 為 監 管 局 (UK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頒發的首張電子貨幣發行牌照 

(E-Money IssuerLicense)，可以在英國和歐盟

國家合法開展法幣及數位貨幣的兌換業務。

從 2016 年開始，Circle 更專注於發展加密貨

幣市場。旗下產品包括面向個人使用者的支

付和貨幣兌換服務 Circle Pay，面向機構客戶

大額加密資產 OTC 交易的 Circle Trade，和

面向個人投資者提供加密資產投資服務的

Circle Invest APP。Circle 每月經手的加密資

產超過 10 億美元，OTC 也成為其主要盈利

來源。 

Circle 在 2013-2016 年曾獲得包括高盛、

IDG 資本、Breyer Capital、Accel Partners、

百度、中金、光大、萬向等數位重量級投資

者多達 1.4 億美元 VC 投資。2018 年 5 月又

獲得來自中國挖礦服務公司比特大陸

（Bitmain）領投，其他跟投者包括 Accel、

Blockchain Capital、Breyer、數位貨幣集團

（DCG）、General Catalyst、IDG、Pantera 和

Tusk Ventures 等，高達 1.1 億美元的 E 輪投

資，合計募得 2.46 億美元，估值達 30 億美

元。Circle 發布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旗

下子公司 CENTRE 將於今年夏天發行與美

元價格掛鉤的新代幣，代幣名為 Circle USD 

Coin (USDC) ，將是第一個由美元儲備作為

支持的代幣，和美元比是 1：1，並藉由引入

銀行合作和協力廠商企業審查來保證資金

的安全。其創辦人表示，希望將 Circle 定位

為真正的加密貨幣服務集團的公司，而不僅

僅是交易或支付新創公司。 

4. 美菜 (估值 28 億美元) 

美菜意思為「美麗的蔬菜」，在 2014 年

由北京雲杉世界資訊技術有限公司成立，電

商平台美菜網主要業務為線上銷售生鮮蔬

菜。其幫助農民透過 App 直接向餐廳銷售

生鮮蔬菜，改變傳統零售業方式，跳過中盤

商，降低供應鏈和人力成本，農民和餐廳都

能獲得較好的價格。公司最終目標為替超過 

1,000 萬家中小型餐廳提供新鮮農產品，應

用程式主打「兩端一鏈一平台」，農民和餐

廳透過平台連結在一起，而只需要一個按鍵

即可下單。 

透過全面佈局，美菜網現已覆蓋中國近

50 個城市，2018 年 1 月在老虎全球管理基

金和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牽線下，美菜成

功募資 4.5 億美元，公司的估值來到 28 億

美元。 

5. 依圖科技 (估值 23.7 億美元) 

人工智慧發展飛速，相應地，人工智慧

領域投資也被持續看好。去年 10 月曠視科

技宣佈完成 4.6 億美元 C 輪募資，前不久商

湯更是宣佈完成 C+輪募資 6.2 億美元。中國

另一家 AI 獨角獸也出現，依圖科技在 2018

年 6 月宣佈近期完成 2 億美元 C+輪募資，

加上5月募得3.8億人民幣(約5,500萬美元)，

估值達 23.7 億美元。 

依圖科技成立於 2012 年，總部位於上

海，致力於將人工智慧技術與行業應用相結

合，讓深度學習技術推動產業發展。依圖科

技的機器視覺技術目前主要應用在安防、金

融以及醫療領域三大領域，此外依圖科技也

深入到人工智慧領域的基礎性研究之中。 

依圖正在加快其國際化佈局，2018 年 1

月，依圖科技在新加坡設立首個海外辦事處，

是其海外第一家國際辦事處。依圖致力於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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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辦事處作為其服務東南亞客戶和合作夥

伴的區域樞紐，為東南亞、香港和澳門等區

域的客戶提供人工智慧技術和解決方案，並

與區域內合作夥伴合作，在東南亞建立人工

智慧生態體系。 

6. 寶寶樹 (估值 22 億美元) 

寶寶樹是一個垂直母嬰網站，自 2006 年

成立至今，寶寶樹在母嬰家庭領域深耕超過

十年以上，已在大多數年輕家庭市場樹立起

領航者地位。從最早的母嬰社區、互聯網工

具、社交電商再到伴隨中國家庭消費升級的

C2M、大健康等商業模組升級，寶寶樹引領

行業前沿。 

寶寶樹曾在 2016 年獲得復星高達 30 億

人民幣的戰略投資之後，雙方迅速開啟了

C2M 領域的合作試水，為中國年輕家庭成功

打造了客製化的商品消費服務；另一方面，

寶寶樹借力復星旗下醫療健康資源，開設線

上知識付費+健康服務業務，並在短時間內

實現規模性營收。寶寶樹與復星也聯合宣佈

成立合資公司，共同為中國年輕家庭搭建健

康服務體系。 

2018 年 6 月 4 日，寶寶樹又宣佈與阿里

巴巴集團達成資本戰略合作，投資 14 億人

民幣，占股權 9.9%，經過此新一輪募資後，

寶寶樹估值達約 140 億人民幣，約合 22 億

美元。同時雙方將展開在電商、 C2M

（Customer to Maker）、廣告行銷、知識付

費、新零售、線上線下母嬰場景等多個層面

的大規模深層合作。 

7. Nucom Group (估值 22 億美元) 

德國Nucom Group為歐洲最大的獨立媒

體公司之一 ProSiebenSat.1 旗下消費者服務

和生活方式品牌多通路平台。其提供獨特的

內容、商務與營運組合的業務模式。 

NuCom 組合了 ProSiebenSat.1 電商業

務部門旗下的戰略投資組合公司：包括德國

情趣用品電商 Amorelie、汽車租賃比價網站 

billiger-mietwagen.de、德國美容電商 Flaconi、

德國禮品券和代金券交易平台  Jochen 

Schweizer mydays Holding 與 KäuferPortal、

德國最大的傢俱和室內裝修平台 moebel.de、

線上數據服務供應商 Parship Elite Group、時

尚和設計搜尋引擎 Stylight、德國消費者門

戶網站  Verivox 和醫療保健在線平台 

Windstar Medical 等。2017 年 NuCom 銷售

收入超過 6.5 億歐元，每月訪問數量超過

3,500 萬人次。 

2018 年 3 月母公司宣佈與私募基金 

General Atlantic 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General Atlantic 將收購 NuCom Group 25.1

％的股份，Nucom Group 估值約為 22 億美

元。 

8. Nubank (估值 20 億美元) 

過去幾年間巴西遭受了政治和經濟的

雙重震盪，許多金融科技新創崛起，並持續

獲投資。其中 Nubank 就是巴西金融科技新

創的一員，也是紅杉資本在巴西的第一筆投

資，高盛也是投資人之一。 

Nubank 為巴西的網路銀行，2013 年在

聖保羅正式成立，2014 年 9 月發行了一款手

機控制的信用卡服務。Nubank 服務品質良好，

使用者即將突破 300 萬。僅僅通過手機應用

用戶就能完成鎖定或解鎖信用卡、改變信用

卡許可權、支付帳單、即時進入等所有交易。

Nubank 透過數位管道與簡單清晰的互動，提

供 24×7 全天候客服支援，因此得到消費者

熱烈迴響。Nubank 獲得 2016 年度「市場經

營人關注」大獎，是拉丁美洲地區第一家獲

得此殊榮的公司。2018 年 3 月獲得 DST 

Global 領投的 1.5 億美元的投資，累計獲投

5.28 億美元，估值到達 20 億美元。 



 

21 

9. Preferred Networks (估值 20 億美元) 

隨著日本第一隻獨角獸-二手拍賣平台

Mercari 於 2018 年 6 月 19 日正式在東京證

券交易所的 Mothers 板（創業板）掛牌上市

後，日本人工智慧新創 Preferred Networks也

接棒成為全球獨角獸行列中唯一的日本代

表，目前估值超過 20 億美元。 

Preferred Networks 被稱為日本最具創

業精神的公司，在人工智慧、深度學習領域

備具實力。全球最早的動態圖框架 Chainer，

就是出自這家公司之手，知名的 PyTorch 也

參考 Chainer 神經網絡架構的概況。Preferred 

Network 也將 AI 技術應用在汽車駕駛輔助

系統的研發，其技術可以在無人指導下，及

時辨識影像中的人，並預測影像中的人們下

一步動作。2015 年與 2017 年連續獲得豐田

二輪投資，金額超過 1.1 億美金。豐田希望

透過他們開發的演算法，與 Waymo 一較高

下。除豐田之外，Preferred Networks 還與日

本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製造商發

那科株式會社一起合作，協助分析由機器收

集到的龐大數據。 

10. 遊俠汽車 (估值 19 億美元) 

遊俠汽車成立於 2014 年，總部坐落於

中國最大的汽車科技產業中心—上海，是一

家集新能源整車研發、設計、生產、銷售、

服務為一體的智慧電動汽車綜合製造企業，

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家發佈完整純電動概念

汽車產品（YOUXIA X）的科技型企業，通

過打造具有全新人車智慧交互系統的高性

能電動汽車，加速領跑全球可持續化能源夢

想。 

遊俠汽車在 2018 年 4 月獲得 50 億民幣

B 輪投資，由前海梧桐、中國環保產業有限

公司、中創海洋、南太湖建投、湖州東弘等

12 家機構共同投資。累計獲投 9.8 億美元，

估值為 19 億美元。 

全球超級獨角獸比一比  美國與中國最

多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為止，全球計有 16

家估值 100 億美元以上的獨角獸，美國有 8

家居冠，緊接為中國有 7 家，新加坡 1 家。

美國 Uber 仍以 680 億美元穩居全球獨角獸

中最具身價的企業，其次依序為中國滴滴出

行（500 億美元）、小米（460 億美元）、美

團點評（300 億美元）、Airbnb（293 億美元）、

SpaceX（215 億美元）、Palantir Technologies

（200 億美元）、WeWork（200 億美元）、

今日頭條（200 億美元）、陸金所（185 億美

元）、拚多多（150 億美元）、Pinterest（123

億美元）、Lyft（115 億美元）、Grab、Infor

與 DJI 大疆創新各為 100 億美元。 

與 2017 年底統計的超級獨角獸名單相

比較，新加坡叫車服務 Grab 為新加入的成

員，而退出榜單的是印度 Flipkart 與美國

Dropbox，前者在 5 月被沃爾瑪以 160 億美

元收購，後者在 3 月在美國那斯達克正式掛

牌上市。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分析的獨角獸名單

是擷取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還在榜單上未

上市櫃企業，中國小米科技當時還在榜單中，

但後已於 2018 年 7 月 9 日，在港交所掛牌，

脫離獨角獸之列，躍上公開募資大門。 

2018 年上半年新增的獨角獸，明顯相對

花較長的時間才能完成獨角獸征途之旅   

本文結合 CB Insights 與 Chrunchbase 的

資料，發現 2018 年上半年新增獨角獸僅有

16 家（42％）在成立五年內變成獨角獸，相

對於 2017 年新增獨角獸家數的 58％，比重

下降甚多。 

2017 年由於多家因站在投資風口上，因

此成立五年內就輕易吸引高額資本，搭上獨

角獸列車，如：共用單車、旅遊科技、教育

科技等。在 2018 年上半年來，共用車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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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敷出的燒錢困境層出不窮，使得投資人趨

於保守，不再一味投下巨額資本追逐新的類

標的。另外一個可能的理由，可能與投資人

傾向追投已是獨角獸相對後期的投資，追求

穩定報酬，使得五年內快速登上新增獨角獸

的家數減少。 

至於 2018 年上半年新增的獨角獸企業

中，成立一年便晉身為獨角獸者共有 3 家，

包括中國貨運資訊媒合平台滿幫集團、瑞幸

咖啡(luckin coffee)，以及美國電動滑板車出

租新創 Bird Rides。 

獨角獸獵人中多家中國創投機構與科技

巨頭 

本研究整理 2018H1 新增獨角獸背後支

援的投資人，其中以 Accel(15)、Sequoia 

Capital(14)、Index Ventures(9)、Tiger Global 

Management(8) 、 DST Global(6) 、 General 

Catalyst（6）、Seedcamp（6）、順為資本

Shunwei Capital（6）、騰訊 Tencent Holdings

（6）最多。 

若綜合上個月針對分析全球 2018 年前

5 個月的鉅額投資，也發現 181 件鉅額獲投

的投資人名單中，不少來自中國的投資人，

包括騰訊、紅杉資本中國、阿里巴巴集團、

高瓴資本集團、雲峰資本等。 

結語 

從 2018 年上半年的全球新增獨角獸盤

點分析中，依舊是美國與中國企業占據接近

七成的江山。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獨角獸家

數首度超越美國，估值總和更是美國的 1.8

倍。 

當然，美國與中國獨角獸各有不同的產

業發展時程、背景與結構，美國憑藉勇於創

新創業的企業家精神與豐沛及樂於投資未

來的投資人，成為獨角獸產地並不意外。中

國則拜中產階級崛起，行動網路人口龐大及

行動支付普及，使得中國藉由互聯網應用催

生多家面向消費者升級的獨角獸企業。近年

來，中國在 AI、醫療、汽車科技、物聯網等

領域也陸續出現深度技術型獨角獸，表現亮

眼。 

另外，資本也是催生獨角獸的重要原因。

我們觀察到這些資本強權，如軟銀與來自中

國巨頭、創投機構，正手持「資本」押注行

業的領頭羊企業，改變產業的遊戲規則，也

擴大競爭的界線。某種程度說明瞭新創企業

的技術與商業模式必須是非常具有獨特性，

不然在同質性較高的競爭市場上，就要力爭

成為一線廠商，才有機會跨入獨角獸行列。  

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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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獨角獸觀測系列】- PwC 調研解密中國獨

角獸修煉術 

根據 CB Insights 的統計，2018 年上半年新增

的獨角獸名單中，中國新增獨角獸家數首度領先

美國。這個現象說明瞭隨著中國新創企業的崛起，

已經逐漸成為全球重要的產業創新顛覆者一員，

讓人無法忽視他們的存在與未來發展潛力。 

為了近距離瞭解中國獨角獸企業的成長軌跡、

生態系統與戰略佈局，PwC 普華永道中國在 7 月

初公佈一份名為「普華永道獨角獸 CEO 調研 

2018-洞察獨角獸企業的發展戰略與契機、風險與挑戰」報告。此為 PwC 中國於 2018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針對超過中國 13 個行業的 101 家獨角獸企業進行了調研，深度闡述中國獨角獸企業

所面臨的機會、挑戰及中長期戰略規劃。本文摘要十大發現，分述如下： 

(1) 洞悉趨勢，把握機會 

超過一半(57%)的受訪 CEO 認為「新技術不斷出現」是企業面臨最具影響力的外部因素。未

來三年將是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的戰略機會期，「消費和服務升級、新技術的場景化應用、千禧

一代主力消費人群的崛起以及三四線城市的消費成長」等，被獨角獸企業 CEO 們視為未來 1-3

年的最大機會。與此同時，「適應技術革新、消費者行為的變遷及新業務模式的湧現」被 CEO

們視為最大的挑戰。 

 

(2) 技術為王，資料驅動 

受訪獨角獸 CEO 們將「大數據」（76％）與「人工智慧」（67％）視為未來 1-3 年對於業

務發展和產品研發最具影響力的新興技術，領先雲端運算(42%)、物聯網（37％）與 5G（34％）

等技術。調研發現，在披露資訊的受訪企業中，有 64%的獨角獸企業研發投入占總成本 20%以

上，26%的企業的研發投入甚至占成本的 40%以上，顯示出獨角獸企業不惜重金，打造技術優

勢。 

在將來1-3年中為貴公司帶來重大影響的外部因素

新技術的不斷出現

政策導向

監管的不確定

顛覆性的新業務模式出現

消費者行為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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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獨角獸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有 40％的受訪企業視技術和資料為企業最核心的競爭

優勢，且運營時間較長的獨角獸更傾向於將資料視為其最核心競爭優勢。 

 

 

(3) 心無旁騖，合作共贏 

超過半數(54%)的獨角獸企業傾

向於透過策略合作的方式，因應各種

不斷湧現的新技術，遠超內部研發

(23%)和人才招聘(12%)，傲居榜首。

他們更希望關注自身擅長的技術領

域，以開放合作和共贏方式，作為因

應層出不窮新技術應用的主要途徑。   

 

獨角獸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優勢所在

技術與數據 人才 管理營運 營銷 文化 資本 合作夥伴 其他

各新興科技對獨角獸企業的業務發展和產品研發之影響

大數據

人工智慧

雲端運算

物聯網

5G

區塊鏈

機器人

生物科學

VR/AR

量子科學

無人機

最大化新興科技應用方式

策略合作

內部研發

人才招募

收購/併購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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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擁抱資本，以攻為守 

控制成本和增強盈利能力並未入圍獨角獸企業未來 1-3 年的三大優先戰略，多數企業更關

注吸引高素質技術型人才(77%)、品牌打造(74%)和打造企業文化價值觀(71%)等優先戰略，反

映出中國市場依舊處於高速發展期，獨角獸可以從市場上獲得較充裕的資本支持。 

(5) 義無反顧，打造品牌 

獨角獸企業 CEO 們將「品牌打造」視為未來三年的三大優先戰略之一。新生代消費習慣和

主張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何理解新一代消費群體的深層次需求，並相應調整行銷管道和市場戰略，

是獨角獸企業面臨的挑戰之一。 

超過半數的受訪獨角獸企業的行銷成本占總成本的比率在 20%以上，充分體現出獨角獸企

業對於品牌和市場的重視程度。社交媒體是獨角獸普遍認為最有效的市場和行銷管道，其次是合

作夥伴和意見領袖。 

(6) 功成名就，時不我待 

四分之三受訪的獨角獸企業運營時間在八年以內，四分之一企業運營時間甚至不滿四年。身

處一個快速反覆運算、風口頻現的時代，新創企業需要在激烈的競爭中加速奔跑，在比以往更短

的時間內實現華麗轉身功成名就，躋身於領先公司的行列。接近七成的獨角獸創始團隊中有兩次

或以上的創業者，體現了獨角獸企業 CEO 們強大的創業基因，及越戰越勇的氣魄。 

(7) 人才引擎，磅礴動力 

獨角獸企業領導人以 70 後和 80 後為主，員工平均年齡處於 25-30 歲這個年齡段。鑒於多

數獨角獸企業都處於快速擴張期，CEO 們將吸引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和打造企業文化分別視為排

名首位和第三的未來可持續成長的優先戰略。 

最緊缺人才類型為技術開發能力(71%)、企業高級管理能力及領導力(65%)、市場行銷能力

(57%)。此外，超過六成的受訪企業表示每 12 個月之內會有組織架構的改變，傳統企業往往不

會有如此高頻的組織架構變動，這體現出獨角獸企業對組織靈敏度的高要求，另也說明員工需要

有極強的適應能力。 

公司未來1-3年可持續成長前五大優先戰略

為企業吸引高素質技術型人才

品牌打造

打造企業文化價值觀

提高效率/控制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運用新技術於產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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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政迭出，擁抱資本 

調研發現，在公司發展的不同階段，會將不同的運營指標作為首要考量因素，分別為第一年

是流量、第二年是活躍客戶、第三年是收入、第四年是自由現金流、第五年是 EBITDA（稅息折

舊及攤銷前利潤），五年以後是利潤，這也是不同融資階段的投資人關注的 KPI。 

在披露資訊的企業中，65%的企業未來兩年內有上市計畫。適時的政策面輔助也為新創企業

帶來上市良機，中國證監會正在改革 A 股上市制度以吸引海外上市的獨角獸回歸，港交所推出

的「同股不同權」機制也頗具吸引力。調研發現，最受獨角獸公司青睞的資本市場為港股(43%)，

其次是美股(25%)和 A 股(23%)。 

未來24個月受訪的獨角獸企業對下列投融資計畫的規劃

被更大的公司併購

併購其他公司

進行首次公開募資(IPO)

第一輪的募資

有計畫且很緊急 有計畫但不緊急 尚無計畫

在公司發展的同階段中首要考慮的KPI

流量

活躍
客戶

收入

自由
現金流

EBITDA

利潤

5年以後

人才缺口對業務的影響

技術開發能力

企業高級管理能力與領導力

市場營銷能力

企業文化和組織分為管理能力

資本運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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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發現，未來兩年內，八成企業有新一輪募資計畫。在選擇投資者時，獨角獸企業最看重

投資者的前三位因素是：品牌價值(24%)、帶來業務和流量(22%)及估值(20%)。估值僅排在第三

位，反映出獨角獸普遍更在意投資者在業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以及帶來的業務和流量。不過不

同類型的獨角獸企業對選擇投資人的看重的因素亦有所差異，總體而言，B2B 類企業更看中估

值，而 B2C 類企業更希望投資者帶來業務流量及品牌價值，兩類企業對品牌價值的關注度相當。 

 

(9) 立足本土，掘金海外 

受訪獨角獸企業進行海外擴張的首選地區是亞太(3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19%)和北美

(18%)。人口眾多的東南亞和日韓被獨角獸企業視為最佳亞太投資地。另有約五分之一的受訪企

業表示目前暫無海外擴張計畫，或許這主要得益於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和市場規模，多數企業選

擇先在國內佔據領先地位，再去海外市場開疆拓土 。 

 

 

選擇投資人的重點

品質價值

帶來業務和流量

估值

與其他被投估斯的協同效應

幫助對街人才

幫助下一輪募資

其他

受訪獨角獸企業對海外擴張之首選市場

首選國家或地區 亞太地區

亞太

一帶一路國家

北美

西歐

其他

尚未有計畫

東南亞

印度

日韓

澳洲/紐西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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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雨綢繆，化解風險 

獨角獸企業經歷的主要危機類型包括人才被競爭對手挖角、資金鏈風險和客戶信任度下降

等。目前有近五成的獨角獸企業尚沒有危機應對計畫及預備方案，因此企業應未雨綢繆，做好風

險防範，同時要積極擁抱顛覆性的變化，唯有理性生長才能經受住市場的檢驗。 

 

結語 

在市場環境與技術不斷加速變化下，資本光環下的獨角獸企業需要加速建立核心競爭力，並

積極擁抱新變化，同時也須把握理性生長的平衡，才能經得起市場的檢驗。 

資金鏈風險、團隊管理不善，又或者客戶信任度下降等因素皆有可能導致獨角獸企業的黯然

離場。客觀評估經營過程中的諸多不確定性，提前做好風險防範，才能行穩致遠。 

參考來源 

PwC 普華永道中國(2018)，「普華永道獨角獸 CEO 調研 2018-洞察獨角獸企業的發展戰略與契

機、風險與挑戰」（林秀英摘要整理） 

網址： 

https://goo.gl/2nJVrR 

 

 

  

經歷危機類型

人才(如人才規模被競爭對手挖角)

資金鏈

客戶(如客戶大規模流失、客戶信任度下降)

網絡/數據安全

投資人信任

其他危機

https://goo.gl/2nJV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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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矽谷投資風向掃瞄

（2018.6） 

根據 Crunchbase 資料，2018 年 6 月共有

63 家總部設於矽谷地區 的新創企業獲投，已

揭露之總金額達 11.7 億美元。 

從產業領域來看，企業應用為本月份最受

投資者關注的領域，交易件數 11 件，整體獲

投金額 1.12 億美元。另外，生技醫療仍舊表現

不俗，交易件數 10 件，獲投金額 7,920 萬美

元。募資金額上億美元的鉅額交易案在本月份

出現三件，分別為雲端科技領域的 Cohesity，

完成 D 輪募資 2.5 億美元；資安領域的

CrowdStrike，完成 E 輪募資 2 億美元；以及能

源 領 域 的 Quantumscape ， 完 成 公 司 輪

(Corporate Round) 1 億美元。 

在各募資輪次上，種子/天使輪募資案 22

件，總金額 2,075 萬美元；A 輪募資 12 件，金

額為 1.49 億美元；B 輪投資案 11 件，金額 1.67

億美元；C 輪投資案 2 件，金額 2,900 萬美元；

D 輪 2 件，金額 3.1 億美元；E 輪 4 件，金額

3.62 億美元；F 輪 1 件，金額 900 萬美元。其

他來自可轉債、公司輪、ICO 與補助的交易案

共 6 件，金額達 1.23 億美元。 

本月獲得投資的企業中，雲端科技公司

Cohesity 以 2.5 億美元完成 D 輪募資，成為本

月的焦點新創。該公司開發跨越私有雲與公有

雲的企業級輔助儲存平台，企業客戶可透過該

平台簡化其數據備份與保護流程，並且結合文

件管理、雲端應用、數據測試、檔案分享與分

析工具。目前總獲投金額達 4.1 億美元，而在

本次 D 輪募資完成後，Cohesity 估值達 7.5 億

美元。Cohesity 從 2013 年成立後備受投資者

關注，2013 年 11 月 Sequoia Capital 即參與了

A 輪 1,500 萬投資，2015 至 2017 年間更有高

通 創 投 (Qualcomm Ventures) 、 Cisco 

Investments 與 GV 的參與。而在本月的 D 輪

交易中，軟銀的 SoftBank Vision Fund 與國際

級電子企業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亦加入

成為股東之一。 

另外，資安獨角獸新創企業 CrowdStrike

在 6 月份亦完成 2 億美元的鉅額 E 輪募資。該

公司開發基於雲端架構的資安整合平台

Falcon，提供用戶端防護措施。建構網路威脅

圖以檢測所有的攻擊類型，甚至是無惡意軟件

的侵入行為，提升資訊安全的同時降低客戶的

成本與系統導入的複雜度。本次募資完成後，

總募資金額為 4.81 億美元，估值則高達 28 億

美元，其中最大的支持者是從 2012 年 A 輪便

一路相隨的知名創投 Accel。 

能源領域新創 Quantumscape 完成公司輪

募資 1 億美元，由汽車大廠 Volkswagen Group

支援。該公司專注於固態電池開發，2012 年便

與 VW 展開合作，提供更高的能源密度、安全

性與快速充電能力，擁有約 200 項固態電池技

術專利與申請中專利。以現行 Volkswagen e-

Golf 電動車的 300 公里續行力而言，若換裝

固態電池則可提高至 750 公里。該公司的原

股東 Volkswagen Group 透過這次的投資案提

高持股比例，成為最大股東，並將合資建立開

發下一代電動車電池的公司，實現量產計畫，

預計於 2025 年時完成生產線的建置。 

除了鉅額募資外，6 月份也有幾家值得關

注的新創企業。首先是機器人開發公司

Savioke，其成立初期即獲得 GV 與 AME Cloud 

Ventures 支持，Intel Capital 更於 2016 年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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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其 A 輪募資，本月份則完成了 B 輪募資 1,340

萬美元。該公司開發與佈署在人類環境運作的

自動化機器人，主要產品為送貨機器人 Relay，

可配置於旅館、公寓、工廠或醫院等場域，提

升服務效率。 

其次則是無人機開發公司，Matternet。本

月份完成的 1,600萬A輪募資是由美國波音公

司創投領投Boeing HorizonX Ventures，而Sony 

Innovation Fund 也在投資者名單之中。

Matternet 利用無人機以及在各地佈署的飛行

站提供物流服務，用戶可透過飛行站收送物件。

2017 年 3 月，Matternet 成為世界上第一家獲

准在瑞士人口稠密地區全面運營無人機物流

的公司。 2018 年 5 月，根據 FAA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的

無人機整合計劃，Matternet 被選中為美國醫院

開展無人機物流業務。同時，Matternet 也是

Mercedes-Benz Vans 的合作夥伴，將無人機物

流系統與貨車結合。 

此外，由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以及

歐洲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旗下創投 Airbus 

Ventures 所領投 A 輪 4,000 萬美元的新創企業

SpinLaunch，可說是 6 月份的創新亮點之一。

該公司研發新型的太空發射器，目標在於提供

更便宜且永續的方式，在不使用化學燃料的其

況下，將衛星發射至太空。其利用離心力，使

飛行載具在真空狀態以每小時 3,000 英里的速

度，推動衛星離開地球大氣層。 

本月份收購案 14 件，其中出現不少大型

企業收購。人工智慧領域新創 Cube26 開發新

一代的影像辨識軟體，使機器能識別人類的手

勢與表情。該技術可應用於行動裝置、PC 與

智慧電視等設備。收購者 Paytm 為印度最大的

電子支付公司，亦是估值達 66 億美元的電商

平台 One97 子公司；行動科技公司 Curbside 開

發零售服務行動應用程式，提供當地零售商的

實時庫存狀況，並結合定位技術，提供採購資

訊予零售商以提前備貨。該公司累積獲投

3,450 萬美元，收購者為日本樂天；Cisco 收購

雲端科技公司 July Systems，該公司於 2001 年

成立，開發基於雲端的行動體驗與位置服務

(Location service)平台，專注整合實體空間與

數位化服務，使實體店家掌握進門的消費者資

訊與店內購物行為，以提供更準確的消費洞察；

PayPal 以 1.2 億美元收購資安科技公司

Simility，其提供網路詐欺防護解決方案，利用

基於 AI 的用戶辨識系統以及簡易的 SDK 與

API 軟體模組，收集客戶使用數據，分析行為

並規劃辨識規則，建立網路詐欺決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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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表 1-1、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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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應用 11 112.20 

生技醫療 10 79.20 

IoT 7 34.90 

金融科技 6 120.59 

資安 5 262.35 

雲端科技 4 326.00 

網路應用 4 30.00 

人工智慧 4 8.60 

農業科技 4 11.85 

媒體與娛樂 3 11.40 

汽車科技 2 5.00 

能源 1 100.00 

行動科技 1 0.10 

其他 1 68.00 

總計 63 1,170.189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表 1-2、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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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

時間 
重要投資人 

1 Cohesity 雲端科技 D 輪 $250 6/11 

SoftBank Vision Fund、Sequoia 

Capital、Morgan Stanley 

Expansion Capital、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Cisco 

Investments 

2 CrowdStrike 資安 E 輪 $200 6/19 

IVP (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General Atlantic、

Accel 

3 Quantumscape 能源 公司輪 $100 6/21 Volkswagen Group 

4 CloudBees 企業應用 E 輪 $62 6/27 

Verizon Ventures、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Golub 

Capital、Delta-v Capital 

5 Avi Networks 雲端科技 D 輪 $60 6/6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Greylock Partners、DAG 

Ventures、Cisco Investments 

6 BlueVine 金融科技 E 輪 $60 6/5 

Silicon Valley Bank、Menlo 

Ventures、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7 Agari 資安 E 輪 $40 6/21 
Greylock Partners、Goldman 

Sachs、First Round Capital 

8 SpinLaunch 其他 A 輪 $40 6/14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Alphabet、Airbus 

Ventures 

9 Agora.io 網路應用 B 輪 $30 6/8 

Shunwei Capital、SIG China、

Morningside Group、IDG 

Capital、GGV Capital 

10 Tact.ai 企業應用 C 輪 $27 6/25 
Salesforce Ventures、Redpoint、

Amazon Alexa Fund、Ac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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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矽谷地區各領域募資件數分佈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1-2、2018 年 6 月矽谷地區各輪次募資金額與件數 

 

2018 上半年矽谷獲投掃描 

根據 Crunchbase 資料，2018 上半年共有

390 家總部設於矽谷地區的新創企業獲投，已

揭露之總金額達 72.92 億美元。 

從產業領域來看，生技醫療為上半年最受

投資者關注的領域，交易件數 66 件，整體獲

投金額 16.75 億美元。其中不乏鉅額交易案，

並以基因檢測項目最受矚目，如 GRAIL 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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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完成 C 輪募資 3 億美元；Helix 於 3 月完成

2 億美元 B 輪募資。 

此外，企業應用領域交易亦相當熱絡，交

易件數 53 件，獲投金額 7.47 億美元；金融科

技與網路應用領域交易件數均為 33 件，獲投

金額分別為 7.86 億美元及 5.14 億美元。 

在各募資輪次上，種子/天使輪募資案最

多，共 136 件，總金額 2.03 億美元；A 輪募資

73 件，金額為 10.53 億美元；B 輪投資案 51

件，金額 1.18 億美元；C 輪投資案 16 件，金

額 7.84 億美元。值得關注的是上半年 D 輪募

資狀況，交易案雖僅 15 件，但因有多筆上億

美元的鉅額交易項目，募資金額高達 21.09 億

美元。如由軟銀(SoftBank)領投，富士康參與的

端對端的全棧式營建服務提供平台 Katerra，1

月完成 D 輪募資，金額為 8.65 億美元；估值

達 53 億美元的獨角獸金融科技公司

Robinhood 於 3 月完成 D 輪募資 3.5 億美元，

以及 6 月份剛完成 2.5 億美元募資的雲端科技

公司 Cohesity。 

矽谷地區的 ICO 項目於 2018 上半年僅 8

件，共募得 1.79 億美元。其中以金融科技新創

DataWallet 募資金額較高，達 4,000 萬美元。

該公司以區塊鏈技術建立消費者數據交易網

路，建立端對端的個人數據管理與價值。另外，

開發去中心化應用程式(DApp)的 0chain 亦獲

得 3,900 萬美元投資。 

觀察各月份募資狀況，1 月份是交易旺季，

投資案較多(83 件)，整體金額亦高(23.4 億美

元)。主要是因有不少鉅額交易發生在 1 月份，

如 Katerra 的 8.65 億美元、軟銀投資的數據分

析公司 Snowflake 獲投 2.63 億美元，以及 C3 

IoT 的 1 億美元。此外，1 月份亦是 Y 

Combinator (YC)加速器計畫開始的期間，不少

種子期的新創企業獲得來自 YC 的小額投資

(12 萬美元)，並開始他們的創業輔導課程。其

他各月交易件數則介於 51~68 件，獲投金額為

7.7 億至 11.7 億美元之間。 

 

表 1-3、2018 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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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1,674.98 

企業應用 53 747.10 

金融科技 33 785.75 

網路應用 33 513.80 

人工智慧 30 225.01 

IoT 29 249.79 

雲端科技 28 622.96 

汽車科技 20 317.23 

資安 20 527.33 

人力資源 13 95.33 

媒體與娛樂 10 90.60 

行動科技 7 6.04 

AR/VR 7 30.85 

教育科技 6 28.31 

農業科技 5 15.85 

硬體製造 5 25.52 

能源 4 183.00 

其他 21 1,152.46 

總計 390 7,2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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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18 上半年矽谷地區各領域募資件數分佈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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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2018 上半年矽谷地區各月募資金額與件數 

 

1.企業獲投狀況 

(1) 企業應用 

 CloudBees (設計軟體開發流程管理系統，

針對需要持續驗證開發成果的流程，提

供簡單、安全、可視化的管理程式，為具

高 靈 活 性 的 CI/CD (Continuous 

Integrate/Delivery)解決方案) 6/27 宣佈完

成 E 輪募資 6,000 萬美元，由 Golub 

Capital 與 Delta-v Capital 領投，Verizon 

Ventures 、 Unusual Ventures 、 Matrix 

Partners、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共

同投資。 

 Tact.ai (開發人性化 AI 語音助理，協助

企業提升客戶體驗，並整合企業軟體，透

過在邊緣設備上所運行的 AI 助理，建立

新的工作流程系統，提升銷售與經營效

率) 6/25 完成 C 輪募資 2,700 萬美元，由

Amazon Alexa Fund 領 投 ， Upfront 

Ventures、Salesforce Ventures、Redpoint、

M12、Comcast Ventures、Accel 投資。 

 LevaData ( 建立雲端平 台 Cognitive 

Sourcing，提供即時的供應鏈資訊，結合

人工智慧與預測工具，應用於市場情報

與企業採購分析，節省採購成本與降低

供應鏈風險) 6/12 完成 B 輪募資 1,200 萬

美元。由 Tola Capital 領投。 

 Codefresh ( 軟體開發的持續性交付

(Continuous Delivery)平台，整合不同的

容器(container)技術，透過快速的開發者

反饋與測試週期，協助敏捷團隊提高產

出品質，並加快產品開發效率) 6/27 募得

B 輪 800 萬美元，由 M12 領投，Viola 

Ventures、Hillsven Capital、CE Ventures 

(CEIIF)參與投資。 

 Frontdesk AI (針對未接通的客戶來電，該

公司開發的客服 AI 將透過即時回應的

簡訊系統，在第一時間提供並完成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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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服務) 6/29 募得種子輪 110 萬美

元，Speciale Invest 領投。 

 dotin (整合社群、影像、企業資訊，以及

其他結構與非結構化數據，建立個人數

位身分資料(數位指紋)，可應用於數位行

銷、CRM、員工關係、客戶行為分析等) 

6/22 募得種子輪 100 萬美元，Net One 

Systems 領投。 

 Aktify (協助企業行銷團隊從銷售線索

(Sales leads)中，找尋有興趣購買產品或

服務的客戶。透過不同的推播管道與調

查方式，開發潛在客戶，建立系統化分析

流程，提升行銷效率) 6/4 募得種子輪 100

萬美元，由 Kreg Peeler、Drew Major 共

同投資。 

 SimpleDataLabs (開發AI平台 Prophecy，

針對商業智慧所設計的模組化 AI 分析

系統，協助企業建構機器學習模型，以及

BI分析介面) 6/1募得種子輪 10萬美元，

Berkeley SkyDeck Fund 投資。 

 Prevedere (為企業提供產業大數據洞察

與分析服務，開發先進的實時認知運算

引擎，ERIN (External Real-time INsights) ，

可在短時間內利用外部數據提供產業報

告與預測分析) 6/29 募得 B 輪資金，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投資。 

 Samepage Labs (企業協作平台。提供完整

的企業協作軟體服務，包含專案管理、分

工管理、實時員工交流，並整合 Office，

可多方同時溝通修改檔) 6/20 募得種子

輪資金，Reflex Capital 領投。 

 Vizru (企業運營管理介面與應用開發，提

供多元的公司業務軟體服務，如客服端

的 AI 對話機器人、作業流程自動化管理、

協作平台與績效評估等) 6/4 募得種子輪

資金，Plug and Play 投資。 

 

(2) 生技醫療 

 Vium (結合硬體設備與軟體技術，支援藥

物研發。開發 Smart Housing 機架系統，

應用感測技術提供非侵入式的實驗體數

據採集，另整合 Digital Vivarium 與 Vium 

Cloud，使研究人員即時掌握關鍵數據，

提升藥物開發效率) 6/21 募得 B 輪 2,400

萬美元，由 Lux Capital、Data Collective

領投， Future Shape、Founders Fund、

Dolby Family Ventures 共同投資。 

 WelbeHealth (針對高齡且需要特殊照護

的老年人，依據需求提供客製化的醫療

照護整合服務) 6/29 募得 B 輪資金 1,500

萬美元，由 Ulysses Diversified Holdings 

(Ulysses)、Longitude Capital 領投，Town 

Hall Ventures 、 F-Prime Capital 

Partners、.406 Ventures 參與投資。 

 Mindstrong Health (開發與設計手機應用

程式，用戶可隨時輕易量測認知行為，及

早發現神經疾病，解決過高的診斷成本、

不當量測與發現太晚的問題) 6/14募得B

輪 資 金 1,500 萬 美 元 ， 由 Bezos 

Expeditions 領投， Optum Ventures 、

Foresite Capital、Decheng Capital、ARCH 

Venture Partners 共同投資。 

 Zipline Medical (專注於傷口閉合技術與

產品研發，以滿足快速、非侵入性且易於

使用的臨床需求。該公司產品為傷口閉

合提供一種新方法，提升癒合速度、舒適

度，降低成本與術後傷口感染風險) 6/19

募得 F 輪資金 900 萬美元，由 MVM Life 

Science Partners領投，HighCape Partners、

Bridge Bank 參與。 

 Health Gorilla (提供安全的臨床數據協作

平台，提供醫師與患者可追蹤的臨床紀

錄，整合不同來源的診療數據，協助醫師

與病患掌握病史，並提供就診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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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自動預約、預防保健提示等) 6/25 募得

A 輪資金 820 萬美元。 

 Paradromics (結合工程師和神經科學家，

該公司開發大腦與電腦之間的高容量雙

向數據交流裝置 Argo，建立 65,536 個神

經通道，其神經接口技術將用於幫助身

體殘疾的患者重新與外部世界連接) 6/11

募得種子輪資金 700 萬美元，由 Synergy 

Ventures、Arkitekt Ventures 領投，Loup 

Ventures、IT-Farm、Fusion Fund、Dolby 

Family Ventures、Alpha Edison 共同投資。 

 TaqTik Health (醫療旅行平台，提供專業

跨國醫療服務，涵蓋泰國、日本、馬來西

亞、韓國與台灣，服務內容則包含醫美、

牙科、抗老與健檢等) 6/15 募得種子資金

100 萬美元。 

 iDentalSoft (牙科診所管理平台，針對牙

科工作流程提供特製化的 SaaS 服務，整

合醫療排成、病歷管理、員工管理、CRM、

電子支付等，並易於導入電腦系統或任

何行動裝置) 6/13 募得資金，由 FCA 

Venture Partners 領投。 

 Subtle Medical (醫學成像軟體研發，利用

深度學習技術，改善影像採集、重建、處

理與分析品質，降低成本、時間與輻射劑

量 ) 6/1 募得種子資金，由 Wisemont 

Capital 、 Tsingyuan Ventures 、 StartX 

(Stanford-StartX Fund)、Fusion Fund、Data 

Collective 、 Breyer Capital 、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Baidu Ventures 共同投

資。 

 ZAAZ (研發與生產全身振動設備(Whole 

Body Vibration, WBV)健身器材，可加速

新陳代謝，舒緩肌肉疼痛與提升肌力) 6/1

募得資金，由 Decathlon Capital Partners

領投。 

 

(3) IoT 

 Matternet (利用無人機提供按需物流與

快遞服務。在各地佈署的飛行站

(Matternet Station)提供自動充電與包裹

服務，用戶可透過飛行站收送物件) 6/26

募得 A 輪資金 1,600 萬美元，由 Boeing 

HorizonX Ventures領投，Swiss Post、Sony 

Innovation Fund、Levitate Capital 共同投

資。 

 Savioke (開發與佈署在人類環境運作的

自動化機器人，該公司的主要產品 Relay

為一款送貨機器人，可配置於旅館、公寓、

工廠或醫院等場域，提升服務效率) 6/28

募得 B 輪 1,340 萬美元，由 Swisslog 

Healthcare、Recruit Strategic Partners、

Intel Capital、Brain Corporation共同投資。 

 Knightscope (安防機器人開發設計。研發

之 K 系列機器人可適用於室內與室外，

取代具高重複性質的巡邏人力，並設計

巡邏數據監控平台 KSOC (Knightscope 

Security Operations Center)，協助使用者

由雲端掌控巡邏與監視資訊) 6/6 完成債

權融資 350 萬美元，由 Silicon Valley 

Bank 出資。 

 Roambee Corporation (端對端監控系統。

開發多樣聯網監控產品，提供可靠且具

有成本效益的端到端實時物流追蹤服務。

透過無線感測器與雲端平台，客戶可隨

時接收貨物裝運與在途狀態的訊息，如

裝箱、倉儲、包裝、物流等) 6/20 募得 C

輪資金 200 萬美元，由 MDI Ventures 投

資。 

 Litmus Automation (工業物聯網(IIoT)解

決方案，開發 Loop 設備與數據管理平台，

以及 LoopEdge 邊緣運算系統，允許安全

地連接和管理任何類型的硬體設備及感

測器，提供大規模物聯網部署的控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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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介面) 6/5 募得種子資金，由 Plug and 

Play 投資。 

 area17 (機器自主導航與防撞系統開發，

由美國國防部與史丹佛國際研究院(SRI 

International)技術支援，以軟體為機器提

供導航，使其能在非結構化、無法使用

GPS 的室內環境、城市與惡劣環境中操

作) 6/1 募得種子資金，由 Revel Partners

領投。 

 W8X (設計小型居家健身器材，提供比傳

統設備更安全、更有效的訓練方式。該系

統可透過行動應用程式控制，自動改變

阻力適應用戶需求，並追蹤訓練情況以

提供有價值的反饋) 6/1 募得天使資金，

由 Albert Matheny 投資。 

 

(4) 金融科技 

 BlueVine (企業融資服務平台。該公司推

出 Flex Credit，根據 6 至 12 個月的應收

帳款，已折扣金額提供快速的融資服務，

在一天之內發放 5,000 至 25 萬美元營運

資金。2013年至今已協助 10,000家企業，

獲取超過 10億美元的資金) 6/5募得E輪

資金 6,000 萬美元，由 Menlo Ventures 領

投， Silicon Valley Bank 、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83North 共同投資。 

 Cape Analytics (運用機器視覺技術，分析

地理空間影像，建立不動產資料庫，提供

即時的物產資訊，提升財產保險品質與

效率) 6/22 募得 B 輪 1,700 萬美元，由

XL Innovate 領投，The Hartford、The 

Cincinnati Insurance Companie、State Auto 

Labs、Promus Ventures、Nephila Capital、

Montage Ventures、Lux Capital、Khosla 

Ventures、Formation 8、Data Collective、

CSAA Insurance Group 參與投資。 

 Drip Capital (中小企業出口融資服務。利

用自動化風險評估模型，簡化申請流程，

提供免抵押品的信用額度 250 萬美元，

企業可透過發票上傳獲得 80%的資金融

通) 6/21 募得 A 輪資金 1,500 萬美元，由

Wing Venture Capital、Sequoia Capital、

Accel 領投，Y Combinator 參與投資。 

 Hub (應用區塊鏈技術，針對網路時代的

虛擬信任(virtual trust)提出解決方案，建

置人類信任協議。依據交易或任務執行

結果，發行 Hub 代幣作為公有鏈上聲譽

數據的報酬，而 Hub 代幣則可作為信任

股權以確保任務遂行的誘因) 6/2 完成

ICO 募資約 1,359 萬美元，由 Elysium 

Venture Capital 投資。 

 Listo (線上融資平台，針對拉丁裔美國人

提供小額線上貸款服務) 6/10 募得 A 輪

850 萬美元，由 LEAP Global Partners 領

投 ， Mexico Ventures 、 Continental 

Advisors 共同投資。 

 MovoCash (開發行動支付系統，用戶可

透過行動裝置進行線上消費，並將禮品

卡(Gift card)或虛擬貨幣轉換為現今於任

何的 POS機上使用) 6/1 募得 A輪 650 萬

美元，由 Bighorn Ventures 領投。 

 

(5) 資安 

 CrowdStrike (開發基於雲端架構的資安

整合平台 Falcon，提供用戶端防護措施。

建構網路威脅圖以檢測所有的攻擊類型，

甚至是無惡意軟件的侵入行為，提升資

訊安全的同時降低客戶的成本與系統導

入的複雜度) 6/19 募得 E 輪 2 億美元，由

IVP (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 、

General Atlantic、Accel 領投，March 

Capital Partners、CapitalG 參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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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ri (91%的資安威脅來自於電子郵件，

該公司每日掃描高過 100億封電子郵件，

應用機器學習技術開發電子郵件保護平

台，建立安全身分識別，排除 ID 詐欺風

險) 6/21 募得 E 輪 4,000 萬美元，由

Goldman Sachs 領投， Scale Venture 

Partners 、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

Greylock Partners、First Round Capital、

Battery Ventures、Alloy Ventures 共同投

資。 

 Balbix (持續性監測網路中所有裝置的資

安風險，建立可能的攻擊影響評估，應用

AI 演算法預測攻擊如何發生與散播，提

供可操作的見解並降低風險，協助團隊

制定優先策略) 6/27 募得 B 輪 2,000 萬美

元，由 Singtel Innov8 領投，Pankaj Patel、

Mubadala Investment Company、Mayfield 

Fund、John Chambers、Gary Gauba、B. V. 

Jagadeesh 共同投資。 

 Northern.tech (針對物聯網裝置的資安系

統，開發分佈式軟體定義防火牆

(Software Defined Firewall, SDF) Zener，

嵌入Linux IoT設備的遠程管理與更新系

統 Mender ，以及自動化管理介面

CFEngine) 6/11 取 得 歐 盟 委 員 會

(European Commission)旗下組織 Horizon 

2020 的創新補助 200 萬歐元。 

 

(6) 雲端科技 

 Cohesity (跨越私有雲與公有雲的企業級

輔助儲存平台，企業客戶可透過該平台

簡化其數據備份與保護流程，並且結合

文件管理、雲端應用、數據測試、檔案分

享與分析工具) 6/11 完成D 輪募資 2.5 億

美元，由 SoftBank Vision Fund、Sequoia 

Capital、Morgan Stanley Expansion Capital、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 Cisco 

Investments 共同投資。 

 Avi Networks (企業雲端平台，提供基於

跨數據中心及雲端部署的自動化應用程

式監控系統 API，以軟體為核心，具高擴

展性與低成本特徵) 6/6 募得 D 輪資金

6,000 萬美元，由 Menlo Ventures、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 Greylock 

Partners 、 DAG Ventures 、 Cisco 

Investments 投資。 

 YugaByte (基於雲端的開源資料庫系統，

以高彈性、擴展性與低延遲的解決方案，

協助企業客戶在公有雲或私有雲提供面

向客戶的應用程式) 6/12 募得 A 輪資金

1,600 萬美元，由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Dell Technologies Capital 領投。 

 CNEX Labs (網路與資料儲存軟硬體公

司，開發革命性的 PCIe SSD 控制器 ASIC，

提供高效能與低延遲的儲存系統，提升

數據存取效率與裝置擴展性，並降低能

耗) 6/7 完成募資，由 Total Access Fund、

Purple Arch Ventures 、 Chestnut Street 

Ventures 、 Castor Ventures 、 Alumni 

Ventures Group 投資。 

 

(7) 網路應用 

 Agora.io (實時通訊服務平台，每月提供

即時影音與互動式廣播服務超過 90億分

鐘，目前服務範圍超過 100 個國家，超

過 5 億個軟體開發套件(SDK)安裝於不

同通訊裝置，可應用於遠程醫療、教育、

金融服務、客戶服務、社交媒體與遊戲領

域) 6/8 募得 B 輪 3,000 萬美元，由

Shunwei Capital、SIG China、Morningside 

Group、IDG Capital、GGV Capital 共同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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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ttsi (開發行動應用程式，打造同步口

譯社群，即時翻譯需求者可隨時找到適

合的口譯人員，而合格的口譯人員亦可

獲得相應的報酬與彈性的工作時間) 6/4

完成種子輪募資。 

 Crowdera (建置免費的群眾募資平台，支

援個人、非營利組織與具備社會影響的

創新項目，提供向公眾募集資金的管道) 

6/4 完成種子輪募資，由 Pramod Jain、

Manish Satnaliwala 、 Anil Advani 、

Amarendra Reddy 投資。 

 Cheeze (開發行動應用程式 privy，提供

高隱私的雲端空間，使用者可輕鬆編輯

相片與相簿，並與邀請的親朋好友分享

生活紀錄) 6/1 獲得天使投資。 

 

(8) 人工智慧 

 Falkonry (建置工業用機器學習系統

Falkonry LRS，可從多元的時間序列數據

中，使用無監督的特徵學習發現隱藏的

規律，以及半監督機器學習進行標記，為

作業團隊提供可立即使用的數據分析與

預警) 6/19 募得 A 輪資金 460 萬美元，

由 Presidio Ventures 領投，Zetta Venture 

Partners、Start Smart Labs、Polaris Partners、

Fortive、Basis Set Ventures 參與投資。 

 Alcatraz AI (應用機器學習與 3D 臉部辨

識技術，開發自動門禁軟硬體系統，可適

用於多人流辨識需求，並重視個人生理

特徵數據安全) 6/12 完成種子輪募資 400

萬美元，由 Ray Stata、JCI Ventures、

Hardware Club 共同投資。 

 Cogniac (人工智慧模組化平台，設計 AI

建構流程，從資料匯入、定義圖像、調整

修正，至建立決策模式，提供視覺化操作

介面，簡化 AI 應用程式) 6/5 募得種子輪

資金，由 Plug and Play 投資。 

 Fracta (應用 AI 技術，整合供水系統與地

理資訊，預測可能的地下水管耗損情況，

建立可視化分析圖表，節省 32%的置換

與施工成本，降低無謂的水資源損失) 6/1

完成公司輪募資，由 Kurita Water 

Industries 投資。 

 

(9) 農業科技 

 WaterBit (提供自動化灌溉解決方案

(Autonomous Irrigation Solution, AIS)，研

發與生產灌溉用無線感測器 WaterBit 

Carbon，能針對各種土壤性質偵測濕度，

並連結灌溉系統，優化用水量，提高產量，

並節省勞力) 6/26 完成 A輪募資 1,140 萬

美元，由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領投，

T. J. Rodgers、Heuristic Capital 參與。 

 Ztractor (自動化農用拖拉機設計，開發追

蹤系統，協助農民規劃拖拉機作業路徑

與時間，提升農耕效率) 6/4 募得天使資

金 45 萬美元。 

 Kakaxi (開發太陽能農作監控系統，蒐集

溫溼度、日照、雨量與農作生長等數據，

除了提升耕作效率外，亦為供應鏈提供

透明的生產流程，連結經銷、零售，以及

消費者，提升農產價值) 6/28 完成種子輪

募資，由 Makers Boot Camp 投資。 

 

(10) 媒體與娛樂 

 Bevy (社群活動平台，主要協助企業拓展

與經營全球各地的社群，並連結各地的

客戶。該公司協助全球創業家社群

Startup Grind擴張其活動觸角至接近 110

個國家、400 個城市) 6/20 募得 A 輪資金

640 萬美元，由 Upfront Ventures 領投，

Steve Blank、Ryan Smith、Jared Smith、

Aaron Skonnard 共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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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N Foundation (去中心化的數位遊戲

發佈平台，解決目前大型遊戲發布平台

於跨境支付管道以及推薦資訊不透明的

問題，如 STEAM、App Store、Google Play

等) 6/7 募得種子資金 500 萬美元，由Wei 

Guo、Feng Li、Cherubic Ventures 領投，

Cherubic Ventures 參與投資。 

 

(11) 汽車科技 

 Visual Threat (提供聯網車輛資安防護解

決方案 FUSE (Vehicle Cyber Security 

Protection Framework)，包含汽車防火牆

技術、傘覆式安全性原則佈署、雲端更新、

網路攻擊事件分析等) 6/29募得A輪 500

萬美元，由 Baidu 領投。 

 

(12) 能源 

 Quantumscape (固態電池開發公司，2012

年與 VW 展開合作。固態電池提供更高

的能源密度、安全性與快速充電能力，該

公司擁有約 200 項固態電池技術專利與

申請中專利) 6/21 募得公司輪資金 1 億

美元，由 Volkswagen Group 投資。 

 

(13) 行動科技 

 Resonance Software (以聲納技術建立行

動裝置的連結，取代藍芽、WiFi 或 NFC。

該公司開發 SDK，使裝置可透過內建的

麥克風進行環境聲音識別，與其他裝置

配對，並進行數據交換) 6/1 募得種子輪

10 萬美元，由 Berkeley SkyDeck Fund 投

資。 

 

(14) 其他 

 SpinLaunch (太空彈射器研發，目標在於

提供更便宜且永續的方式，不使用化學

燃料而將衛星發射至太空。開發真空離

心機彈射器，以每小時 3000英里的速度，

推動衛星離開地球大氣層) 6/14 募得 A

輪 4,000 萬美元，由 Alphabet、Airbus 

Ventures 領投，Maximus Yaney、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ATW Partners

共同投資。 

 NextInput (開發新一代的電子觸控技術

ForceTouch，其透過螢幕因壓力所產生

的物理形變進行感測，取代過去電阻、電

容或光束感測的觸控技術。更加便宜與

低功耗，適用於行動應用，並支持 3D 觸

控) 6/6 募得 B 輪 1,300 萬美元，由 Weili 

Dai、UMC Capital、Sierra Ventures、Sehat 

Sutardja、Cota Capital 共同投資。 

 Chowbotics (自動沙拉製作與販賣機

Sally 開發與設計，包含 22 種配料與 40

種沙拉食譜，提供客製化的新鮮沙拉) 

6/13 募得 A 輪 1,100 萬美元，由 Techstars、

Foundry Group 領投。 

 Audacy (研發衛星通訊解決方案，透過中、

低軌道衛星通訊與地面中繼站，持續提

供穩定的數據通訊，解決過去非對地靜

止軌道(Non-Geostationary Orbit, NGSO)

衛星通訊品質低落與成本高昂的問題) 

6/9取得債權融資 400萬美元，由Horizon 

Technology Finance 領投。 

 Formulate (根據個人髮質，透過使用者回

饋與數據分析，客製化生產護髮與洗髮

產品) 6/1 募得種子輪資金，由 Agility 

Collective 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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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業收購狀況 

 VerticalScope 收購 Fixya (產品維修知識

與 How to 分享平台，其建立一超過 2,000

萬名用戶的社群，打造產品知識的維基

百科，用戶可線上詢問或分享自己的專

業知識) 

 Ping Identity Corporation 收購 Elastic 

Beam (開發 API 資訊安全系統，可自動

檢測客戶內部所有 API運行的 IP 位址與

URL，並使用人工智慧搜索異常行為與

活動，回報異常狀況或依據配置設定自

動關閉訪問) 

 Trion Worlds 收購 Gazillion (多人線上角

色扮演(MMO)遊戲開發公司，擁有獨特

的遊戲開發引擎，並推動遊戲銷售與營

運工作，曾製作 Marvel Heroes) 

 PayPal 以 1.2 億美元收購 Simility (網路

詐欺防護解決方案，利用基於 AI 的用戶

辨識系統以及簡易的 SDK 與 API 軟體

模組，收集客戶使用數據，分析行為並規

劃辨識規則，建立網路詐欺決策模型) 

 NES Global Talent 收購 Redbock (生技醫

療人力資源服務，提供擁有多年經驗且

獲得具有FDA認證的專業醫療與生技人

才，以及可驗證成效的顧問流程，解決製

藥、生物技術及醫療設備領域相關的技

術挑戰) 

 SnackNation收購EdgiLife Media (建立消

費者產品試用社群，針對民生消費品

(consumer packaged goods, CPG)提供快

速且準確地使用回饋與洞察，協助業者

改善產品) 

 SnackNation 收購 Love With Food (零食

銷售平台，提供 Tasting、Deluxe 與

Gluten-free三種配銷方式，每月依據不同

方式收取 7.99 至 24.99 美元，提供多樣

化的零食組合) 

 印度最大的電子支付公司 Paytm 收購

Cube26 (開發新一代的影像辨識軟體，使

機器能識別人類的手勢與表情，該技術

可應用於行動裝置、PC 與智慧電視等設

備)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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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Systems (基於雲端的行

動體驗與位置服務(Location service)平台，

專注整合實體空間與數位化服務，使實

體店家掌握進門的消費者資訊與店內購

物行為，以提供更準確的消費洞察)  

 Zimperium 收購 Mi3 Security (針對行動

裝置(Android 與 iOS)系統的資安軟體開

發，以人工智慧分析全球行動應用程式

的攻擊數據，阻絕惡意軟體)  

 Workday 以 15.5 億美元收購 Adaptive 

Insights (針對企業財務與銷售，建置市場

洞察與規劃平台。其產品 Adaptive 

Insights for Finance，協助企業透過可視

化的介面掌握企業財務報告與分析，制

定準確的預算規劃；Adaptive Insights for 

Sales 優化銷售資源，提高成效的可預測

性)  

 Rakuten 收購 Curbside (零售服務行動應

用程式開發，提供當地零售商的實時庫

存狀況，並結合定位技術，提供採購資訊

予零售商以提前備貨)  

 Astreya 收購 Hiremore (連結全球人力資

源網路，優化人才評鑑機制，提升企業尋

才效率，降低成本)  

 Box 收購 Progressly (基於雲端的企業運

營績效管理解決方案，透過該公司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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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化系統轉換，結合行動裝置，達到實時

工作流程分工與協作，提高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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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6） 

本月在亞洲投資風向掃描方面，將觀察中國 2018 年 6 月股權投資的趨勢。首先針對中國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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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獲投的概況。 

總獲投件數與金額估計 

2018 年 6 月份中國共有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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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72 億人民幣，約 249.17 億美元，。本月因獲投件數較多且

人民幣兌美元相對弱勢，以及螞蟻金服於本月宣告完成高達 140 億的募資金額，堪稱史上最大額

募資，使得本月總獲投金額明顯高於前數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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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件投資交易活動，占總獲投件數的 17%。

其次依序為金融 63 件(13%)以及醫療健康 54 件(11%)。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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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國獲投企業募資階段高度集中在早期階段，占比約

76%，其中種子輪/天使輪 122 件(25%)、Pre-A 輪、A 輪、A+輪共 187 件(39%)。中期階段(Pre-B

輪、B/ B+輪、C/ C+輪)的件數共 77 件(16%)。後期階段(D 輪之後)占比約為 3%，至於戰略性投

資達 79 件，占比 17%。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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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件(33%)、

上海 85 件(18%)、廣東 80 件(17%)、浙江 60 件(13%)、江蘇 24 件(5%)等，合計五大地區占總獲

投件數的 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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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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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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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黃狗(A 輪 10.5 億人民幣) 

小黃狗是再生資源智能回收平台。小黃狗

主要透過在社區、辦公大樓、飯店、市區設立

廢舊、閒置物品智慧回收站，以有償的方式接

收民眾投放的廢紙、塑膠、金屬、廢舊紡織品、

玻璃等廢棄物。同時對接專職的廢品回收人員，

並結合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識別等科技

打造一套完整的廢品回收生態鏈。 

小黃狗於本月宣佈獲得中植集團的 10.5

億人民幣 A 輪投資，投後小黃狗估值達 60 億

人民幣。小黃狗宣稱本輪募資將主要用於設備

生產、技術研發和智慧回收機的鋪設投放。 

麗珠單抗(A 輪 1.48 億美元) 

麗珠單抗成立於 2010 年 7 月，主營業務

為生物藥（創新藥和生物類似藥）的開發、生

產和銷售。擁有豐富的研發產品線，約 10 個

不同研發及臨床階段的專案同時進行中，覆蓋

淋巴瘤、乳腺癌、風濕性關節炎、肺癌等疾病。

麗珠單抗具備世界級水準領導團隊，其中有 2

名國家千人計畫專家，平均擁有 15 年以上的

海外生物藥研發和產業經驗，具有一流的創新

和產業能力。 

本月麗珠單抗獲得A輪投資 1.48億美元，

由 Livz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及雲鋒基金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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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TEC 品鈦(A 輪 1.03 億美元) 

品鈦是一家金融科技賦能整體解決方案

提供商，為金融機構和商業機構提供高效的智

慧零售金融解決方案，業務包含分期、個人信

貸、微小企業信貸、財富管理、保險經紀等多

個領域。 

本月品鈦宣佈完成總計 1.03 億美元的 A

輪募資，由新浪、曼圖資本（Mandra Capital）

領投，STI Financial Group、順為資本、熙金資

本跟投。 

Middle-Stage 

拜騰 / Byton(B 輪 5 億美元) 

拜騰是一家智能電動車研發商，拜騰將產

品定位為「共用出行和自動駕駛時代的下一代

智慧終端機」，拜騰的核心亮點之一是全新的

智慧人車交互系統，此外車內搭載了長 125 公

分、高 25 公分的觸控螢幕以及觸控式方向盤，

並支援手勢識別、語音辨識、觸控、生物識別

等互動方式。 

拜騰於本月完成 B 輪 5 億美元的募資，

領投方為一汽集團，寧德時代跟投。4 月下旬

時，一汽集團就與拜騰正式簽署戰略合作投資

框架協議。根據協定，一汽將作為戰略投資者

參與拜騰 B 輪募資，雙方還將在產品開發、生

產、銷售及服務等領域展開合作。 

趣鏈科技(B 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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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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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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趣鏈科技更新了上月的獲投資訊，最

終宣告於本月完成 15 億人民幣的 B 輪募資，

在本輪出資額轉讓及增資中，趣鏈科技的新增

股東包括國投高新、理想國際、蘭石投資、永

滈投資、景喆投資、匯仁文曲投資等。趣鏈科

技此輪投資結構是混合了中國國家投資機構、

上市公司和傳統基金。 

依圖科技(C+輪 2 億美元) 

依圖科技是一家電腦視覺科技公司，致力

於為使用者提供基於圖像理解的資訊獲取和

人機交互產品。依圖科技共有五大核心業務領

域，分別為智慧安防、依圖醫療、智慧金融、

智慧城市以及智慧硬體。 

依圖科技本月完成 2 億美元的 C＋輪募

資，新投資方為高成資本、工銀國際、浦銀國

際。 

Late-Stage 與其他 

螞蟻金服(F 輪上市前 140 億美元；戰略投

資 16 億人民幣) 

螞蟻金服為致力於普惠金融服務的科技

企業。螞蟻金服開始於 2004 年成立的支付寶，

2014 年 10 月螞蟻金服正式成立。螞蟻金服透

過科技創新能力，搭建開放、共用的信用體系

和金融服務平台，為全球消費者和微小企業提

供安全、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務。 

於本月螞蟻金服完成140億美元的 IPO前

募資。螞蟻金服表示，本輪募資將主要用於支

付寶的全球化拓展，自主科研投入和全球頂尖

人才的招募，此外，資金也將用於培育新興市

場的科技人才，助力數位化轉型，讓普通民眾

也能享受數位經濟帶來的紅利。 

而隨後保險巨頭太平洋人壽也宣佈以 16

億人民幣投資螞蟻金服，市場推估此次投資或

與二者之前在養老保險領域的戰略合作有關。 

燕東微電子(戰略投資 40 億人民幣) 

燕東微電子是一家專業化的積體電路設

計、製造、銷售於一體的 IDM 高科技企業，

國內優秀的模擬積體電路及分立器件製造商。

燕東微電子的產品包括晶圓製造、超小型封裝、

先進封測線等三大類。 

燕東微電子本月完成新一輪戰略投資，其

中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投資 10 億人民

幣，持股比例 19.76%；北京亦莊國際投資發展

有限公司投資 10 億人民幣，持股比例 19.76%；

北京京國瑞國企改革發展基金(有限合夥) 4 億

人民幣，持股比例 7.91%；鹽城高新區投資集

團投資 4 億人民幣，持股比例 7.91%；電子城

則再投資 12 億人民幣，總額共 40 億人民幣。 

VIPKID 大米科技(D+輪 5 億美元) 

VIPKID 是一家線上兒童英語教育平台，

專注於 4-12 歲線上兒童英語教育領域，透過 1

對 1 線上教學方式，幫助兒童有效學習和掌握

英文。VIPKID 借助於強大的師資力量、標準

的美國小學教材、生動有趣的課堂體驗，讓孩

童在家就可以快樂、高效地提升英語水準。 

本月VIPKID完成 5億美金的D+輪募資，

此次募資由 Coatue、騰訊、紅杉資本中國基金、

雲鋒基金領投。這也是迄今為止全球線上教育

領域最大一筆募資。完成本輪募資後，VIPKID

的估值將超過 200 億人民幣。 

比特大陸(F 輪上市前 4 億美元) 

比特大陸是一家專注於高速、低功耗定制

晶片設計研發的科技公司，擁有低功耗高性能



 

64 

 圖解股權 

的 16nm 工藝積體電路的量產經驗，成功設計

量產了多款 ASIC 定制晶片和集成系統。 

比特大陸提供的服務包含：BTC.com、硬

體設備 Antminer、礦場 Antpool 以及算力服務

HashNest。 

本月比特大陸獲得紅杉資本中國、紅杉美

國、DST 創始人 Yuri Milner、新加坡政府基金

等投資 4億美元 Pre-IPO輪投資，約換取 3.33%

的股份。 

草根投資(D 輪 23 億人民幣) 

草根投資為有投融資需求的小微企業及

個人用戶提供全面、安全有效的投資理財服務。

企業核心業務為線上債權轉讓及銷售，線下只

提供房產抵押、汽車質押及抵押。 

草根投資本月完成 23 億元 D 輪募資，由

洲際油氣領投，洲際油氣下的產業基金及眾多

原股東跟投，本輪募資資金將主要用於業務拓

展以及團隊建設。 

小紅書(D 輪 3 億美元) 

小紅書創立於 2013 年，是一個「使用者

創造內容」購物分享社群、發展消費類口碑資

料庫以及社群電商平台。平台透過搜集各地達

人心得，為出境購物愛好者提供詳細的購買攻

略，同時提供不同國家退稅打折資訊、品牌特

色商品推薦、購物場所、地圖索引以及當地實

用資訊等，並且對於使用者推薦的產品開設商

城，支援用戶線上購物。 

本月小紅書完成 D 輪 3 億美元募資，由

阿里領投，金沙江創投、騰訊投資、紀源資本、

元生資本、天圖投資、真格基金、K11 創辦人

鄭志剛參投。 

哈囉單車(F 輪上市前 20 億人民幣) 

哈囉單車為共用單車平台，掃碼解鎖借車，

且無固定車樁。 

本月螞蟻金服全資子公司上海雲鑫對哈

囉單車增資 20 億人民幣，目前哈囉單車估值

接近 23 億美元。 

同程旅遊(戰略投資 20 億人民幣) 

同程旅遊是一個多元化旅遊企業集團，也

是中國休閒旅遊線上服務商和一站式旅遊預

訂平台，其業務包含預訂機票、火車票、飯店、

門票等業務外，並提供用車、團購、旅遊攻略

等多項服務。 

華僑城集團與同程旅遊於本月聯合宣佈，

雙方已達成戰略合作，華僑城集團將戰略投資

同程旅遊，總投資額度 20 億人民幣。 

馬上金融(戰略投資 20 億人民幣) 

馬上金融由中國知名企業陽光保險、重慶

百貨、北京秭潤、重慶銀行、浙江小商品城、

物美控股共同發起設立。馬上金融是一個消費

分期和信用貸款平台，為用戶提供最高額度 5

萬的小額現金貸款以及購物分期服務。 

本月馬上金融新增戰略投資 20 億人民幣，

註冊資本從 22.1 億元增至 40 億元。 

寶寶樹(戰略投資 14 億人民幣) 

寶寶樹是中國規模最大的育兒網站，目標

客群為快速成長的 6,000 萬中國上網父母以及

價值高達 540 億美元的孕嬰童商機。寶寶樹透

過全方位資訊平台，讓父母在此平台進行經驗

分享，此外也搭配如電商平台、早教資源、育

兒教學以及各式相關的移動服務 app，囊括全

中國的孕嬰童經濟。 

寶寶樹於本月宣佈與阿里巴巴集團達成

戰略合作，最新一輪募資後寶寶樹估值達約

140 億人民幣。雙方將在電商、C2M（Customer 

to Maker）、廣告行銷、知識付費、新零售、

線上線下母嬰場景等多個層面展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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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盟/ Weimob(D+輪 2 億美元) 

微盟成立於 2013 年 4 月，微盟由最初的

微信開發服務商，快速發展成為一家專注於移

動社交行銷的網路多元化企業。基於移動社交

的核心價值，微盟以跨界領域的軟體發展、廣

告行銷、電商、金融、投資和大數據形成戰略

整合，打造智慧商業服務生態。微盟致力打造

中國版的 Salesforce，成為中國最大的企業服

務商，為企業提供智慧商業服務整體解決方案，

致力於透過產品和服務，協助中小企業向智慧

商業轉型升級，用技術驅動商業革新，讓商業

變得更智慧。 

微盟於本月完成 2 億美元 D+輪募資，由

凱欣創投、GIC 領投，四維資本、大華創投、

韓投夥伴、海峽資本、凱思博等機構跟投。北

拓資本擔任獨家財務顧問。 

太合音樂(戰略投資 10 億人民幣) 

太合音樂提供藝人綜合服務、版權營運發

行、視聽服務平台、現場活動演出、粉絲互動

社群、娛樂整合行銷等泛娛樂服務，太合音樂

旗下擁有太合麥田、海蝶音樂、大石版權、亞

神音樂、兵馬司唱片等著名音樂廠牌，以及百

度音樂、百度音樂人、百度樂播、秀動網、

LavaRadio 等。 

本月太合音樂完成 10 億人民幣戰略投資，

本輪投資方包括君聯資本、國創開元和中泰創

匯。 

華雲數據(F 輪上市前 10 億人民幣) 

華雲數據為客戶提供 “自主、安全、可控”

的雲端計算服務，以協助使用者採用雲端計算

提升 IT 能力，實現業務變革。華雲數據主要

向企業級使用者提供定制化私有雲解決方案，

同時也提供混合雲、大數據服務、超融合產品、

公有雲、IDC 轉雲等全雲服務。 

華雲數據本月宣佈完成 IPO 前最後一筆

10 億元募資，由東證資本(東方證券)領投，同

時引入廣發證券、清華控股基金、源星資本、

龍宇控股等多家戰略投資人。 

菜鳥驛站(戰略投資 1.68 億美元) 

菜鳥驛站成立於 2013 年 5 月 28 日，由阿

里巴巴集團、銀泰集團聯合複星集團、富春控

股、三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韻達）等

共同組建。菜鳥驛站專注於物流網路的平台服

務，透過大數據、智慧技術和高效協同，菜鳥

與合作夥伴一起搭建全球性物流網路，提高物

流效率、加快商家庫存周轉、降低社會物流成

本、提升消費者的物流體驗。 

中通於本月對菜鳥驛站投資約 1.68 億美

元，獲得約 15%的股份。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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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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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圖解股權 

 

附件、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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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務 小紅書 上海 D 輪 3 億美元 2018/6/1 

教育 婷婷姐姐 上海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6/1 

本地生活 Today 便利店 湖北 B+輪 3 億人民幣 2018/6/1 

教育 VIPCODE 程式設計 北京 A 輪 8500 萬人民幣 2018/6/1 

企業服務 白山雲 貴州 C+輪 2.4 億人民幣 2018/6/1 

文化娛樂 耳朵財經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 

企業服務 深醒科技 北京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1 

企業服務 ZingFront 智線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 

遊戲 Cocos 引擎 福建 A 輪 未透露 2018/6/1 

體育運動 遊道籃球 北京 戰略投資 1500 萬人民幣 2018/6/1 

物流 湯氏物流 浙江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1 

硬體 富馳高科 上海 C 輪 2 億人民幣 2018/6/1 

本地生活 商有外賣管家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 

汽車交通 哈羅單車 上海 F 輪-上市前 20 億人民幣 2018/6/1 

金融 風險管家 上海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1 

金融 潘帕斯 浙江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 

文化娛樂 辰訊科技 四川 Pre-A 輪 未透露 2018/6/1 

金融 極信區塊鏈 浙江 天使輪 1000 萬美元 2018/6/1 

硬體 HUMAN+ 北京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6/1 

體育運動 章魚寶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 

物流 中通快運 浙江 A 輪 1 億美元 2018/6/1 

汽車交通 摩卡汽車 廣東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 

教育 華羅庚網校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 

金融 愛鏈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1 

教育 考試星 北京 Pre-A 輪 600 萬人民幣 2018/6/1 

文化娛樂 財鏈社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2 

硬體 泰斗微電子 廣東 C+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 

企業服務 趣鏈科技 浙江 B 輪 15 億人民幣 2018/6/3 

醫療健康 歡樂口腔 北京 B 輪 4.5 億人民幣 2018/6/3 

教育 園釘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3 

醫療健康 三迭紀 江蘇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3 

硬體 megarobo 鎂伽機器人 北京 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6/4 

社交網路 布洛克科技 北京 A+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6/4 

醫療健康 來凱醫藥 上海 A 輪 1850 萬美元 2018/6/4 

企業服務 知識圈 廣東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4 



 

68 

 圖解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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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草根投資 浙江 D 輪 23 億人民幣 2018/6/4 

房產服務 樂乎 北京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4 

電子商務 SellerGrowth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4 

硬體 泰咪智能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4 

農業 西施生態 湖南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4 

電子商務 壹號餐桌 上海 戰略投資 1000 萬人民幣 2018/6/4 

教育 悉之教育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4 

教育 錄趣 北京 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6/4 

本地生活 寶寶樹 北京 戰略投資 14 億人民幣 2018/6/4 

金融 球無憂 廣東 A 輪 3500 萬人民幣 2018/6/4 

體育運動 GE 快健身 上海 天使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6/4 

硬體 燕東微電子 北京 戰略投資 40 億人民幣 2018/6/5 

本地生活 哢啦酷 北京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6/5 

體育運動 體育產業生態圈 北京 Pre-A 輪 未透露 2018/6/5 

旅遊 同程旅遊 江蘇 戰略投資 20 億人民幣 2018/6/5 

工具軟體 虎博科技 上海 Pre-A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5 

電子商務 味 Back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5 

金融 PINTEC 品鈦 北京 A 輪 1.03 億美元 2018/6/5 

金融 Goopal group 北京 A+輪 1200 萬美元 2018/6/5 

電子商務 鑽盈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5 

硬體 亮亮視野 北京 B+輪 1 億人民幣 2018/6/5 

金融 ContentBox 北京 Pre-A 輪 未透露 2018/6/5 

電子商務 途中美食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5 

硬體 邁威通信 湖北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5 

醫療健康 湘中製藥 湖南 戰略投資 1.44 億人民幣 2018/6/5 

醫療健康 徐諾藥業 上海 B 輪 未透露 2018/6/5 

醫療健康 浙江扁鵲 浙江 戰略投資 5500 萬人民幣 2018/6/5 

企業服務 企邁雲商 安徽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5 

房產服務 納什空間 北京 B+輪 未透露 2018/6/5 

金融 TokenGazer 上海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5 

企業服務 Merculet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5 

硬體 寒武紀科技 北京 戰略投資 4000 萬人民幣 2018/6/5 

房產服務 蛋殼公寓 北京 B+輪 7000 萬美元 2018/6/6 

文化娛樂 毒角 SHOW 北京 A 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6/6 

醫療健康 歐歐眼保儀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6 

電子商務 博鳥繪本 浙江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6/6 

農業 慧雲信息 廣西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6 

醫療健康 萊諾醫療 上海 B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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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十六進位科技 北京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6 

汽車交通 車置寶 江蘇 D 輪 8 億人民幣 2018/6/6 

企業服務 Armors 實驗室 北京 戰略投資 1000 萬人民幣 2018/6/6 

文化娛樂 CoinVoice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6 

企業服務 齊悟 廣東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6/6 

硬體 人馬互動 廣東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6/6 

物流 菜鳥驛站 浙江 戰略投資 1.68 億美元 2018/6/6 

教育 貝殼親子英語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6 

企業服務 EON 香港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6 

硬體 普林芯馳 廣東 Pre-A 輪 未透露 2018/6/6 

醫療健康 奕安濟世 浙江 B+輪 3500 萬美元 2018/6/6 

企業服務 印象筆記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億人民幣 2018/6/6 

教育 聯幫線上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6 

本地生活 Oralshark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6 

旅遊 喜遊國旅 廣東 戰略投資 3.3 億人民幣 2018/6/6 

電子商務 參半 NYSCPS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6 

企業服務 量知數據 浙江 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6/6 

教育 優志願 上海 A+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7 

電子商務 彼伏 北京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7 

醫療健康 思勤醫療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7 

本地生活 蝦皇 湖北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6/7 

汽車交通 天天拍車 上海 D 輪 1 億美元 2018/6/7 

金融 龍龍理財 浙江 A 輪 1000 萬美元 2018/6/7 

文化娛樂 樂徽科技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7 

金融 GoldBox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7 

金融 Usechain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7 

電子商務 發飆智能 江蘇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7 

企業服務 職場先生 四川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7 

醫療健康 醫吖 北京 種子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6/7 

企業服務 雲從科技 重慶 戰略投資 數億人民幣 2018/6/7 

企業服務 慧聯無限 EasyLinkIn 湖北 B+輪 2.3 億人民幣 2018/6/7 

廣告行銷 搞定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6/7 

企業服務 銀基富力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7 

電子商務 熊客電商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7 

醫療健康 海金格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7 

遊戲 租號玩 安徽 A 輪 未透露 2018/6/7 

醫療健康 重陽健康資料 廣東 戰略投資 3000 萬人民幣 2018/6/7 

硬體 深瞳智控 陝西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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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 黃石博控 湖北 天使輪 200 萬人民幣 2018/6/7 

硬體 綠山廚電 浙江 天使輪 800 萬人民幣 2018/6/7 

金融 高維空間區塊鏈 福建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7 

金融 螞蟻金服 浙江 F 輪-上市前 140 億美元 2018/6/8 

教育 閃閃課堂 浙江 A+輪 2800 萬人民幣 2018/6/8 

硬體 穆特科技 湖北 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6/8 

企業服務 動車網路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8 

房產服務 優客工廠 北京 C+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8 

本地生活 小盒淘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8 

文化娛樂 火星財經 海南 A+輪 未透露 2018/6/8 

金融 華銳金融 廣東 戰略投資 5000 萬人民幣 2018/6/8 

本地生活 吃貨小分隊 浙江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8 

社交網路 ONO 北京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6/8 

硬體 普渡科技 廣東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6/8 

房產服務 長城物業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8 

教育 計蒜客 北京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8 

汽車交通 中海電動 北京 Pre-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6/8 

企業服務 青橄欖網路 浙江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8 

企業服務 華雲數據 江蘇 F 輪-上市前 10 億人民幣 2018/6/9 

金融 比特大陸 北京 F 輪-上市前 4 億美元 2018/6/10 

文化娛樂 伍德吃托克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0 

本地生活 美唄 四川 B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10 

房產服務 打扮家 天津 A+輪 7500 萬人民幣 2018/6/10 

電子商務 美刻珠寶 北京 種子輪 100 萬人民幣 2018/6/10 

體育運動 健康貓 廣東 C 輪 5 億人民幣 2018/6/10 

汽車交通 拜騰 江蘇 B 輪 5 億美元 2018/6/11 

本地生活 猩便利 上海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11 

廣告行銷 L-SPACE 北京 種子輪 200 萬人民幣 2018/6/11 

硬體 萬加鏈 廣東 天使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醫療健康 德尚韻興 浙江 B 輪 未透露 2018/6/11 

教育 鯨打卡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1 

企業服務 九州雲騰 北京 A 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企業服務 淘米科技 廣東 Pre-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文化娛樂 眾媒集團 浙江 Pre-A 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企業服務 AVATAR Network 浙江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金融 Lendchain 浙江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企業服務 Agora 聲網 上海 B+輪 3000 萬美元 2018/6/11 

金融 BKEX 四川 戰略投資 數千萬美元 201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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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皮皮魚少兒英語 北京 Pre-A 輪 8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教育 樂學習 北京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教育 貝樂虎 上海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金融 幣快報 上海 A 輪 2000 萬美元 2018/6/11 

硬體 爾智機器人 上海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企業服務 幣牛牛 湖北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1 

金融 SoPay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11 

醫療健康 斯微生物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6/11 

金融 影大人 北京 戰略投資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1 

遊戲 小酒窩 陝西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1 

遊戲 點晴科技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1 

醫療健康 賽分科技 江蘇 A 輪 未透露 2018/6/11 

文化娛樂 簡知 廣東 Pre-A 輪 1600 萬人民幣 2018/6/11 

企業服務 依圖科技 上海 C+輪 2 億美元 2018/6/12 

企業服務 慧世聯 江蘇 A 輪 未透露 2018/6/12 

金融 Token360 四川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12 

電子商務 聚玻網 浙江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12 

旅遊 搜房車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2 

電子商務 有表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6/12 

本地生活 青橄欖 浙江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2 

硬體 安維爾 上海 A 輪 3600 萬人民幣 2018/6/12 

硬體 睿賽德 上海 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6/12 

教育 睿刻教育 上海 種子輪 200 萬人民幣 2018/6/12 

企業服務 聯鯨科技 上海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2 

醫療健康 柯菲平 江蘇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2 

金融 Weever 香港 天使輪 500 萬美元 2018/6/12 

醫療健康 濟朗生物 江蘇 B 輪 未透露 2018/6/12 

汽車交通 飛步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2 

遊戲 雜湊世界 北京 A 輪 200 萬美元 2018/6/12 

物流 唯捷城配 上海 B 輪 1.16 億人民幣 2018/6/12 

醫療健康 賽納生物 北京 B+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2 

本地生活 瑞幸咖啡 Luckin Coffee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6/12 

房產服務 口袋買房 上海 種子輪 未透露 2018/6/12 

金融 銀多網 黑龍江 C 輪 8000 萬人民幣 2018/6/13 

企業服務 法大大 廣東 B+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13 

房產服務 辦伴科技 上海 A+輪 1.5 億人民幣 2018/6/13 

教育 HnR 新升力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3 

電子商務 茵曼內衣 廣東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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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服務 大魚 U 服 北京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3 

本地生活 寵物之城 浙江 戰略投資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3 

企業服務 天雲大數據 北京 D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13 

企業服務 熱璞科技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6/13 

本地生活 果小美 四川 C+輪 未透露 2018/6/13 

汽車交通 邁邁車 上海 A+輪 未透露 2018/6/13 

金融 和悅智付 湖北 A+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6/13 

汽車交通 車多多 北京 A 輪 1770 萬美元 2018/6/13 

教育 樹袋老師 上海 B 輪 未透露 2018/6/13 

金融 嗖嗖收銀 浙江 B 輪 未透露 2018/6/13 

遊戲 浮冬數據 浙江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4 

硬體 泛化智能 北京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4 

醫療健康 橙意家人 天津 B+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4 

本地生活 幻熊科技 上海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14 

旅遊 快幫行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美元 2018/6/14 

教育 大思碼 四川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6/14 

企業服務 金盛網聚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4 

文化娛樂 隨身聽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4 

遊戲 氪星球 北京 天使輪 700 萬人民幣 2018/6/14 

教育 畫啦啦少兒美術課堂 廣東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4 

電子商務 MISSOSE 童裝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4 

醫療健康 藥師幫 廣東 C 輪 4.2 億人民幣 2018/6/14 

教育 青蠶教育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4 

企業服務 智慧芽 Patsnap 江蘇 D 輪 3800 萬美元 2018/6/14 

企業服務 壹鴿科技 廣東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4 

企業服務 小黃狗 廣東 A 輪 10.5 億人民幣 2018/6/15 

汽車交通 停開心 福建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5 

金融 Social Lending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5 

醫療健康 慕恩生物 北京 Pre-A 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6/15 

企業服務 Merculet 上海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15 

文化娛樂 鏈得得 ChainDD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6/15 

企業服務 冠勇科技 上海 B 輪 8000 萬人民幣 2018/6/15 

汽車交通 星輿科技 廣東 Pre-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15 

遊戲 Ludos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15 

房產服務 小胖熊 北京 A 輪 1000 萬美元 2018/6/15 

醫療健康 熊貓攀達 湖北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15 

硬體 炬佑智能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15 

企業服務 Vite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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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金融 投之家 廣東 B 輪 4.09 億人民幣 2018/6/15 

企業服務 悟空智慧 湖北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5 

企業服務 原優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5 

醫療健康 影聯網 安徽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5 

企業服務 微天下 浙江 A 輪 2 億人民幣 2018/6/15 

金融 Tokenonly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5 

金融 區塊大陸 廣東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5 

金融 小鯨庫 上海 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6/15 

文化娛樂 娛躍文化 北京 A 輪 3.7 億人民幣 2018/6/15 

教育 五六點教育 廣東 A 輪 1100 萬人民幣 2018/6/15 

企業服務 GRE 全球風險交易所 香港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16 

文化娛樂 餐飲界新媒體 廣東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7 

本地生活 GOGO 到家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6/18 

電子商務 全之脈 浙江 C 輪 7.8 億人民幣 2018/6/18 

醫療健康 合藥雲 北京 種子輪 未透露 2018/6/18 

教育 泰克網路實驗室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6/19 

企業服務 租葛亮 浙江 A 輪 2500 萬人民幣 2018/6/19 

硬體 潛行創新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19 

物流 千鳥回收 廣東 A 輪 3800 萬人民幣 2018/6/19 

電子商務 優依購 廣東 戰略投資 2.18 億人民幣 2018/6/19 

物流 漫途科技 江蘇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19 

企業服務 長亭科技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19 

企業服務 的盧深視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6/19 

教育 蘭迪少兒英語 浙江 C 輪 5.2 億人民幣 2018/6/19 

企業服務 閃店科技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6/19 

企業服務 睿捷網路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19 

教育 丹你耳 福建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9 

文化娛樂 StepBeats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19 

企業服務 慧知連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19 

工具軟體 DAppPlay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19 

金融 X 網 香港 戰略投資 1000 萬美元 2018/6/19 

硬體 福納新材 福建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19 

文化娛樂 快跑小雞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19 

企業服務 天際友盟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6/19 

醫療健康 晨泰醫藥 西藏 A 輪 6500 萬美元 2018/6/20 

文化娛樂 鏈財經 北京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0 

電子商務 好衣庫 浙江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0 

電子商務 拼便宜 浙江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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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電子商務 淘租公 浙江 Pre-A 輪 1760 萬人民幣 2018/6/20 

硬體 寒武紀科技 北京 B 輪 1 億美元 2018/6/20 

教育 火花思維 北京 B+輪 2000 萬美元 2018/6/20 

金融 宜人貸 北京 戰略投資 3.24 億人民幣 2018/6/20 

金融 可盈科技 廣東 Pre-A 輪 1500 萬美元 2018/6/20 

教育 土豆雅思 北京 Pre-A 輪 1000 萬美元 2018/6/20 

文化娛樂 吉水影視 上海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0 

醫療健康 新元素醫藥 江蘇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0 

金融 豐收供應鏈 北京 Pre-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6/20 

汽車交通 電尾猴 浙江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0 

旅遊 白日夢旅行 北京 A+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6/20 

金融 CoinMex 北京 天使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0 

金融 Quantifeed 香港 B 輪 1000 萬美元 2018/6/20 

汽車交通 車勢科技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0 

社交網路 SLife 浙江 天使輪 1500 萬美元 2018/6/20 

金融 SportX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0 

企業服務 Lambda Project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0 

企業服務 數瀾科技 浙江 A 輪 1.45 億人民幣 2018/6/20 

醫療健康 Touch 貼它 湖北 天使輪 300 萬人民幣 2018/6/20 

企業服務 廣東川域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0 

農業 時代農信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20 

文化娛樂 明堂唱片 四川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0 

文化娛樂 右劃科技 上海 A 輪 1000 萬美元 2018/6/20 

醫療健康 迪會信 廣東 戰略投資 4.06 億人民幣 2018/6/20 

電子商務 拼量網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0 

教育 VIPKID 大米科技 北京 D+輪 5 億美元 2018/6/21 

本地生活 吉刻聯盟 上海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6/21 

教育 微課之家 湖北 Pre-A 輪 2500 萬人民幣 2018/6/21 

本地生活 蓋得排行 北京 B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6/21 

電子商務 雲漢芯城 上海 C 輪 1.8 億人民幣 2018/6/21 

文化娛樂 當紅齊天集團 北京 Pre-A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21 

企業服務 易遨線上 天津 C 輪 未透露 2018/6/21 

汽車交通 共軌之家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1 

廣告行銷 社區通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1 

醫療健康 芸昇醫療 福建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1 

硬體 愛果樂 江蘇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1 

本地生活 中正信息 廣東 A 輪 未透露 2018/6/21 

廣告行銷 艾客 廣東 A 輪 未透露 201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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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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Chain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1 

企業服務 幣智慧 廣東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1 

企業服務 萊璟信息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1 

醫療健康 禾連健康 浙江 B 輪 7500 萬美元 2018/6/21 

廣告行銷 億投傳媒 上海 B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1 

旅遊 趣航海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1 

物流 迅蟻 浙江 A+輪 未透露 2018/6/21 

企業服務 Covalent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1 

硬體 August Robotics 香港 種子輪 370 萬美元 2018/6/21 

文化娛樂 太合音樂 北京 戰略投資 10 億人民幣 2018/6/21 

旅遊 包車圈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1 

金融 ZG.COM 北京 A 輪 2000 萬美元 2018/6/21 

硬體 藍籌中國 江蘇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1 

體育運動 緣界體育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1 

企業服務 融達新材料 遼寧 A 輪 未透露 2018/6/21 

汽車交通 戴升智能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1 

本地生活 鮮喵 福建 戰略投資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2 

硬體 銳納達 重慶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2 

企業服務 迅鰩科技 四川 A 輪 未透露 2018/6/22 

企業服務 洋玩易福櫃 四川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2 

金融 郵寶 北京 Pre-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6/22 

文化娛樂 小淘包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22 

汽車交通 名駿百盛 江蘇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2 

企業服務 感融科技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6/22 

醫療健康 泊康醫療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2 

金融 幣事科技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2 

體育運動 健身者聯盟 上海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2 

汽車交通 車享鏈 廣東 天使輪 數千萬美元 2018/6/22 

硬體 一維弦機器人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6/22 

醫療健康 嘉和生物藥業 上海 戰略投資 3.7 億人民幣 2018/6/22 

汽車交通 南京中港電力 江蘇 C 輪 未透露 2018/6/22 

企業服務 捷訊軟體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2 

金融 壁虎互助 北京 B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2 

本地生活 卡趣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6/22 

企業服務 玩咖 北京 C 輪 未透露 2018/6/22 

文化娛樂 麥銳娛樂 天津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2 

遊戲 細胞進化 江蘇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6/22 

電子商務 世紀開元 山東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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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區塊星球 福建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2 

金融 炒客網 香港 A 輪 數千萬港元 2018/6/22 

本地生活 那記豬手 遼寧 A 輪 未透露 2018/6/22 

金融 Kcash 錢包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3 

金融 螞蟻金服 浙江 戰略投資 16 億人民幣 2018/6/23 

硬體 京工新能 北京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6/24 

體育運動 myShape 上海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5 

社交網路 比特訊 浙江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5 

文化娛樂 懶人聽書 廣東 C 輪 2 億人民幣 2018/6/25 

金融 一米信息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6/25 

教育 一碼學程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25 

硬體 德爾瑪電器 廣東 戰略投資 5 億人民幣 2018/6/25 

企業服務 礦海會 廣東 種子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5 

教育 一起競賽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25 

房產服務 摩通網路 江蘇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5 

汽車交通 長虹智能 江蘇 B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5 

金融 信用寶 北京 B 輪 2 億人民幣 2018/6/25 

汽車交通 愛泊車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5 

企業服務 中安威士 北京 B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5 

硬體 笛虎科技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5 

金融 玩家網平台 北京 戰略投資 5000 萬美元 2018/6/25 

社交網路 趣噠噠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5 

電子商務 RELX 悅刻 廣東 天使輪 3800 萬人民幣 2018/6/25 

醫療健康 阿諾醫藥 浙江 B 輪 5000 萬美元 2018/6/25 

硬體 合刃科技 湖北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5 

硬體 博銘維 廣東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6/26 

醫療健康 視見醫療 廣東 A+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6/26 

文化娛樂 童樂影視 天津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6 

企業服務 思必馳 江蘇 D 輪 5 億人民幣 2018/6/26 

文化娛樂 閃電配音 北京 Pre-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6/26 

教育 火星人俱樂部 北京 A+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6 

電子商務 EasyGo 未來便利店 廣東 A 輪 1.2 億人民幣 2018/6/26 

企業服務 橙工廠 北京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6 

文化娛樂 增長官研究院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26 

企業服務 BoCloud 博雲 江蘇 B+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6 

醫療健康 麗珠單抗 廣東 A 輪 1.48 億美元 2018/6/26 

醫療健康 卡威生物 北京 戰略投資 1 億人民幣 2018/6/26 

企業服務 笑遊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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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 有家民宿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美元 2018/6/26 

金融 方球 club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6 

企業服務 一龍恒業 北京 戰略投資 3000 萬人民幣 2018/6/26 

醫療健康 英派藥業 江蘇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6 

汽車交通 縱目科技 上海 C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26 

金融 Coinsuper 香港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6 

房產服務 港龍公司 浙江 戰略投資 1.69 億人民幣 2018/6/26 

醫療健康 漱玉平民 山東 戰略投資 4.54 億人民幣 2018/6/26 

醫療健康 怡禾健康 廣東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6 

醫療健康 媽咪知道 廣東 C 輪 1.5 億人民幣 2018/6/26 

汽車交通 派學車 上海 B 輪 未透露 2018/6/26 

硬體 中飛艾維 北京 戰略投資 5000 萬人民幣 2018/6/26 

社交網路 Tencent 騰訊 廣東 戰略投資 2.9 億人民幣 2018/6/26 

醫療健康 保信亞太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6 

體育運動 Faxport 香港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6 

醫療健康 花沐醫療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6/26 

醫療健康 五色科技 北京 A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26 

房產服務 氪空間 北京 B 輪 3 億美元 2018/6/26 

遊戲 百度遊戲 北京 戰略投資 9600 萬人民幣 2018/6/26 

旅遊 泰坦雲 廣東 C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7 

汽車交通 寧波利維能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6/27 

金融 投肯科技 北京 天使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6/27 

汽車交通 甲乙丙丁 北京 A 輪 3 億人民幣 2018/6/27 

醫療健康 思多科 四川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7 

電子商務 龍龍蛋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7 

企業服務 遙測物聯網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7 

金融 蜂鳥屋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7 

物流 筋斗雲 北京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27 

教育 極客教育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7 

金融 虎符錢包 北京 天使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6/27 

硬體 名燈易購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7 

金融 利翃金融 上海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7 

廣告行銷 微傳播 北京 戰略投資 7240 萬人民幣 2018/6/27 

文化娛樂 靈獸傳媒 北京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7 

電子商務 誠品質造 湖南 天使輪 1200 萬人民幣 2018/6/27 

本地生活 烤靠考 北京 B 輪 4500 萬人民幣 2018/6/27 

醫療健康 華人健康 安徽 B 輪 未透露 2018/6/27 

教育 UPRO 北京 種子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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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體育運動 猜猜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27 

金融 Finsur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7 

醫療健康 健海科技 浙江 A+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6/27 

金融 大師錢包 上海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7 

遊戲 雜湊世界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7 

汽車交通 楚航科技 安徽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7 

企業服務 傑思安全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7 

醫療健康 潛江美年大健康 湖北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7 

電子商務 EACH 亦取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7 

硬體 越疆科技 廣東 A+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8 

醫療健康 海普洛斯 廣東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28 

汽車交通 三頭六臂 廣東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6/28 

電子商務 The Look 上海 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6/28 

硬體 CurveRobot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28 

醫療健康 弈柯萊生物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8 

企業服務 不工軟體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6/28 

廣告行銷 目前傳媒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6/28 

金融 蘑菇智能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8 

企業服務 UCloud 上海 E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28 

金融 金管家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8 

醫療健康 優思達 浙江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8 

企業服務 融鏈科技 北京 戰略投資 1500 萬人民幣 2018/6/28 

社交網路 勇往科技 廣東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8 

房產服務 優聯金服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8 

企業服務 任君行科技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8 

硬體 High Performance 

Blockchain 

北京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6/28 

文化娛樂 青青樹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6/28 

金融 馬上金融 重慶 戰略投資 20 億人民幣 2018/6/28 

旅遊 國旅聯合 江蘇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8 

硬體 Seer Robotics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6/28 

硬體 天愈 黑龍江 B 輪 未透露 2018/6/28 

文化娛樂 映客 APP 北京 F 輪-上市前 4000 萬美元 2018/6/28 

物流 遠孚物流 上海 B 輪 數億人民幣 2018/6/28 

教育 袋鼠麻麻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9 

電子商務 優瞳 Coterie 上海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9 

醫療健康 優銳醫藥 上海 B 輪 2000 萬美元 2018/6/29 

金融 熊貓科技 北京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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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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脈科技 北京 B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9 

本地生活 鹿角戲 廣東 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6/29 

本地生活 一號美店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6/29 

企業服務 遠通信德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6/29 

文化娛樂 千足文化 上海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9 

硬體 圖靈機器人 北京 B+輪 3.5 億人民幣 2018/6/29 

硬體 大心電子 廣東 B 輪 未透露 2018/6/29 

企業服務 樂搖搖 廣東 C 輪 未透露 2018/6/29 

醫療健康 視微影像 河南 A 輪 2500 萬人民幣 2018/6/29 

金融 添米財富 上海 戰略投資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9 

文化娛樂 音樂天堂全媒體 浙江 種子輪 未透露 2018/6/29 

遊戲 唯二科技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9 

教育 神奇科學堂 上海 Pre-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6/29 

電子商務 考拉便利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6/29 

本地生活 熙香小廚 上海 B 輪 未透露 2018/6/29 

企業服務 CELLA 北京 種子輪 未透露 2018/6/29 

企業服務 New Drive Ability 浙江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29 

硬體 泊寶機器人 北京 A 輪 4320 萬人民幣 2018/6/29 

硬體 飛利浦 上海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9 

廣告行銷 微盟 上海 D+輪 2 億美元 2018/6/29 

汽車交通 卡卡智能定損 浙江 天使輪 300 萬人民幣 2018/6/29 

醫療健康 天境生物 上海 C 輪 2.2 億美元 2018/6/29 

硬體 鑫迪科技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6/29 

房產服務 英卓 innjoy 陝西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6/29 

體育運動 玩吧智能健身 天津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6/29 

教育 又又國學堂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30 

企業服務 搜前途 北京 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6/30 

企業服務 TrendBank 勢銀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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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投資風向

掃描（2013-2018H1） 

2018 年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GEDI)指標中馬來西亞在全球 137 個國家/地區排名中位列第 58 名(台灣第 18 名)，在亞太地區 24

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 9(台灣亞太地區排名第 3)。依據馬來西亞安全委員會 2016 年年度報告

(Malaysia’s Security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16)從 2006 年有 91 家私募股權投資和創業投

資機構註冊，2016 年增加到 109 家。馬來西亞政府試圖為外國公司提供激勵措施，以促進在馬

來西亞投資及開拓新業務，相關單位也積極從事協助的角色，例如：馬來西亞全球創新及創造力

中心(MaGic；Malaysian Global Innovation & Creativity Center)、馬來西亞搖籃基金(Cradle Fund 以

有限公司形式營運的非營利組織，隸屬於馬來西亞財政部)、天使投資人及投資俱樂部監管部門

(Malaysian Business Angel Network；MBAN)、馬來西亞多媒體發展局(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MDEC)、PlatCom Venture (馬來西亞創新署與馬來西亞中小企業協會合作成立的全

資創業投資公司)等。 

有鑑於龐大的內需市場及高素質人力等優勢，加上實行英國的法律制度，擁有獨立、可靠及

可信賴的司法體系，身為東南亞第三大經濟體自然是各國賦予高度關注的市場，加上近年創新創

業的興起，讓各界更想一窺馬來西亞後續發展的究竟。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從馬來西亞之市場、

創新創業生態系、早期投資動向以及重要新創企業等訊息進行說明，以供各界參考。 

馬來西亞市場概述 

馬來西亞近幾年經濟穩定，2013 至 2017 年 GDP 成長率每年平均 5%以上，在東南亞各國中

僅低於菲律賓，人口達 3,162 萬，年齡中位數為 27.7。人均 GDP 僅低於新加坡與汶萊，人口組

成年輕，人民購買力與消費意願持續成長(馬來西亞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從 1972 年到 2018 年平

均指數為 69.98 點，2018 年 1 月創創下 121.30 點的歷史新高，歷史低點為 1972 年 1 月的 24.30)。

馬來西亞經商環境良好，2018 年世界銀行經商環境報告排名第 24，加上農、礦產等自然資源豐

富，超過 150 萬名外籍勞工協助生產，吸引大量外來投資。另企業英語能力指標(EPI) 在 80 個

國家/地區中位列 13 名，顯示人民商業英語程度佳(台灣為 40 名)。馬來西亞一直積極發展數位經

濟，從 1996 年 2 月 12 日設立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為馬國高科技經濟特

區，目標在於加快實現馬來西亞「2020 年宏願」計劃)，到 2012 年前首相納吉推出「數位大馬

(Digital Malaysia)」轉型計畫，希望吸引外來投資與孵化 ICT 產業相關新創，培養產業人才，以

提高人民收入與生活水準。新創優惠方面，凡獲選馬來西亞 MSC 計劃下之 MSC Malaysia for 

Startups 的新創公司，國外聘雇最多二十人可申請到工作簽證，並享有五年稅務優惠。 

目前馬來西亞人口結構年輕化，當中有 63%人口為 35 歲以下壯年，且 47%人口傾向於網路

購物，手機普及率在 2014 年達到了 140％，在東南亞最高，電子商務前景看好。MDEC 推出「全

國電子商務策略計畫(National E-Commerce Strategic Roadmap)」，並與阿里巴巴集團合作建立數

位自由貿易區(Digital Free Trade Zone)，協調電子商務貿易，鼓勵馬來西亞中小企業開拓出口市

場，進行跨境電子商務，盼至 2020 年，將馬來西亞電子商務成長率，從現有 10.8%提升至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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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馬來西亞國內生產總值從 5.8%提升至 10%。根據 Statista 網站統計，馬來西亞的電子商務市場

規模將從 2018 年的 13.8 億美元成長到 2022 年的 26.35 億美元。 

創新創業生態系 

MaGIC(Malaysian Global Innovation & Creativity Center) ，全名為「馬來西亞全球創新及創造

力中心」，隸屬於馬來西亞政府的科學、技術與創新部門(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轄下的機構，目標是打造馬來西亞的創新創業生態系，曾與美國創投業者 500 Startups、

美國史丹佛大學等合作，提供加速器、創業課程、共同工作空間。據其最新的調查結果，馬來西

亞創新創業生態系的組成包括：新創企業、政府相關單位、執行補助計畫相關單位、新創活動與

相關社群、創投、跨國大型企業、加速器/育成與孵化、科技媒體、共同工作空間、社會創業、教

育(大學)相關以及重要創新創業活動等 11 個組成(詳見下圖)。 

資料來源: MaGIC，「Durianscape - Malaysia's Startup Ecosystem」；https://goo.gl/65TcPx 

圖 3-1、馬來西亞創新創業生態系 

依據馬來西亞安全委員會 2016 年年度報告，2012 年馬來西亞新創公司數約為 450 家，2015

年來到 655，2017 年則將超過 800 家以上；其中 2015 年有 220 家以上公司獲投，而 2017 年則逾

376 家新創企業獲投。企業加速方面，2015 年有 8 家，時至 2017 年則擴增至 18 家；天使投資人

則逾 5,000 位。顯見馬來西亞的創業環境與生態系也在持續進化當中。 

早期投資動向觀察 

根據 crunchbase 資料，2013 至 2017 年共有 296 件獲投案，件數成長 7 倍，總募資金額達

649.05 百萬美元，金額成長超過 27 倍；2018 年上半(資料期間為：2018/1/1-2018/6/8)年募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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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累計金額達 76.7 百萬美元。與 2017 年上半年相比，1 至 6 月募資金額累計為 49 件，總募資

金額為 101 百萬美元，募資件數與金額皆下滑，可見 2018 年馬來西亞的早期投資熱度較去年稍

降。 

資料來源：Findit 平台、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3-2、2013-2018H1 馬來西亞早期投資趨勢 

 從件數來看，若將募資案件依據階段分成 Seed/Angel、Early Stage(Series A)、Mid Stage(包

含 Series B、C)、Late Stage(Series D 之後)以及 Other Funding 等階段並加以分析，可發現馬來西

亞獲投的件數，歷年皆是以 Seed/Angel 階段為主，占所有階段的五成到七成；其他階段如 Mid 

Stage、Other Funding 表現出的波動相對較大。若從投資金額來觀察，可發現 2013 年到 2018H1

間，Seed/Angel 階段因平均獲投金額較低，累計占比相對較低，且有逐年下降的趨勢；2015-2016

年以早期階段的投資金額最高，2017 年整體投資金額以中期投資金額占比最高，2018 年上半年

則是中期與晚期投資金額為主，兩者占比相當，亦即中後期投資比重逐漸上升。 

 

資料來源：Findit 平台、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3-3、2013-2018H1 馬來西亞各階段早期投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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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indit 平台、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3-4、2013-2018H1 馬來西亞產業早期投資分佈 

觀察 2013 年至 2018 年 H1 早期投資領域的件數，以電子商務投資件數占比最高，超過 40

％，其次是教育、汽車、分析、行動裝置、餐廳、網路、財務與健康照護。若就投資金額來看，

以影片串流為最大宗，其次依序為電子商務、汽車、採購、健身。影片串流成為最大宗主要是源

自於馬來西亞獲投金額最高的新創 iflix，若扣除 iflix 的投資金額，獲投金額最高的是件數最多

的電子商務。除了受到政策鼓勵，馬來西亞行動裝置普及率高、民眾網購習慣與黏著度高、購買

力強等都是電子商務在人口較鄰國少的情況下得以蓬勃發展的原因。 

重要新創企業獲投案例 

為進一步瞭解馬來西亞早期投資與新創企業的發展概況，本文整理出馬來西亞前 10 大早期

投資案例以供各界參考。 

表 3-1、2013-2018H1 年馬來西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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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lix iflix 總部位於馬來西
亞，被稱為「亞洲版
Netflix」，提供訂閱視
頻點播服務，讓用戶
可以通過手機觀看好
萊塢與當地的電視和
電影。市場廣布大部
分東南亞市場上，包
含馬來西亞、菲律
賓、緬甸、泰國、印
尼、斯裡蘭卡、汶萊
等，註冊用戶超過 400

萬以上，未來將積極
擴展至中東、非洲以
及亞洲等新興市場。
2017 年 C 輪由出版界
巨頭赫茲集團領投
1.33 億美元，是近幾
年馬來西亞金額最高

Hearst 

Communications、
Liberty Global、
Moelis & 

Company、 Delta 

Partners、 Jungle 

Ventures、 Catcha 

Group、 Sky、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Evolution Media、
EDBI、 Adham 

Enaya、 PLDT、
Sky、EMC、 

Evolution Media、
Liberty Global、
Catcha Group、
Zain Group、
Emtek Group、
Sky、 Evolution 

Digital、
Entertainment、
Internet、Video 

Streaming 

數位休閒、
網路技術與
應用、媒體
與文創影視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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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公司名稱 公司簡介 歷史投資人名單 產業分類 產業類別 

的新創投資案，累計
已獲投 2.98 億美元。 

Media、Catcha 

Group、Catcha 

Group 

iProperty.com iProperty 是亞洲最大的
房地產網站，2007 年
成立，提供買賣、租
房刊登等相關房地產
服務。2014 年澳洲
REA 集團投資 1 億美
元， 2015 年 REA 集
團以 4.14 億美元收購
iProperty，目前服務遍
及亞洲、歐洲、美
洲、非洲。 

- Advertising、
Internet、
Property 

Management、
Real Estate 

廣告與企業
產品與服
務、網路技
術與應用、
金融、生活
消費與服務 

iCar Asia iCar Asia 是總部位於
吉隆玻的線上汽車買
賣平台，在東南亞擁
有 6 億的買賣家，每
個月有 600 萬的活躍
用戶。2012 年剛成立
就在澳洲上市，目前
在馬來西亞、泰國、
印尼三個國家擁有 7

個汽車服務平台。
2017 年最新一輪獲投
2000 萬美元， 

- Automotive、
Internet、Online 

Portals 

交通運輸、
網路技術與
應用、網路
技術與應用 

Carsome 二手車交易平台
Carsome，2015 年成
立，總部位於馬來西
亞，採用 C2B 模式，
讓用戶賣車給汽車經
銷商，透過平台申請
Carsome 的檢查人員到
府負責評估後，車輛
就能放在平台上供經
銷商競標，目前已經
與超過 1500 家二手車
經銷商建立了合作關
係。2018 年最新一輪
B 輪獲投 1900 萬美
元，累積至今的總獲
投金額為 2740 萬美
元。 

Lumia Capital、 

InnoVen Capital、
Gobi Partners、
Burda Principal 

Investments 

Automotive、E-

Commerce 

Platforms、
Shopping 

 

交通運輸、
網路技術與
應用
Platforms、
生活消費與
服務 

KFit 

 

馬來西亞的健身課程
分享平台 KFit，會員
可使用 APP 預約 KFit

合作場館所提供的健
身、美容等課程。目
前在馬來西亞、新加
坡、香港、菲律賓等
國提供服務。2016 年
A 輪獲得紅杉資本、
Susquehanna 集團、
500 Startups 等投資 

1200 萬美元，累計已
獲投 1525 萬美元。 

500 Startups、 

Axiata、Daniel 

Shin、Danny 

Yeung、Joel 

Neoh、 SEGNEL 

Ventures、Sequoia 

Capital、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SXE 

Ventures、Venturra 

Capital 

Apps、Fitness、
Wellness 

網路技術與
應用、休
閒、生醫與
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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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公司名稱 公司簡介 歷史投資人名單 產業分類 產業類別 

Jirnexu 馬來西亞金融科技新
創 Jirnexu，2012 年成
立。提供金融服務比
價網站與銀行服務業
務，幫助金融機構客
戶利用網路和數位媒
體吸引客戶及進行行
銷活動。旗下的數位
金融平台 XpressApply

讓銀行提供金融商
品，目前透過平台已
經發行了超過 4 萬多
張信用卡，無擔保個
人貸款超過 3000 美
元，客戶包含花旗銀
行、滙豐銀行、渣打
銀行以及馬來西亞兩
家本地銀行 BSN 和
RHB 等。2018 年獲投
1700 萬美元，累計獲
投 800 萬美元。 

Celebes Capital、 

Cento Ventures、 

SBI Group、 DMP 

VC、 Gobi 

Partners、 OSK 

Ventures 

International、 

DMP VC、 Steve 

Melhuish、 NTT 

DOCOMO 

Ventures、 

Celebes Capital、 

Anfield 

Resources、 

Nullabor、 Tuas 

Capital Partners 

FinTech、
Internet、
Mobile Apps、
Software 

金融、網路
技術與應
用、行動與
通訊 網路
技術與應
用、資訊科
技與應用 

Kaodim 

Group 

Kaodim 是馬來西亞的
服務媒合網站，幫用
戶篩選適合、值得信
任的雇傭服務。目前
在馬來西亞都市、新
加坡和印尼雅加達提
供服務。2017 年 B 輪
獲得 500 Startups、
East Ventures 等投資
700 萬美元，將利用這
筆資金進行產品開發
與行銷，並滲透到更
多待開發市場。。 

Venturra Capital、
KK Fund、Square 

Peg Capital、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500 

Startups、East 

Ventures、East 

Ventures、Venturra 

Capital、 

BEENEXT、 500 

Startups、 KK 

Fund、East 

Ventures、500 

Startups 

Freight 

Service、Home 

Services、
Housekeeping 

Service、
Professional 

Services 

交通運
輸、、生活
消費與服
務、企業產
品與服務 

CO3 Social 

Office 

CO3 Social Office 是馬
來西亞星洲媒體集團
投資的共同工作空間
公司，願景是提供最
酷的辦公室，融合了
專業設備與休閒配
備，私人空間與共用
環境，提供無盡美
食、舒適沙發、光速
網路、遊樂玩具等。
2016 年獲投 717 萬美
元。 

- Collaboration、
Coworking、
Incubators、
Real Estate 

合作、共同
工作、孵化
器、不動產 

LaunchPad LaunchPad 是投資及培
育東南亞科技新創的
團隊，模仿 Rocket 

Internet 的經營模式。
專注投資處於種子前
與種子輪階段的新
創，並提供行銷、人
力資源、科技等資

- E-Commerce、
Mobile Apps、
SaaS 

網路技術與
應用、行動
與通訊網路
技術、資訊
科技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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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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2016 年獲投 600

萬美元。 

StoreHub StoreHub 是零售業管
理資訊系統解決方案
提供商，總部位於馬
來西亞，向零售商、
雜貨店、餐廳等中小
型企業提供雲端的
iPad 終端銷售系統，
以及智慧庫存管理、
用戶關係管理和業務
分析等服務，2018 年
獲得 510 萬美元 A 輪
融資，由 Vertex 

Ventures 領投，Cradle 

Seed Ventures、Accord 

Ventures、Fintonia 

Group 等跟投。 

Cradle Seed 

Ventures、 Vertex 

Ventures、 Accord 

Ventures、 

Fintonia Group、 

500 Startups 

CRM、
Enterprise 

Software、
iOS、Point of 

Sale、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企業產品與
服務、資訊
科技與應用 

資料來源: Techsauce；台經院整理。 

結語 

從獲投金額與新創數目都可以觀察到，馬來西亞的創業生態正蓬勃發展，過去創業風氣不盛

行，隨著政府大力推動數位產業，對新創與中小企業提供大量政策誘因，包含大量且容易取得的

貸款、對天使投資人減稅(Angel Tax Incentive)、MaGIC 下的育成與加速器計畫、數位自由貿易

區(提供先進的通訊設備、優化物流、倉儲、電子支付等電子商務流程的平台、關稅減免與快速

通關)，加上馬來西亞先天的優勢，低廉的人事、租金等軟硬體成本與普遍使用英語的優勢，吸

引各地創業人才，讓馬來西亞逐漸成為新創與電商產業的發展中心。我應持續關切馬來西亞的創

新創業與科技市場發展趨勢，期待透過雙方合作共同成長。 

徐慶柏（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張景淵（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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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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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H1) 

 

 

 

 

 

 

 

 

 

 

 

 

 

募資案件新增概況：2018 年 H1 總提案數超過 2.2 萬件 

2018 年 H1 總提案數超過 2.2 萬件，在各項類別提案中，

以遊戲類 3,431 件提案件數最高，其次為設計類的 2,429 件，第

三高為影視類 2,392 件。 

成功案件與成功率概況：2018 年 H1 總成功案件超過

8,900 件，遊戲、設計與音樂類別的成功案件超過 1,000

件。 

2018 年 H1 總成功案件超過 8,900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遊

戲類達 1,512 件，其次為設計類的 1,022 件，第三則是音樂類的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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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7%、56.03、20.48%，皆較過往水準高出

許多。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 H1 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2.6

億美元，遊戲類募資超過 9,000 萬美元最高。 

2018 年 H1 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2.6 億美元，最吸金的類

別為遊戲類的 9,443 萬美元，其次為設計類的 6,599 萬美元，第

三則為科技類 3,500 萬美元。百萬募資個案則以遊戲類為主。 

台灣募資個案：2018 年 H1 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

以設計類與科技類居多 

2018 年 H1 台灣至 Kickstartert 募資共計 17 件，其中，科

技類(7 件)、設計類(4 件)、遊戲類(3 件)為前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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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 Kickstarter 平台各

類別募資案件數、成功案

件數與成功率、成功募資

金額及平均成功募資金

額、大案分析、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等面

向進行分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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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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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H1) 

 

 

 

 

 

 

 

 

 

 

 

 

 

 

 

 

 

各類別募資概況：2018 年 H1 募資案件 539 件，設計類為

募資案件最多的類別 

2018 年 H1 募資案件 539 件，設計類案件 143 件，為募資

案件最多的類別，其次為公共類的 106 件，第三為科技類的 48

件。 

各類別成功率概況：2018 年 H1 成功案件 266 件，主要募

資類別設計、公共與科技類的成功率皆高於五成 

2018 年 H1 總成功案件為 266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設計類

的 72 件，其次為公共類的 53 件。成功率部份，以音樂類成功

率達 60.61%最高，台灣主要募資類別—設計、公共與科技類的

成功率皆高於五成。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 H1 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

金額超過 2.9 億元，科技類募資金額超過 1.2 億元 

2017 年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2.9 億元台幣，最

吸金的類別為科技類，共募得超過 1.2 億元新台幣，其次為設

計類亦募得超過 1 億元台幣。 

提案趨勢與百萬大案分析：2018 年 H1 以設計類募資案

大案件數最多 

2018 年 H1 台灣募資平募資案件以設計、生活、遊戲、孩

子、音樂為 2018 年 H1 主要關鍵字。集資百萬專案超過 50 件，

類別部份以設計類最多，單筆募資金額則以科技的 POIEMA 空

氣清淨機的 6,934 萬募資金額最高。就平台觀之，百萬募資專

案來自嘖嘖平台超過 40 件， flyingV 則有 9 件，群募貝果 1

件。 

 

 

 

 

 

 

本研究匯集台灣嘖嘖、

flyingV 以及群募貝果等

三大主要綜合類型的群眾

募資平台，解析台灣募資

平台 2018年H1總募資中

案件數、成功案件數、成

功率、成功募資金額、集

資百萬大案等面向進行分

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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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圖解群募 

【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 -圖解

AngelList 獲投趨勢(2018 年 H1) 

 

 

 

 

 

 

 

 

 

 

 

 

 

 

 

 

 

 

 

 

募資企業新增概況：2018 年 H1 登錄企業約 49.8 萬家 

2018 年 H1 約有 49.8 萬家新創企業登錄，較 2017 年 H1 增

加 16.1 萬家，就本研究的觀察，平台登錄企業數有減少的現象。 

促成投資案件及金額新增概況：2018 年 H1 促成投資案

件 480 件，促成投資金額 1 億美元 

2018 年 H1 份 AngelList 平台促成投資案件 480 件，較 2017

年 H1 的 345 家增加了 135 件；成功募資金額則與去年同期相

同，達 1 億美元。 

 

熱門領域估值： 2018 年 H1 整體平均估值 420 萬美元， 

2018 年 H1 估值部份，平均估值仍約維持在 420 萬美元，

Developer Tools、Embedded Hardware and Software 、 Cloud 

Infrastructure 、 Medical 、 Optimization、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 Semiconductors 、  Data Integration 、 Financial 

Exchanges、Electronics、Advertising Networks 估值超過 500 萬

美元。。 

 

 

 

 

 

 

 

 

  

AngelList 為美國最為知

名的股權型群眾募資平

台，以下本研究分析 2018

年上半年 AngelList 平台

新創案源新增狀況、新創

募資需求概況、促成案件

數、募資金額、估值與重

要獲投案件進行分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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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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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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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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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參、新興領域早期投資動向

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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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新興領域：7 月焦點 1】2018H1 全球數位醫療

投資持續成長

 

 

 

 

 

 

 

 

 

 

 

 

 

 

 

 

 

 

 

 

 

 

社會高齡化的趨勢與疾病型態慢性化的變化，全球面臨醫

療支出持續高漲的問題，造成各國嚴重的財政負擔，為此各國

政府皆透過醫療支出節約政策、增加醫療支出效益比以及提高

前端的預防監測與健康促進等方式，藉由雙管齊下的方式，期

望能夠對症下藥，以減緩日趨嚴重的醫療支出問題。然而對個

人醫療而言，往往面臨「三長一短」的痛點，亦即「掛號排隊

時間長、看病等候時間長、取藥排隊時間長、醫生問診時間短」。

另外，也因問診時間短，造成疾病診斷不準確，失去早期治療

的機會或浪費醫療費用。 

隨著數位及行動技術的發展，加上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

精準醫療技術革新，帶動數位與智慧醫療的快速發展，提高健

康醫療服務的效率、疾病診斷準確率與提供更好的個人化醫療

的體驗，更重要是降低龐大醫療成本。因此，各國政府均積極

將發展數位醫療（Digital Health），作為降低龐大醫療支付的重

要策略，此也帶動全球數位醫療市場的蓬勃發展，不僅吸引新

創企業投入，科技巨頭也紛紛投身於數位或智慧健康醫療的行

列。 

根據 StartUp Health 統計，指出 2017 年全球數位醫療新創

獲投件數與金額雙雙創下歷史新高。然而 2018 年全球數位醫

療投資是否能持續去年的投資動能？本文將分析 2018 年上半

年全球數位醫療的投資動能與風口領域。 

  

數位科技的發展已對醫療

體系帶來深遠的影響，數

位科技與生技醫療的結

合，將帶來便利且嘉惠全

民的創新醫療服務，並實

現讓全體人類更加健康的

目標。 

由於數位醫療市場龐大，

加上技術與商業模式不斷

創新，愈來愈多新創企業

投入此一領域，也吸引風

險投資人的興趣。美國

StartUp Health 統計指出

2017 年全球數位醫療新

創獲投件數與金額雙雙創

下歷史新高。 

在技術、法規、高齡化社會

與市場驅動下，2018 年上

半年數位醫療的投資是否

能持續成長呢?本文將分

析 2018 年上半年全球數

位醫療的投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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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H1 全球數位醫療投資持續成長 

根據美國知名健康醫療領域加速器 StartUp Health 的全球數位醫療投資統計，全球數位醫療

的投資件數與金額在 2017 年雙雙創下歷史新高。而 2018 年上半年全球數位醫療獲投件數達 414

件，較去年同期的 344 件成長 20%，創下 2010 年以來上半年度獲投件數的新高紀錄。 

至於 2018 年上半年全球數位醫療獲投金額為 61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9.6%。其中第二

季獲投金額為 31 億美元，較去年第二期 38 億美元減少 18%。無論是上半年度或第二季度，獲

投金額僅次於去年同期。雖 2017 年上半年度是 2010 年以來上半年度獲投金額最高記錄，但因

2017 第一季有 GRAIL 高達 9.4 億美元的鉅額投資，若去掉該筆鉅額投資，2018 上半年獲投金額

將是歷年上半年獲投金額的最高紀錄。 

從圖 1-1 中，可發現從 2010-2018 年上半年的全球數位醫療領域投資趨勢，2014 年為數位醫

療元年，2015 年因投資人對部分創新商業模式能否商業化以及可否創造新需求有所質疑，投資

動能下滑。然而 2016 年起在健康大數據、人工智慧、精準醫療與數位化醫院支援技術與商業模

式創新帶動下，突破當年全球資本寒冬的緊箍咒，在一片哀鴻遍野的早期投資市場下，投資動能

強勁復甦。這股強勁的投資動能持續至 2017 年，數位醫療投資件數與金額雙雙創下年度歷史新

高。時序至 2018 年 H1，從目前投資動能來看，依舊維持穩定成長走勢。 

 

註：投資資料涵蓋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種子、創投、公司創投、私募股權的資料。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圖 1-1、2018 年上半年全球數位醫療獲投趨勢 

 

二、61％投資件數集中在早期階段，中、後期投資件數占比上升 

依據各階段的投資件數占比，發現從 2018 年上半年數位醫療企業獲投的階段持續高度集中

在早期階段（種子輪＋A 輪），占比達 59％，相對於 2017 年的 64％，減少 5 個百分點。2018H1

的 B 輪投資件數占比，則較 2017 年全年增加 5 個百分點，另外，E 輪投資件數占比亦有增加的



 

128 

新興領域 

趨勢。整體而言，2018 年上半年全球數位醫療投資階段雖仍以早期階段最多，但有朝向中、後

期階段投資的趨勢。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圖 1-2、2018H1 數位醫療領域新創企業獲投階段結構-按件數 

 

三、從種子輪到 A 輪成功募資的速度 

依據數位醫療五大熱門功能，觀察獲投的新創企業從種子輪到 A 輪成功募資所需的時間，

平均整體所需的募資時間為 15.7 個月。其中以提供行政工作流程的新創所需募資時間 13 個月最

短，其次是健康/福利的 16.1 個月、病患賦權的 16.4 個月、個性化醫療的 18.5 個月、臨床工作流

程的 18.7 個月。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圖 1-3、2013-2018H1 五大數位醫療功能領域募資速度 

  

病患賦權

個性化醫療

臨床工作流程

健康/福利

行政工作流程

從種子輪到A輪成功募資平均所需的時間

從種子輪到A輪成功募資所需的月份(2013-2018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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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數位元醫療投資交易熱點-主要城市 

StartUp Health 分別統計美國與國際主要城市在數位元醫療投資交易件數，2018 年上半年以

美國舊金山灣區的 77 件傲視其他城市，第二為紐約市的 46 件，第三為波士頓的 24 件，較 2017

年全年獲投件數(32 件) 僅少 8 件，投資熱絡。上述三個城市的交易件數總和為 147 件，約占美

國前十大城市獲投件數的 77%，占全球數位醫療總投資件數的 36%。三個領先城市的投資交易

金額約 33.32 億美元，約占美國前十大城市獲投金額的 81%，占全球數位醫療總投資金額的 55%，

比重相當集中。 

2018 年上半年在非美國的國際主要城市之數位醫療獲投情況，從圖 1-4 下半部可以看出，

以英國倫敦、印度班加羅爾、中國北京市、瑞典斯德高爾摩、加拿大多倫多、以色列特拉維夫、

印度新德里的投資件數名列前五大城市。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圖 1-4、2018H1 數位醫療投資熱點城市 

 

 

US 



 

130 

新興領域 

五、2018 年上半年全球數位醫療的投資風口 

StartUp Health 為了提供更新的洞見與更細緻的市場輪廓，一改過去針對主要次領域進行投

資風口的分析方法，在 2018 年提出新的方法論，將獲投數位醫療新創企業依據五種屬性進行分

類，包括：功能、應用、最終用戶、專業、技術等，強化獲投資料的重新解構與分析。期望此一

新分類架構可改善對新創企業、投資人、關鍵利益關係人間的觀察，提出更深入的洞見分析。 

(一) 2018H1 熱門前十大功能領域：以「病患賦權」與「生物特徵數據採集」二項功能

獲投金額最高，均超過 10 億美元 

根依據獲投新創企業提供的功能（主要功能活動/價值驅動）來看，幾乎所有的功能在 2018

年上半年的投資金額總和都超過 1 億美元。至於各功能的平均交易規模大於交易規模中位元數，

這並不足為奇，儘管今年為止鉅額交易沒有太多。 

2018 年上半年以「病患賦權」功能的獲投金額(10.4 億美元)最高，但因件數也是最高，因

此，平均交易規模與交易規模中位元數相對較低。獲投金額第二高的是「生物特徵數據採集」功

能(10.2 億美元)，雖然獲投件數不高，但幾乎涵蓋硬體設備的提供，平均獲投金額僅次於保險。

至於平均交易規模與交易規模中位元數最高的功能是「保險」，因為投資件數不多，但每件投資

規模都相對偏高。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健康」功能，其平均交易規模與交易規模中位元數

是相對較一致的。 

從前十大獲投的功能來看，可以發現投資人仍繼續避開需要長期研發功能領域，而是選擇了

更快落地的市場解決方案，如生物特徵數據採集、行政工作流程、臨床工作流程和健康/福利。 

表 1-1、2018H1 數位醫療投資熱門前十大領域-按功能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次領域 募資金額 募資
件數

平均投資
規模

投資規模
中位數

1 病患賦權(健康促進、自我管理） $1.04B 104 $11.8M $3.4M

2 生物特徵數據採集 $1.02B 36 $31.0M $10.5M

3 臨床工作流程 $810M 74 $13.3M $5.4M

4 行政工作流程 $752M 63 $14.5M $4.8M

5 健康/福利 $542M 41 $14.3M $9.0M

6 人口健康 $491M 19 $28.9M $20.0M

7 研究 $484M 23 $20.0M $12.8M

8 保險 $442M 9 $49.2M $28.3M

9 個性化醫療 $423M 37 $12.8M $8.0M

10 教育 $133M 8 $13.2M $16.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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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H1 熱門前五大應用領域：診斷/篩檢與基因分析二項應用領域獲投金額都超過

9 億美元以上 

依據新創企業技術的應用情境（包括組織或個人）來觀察投資動向，診斷/篩檢與基因分析

二項應用領域獲投金額都超過 9 億美元以上，領先其他領域，顯示此二項技術應用情境最具落地

潛力。 

表 1-2、2018H1 數位醫療投資熱門前五大領域-按應用情境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三) 2018H1 熱門前五大最終用戶：提供「醫療提供者」與「病患」解決方案新創最受

青睞 

若依受益於新創企業提供之價值的最終用戶（包括組織或個人）來觀察，解決「醫療提供者」

痛點的新創最受投資人青睞，如臨床決策支援或臨床工作流程簡化及提高處理效率等，2018 年

上半年獲投 29 億美元，約占總獲投金額的 47%。投資金額第二名針對病患，獲投金額也高達 21

億美元，如線上醫生搜尋、掛號或問診等。若進一步分為 TOB 與 TOC 來看，除了對病患與消費

者提供解決方案的新創是屬於 TOC 外，其餘三項多屬於 TOB（醫療提供者、製藥公司、研究機

構）的案件。 

表 1-3、2018H1 數位醫療投資熱門前五大領域-按最終用戶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次領域 募資金額 募資
件數

平均投資
規模

投資規模
中位數

1 提供者 $2.9B 173 $16.6M ＄6.0M

2 病患 $2.1B 163 $13.0M ＄4.8M

3 消費者 $1.6B 119 $13.8M ＄7.5M

4 製藥公司 $540M 18 $30.0M ＄11.0M

5 研究機構 $492M 26 $18.9M ＄10.0M

次領域 募資金額 募資
件數

平均投資
規模

投資規模
中位數

1 診斷/篩檢 $979M 42 $23.3M $10.8M

2 基因 $959M 17 $56.4M $31.8M

3 臨床決策支援 $683M 33 $20.7M $6.6M

4 醫療照護協調 $668M 44 $15.2M $6.6M

5 運作管理 $518M 58 $8.9M $2.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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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8H1 最熱門前五大專業領域：攻克未知領域與行政管理的解決方案獲投金額最

高 

依據新創亟欲解決醫學或疾病的專業領域，以攻克未知專業領域的解決方案提供者最受投

資人青睞，2018 年上半年投資金額超過 13 億美元，投資件數也超過上百件。其次是解決行政管

理的方案提供者，獲得金額超過 9 億美元。第三與第四是提供癌症與基因二項專業領域解決方案

的新創，獲投金額超過 6 億美元，但因投資件數不高，平均交易規模與中位元數金額都相對較

高。 

表 1-4、2018H1 數位醫療投資最熱門前五大領域-按專業領域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五) 2018H1 最熱門前五大技術領域：網路或行動 App 技術最受投資人青睞 

依據新創公司價值傳遞的技術或機制來分類，以網路 App 與行動 App 技術最受投資人青睞，

件數與金額都是最高，如透過網路或網路 App 為個人健康醫療提供醫療與保險服務。其次為分

析工具、基因檢序、硬體/醫療器材都是獲投的熱門技術領域。至於 AI 與機器學習在去年甚囂塵

上，但在 2018 年上半年數位醫療領域中的獲投金額尚無法擠進前五大，顯示投資人仍在觀察其

商業化落地的潛力。  

表 1-5、2018H1 數位醫療投資最熱門前五大領域-按技術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次領域 募資金額 募資
件數

平均投資
規模

投資規模
中位數

1 未知專業領域Agnostic $1.30B 108 $11.9M $4.2M

2 行政管理Adminstrative $908M 45 $20.2M $9.4M

3 癌症Oncology $636M 12 $53.0M $43.5M

4 基因Genomics $634M 9 $70.4M $32.5M

5 心血管疾病
Cardiology/Cardiovascular

$338M 13 $26.0M $5.5M

次領域 募資金額 募資
件數

平均投資
規模

投資規模
中位數

1 網路 App $2.2B 185 $12.1M ＄4.0M

2 行動App $1.3B 131 $9.9M ＄5.3M

3 分析工具 $1.0B 79 $13.2M ＄6.0M

4 基因檢序 $828M 12 $69.0M ＄33.0M

5 硬體/醫療器材 $590M 39 $15.1M ＄12.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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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8 年上半年全球數位醫療投資前十大 

根據 StartUp Health 統計，2018 年上半年數位醫療獲投金額排行榜，Grail、HeartFlow 與 Helix

名列獲投資金額前三大，獲投金額超過 2 億元。相對於 2017 年上半年，有六筆獲投規模超過 2

億美元，其中 Grail 獲投金額高達 9.14 億美元，在 2018 年第二季再獲投 3 億美元。2018 年上半

年前十大入榜門檻為 1 億美元，較 2017 年上半年前十大的 1.15 億美元的門檻線高出 1,500 萬美

元，見圖 1-4。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圖 1-5、2017H1 與 2018H1 數位醫療獲投排行榜 

 

1. Grail (3 億美元/C 輪) 

 

 

 成立日期：2016 年，由基因檢測儀器

巨頭企業 Illumina 公司獨立出的子公

司 

 總部：美國/加州 

 產品與服務：推出液態活檢（liquid 

biopsy），藉由血液篩檢及早發現癌症 

 代表性投資人：Hillhouse Capital 

Group、Ally Bridge Group、6 

Dimensions Capital 領投。 

2. HeartFlow (2.4 億美元/E 輪) 

 

 成立日期：2007 年 

 總部：美國/加州 

 產品與服務：其開發的心血管血液動

力模擬輔助診斷軟件，可以通過 CT 掃

描採集的三維的主動脈和心臟模型計

算出血流儲備分數（FFR），是冠狀動

脈相關心臟病診斷技術上的突破。 

公司 金額 功能類別

1 ＄300M 生物特徵數據
採集

2 ＄240M 臨床工作流程

3 ＄200M 生物特徵數據
採集

4 ＄165M 保險

5 ＄146M 行政工作流程

6 ＄115M 研究

7 ＄110M 保險

8 ＄105M 人口健康

9 ＄100M 教育/內容

10 ＄100M 病患賦權

公司 金額 功能類別

1 ＄914M 大數據/分析

2 ＄600M 教育/訓練

3 ＄360M 個人化醫療

4 ＄325M 員工健康

5 ＄231M EMR電子病歷

6 ＄200M 病患/消費者
體驗

7 ＄161M 個人化醫療

8 ＄160M 保險

9 ＄130M 保險

10 ＄115M 工作流程

2018H12017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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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輪獲投：＄2400M/E 輪/2018.2 

 代表性投資人：Wellington 

Management、Baillie Gifford 等。 

3. Helix (2 億美元/B 輪) 

 成立日期：2015 年，為 llumina 子公司 

 總部：美國/加州 

 產品與服務：次世代基因檢測 

 最近一輪獲投：＄200M/B 輪/2018.3 

 代表性投資人：DFJ Growth、Warburg 

Pincus、Sutter Hill Ventures、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PMayo 

Clinic、llumina 等 

4. OSCAR Health (1.65 億美元/D 輪) 

 成立日期/總部：2013 

 總部：美國/紐約 

 產品與服務：為一家個人健康管理公

司與醫療保險公司。其應用網際網路

模式簡化商業保險的購買程式，並且

透過簡潔的介面設計增強使用者體

驗。使用者在終端用簡潔的語言描述

自己的病情，軟體後台會自動匹配附

近醫生。  

 最近一輪獲投：＄165M/輪次未揭露

/2018.3 

 代表性投資人：Capital G、Verily、

Founders Fund、V8、Khosla Ventures

等 

 

 

5. PointClickCare (1.46 億美元/D 輪) 

 

  

 成立日期：1995 年 

 總部：加拿大/多倫多 

 產品與服務：為一家醫療健康類軟體

開發公司，為長期和急性期後續護理

市場（LTPAC）提供護理管理、金融

管理等雲軟體的公司。  

 最近一輪獲投：＄146M/輪次未揭露

/2018.2 

 代表性投資人：Dragoneer Investment 

Group 獨家投資。 

6. BenevolentAI  (1.15 億美元/輪次未揭

露) 

  

  

 成立日期：2013 年 

 總部：英國/倫敦 

 產品與服務：為一家致力於應用人工

智慧開發疑難疾病的新藥。第一家同

時具有 AI 技術，又擁有藥物發現和臨

床開發能力的新創企業。透過應用 AI

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成功率和更短

的研發流程打破了醫藥行業的傳統模

式，將早期藥物研發的時間縮短四

年，並在整個藥物研發過程中，提高

藥物研發平均效率的 60％。 

 最近一輪獲投：＄115M/輪次未揭露

/2018.4 

 代表性投資人：Woodford Investment 



 

135 

新興領域 

Management 

7. Collective Health (1.10 億美元/D 輪) 

 

 

 成立日期：2013 年 

 總部：美國/加州 

 產品與服務：其解決方案就是取消保

險公司中間人，為員工創建自己的健

康保險計劃。換言之，讓僱主為員工

提供價格更親民的雲端「點菜式」醫

療保險福利。 

 最近一輪獲投：＄1.10 億美元/D 輪

/2018.2 

 代表性投資人：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領投。 

8. Livongo Health (1.05 億美元/E 輪) 

 成立日期：2014 年 

 總部：美國/加州 

 產品與服務：是第一個以糖尿病患者

為服務物件的慢性病管理公司，為患

者提供行動端、數位化和個性化的服

務。讓糖尿病患者能夠有效地管理自

身的疾病，並且便利地為他們的家

人、醫療團隊提供最及時的資訊。 

 最近一輪獲投：＄1.05 億美元/E 輪

/2018.4 

 代表性投資人：Kinnevik AB 與

General Catalyst 領投。 

 

 

 

9. 丁香園 DXY (1 億美元/D 輪) 

 成立日期：2000 年 

 總部：中國/浙江杭州 

 產品與服務：打造了醫療學術論壇及

一系列行動醫療產品，並籌建 4 家線

下診所。目前丁香園擁有 550 萬專業

用戶，包含 200 萬醫生用戶，業務可

大致分為醫生端、大眾/患者端、醫療

機構端與商業服務端四個板塊。 

 最近一輪獲投：＄1 億美元/D 輪

/2018.4 

 代表性投資人：本輪未揭露投資人，

過去投資人包括順為基金、DCM 與騰

訊等。 

10. Iora Health (1 億美元/D 輪) 

 成立日期：2011 年 

 總部：美國/麻州波士頓 

 產品與服務：為一美國基礎醫療服務

提供商，主要為僱主和保險公司的會

員提供醫療服務，核心模式是通過遠

程醫療來為用戶提供較為全面的健康

管理服務。Iora Health 不僅向病人提供

服務，也為普通人提供健康服務。Iora 

Health 已經建立了不同類型的醫療系

統，提供具有衝擊力的以關係為基礎

的照護服務。在美國市場，Iora Health

擁有 34 家初級護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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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輪獲投：＄1 億美元/D 輪

/2018.5 

 代表性投資人：Flare Capital Partners

領投。 

參考資料 

STARTUP HEALTH INSIGHTS™ REPORTS， 

“Global Digital Health Funding Report 2018 

Midye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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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7 月焦點 2】超越炒作的區塊鏈-麥

肯錫研究報告分析

 

 

 

 

 

 

 

 

 

 

 

 

 

 

 

 

 

 

 

 

 

 

 

 

區塊鏈由 2017 年至今受到矚目與比特幣有著必然的關係，

比特幣的市值在 2017 年時，從不到 200 億美元飆升至 2,000 多

億美元，自然成為媒體的焦點，然而比特幣僅僅是區塊鏈技術

的第一個應用而已。 

世界經濟論壇於2015年的報告預估，在2027年全球GDP

的 10%將透過區塊鏈紀錄。目前，多國政府已陸續發布區塊鏈

應用的潛在影響報告，此外，在過去 2 年內也累積超過 50 萬

份與區塊鏈相關的出版品，Google 上也有 370 萬個與區塊鏈

相關的搜尋結果。 

根據 CB Insights 的報告，2017 年區塊鏈新創也獲得了 10

億美元的投資，此外，運用區塊鏈的全新募資方式-ICO，也達

到 50 億美元。技術領先的公司也在大規模投資區塊鏈：IBM 在

區塊鏈物聯網應用上聘任超過 1,000 名員工，並且投資 2 億美

元。 

然而既便如此，區塊鏈仍是不成熟的技術，同時市場也處

於早期階段且尚未出現明確的成功訣竅。對於區塊鏈解決方案

淩亂鬆散的實驗，未對所涉及的價值進行戰略評估或可行性的

探討，這意味著許多公司無法觀察到其投資的回報。考慮到這

一點，公司如何確定區塊鏈具備戰略價值，他們的投資是正確

的決策？ 

本研究即針對這樣的問題，提供區塊鏈用例的衝擊與可行

性評估、區塊鏈的戰略價值以及企業應採取的策略，給予企業

在因應當前區塊鏈熱潮下的對策與建議。 

 

麥肯錫澳洲與紐西蘭區的

數位業務合夥人兼負責人 

Brant Carson 於近日發布

「Blockchain beyond the 

hype: What is the strategic 

business value?」，該份研

究內容包含區塊鏈用例的

衝擊與可行性評估、區塊

鏈的戰略價值以及企業應

採取的策略，給予企業在

因應當前區塊鏈熱潮下的

對策與建議。 

本文藉由摘錄與整理該研

究，一窺區塊鏈企業應用

的未來可能性。 

 

 

黃敬翔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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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技術本質與對於區塊鏈的五大迷思 

區塊鏈是透過網路共用的分散式帳本或資料庫。網路中的每個計算節點都擁有帳本的副本，

因此不存在單點故障問題。因所有的訊息都經過數學加密，並整併為新的「區塊」添加到最新的

「區塊」後方。在將其添加到鏈上之前，使用各種共識協議來與其他參與者驗證新的區塊。這可

在無中央機構管理的情況下仍能防止詐欺或雙重支出。帳本也可透過「智能合約」進行編程，智

能合約是在區塊鏈上記錄一系列條件，以便在符合條件時自動觸發交易。在探討區塊鏈的價值之

前，針對一般民眾對於區塊鏈技術的誤解，提供一般性的說明，下表即列出有關區塊鏈的五大迷

思與事實。 

  資料來源:McKinsey&Company，台經院整理。 

 

區塊鏈的六大應用場景 

區塊鏈的核心優勢在於去中心化、加密安全性、透明度以及不可竄改。在無需依賴協力廠商

的環境下，允許資訊被驗證以及價值交換。區塊鏈可以透過多種方式配置，以滿足特定用途的目

標和商業需求，而不僅僅是單一形式。 

為了釐清各種區塊鏈的應用，將區塊鏈使用案例分為六大類，其中包括兩個基本功能-記錄

保存以及交易。某些行業可能會使用多種類別的應用，而其他行業則只集中在一或兩個類別上，

下表即為六大類別之說明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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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McKinsey&Company，台經院整理。 

 

區塊鏈戰略價值的核心見解 

在摒除對於區塊鏈的迷思以及釐清應用場景後，Brant Carson 綜整出區塊鏈對於企業的三大

戰略價值見解： 

(1)區塊鏈不一定得靠移除仲介才能創造價值 

現存的企業可透過區塊鏈技術降低成本以及交易複雜性，也可藉此提高透明度和防止詐欺，

這些利益將驅動企業利用區塊鏈，而非被區塊鏈所取代。因此，最有可能在短期內取得成功的模

式是許可制的區塊鏈(聯盟鏈)而非公有鏈。如比特幣這類沒有中央機構管理的公有鏈，是去中心

化的主要推動者，而許可制區塊鏈被託管在特定的網路上，具有受控制的訪問權以及編輯權。 

許可制的區塊鏈可使企業從運行區塊鏈中獲取商業價值，現存的企業仍可保持其中央主導

的地位，與其他市場參與者共用價值。參與者可獲得安全共用數據的價值，以及可控的共用內容、

對象與時間。 

對於所有企業而言，許可制的區塊鏈網路可在維持商業祕密下進行小規模試驗，藉此開發區

塊鏈應用的特有價值。目前的使用案例包括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其區域鏈系統正用於部署運行

股票清算，以減少後台對帳工作；IBM 與全球最大的航運公司馬士基預計成立合資企業，將推出

區塊鏈平台服務，該平台的目標是為參與全球航運貿易的用戶和參與者提供安全且實時的供應

鏈數據和文書作業。 

企業不該忽視區塊鏈技術成為構建記錄、身份認證以及交易等的開放標準協議的可能性。一

個資料庫由某一實體所負責管理、儲存以及籌資時，區塊鏈技術可以滿足其需求，且因區塊鏈可

透過代幣激勵機制，使點對點模式變得具備商業可能性，然而，這些都需要企業巨大的態度調整

以及破壞現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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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企業已透過調整現存模式並經由區塊鏈獲取利益，且已將此獲益分享給其用戶，那麼其

他有意願的企業自然較難進入此市場。因此，長期下去仲介化的規模將視現存企業適應與整合區

塊鏈技術的程度而定。 

(2)短期下區塊鏈的戰略價值來自降低成本 

區塊鏈技術可能成為新營運模式的基礎設施，但最開始的影響可能來自提升效率。透過消除

中間人或記錄與核對等管理工作，可降低現有模式的成本。Brant Carson 在評估超過 90 個案例

後，估計約有 70%的區塊鏈技術引入將透過降低成本來獲利，其次為創造收入與資本寬減。 

某些行業在本質上的確較適用區塊鏈，Brant Carson 認為在金融服務、政府事務以及醫療保

健上會是最適用的三個領域。 

金融服務核查和轉移財務資訊和資產的核心職能與區塊鏈的核心功能非常接近，特別是跨

境支付和貿易融資為當前主要的痛點，可透過基於區塊鏈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這些解決方案減少

了仲介機構數量，並進一步地省下了交易後結算以及監管。目前澳洲、歐洲和北美大約有 90％ 

的主要銀行已經在試驗或投資區塊鏈，正是反映金融服務與區塊鏈可能的契合程度。 

在政府事務上，政府的關鍵記錄保存和驗證功能可以透過區塊鏈實現，從而節省大量的行政

資源。此外，公共數據通常是被孤立開來的，在政府監管機構以及企業、民眾、監管單位之間也

是不透明的。從處理出生證明到稅收等資料時，基於區塊鏈的記錄和智慧合約可以簡化與民眾的

互動，同時提高資料安全性，許多公部門應用（如基於區塊鏈的身份記錄）將成為更廣泛的解決

方案和標準。目前超過 25 個國家的政府正在積極推展由新創企業支持的區塊鏈試點項目。 

在醫療保健領域，區塊鏈可能是解決供應商、患者、保險公司和研究人員之間資料可用性以

及價值交換的關鍵。基於區塊鏈的醫療記錄不僅可以促進提高行政效率，還可以讓研究人員獲得

醫學研究所需的重要的歷史記錄。智慧合約可以使患者更好地控制他們的資料，甚至可以將資料

訪問商業化。例如，製藥公司使用患者的資料作為藥物研究時，患者可對製藥公司收取費用。區

塊鏈還可與物聯網傳感器相結合，以確保藥物、血液和器官冷鏈（低溫儲存和物流）的完整性。 

隨著時間的推移，區塊鏈的價值將從降低成本轉向實現全新的商業模式和收入。最具潛力與

變革性的用例之一是創建去中心化的安全數位身份，用於消費者身份辨識或 KYC 等相關服務。

然而，基於目前的可行性限制，創造的新商業模式是屬於較長期的發展可能方式。 

 (3)具規模的可行性可能還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 

只有在大規模部署商業上可行的解決方案時，才能顯現區塊鏈的戰略價值。而針對特定行業

用例的可行性的由四個關鍵因素所共同決定，分別是標準和法規、技術，資產數位化和生態系統，

儘管目前有許多公司已經在嘗試，發展至具規模的可行性仍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以下為針對四

個關鍵因素的詳細說明： 

共同標準至關重要 

缺乏共同的標準和明確的法規會是區塊鏈應用擴展的主要限制。但在當前的需求和投入的

情況下，許多單位已經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有一個統治者或一個政府機構具備法律地位，

標準可以相對容易地建立起來。例如，政府可以直接承認在區塊鏈上的土地登記是合法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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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多個參與者合作時，建立這樣的標準會變得更加複雜，但也更為重要。各領域的聯盟目

前已經取得長足的進展。例如與全球 70多家銀行合作的R3聯盟，正在共同開發金融級開源Corda

區塊鏈平台。這些平台可以建立區塊鏈系統所需的通用標準。 

目前各國的監管機構採取了不同的立場，但大多數是參與而非反對。例如，目前美國證券交

易委員會的立場是將 ICO 視為證券，ICO 被置於該機構的監管之下；2017 年，澳大利亞標準局

在代表國際標準化組織製定優先事項路線圖方面發揮了領導作用，並協助建立共同的術語作為

關鍵的第一步。迄今為止，許多政府正在採取技術中立的監管方式，而不是宣傳或禁止區塊鏈等

特定技術。 

技術必須改進 

區塊鏈技術的相對不成熟是對其當前可行性的限制。但因為認為單純的能源消耗和交易速

度是造成區塊鏈無法大規模推展則是一種誤解，例如比特幣就可能受限於這些因素，但實際上，

區塊鏈的技術配置是一系列的設計與選擇，其中可以選擇速度（如區塊的大小）、安全性（共識

協議）和儲存（節點數量）等，適切的配置使大多數使用案例在商業上是可行的。例如，愛沙尼

亞的健康記錄位於非鏈上的資料庫中，但區塊鏈用於識別、連接和監控這些健康記錄，以及允許

誰可以訪問和更動它們，當然，這樣的權衡也意味著在此階段完全使用區塊鏈的性能可能不如傳

統資料庫或區塊鏈搭配傳統資料庫，但隨著技術的迅速發展，這些限制正在減少。 

區塊鏈技術的不成熟也增加了轉換成本，而這個成本在一個系統的其他組成成分都不變的

情況下會相當可觀。任何組織需要的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企業解決方案，因為在舊有系統退役而轉

換為新系統之前，架設新系統的獲益皆為零，所以新系統的不確定性是導入新系統最大的障礙。

因為目前的新興企業很少有足夠的信譽以及技術穩定性可受到市場的信賴，因此許多技術提供

者是透過提供 BaaS 的服務來彌補這個落差以及增進市場接受度。 

資產必須能夠數位化 

資產類型決定了經由區塊鏈改善記錄保存或交易的可行性，以及端對端解決方案是否需要

整合其他技術，這裡的最關鍵因素就是資產的數位化。例如股票，可經由數位元記錄與交易，因

此可以很簡單地在區塊鏈系統的實作端到端到端的管理，或透過 API 與現存系統集成。 

但是，實體物品就必須透過如物聯網傳感器或生物辨識技術來進行連接，然而這個過程可能

是區塊鏈應用上的一個安全性漏洞，因為雖然區塊鏈上的記錄不可竄改，但實體物品或物聯網傳

感器的記錄可能會被修改。例如對穀物或牛奶等商品的認證會利用到如 RFID，雖然上鏈能增進

保證的價值，但無法提供絕對沒有問題的溯源資訊。 

競合悖論必須解決 

生態系統是第四個關鍵因素。區塊鏈的優勢來自於網路效益，但須協調的複雜度也會隨之增

高。例如整合數位媒體、授權許可以及版權支付的區塊鏈解決方案，需要在大量的生產者與消費

者間進行協調。 



 

142 

新興領域 

參與者間的合作正在解決這類大規模運作下可能發生的問題，重點在於引導系統、資料以及

投入達成一致。通常這需要一個倡議者，無論由監管機構或行業組織帶領。此外，必須讓參與者

的戰略激勵保持一致，這在高度分散的市場中可能特別困難。 

企業應採取的策略 

在研究的最後，提供了企業在面對這場「區塊鏈革命」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何處是戰場：專注於具體且有前景的用例 

區塊鏈的使用案例很多，因此企業在決定該把握哪些機會時，就已是艱鉅的任務。然而，企

業可以透過務實且謹慎的態度來縮小他們的選擇範疇。第一步是確認用例是否存在足夠的探索

價值，企業必須經由嚴格的調查真正的痛點而非莽撞地就投入開發。在區塊鏈的可行性限制下，

識別痛點來對潛在商業價值進行細部的分析，整體行業的特質以及企業的專業知識與能力將會

直接影響到此決策，企業必須瞭解用例內外的細部差異，並著重解決特定行業內特定用例的真實

痛點，以確保投入可獲得回報。如果用例不具可行性與最低的潛在回報價值，那應該馬上脫離戰

場而非繼續投入。 

如何競爭：根據企業市場地位最適化區塊鏈戰略 

一旦企業確定了有前景的用例，他們就必須根據自身在目標用例中的市場地位來制訂戰略。

因許多可行性因素是企業可以影響的，此外企業也可透過技術、機制設計與權衡形成解決方案，

因此企業最先需要考慮的是自身較難以影響的因素，包含： 

⚫ 對市場的支配程度 

⚫ 標準以及法規限制 

區塊鏈的價值來自於它的網路效應和互通性，參與者需要達成一致的共同標準才能完全發

揮其價值，數個孤立的區塊鏈幾乎沒有優勢。隨著技術的發展，市場標準將出現，慎選標準介入

才不至於浪費。 

對不同市場地位的企業，應該採用不同的區塊鏈戰略方法，以下為針對四類企業所提供不同

的戰略與對應的案例。 

領導者(市場支配程度高，標準與法規限制低) 

領導者應該立即採取行動、保持市場地位，並抓住機會設定行業標準。因處於較不需要尋求

協調以及監管批准，領導者有足夠優勢建立市場解決方案。 

這些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無所作為，這將導致他們失去相對於競爭對手的優勢機會。遵

循此一戰略的領導者案例為 Change Healthcare，它是美國最大的獨立醫療保健 IT 公司之一，迅

速地推出了用於索賠處理和支付企業級醫療區塊鏈。 

召集者(市場支配程度高，標準與法規限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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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者必須推動溝通與聯盟以形成新的標準，通常這些標準會打亂他們目前的業務，因此有

必要掌握其趨勢。儘管是占主導地位的企業，但因為這些企業面臨著更嚴格的監管和標準化障礙，

因此他們不會獨自直接採用區塊鏈，但是他們可以主導區塊鏈的標準形成。 

召集者的戰略應該用於高價值用例（如貿易融資），這類用例在沒有廣泛共用的標準時，就

無法實現區塊鏈的價值。召集者遵循此一戰略的例子是豐田，其研究機構與四個全球合作夥伴成

立了 Blockchain Mobility Consortium，專注於自駕車的區塊鏈解決方案：數據共用、點對點交易

和保險。 

跟隨者(市場支配程度低，標準與法規限制高) 

跟隨者必須仔細考慮以及實施適當的區塊鏈策略，大多數跟隨者企業不具備影響所有參與

方的能力，特別是在當此區塊鏈應用需要高度的標準化或監管批准。這些企業不能不瞭解市場的

創新狀況，它們應該密切關注區塊鏈的發展，並隨時適應新興標準。 

跟隨者的策略其實具有高度風險，因為行業中的特定參與者隨時都可能建立起許可制的區

塊鏈，例如貨運行業。跟隨者無論速度多快，隨時都可能被排除在許可制的區塊鏈之外，因此企

業必須盡早加入選定的聯盟，無論是原已存在或新成立，因為短期加入聯盟的成本，一定低於長

期被聯盟排除在外所要付出的成本。 

襲擊者(市場支配程度低，標準與法規限制低) 

襲擊者往往是新的市場進入者，沒有現有的市場份額需要保護，因此他們需要尋求破壞性或

變革性的商業模式和區塊鏈解決方案。襲擊者策略是透過向市場提供服務來破壞現有玩家，是具

有最高破壞性潛力的案例。大多數點對點應用程式，從金融、保險到財產，都屬於這一類。遵循

這一戰略的襲擊者例子是澳大利亞新創公司 PowerLedger，這是一個可再生能源的點對點市場，

已透過 ICO 募集了 3,400 萬澳元。 

現有企業應在單獨的非核心數位業務中部署襲擊者區塊鏈策略。區塊鏈即服務（BaaS）提供

商通常採用襲擊策略，因為他們正在將服務銷售到他們原本不參與的行業中。追求襲擊策略的公

司經常尋求與市場上的主導公司合作，以利用其領導地位的影響力。 

結語 

麥肯錫的分析表明了，除了炒作之外，區塊鏈對於企業的確具有戰略價值，既可以降低成本，

又可以排除仲介，也可以在長期內創建新的商業模式。現有的數位基礎設施和區塊鏈即服務

（BaaS）產品的成長也降低了試驗成本，的確有許多公司正在測試中。然而，基本的可行性因素

形成了可規模化限制的以及何時才能夠由概念驗證上獲得真正的回報。 

以務實且謹慎的態度評估影響規模以及能夠推向市場的速度，將揭示出正確的戰略方法，判

定何處是戰場以及如何競爭，使企業能夠在短期內開始獲得價值，將是企業面對區塊鏈應有的高

度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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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7 月焦點 3】區塊鏈領域 6 月獲投

與併購掃描 

 

 

 

 

 

 

 

 

 

 

 

 

 

 

 

 

 

 

 

 

 

 

 

 

 

 

經由篩選與整理 Crunchbase 資料，2018 年 6 月共有 8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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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 億美元，在投資件數上高於前月的 66 件，金額也

高於前月的 4.02 億美元。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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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件，已揭露之

總金額 8,155 萬美元；A 輪募資 14 件，已揭露之金額為 1.64 億

美元；B 輪投資案 2 件，總金額 2.41 億美元；D 輪投資 1 件，

金額為 3,500 萬美元。其他如公司輪與其他獲投為 16 件，已揭

露金額為 4,409 萬美元。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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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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區塊鏈領域千萬級獲投事件掃描 

Bitmain(4 億美元) 

比特大陸對稍有涉獵區塊鏈訊息的人們而言想必不陌生。比特大陸是一家中國 IC設計公司，

於 2013 年年初成立，主要領域在於加密貨幣專用的挖礦晶片和礦機的研究、開發和銷售，此外

也提供礦池算力交易服務，本身也透過挖礦賺取各種加密貨幣，比特大陸幾乎是站在整個區塊鏈

領域食物鏈的頂端，只要市場對於加密貨幣存在需求，都是比特大陸的商機，比特大陸更在 2017

年開始佈局 AI 晶片，足見比特大陸的野心。 

本月比特大陸獲得紅衫資本中國 4 億美元的投資，市場傳言比特大陸將於年底在香港上市，

市值可能會超過 300 億美元。 

 Qulian Technology(B 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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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 2016 年 7 月，是首批通過中

國工信部國家標準測試的區塊鏈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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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趣鏈科技完成 15 億人民幣的 B 輪募資，在本輪中，趣鏈科技的新增股東包括國投高新、

理想國際、蘭石投資、永滈投資、景喆投資、匯仁文曲投資等。趣鏈科技此輪投資結構是混合了

中國國家投資機構、上市公司和傳統基金。在本輪以外，趣鏈科技分別於 2016 年 9 月以及 2017

年 12 月分別完成種子輪以及 A 輪募資。 

 PINTEC(A 輪，1.03 億美元) 

品鈦是一家金融科技賦能整體解決方案提供商，基於人工智慧、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品

鈦發展出讀秒和璿璣兩大核心引擎，以及包括消費場景分期、個人信貸、小微企業信貸、財富管

理和保險經紀等五大解決方案。品鈦目前和 200 多家商業機構和金融機構進行合作，包括攜程、

去哪兒、唯品會、奢分期、滬江、新網銀行、中信證券、雲南信託等等，並先後與富衛集團（FWD）

和大華銀行(UOB) 在新加坡分別成立合資公司 PIVOT 和 AVATEC，向東南亞地區提供財富管

理和信貸技術。 

本月品鈦宣佈完成總計 1.03 億美元的 A 輪募資，由新浪、曼圖資本（Mandra Capital）領投，

STI Financial Group、順為資本、熙金資本跟投。 

FANTOM(4,000 萬美元) 

FANTOM 是基於 DAG 架構執行智能合約的平台。當前數個主流公有鏈皆在努力解決的問

題即是區塊鏈的效率問題，包含交易速度、可規模化等，而 DAG 是一個從底層結構處理此問題

的方式，目前區塊鏈領域中最耳熟能詳的相關項目即是 IOTA。FANTOM 的優勢與它的 CEO A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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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ung Ik 脫不了關係，Ahn Byung Ik 在 1998 年時成立了一家名為 Point-I 的定位服務公司，並成

功 IPO；也在 2010 年時建立了一個食品技術平台 SikSin，該平台具備每月 2,200 萬次的瀏覽量，

他更是南韓食品技術協會的會長，該協會由 90 家公司共同組成，故 FANTOM 直接將該協會列

為合作夥伴，這使得 FANTOM 更為容易進入食品預訂、送貨服務和供應鏈管理等場景。 

FANTOM於本月籌集了 4,000萬美元的資金。投資者包括Hyperchain Capital，Signum Capital，

8Decimal，Arrington XRP Capital，Bibox Fund，Link VC，Nirvana Capital 和 JRR Crypto 等。 

High Fidelity(D 輪，3,500 萬美元) 

High Fidelity 是一款 VR 開源軟體，提供用戶創建 VR 環境，或訪問他人創建的 VR 世界，

High Fidelity 本身也提供數個 VR 世界供用戶探索。在 2017 年年底時，High Fidelity 發布了加密

貨幣 High Fidelity Coin(HFC)，可用在 High Fidelity 市集中的虛擬商品買賣。High Fidelity 是由曾

經非常受歡迎的 Second Life 創造者 Philip Rosedale 所開發，Rosedale 曾表示，VR 世界的社交支

付系統應該向沒有信用卡的人所開放，並且應該透過無縫跨境交易支援直接點到點支付。例如，

內容創建者需要能夠將他們的作品出售給可能位元於任何地方的客戶。由開發者的觀點來解釋

VR 與加密貨幣的契合非常有說服力，一個真正脫離現實世界的「第二人生」，加密貨幣似乎是

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於本月，High Fidelity 宣佈獲得 D 輪 3,500 萬美元投資，此輪籌募資由 Galaxy Digital Ventures

領投，從來自 Galaxy EOS Ecosystem Fund 的部分投資 2,000 萬美元，其他參投者包含新投資人

Blockchain Capital，以及現有投資者 Breyer Capital、IDG Capital Partners 和 Vulcan Capital。這次

募資將使 High Fidelity 與 EOS 合作，雖然還不確定與 HFC 的關係，但對於區塊鏈技術的攻城掠

地不言可喻。 

ONO Social(A 輪，1,600 萬美元) 

ONO 是來自中國的社交平台 APP，創始人為徐可。ONO 主打以用戶創造內容，並透過 ONOT 

token 激勵用戶之間的轉發、評論、點讚以及差評等多種社交行為，活絡整個體系，此外，也引

入用戶投票機制，可修改與調整 ONO 的發展，目前 ONO 處於邀請制的內測期間，且 ONOT token

仍是基於乙太坊的代幣，ONO 仍架設在中心化的伺服器上，但根據官方 blog 的資訊顯示即將轉

移到分散式的 ONO 主網並開放註冊，未來是否能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分散式社交系統還需持續觀

察。 

本月 ONO 從南韓投資合作夥伴（KIP）、紫牛基金、INBlockchain、中國增長資本、Green 

Pine Capital Partners 和 Grand Shores 等投資者籌集 1,600 萬美元的 A 輪募資。該投資將用於 ONO

社交網路生態系統的開發和未來全球市場的擴展。 

TradeIX(A 輪，1,600 萬美元) 

TradeIX 是一個由分散式帳本技術架構的全球貿易融資平台。當前貨物和信貸在全球貿易中

的流動是透過一種破碎的模式來完成，這種模式依賴於大量的協力廠商、人為干預、耗時並孤立

且主要是基於紙本作業的系統，這使得全球貿易極其複雜、低效、高風險和具排他性。TradeIX

提供的服務在於達成減少複雜性和涉及的中間人數量，減少結算、託管和交易對手風險，以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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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管理信用風險。其產品 TIX 平台包含四個主要項目：TIX Apps、TIX Developer、TIX 

Composer 和 TIX Core，以追求完成上述目標。 

本月 ING Ventures 以及 Kistefos Venture Capital、BNP Paribas 和 Tech Mahindra 為 TradeIX

帶來 1,600 萬美元的 A 輪投資。TradeIX 的首席財務官 Daniel Cotti 表示，本輪募資將使 TradeIX

能夠加快對旗艦項目 Marco Polo 的開發。Marco Polo 是一個與 R3 以及多家國際銀行所共同開發

的開放帳戶貿易平台，在資金、合作夥伴以及本身的技術架構備妥之下，有利於 TradeIX 在區塊

鏈+貿易融資領域的發展。 

AlphaPoint(A 輪，1,500 萬美元) 

AlphaPoint 開發的 AlphaPoint Distributed Ledger Platform™（ADLP），是一種通用的區塊鏈

平台，可簡化分散式金融應用程式的部署。ADLP 使客戶能夠數位化金融工具，快速為這些工具

創建交易場所，並管理各種傳統和 DLT 系統的交易前和交易後工作流程。 

AlphaPoint 本月從 Galaxy Digital Ventures 募集的 A 輪投資 1,500 萬美元，AlphaPoint 表示這

筆資金將用於加速佈局全球。Galaxy Digital Ventures 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 Mike Novogratz 表示，

「由於資產的數位化，我們正處於金融市場根本轉型的早期階段，這種轉變始於貨幣，但現在正

在改變我們對商品、房地產、藝術以及其他傳統和新興資產類別的看法。我們很高興與 AlphaPoint

合作，因為我們將繼續推動數位市場的革命性變革。」 

Altr(1,500 萬美元) 

Altr 是一家為企業帶來基於區塊鏈的數據安全平台提供商。Altr 平台建立在其多樣專利組合

基礎之上，Altr 目前擁有 8 項專利，並有 30 多項待審理專利。Altr 使用專有的高性能區塊鏈技

術來改變監控、訪問和儲存數據方式。 

ALTR 在本月宣佈已從網路安全、訊息技術和金融服務行業的機構和投資人籌集 1,500 萬美

元的資金，其中包括 Ronin Capital 首席執行官 John Stafford III。 

Slife(天使輪，1,500 萬美元) 

SLife 為建構中的去中心化的線下商業交易系統，其基於區塊鏈的技術與經濟模型創新，希

望向實體商業提供更好的媒體行銷、用戶社群、普惠金融等服務協定及應用工具，建立線下商業

與消費者共建的全新社區生態。 

SLife 本月宣佈完成天使輪募資，投資機構包括萬向區塊鏈、泛城資本、嘉楠耘智、比升資

本、時戳資本、科銀資本等 20 多家知名基金。 

Jixin Blockchain(天使輪，1,000 萬美元) 

極信區塊鏈宣稱其目標是做一款易於使用的的數位錢包，並成為區塊鏈領域的支付寶。極信

區塊鏈 CEO 鄧鋒表示，目前大部分數位資產錢包設計非常 geek，鏈上錢包私鑰和助記詞不便記

憶也容易遺失。極信區塊鏈希望能製作出大衆可以輕易理解同時易用又安全的錢包。 

極信區塊鏈本月獲得 1,000 萬美元的天使輪投資，投資方為雄岸全球區塊鏈創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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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3-3、區塊鏈領域新創企業地圖 

6 月份區塊鏈領域收購事件掃描 

本月共有 11 筆區塊鏈領域相關企業的收購事件。 

加密貨幣交易服務商Coinbase本月收購了Keystone Capital、Venovate Marketplace以及Digital 

Wealt，這三筆收購主要是為了擴充 Coinbase 可合規合法的營運項目，在收購三家公司接手客戶

之外，也拿下數個項目的營業許可證照。Coinbase 首席營運官兼總裁 Asiff Hirji 表示「在美國，

其中一些資產將受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監督，考慮到這一點，獲得這些許可執照將使我們更

接近我們的目標，使我們的客戶在購買、銷售和使用許多不同類型的加密資產最可靠的方式。如

果獲得批准，Coinbase 將很快能夠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金融業監管局（FINRA）的

監督下提供基於區塊鏈的證券服務」。此外，uphold 於本月收購 JNK Securities 也是基於類似的

理由，為了推展營運項目。 

Proof Network 提供基於區塊鏈的全球酒精飲料行業解決方案，在本月 Proof Network 收購了

150Elm 以及 TIPSI，前者為基於大數據的酒精行業預測分析提供商，後者提供酒精行業創建和管

理定制軟體和內容解決方案，很明顯這兩筆收購應能更充實 Proof Network 的服務品質。JiojioMe

為一款新加坡的社交 APP，結合用戶、廣告商以及實體商店，並發行 Jcash 作為獎勵、折扣甚至

支付的媒介，本月收購 Mai BoJio 是介紹新加坡美食的資訊網站，也可推測是為了提供更完整的

服務。 

OTC Exchange Network, Inc. (OTCXN)是一家提供機構級 P2P 金融交易服務的企業，使用專

有的區塊鏈技術消除傳統仲介的需求以及增進交易對手之間的信任，降低交易的風險、摩擦和成

本。OTCXN 宣佈已收購 Ogg Trading，其為外匯交易服務提供商。 

Rivetz 是一家分散式移動安全解決方案供應商，DISC Holdings 則是基於許可制區塊鏈的支

付應用開發企業。此次收購是 Rivetz 的戰略佈局，目的是為消費者提供真正的電子商務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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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區塊鏈技術及週遭領域的人才匱乏，也可在本月 Stellar 收購 Chain 以及 Tron 收購

BitTorrent 兩筆交易顯現，市場對這兩筆收購案件的評論都稱其為直接補充技術人才的模式。 

6 月份 ICO 趨勢 

雖然 2018 年至今透過 ICO 獲取的金額已經超過了 2017 年以前所累積的總金額，但隨著各

國的監管與法規推展加速，投資人在大量 ICO 詐騙後也越來越謹慎，未來 ICO 的量級逐漸縮小

應該是最為可能的變化方向，但這也是較為健康的發展，亦有助於資金流向有真正價值的 ICO 項

目中。 

資料來源:TokenData。 

圖 3-4、ICO 趨勢 

市場脈動-對於 ICO 的戰略觀點 

於本月普華永道（PwC）與瑞士加密谷協會（Crypto Valley Association）提供了一份對於當

前 ICO 的研究報告。內容包含了 ICO 的相關統計資訊以及戰略建議。 

據其研究統計，總共有 3,470 個項目宣稱進行 ICO 活動，但最終完成 ICO 的僅有 1,158 個項

目。在這 1,158 個項目中，於 2018 年(至 6 月中)完成 ICO 的件數達 537 件，而 2017 年總件數為

552 件，很明顯地今年 ICO 件數必定超過 2017 年；而 2018 年 ICO 累積金額為 137 億美元，已

經超過 2017 年之前的總和 73 億美元。 

此外，ICO 本質上是個跨越國界障礙的募資方式，但依據每個項目的領導團隊或是背後運作

的公司單位位置，此份報告也提供了由 ICO 觀察各國對於 ICO 的參與程度。依募集的金額排序，

在 2017 年前五名的國家依序為美國、瑞士、新加坡、俄羅斯以及中國，而 2018 年至今，前五名

的國家依序為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新加坡、美國以及英國，其中中國因 2017 年 9 月 4 日

後全面禁止 ICO，因此既使中國在 2018 年的區塊鏈領域上風起雲湧，但仍未有檯面上的 ICO 項

目，而開曼群島與英屬維京群島等避稅天堂的崛起，自然與越來越多 ICO 項目是由特定公司主

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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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ICO 的戰略建議，該研究從四個角度切入提供建言： 

ICO 籌資過程 

 對於每次的籌資增加透明度以及按必要性提出資金需求； 

 與 VC 資金雙管齊下，使資金來源多樣化並可與專業投資人合作驗證項目； 

 較少的推廣是最好的推廣。避免過度行銷降低項目的可信度，致力於讓目標投資

人瞭解你的項目。 

法規設置 

 對於公司/基金會發行代幣的管轄方式應該小心評估及選擇； 

 著重於治理與法律實體的設立； 

 投資人的預註冊結合 KYC/AML 限制投資人的投資量，在無需無上限銷售下解決

分配問題。 

投資人關係 

 Interactive protocol 解決 the first token sale dilemma，即價值的確定性與參與的確定

性；3 

 代幣的閉鎖期可使投資人更審評估投資決策的利益與風險； 

 在 ICO 銷售時期與售後皆保持透明的溝通管道。 

商務環境 

 階段性的釋出資金給予發展團隊，確保適當地使用資金並提高資源有效配置； 

 無論 ICO 的前後都更加關注網路安全； 

 非區塊鏈領域相關的傳統行業與新創將 ICO 視為一種純粹募資的方式； 

 更加注重建立同好社群以及蓬勃發展的生態系。 

結語 

本月的獲投以及收購似乎都能嗅到區塊鏈跨足其他領域的綜效正在發酵。區塊鏈技術的確

應該被視為一種改善現今所有既存模式的手段，在商業上，除了增加獲利外，降低成本也是一種

值得積極運作的發展方向，而區塊鏈正是降低成本的一種可能性；此外，ICO 的角色正在變化中，

但之中仍充滿了不確定性與詐欺，這都是未來參與者需要費心關注的地方。 

參考來源 

                                                           

3 詳見以太坊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的說明，https://vitalik.ca/general/2017/06/09/sales.html。 

https://vitalik.ca/general/2017/06/09/sa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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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nchbase、TokenData、Crypto Valley 

網址： 

1. https://goo.gl/K8TCV1 

2. https://goo.gl/DLLGXq 

3. https://goo.gl/XRB4K9  

https://goo.gl/K8TC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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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7 月焦點 4】光達英雄榜

 

 

 

 

 

  

 

 

 

 

 

 

 

 

 

 

 

 

 

 

 

 

 

 

一、何以自駕車非光達不可？ 

隨著法國自駕小巴 EZ10 最近在高雄與臺北公開展示、工

研院推出自駕小巴並預計於年底在台中花博進行實際應用，以

及北市、高雄、台南、彰化等縣市紛紛推出測試活動，「自駕

車」之於國人已不再陌生。 

而發展自駕車的關鍵技術之一，便是光達（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若純就其名說文解字，「光達」乃為

一種利用光來量測目標物距離的技術。因為光達具有量測目標

物距離的功能，因此，光達也可視為透過光創造自駕車「眼睛」

的技術。雖然，發展自駕車的「眼睛」，光達並非是唯一選擇，

許多自動駕駛公司（如 Tesla）可能選用價格相對便宜的攝影機

或毫米波雷達「造眼」，然而，就在 2016 年 5 月，只搭載毫米

波雷達與攝影機，未裝光達的 Telsa 因未能有效偵測到前方轉

彎的白色貨櫃車，造成乘坐人員死亡，雖然法律上認定該起死

亡車禍並非 Telsa 自駕車的疏失，然而，業內人士一般認為如

果有使用光達的話，應該可以避免這起意外。 

反觀 Google 自駕車，加裝了當時要價 7-8 萬美元的

Velodyne H64E 光達，雖然也發生十餘起事故，但它所涉及的

意外都似乎與人類駕駛者的的魯莽行為有關，並非起因於自駕

車的「視覺」。也因此，光達被認定要達到自駕程度 L4~L5 級

的必要的感測器，單純只使用毫米波雷達與攝影機的自駕車通

常僅能歸到 L2-L3 先進駕駛輔助等級。 

 

 

 

自動駕駛各領域發展快

速，其中又以光達的創新

迭代最為明顯，目前針對

光達的成本、光線、極端氣

候、規格等痛點都有新創

企業採用不同技術提出解

決方案，本文將介紹這些

提出不同解決方案的光達

廠商，提供給國內企業，藉

以掌握此一顛覆性技術的

最新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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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二、光達是當今最有「錢途」的感測器 

根據在法國的市場研究機構 Yole Developpement 的預測，光達市場將在 2022 年達到 16 億

美元規模，並進一步在 2032 大幅成長至 315 億美元。根據 FINDIT 早期資金獲投資訊顯示，2007

年以來有 LiDAR 有揭露募資金額之股權投資已超過 5 億美元，2016、2017 年更是 LiDAR 最獲

早期投資人青睞的兩年。 

 

 

三、誰擁有光達技術? 

那麼在光達市場究竟有哪些廠商提供光達技術？根據 Yole Developpement 的車用光達專利

研究報告，車用光達技術供給者大致可分為半導體廠商、自駕車業者與技術突圍的新創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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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在半導體廠商部份，包括 Qualcomm、LG Innotek、Ricoh 以及 TI (Texas Instruments)等，主

要貢獻包括利用非掃描技術降低光達尺寸、由高脈衝速率來提升速度等。自駕車業者如 Google、

Waymo、Uber、Zoox、Faraday Future、Baidu 與 Chery 等，其光達專利主要與演算方法與過程的

改進有關。最後則是光達技術的新進突圍者，包括 Quanergy、Velodyne、Luminar、LeddarTech

等專利發表聚焦於高度特定的領域，能迅速導入應用。另外，中國光達業者如鐳神智能(LeiShen)、

速騰聚創(Robosense)、禾賽科技(Hesai)等多在兩、三年前才進軍光達技術 IP 領域的新進廠商，

雖然專利申請大部分仍待審，尚未擴展到中國以外的市場但其技術皆已經應用到其上市的光達

產品。因為光達技術的新進突圍者專利多為解決現今光達產品之痛點，並以實現光達商品落地為

目標，因此，本文亦突圍新創為主。 

四、解決痛點，殺出重圍的光達新創 

  即便光達被視為自駕車視覺重要的解決方案，然而，現今光達產品仍存在許多痛點待為解決，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光達技術反覆運算快速，光達新創亦於 2016 年後履獲得早期資金追捧。

究竟光達產品存在哪些痛點呢？第一，光達造價昂貴，以致自製車生產成本過高；第二，光達以

光線測量物體距離，因此，其精準程度受光線影響甚距，無論黑暗、強光、逆光等因素，都將影

響光達表現；第三，除了物體距離外，物體移動速度可能是自駕車決策判斷的重要變量；第四，

光達體積偏大，不符合目前車輛設計美學；最後，也是光達廠商最困難的挑戰—如何取得車廠信

任，進入自駕車供應鏈。以下本文針對重要突圍新創做簡要介紹，並列出其於光達領域的重要貢

獻。 

1. Velodyne—最多車廠與自駕車廠商採用，信任成本最低，最有可能創造規模效益 

⚫ 產品說明：Velodyne 成立於 1983 年，2005 年研發出全球第一款 3D 即時 LiDAR 感測

器後開始迅速成長。2007 年推出第一代光達產品，並且由 Google 的自駕車採用，現今

已被 Ford 收購。產品中最廣泛被使用的是 2016 年推出的 VLP-16(16 線)光達，它提供

了 360 度高角度解析的 3D 環景資訊，100 公尺內的所有大小物體的動靜都能夠鉅細靡

遺的被查覺。 

⚫ 技術/價格：固態+機械式掃描, 波長 905nm/2018 年 1 月 Velodyne 宣佈 16 線光達成本

可將降低高達 50％，目前價格定在 3,999 美元。最終將降至 50 美元/台。32 線雷射模

組，測距可達 200 公尺，在 2020 年量產目標訂價到 500 美元，到 2025 年成本可以控

制到 200 美元以內。Velodyne 最好的雷射雷達擁有 360 度視角，測距範圍為 300 公尺，

售價高達 7.5 萬美元。 

⚫ 優勢：客戶包含:Baidu、Ford、Google、Nissan、Volvol、Uber 與無人駕駛小巴 Navya 

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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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uanergy—降低光達成本、縮小光達體積、加快掃描速度 

⚫ 產品說明：Quangery 成立於 2012 年美國加州，發展光學相位陣列（Optical Phase Array, 

OPA）元件，利用改變光學相位陣列每個元件的相位來達到掃描的目的，取代龐大的

機械掃描裝置。比起機械掃描速度快，體積小，價格便宜等優點。但此項技術的風險，

因為光學相位調制元件，由於光學波長很短，其調制元件的製作存在一些風險，加上

雷射通過這些元件會有產生熱，對於使用熱來進行光學相位調整的元件，存在一些不

利因素。 

⚫ 技術／價格：固態+光學相位陣列掃描,波長 905nm／Quanergy 預估其測距 200 公尺之

光達量產價格約 250 美元/台，最終將降至 100 美元/台。 

⚫ 優勢：積體光路的半導體結構、相位控制、車用光達配置方式、雜訊過濾電路等技術

領域佈局 6 件專利。 

⚫ 最新發展：與中國 Sensata 合作量產 Lidar,爭取中國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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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uminar—增長測距、克服光線昏暗問題、降低成本、已與汽車大廠合作 

⚫ 產品說明：Luminar 成立於 2012 年美國加州，為了使用 1,550nm 波長的雷射，Luminar

用較貴的銦砷化鎵取代一般光達廠商使用的矽（雷射波長為 905 納米）來製造雷射雷

達的接收器，即使在極限暗光環境下也能「看」到 250 公尺外路上的物體。 

⚫ 技術／價格：機械式掃描,測距可達 250 公尺,波長 1,550nm／已成功將接收器的成本也

從數萬美元跌至驚人的 3 美元，整套系統價格未公告。 

⚫ 優勢：2017 年與 Toyota 合作、2018 年 6 月與 Volvo 合作。 

 

4. Innoviz—縮小光達體積、克服逆光及惡劣天候問題、獲得重量級廠商支持 

⚫ 產品說明：Innoviz 成立於 2016 年以色列，採用所謂的 Solid-State LiDAR Sensor 技術，

固態光達是藉由光相位矩陣(Optical Phase Array, OPA) 改變雷射光發出角度，固態光

達不須傳統機械式旋轉結構，便能在 1 微秒內改變發射角度，藉此改變掃描區域，強

調系統穩定性，面對逆光或惡劣天候不受影響。 

⚫ 技術／價格：固態光達,雖然為波長 905nm,但偵測距離可達 250 公尺，精準度小於 3 公

分, 目前造價約 1,000 美金，最終將降至 100 美元。 

⚫ 優勢: (1)獲 BMW.Magna. Aptiv 等重量級廠商支持。(2)體積較小，可用於私家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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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ryx Vision—處理光線與天候視線問題 

⚫ 產品說明：Oryx Vision 成立於 2016 年以色列，其光達採用紅外光波偵測路面上的物

體。相較於一般的光達以光電傳感器來偵測光線粒子， Oryx 採用一種矽材質製成的

微視天線來偵測光線粒子。根據光的“波粒二象性”，以波的形式透過微視天線來感

知反射回來的訊號（光）。其光達可接收波長為 10 微米(10,000nm)的電磁波，這種波

長不僅能穿透煙霧，也不易受到強光與氣候的影響。 

⚫ 技術/價格：固態光達+紅外光波,波長 10 微米，可檢測距離 60 公尺的小碎片，90 公尺

外的行人，150 公尺外的摩托車等，還能在移動狀態下，確定這些物體的速度。預計降

至 100~250 美元/台。 

 

6. Blackmore—不受強烈陽光干擾、提高遠距探測能力、支援距離和速度的探測、獲得

汽車大廠支持 

⚫ 產品說明：Blackmore 成立於 2016 年美國蒙大拿州，提供世界上第一台用於汽車的調

頻連續波(FMCW,frequency-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 ) Lidar。該公司開發了用於微米

精密鐳射切割和焊接的鐳射雷達系統，最初用於軍事監視。相較傳統的脈衝光達系統，

Blackmore 突破性的 FMCW 光達技術可以消除強光干涉，提高遠距離探測性能，並能

夠同時支援距離和速度的探測。 

⚫ 技術/價格：固態光達,測距可大於 200 公尺,波長 1550nm/未公告,預計使用最新一輪資

金進行量化生產。 

⚫ 優勢：已獲 BMW 及 Toyota 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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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etraVue—降低成本、可達成低延時，即時決策 

⚫ 產品說明：TetraVue 公司成立於 2008 年美國加州，為全球首個實現 4D Lidar 公司。其

獨家專利技術「光切片」（Light Slicer）技術能透過時間尺度和距離尺度的量測，使用

標準的 CMOS 感測器測算光學強度訊息，無需複雜的特殊晶片，這意味著成本和製

程複雜度大大降低。其產品不會造成圖元點模糊、無需機械掃描、能即時持續地捕捉

圖元點訊息，能達成低延時，即時決策、高解析度成像技術：坐標與圖像。 

⚫ 技術/價格：固態光達/未公告。 

⚫ 優勢：(1)專利級別「光切片」技術實際;(2)已獲 Bosch.三星與鴻海投資;(3)相較於

Velodyne 和 Quenerty 兩家固態光學雷達公司，TetraVue 有更高程度的系統集成。 

 

8. Hesai—打造適合私家車設計之光達、多傳感融合 

⚫ 產品說明：Hesai 成立於 2013 年中國上海，是一家打造多傳感融合之光達公司,其

Pandar40 已經裝在了矽谷、底特律、匹茲堡及歐洲等數十家頂尖自動駕駛公司的無人

車上。美國加州現有的 52 家獲得無人車公開道路測試牌照的高科技公司中，超過 1/3 

已經是 Pandar40 的付費客戶。有鑑於現今光達體積過大，不符合汽車設計美學，Hesai

則欲打造更符合車廠設計需要的光達。 

⚫ 技術/價格：多傳感融合,測距約於 200 公尺/每台約數百美元。 

⚫ 優勢：(1)提供無人車公司測試,具潛在客群;(2)已與百度達成深度合作;(3)更強大的 AI

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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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obosense—打造適合私家車設計之光達、多傳感融合 

⚫ 產品說明：速騰聚創（Robosense）成立於 2014 年中國深圳，其將 MEMS 固態鐳射雷

達 M1 Pre r 和攝像頭兩類傳感器的底層融合技術（LCDF， LiDAR-Camera-Deep-Fusion，

從而讓自動駕駛車輛能全方位感知真實世界的三維空間色彩資訊。因其採用 MEMS 技

術，取代傳統機械旋轉方式，擁有低成本、易量產…等多項優勢。此外，速騰聚創通過

與高德地圖合作，研發「基於高精地圖的鐳射雷達整體感知系統」方案，讓自動駕駛

研發團隊在融合方案的基礎上，減少開發難度。 

⚫ 技術／價格：多傳感融合,測距 200 公尺/希望可以達 150 美元。 

⚫ 優勢: (1)具量產能力(2)更強大的 AI 演算(3)低成本(4)可用於私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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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由本文可知現今光達新創多針對成本、價格、體積、光線等問題進行精進調整，然而，在極

端氣候難題部份，則以毫米波雷達的表現較佳，光達仍無較佳的解決方案。另外，雖然現今光達

的新興技術如雨後春筍般的出芽，但標準規格尚未誔生。根據上述兩點，或許推論未來在自駕車

感知領域將以不同感測器交互搭配使用為主，多重感融合可能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當然，

其前題需要精準的演算化作為背後支持；再者，因光達標規尚未成形，汽車與自駕車大廠選擇的

解決方案，可能就是未來光達的主流標準，若新進入者能跟隨「潛在標準」前進，並精進技術、

壓低成本，未來還是有相當的發展空間。 

參考資料： 

https://goo.gl/M67o6Q 

https://goo.gl/KemP1R 

https://goo.gl/oXjKnM 

https://goo.gl/N19UmH 

https://goo.gl/To8hX8  

https://goo.gl/YnSkfS 

https://goo.gl/jVcCCf 

https://goo.gl/gHw6Yr 

https://goo.gl/3DUmEL 

https://goo.gl/JxbHLB 

https://goo.gl/58kYzX 

https://goo.gl/dpJHKu 

https://goo.gl/ALdR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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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醫療領域，新產品層出不窮，而人工智

慧技術的運用更創造了多種可能。尤其在 AI

輔助診斷領域，針對 X 光、CT、MRI、心電圖

等各類醫學影像的 AI 產品陸續出現，有望為

醫生提供輔助，提升診斷準確率和效率。 

由於此類產品涉及診斷環節，所以國家監

管力度大。根據中國火石創造(-智慧醫健大資

料服務平台) 苗先鋒分析總監對美國 FDA 對

於醫療人工智慧產品的審批盤點，發現自 2017

年 7 月以來已有 9 項產品獲得批准，多為監測

預警類產品，從 2018 年 5 月開始出現診斷輔

助類 AI 產品。以下摘要介紹 FDA 核准的 9 項

醫療人工智慧產品，以掌握美國醫療人工智慧

的發展進程。 

表 1、FDA 通過的 9 款醫療人工智慧產品 

時間 公司 產品 

2017.11 Kardia Bnad Kardia App 

2018.1 Excel Medical Wave 臨床平台 

2018.2 Embrace 癲癇監測與警報 AI 神

器 

2018.2 Viz.ai 中風患者護理應用 

2018.2 Cognoa AI 篩檢自閉症的產品 

2018.3 美敦力 Guardian Connect 

2018.4 IDx IDx-DR 

2018.5 Imagen 

Technologies 

腕部骨折檢測軟體

OsteoDetect 

2018.6 DreaMed 

Diabetes 

DreaMed Advisor Pro 

 資料來源：Digital Health Innovation Action Plan 

 

從產品功能上來看，前 6 款產品全部為監

測預警類產品，從 2018 年 4 月開始批准如 IDX、

OsteoDetect 類診斷輔助類產品及 DreaMed 

Advisor Pro 類用藥輔助類產品。 

1. Kardia App：Apple Watch 上第一個醫療

設備配件 

2017 年 11 月 30 日，Alive Cor 旗下 Kardia 

Band獲得 FDA 批准成為標準的醫療心率監測

設備，成為 Apple Watch 的第一個醫療配件。 

KardiaBand 錶帶內置了人工智慧演算法，

能非常準確地檢測出用戶的異常心臟狀況，並

及時提醒用戶。 KardiaBand 相容 Apple 

Watch 的 1、2、3 系列。KardiaBand 還額外增

加了一個電極感測器，並借助 Apple Watch 的

心率感測器即時監測用戶的心率狀況，使用者

需要把自己的手指或拇指放在錶帶上的金屬

觸點，靜止等待 30 秒後，KardiaBand 就通過

藍牙連接將資料發送給 Apple Watch，在螢幕

上顯示出心電圖。 

2. Embrace：癲癇監測與警報 AI 神器 

1. FDA 批准上市的 9 款醫療人工智慧產品 

關鍵字：醫療人工智慧、健康醫療、人工智慧 

日期：201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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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Embrace 智慧手錶 FDA 正

式通過審批，用於監控一類極為危險的癲癇發

作，也因此成為 FDA 批准的首款應用於神經

學領域的智慧手錶。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提供的

資料顯示，約有 340 萬美國人正在遭受癲癇影

響。Embrace能夠一次性監測多個癲癇的指標，

防止因患者的自我報告造成的漏報情況，其專

利保護的「電極活性」（Electrodermal Activity，

EDA）技術能定量地檢測與交感神經系統活性

相關的生理變化，記錄癲癇發作的時間。 

Empatica 公司的主要產品是 Embrace 智

慧手錶，是一款時尚的可穿戴設備，內含專為

癲癇患者設計的醫療級感測器及機器學習演

算法。該設備利用皮膚上的電子活動來追蹤佩

戴者的癲癇發作情況，並於上周成為首批通過

FDA醫療器械認證的智慧手錶。一項臨床研究

將智慧手錶的有效性與三位神經科醫生的有

效性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在 100％的時間

內，Embrace 檢測到 272 天中 135 位患者的癲

癇發作。 

3. Wave 臨床平台：搶先醫生 6 小時發佈預警 

Wave 臨床平台的獲批，給當下有限的醫

療資源供給帶來福音，透過人工智慧演算法，

Wave 臨床平台成為醫院臨床監測系統的基礎，

所有生理資料都會自動收集，分析和風險分層，

始終開啟主動監視和易於閱讀的預警標誌，同

時集成了醫院工作站和包含患者藥物史、年齡、

生理狀況、既往病史、家庭情況等即時和歷史

資料，為醫生和患者提供風險的臨床決策支援。 

Wave 臨床平台由 Excel Medical 公司研發，

透過這套演算法可以感知生命體內的細微變

化，並在致命情況發生前搶先醫生 6 小時發送

警報。由於可預防的醫院傷害造成的意外死亡

是美國的第三大致命殺手，Wave 臨床平台的

出現可以實現即時監測並提早預防，減少意外

傷害發生。下一步 Excel Medical 表示將打造

AI 可穿戴設備，將監測預警功能從院內轉至

院外。 

4. Viz.ai：使中風患者更快得到精準治療 

2018 年 2 月，總部位於舊金山市的醫療

保健公司 Viz.ai 宣佈獲得 FDA 對其腦中風護

理應用的行銷授權。該應用提供臨床決策支援，

使用深度學習演算法自動分析 CT 神經圖像，

以檢測與腦中風相關的指標。 

Viz.AI 的應用程式旨在分析大腦的 CT 圖

像，並在發現可疑的大血管阻塞時向神經血管

專家發送文本通知，同時一線提供商對圖像進

行標準審查。而在通常情況下，患者需要等待

放射科醫師檢查 CT 圖像並通知神經血管專家。

通知可以發送到行動裝置，例如智慧手機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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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電腦，但專家仍需要在臨床工作站上查看圖

像。 

FDA 批准 Viz.AI 行銷授權的決定也為預

測設備和監管分類的應用打開了一個突破口，

使後續的電腦輔助醫療軟體能夠通過 510(k)

的認證過程。 

5. Cognoa：用 AI 篩查自閉症 

2018 年 2 月，加州 Cognoa 發佈公告稱旗

下一款借助 AI 篩查自閉症的產品被 FDA 認

定為 II 類診斷醫療設備。 

Cognoa 的 AI 演算法，經過了海量研究資

料的訓練，自史丹福兒科和精神病學教授

Denis Wall 的研究資料，其中含有大約 10,000

名兒童的現有行為觀察資料集。透過分析家長

提供的兒童自然行為資訊和視頻，該公司的應

用程式使用機器學習來評估該兒童是否正在

以正常的速度成長，並評估他們的行為健康狀

況。除了作為診斷工具之外，該應用程式還向

家長提供在家中干預或治療的個性化建議。 

6. Guardian Connect：血糖 AI 預測準確率達

98.5% 

2018 年 3 月 12 日，醫療科技公司美敦力

宣佈，獨立智慧 CGM 系統 Guardian Connect

獲得 FDA 審核批准。 

Guardian Connect 系統適用於 14-75 歲的

糖尿病患者，可以持續測量患者的葡萄糖水平，

並每隔 5 分鐘將資訊傳送到智慧手機。美敦力

在一項臨床研究中證實，Guardian Connect 系

統預測低血糖症狀的準確率達到了 98.5%。 

該系統由一個小型感測器組成，用戶將其

插入腹部後，可以測量皮膚下液體的葡萄糖含

量，並附加到一個纖細的藍牙® 發射器，可將

讀數發送到智慧手機上的應用程式。使用者在

應用程式中可以持續查看葡萄糖讀數，並設置

可自訂的警報。 

7. 第一款人工智慧醫療設備 IDx-DR 

2018 年 4 月 11 日美國衛生監管機構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已經批准了世界上第一

款人工智慧醫療設備 IDx-DR，該設備可以在

沒有醫生説明的情況下診斷疾病。 

IDx-DR 將用於檢測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高血糖會導致視網膜血管損傷和視力下降。其

內置攝影機用於拍攝患者眼睛的照片，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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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評估該照片，確定患者是否有糖尿病視

網膜病變的跡象。 

在一項臨床試驗中，IDx-DR 對於輕度以

上的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準確識別率為

87.4%，對輕度及以下的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

識別率為 89.5%。 

FDA 已批准 IDx-DR，IDx-DR 成為第一

個獲得 FDA 批准進行獨立檢測而不需要醫生

解釋結果的人工智慧設備。這意味著任何醫生

都可以使用它，包括經常與糖尿病患者打交道

的初級保健醫生，患者也無需自己尋求眼科醫

生的幫助。 

8. 腕部骨折檢測軟體 OsteoDetect 

2018 年 5 月，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

近日批准了一種名為 OsteoDetect 的新型人工

智慧工具，可幫助醫生診斷手骨骨折。該工具

是一種電腦輔助檢測和診斷軟體應用程式，它

使用 AI 演算法來説明醫生以比傳統診斷技術

更快的速度確定腕骨骨折。 

FDA表示，該軟體可識別骨折（如果存在）

並自動將其標記在圖像上，説明醫生快速發現

並診斷問題。該軟體適用於成人手腕並可識別

橈骨遠端骨折。急診室，初級保健辦公室和緊

急護理設施等均可以從這種技術中受益。重要

的是要注意，該軟體不會取代醫療保健專

家; 相反，它被分類為附屬工具。 

OsteoDetect 研發公司展示了這個 AI 軟體

通過涉及 1000 張 X 射線圖像的研究診斷腕骨

骨折的有用性，以及另一項涉及 24 位提供者

的研究，這些研究人員共檢查了 200 例病例。

FDA 稱，這兩項研究表明 OsteoDetect 改善了

腕骨骨折的檢測和診斷。 

9. DreaMed Advisor Pro 利用 AI 實現胰島素

劑量的精準控制 

2018 年 6 月，個性化糖尿病管理解決方

案的開發商 DreaMed Diabetes 宣佈，美國食品

和藥物管理局（FDA）審核通過了其公司產品

DreaMed Advisor Pro 的 De Novo 申請，這是

一種基於 AI 的糖尿病治療決策支援軟體。 

DreaMed Diabetes 成立於 2014 年，總部

位於以色列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是

一家致力於研發Ⅰ型和Ⅱ型糖尿病智慧治療

方案的醫療公司。DreaMed 的使命是簡化治療，

改善患者經驗，為患者和醫療保健提供者提供

個性化的的糖尿病解決方案，我們研發了唯一

獲得監管部門批准的糖尿病解決方案技術，通

過持續的葡萄糖監測資料，智慧調節胰島素治

療過程。  

DreaMed 的糖尿病醫療團隊憑藉多年經

驗開發了一種將人工智慧引入這一過程的解

決方案: MD-Logic 人工胰腺演算法程式。 

MD-Logic 技術能對利用其他設備獲取的

胰島素劑量、血糖（感測器讀數、手指標刺測

量資料、飲食或碳水化合物攝入資料）等資料

進行分析，其基本原理是運用模糊邏輯和自我

調整學習演算法類比內分泌學專家對患者的

評價過程，對每一類資料進行理解和分析，最

終給予相應解決方案，其整個過程較人工分析

速度更快，更全面。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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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引自火石創造，作者苗先鋒 

網址： 

1. https://goo.gl/bH7hHX  

https://goo.gl/bH7h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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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技術應用在加密貨幣以外的領域，

是正在發生且預估將造成巨大的衝擊。就以貿

易融資相關的場景而言，當前國際上就共存著

四個與貿易融資相關的聯盟組織(平台)，因各

自的成員以及瞄準的目標市場不同而有所差

異。 

Voltron 

Voltron 是 R3 參與集團中的 12 家金融機

構所共同運行的信用狀項目，目的在精簡信用

狀的處理流程。Ledger Insights 指出，雖然任

何規模的企業皆會使用信用狀，但在較大規模

的企業間更是廣泛地利用信用狀。若使得信用

狀的使用能更快更容易，將可帶動所有規模的

企業運用信用狀。 

在 2017 年 8 月，此聯盟已利用 Corda 平

台運作 PoC。此聯盟主導者匯豐銀行與香港科

技公司 CryptoBLK 合作，共同開發相關源碼，

並在 5 月宣佈，在 Corda 上發行了信用狀，這

筆交易為阿根廷到馬來西亞之間的大豆運輸，

與作為賣方銀行的 ING 共同完成，運行結果

可將 5 至 10 天的紙上處理流程，大幅度降低

至 1 天之內可以完成。 

Voltron 下一階段的任務則是納入新的金

融機構共同開發新功能。 

We.trade 

We.trade Innovation DAC 是由 9 家歐洲銀

行共同擁有的合資公司，We.trade 使用

Hyperledger Fabric 架設，針對歐洲境內的中小

企業，可直接處理出口商跨境貿易融資，包含

factoring 及 forfating。We.trade 旨在使融資更

簡單、更便宜、更快速。 

We.trade 平台上的各方都可以追蹤運送

中的貨物，結算由智能合約自動觸發，但付款

是透過 SWIFT 進行。 

Marco Polo 

Marco Polo 在今年 2 月成立，主要在開發

開源貿易融資解決方案，旨在消除或簡化供應

鏈流程中的文書工作。該解決方案基於 Corda、

TradelX 的 TIX 平台以及微軟雲端服務。 

若與 We.trade 相比，Marco Polo 是為特定

交易的融資，它不需要買方和賣方都參與其中，

且目標客群不僅止於中小企業，而是所有企業。 

Batavia 

Batavia相較於上述三個平台參與方較少，

但就應用而言，範圍更廣泛。它涵蓋了 OA 融

資和信用狀融資，目標為所有企業。 

Batavia 平台整合了供應商、採購商與金

融機構。貿易協定與交易過程都完整記錄於平

台之上。平台也支援引入物聯網設備的信號，

可即時追蹤貨物。在交易流程完成後，透過智

慧合約可執行交易支付。 

貿易融資平台的可能發展 

顯然上述四個平台之間的業務與目標似

乎都有部分重疊，使用的技術架構以及參與成

員亦是如此，加上仍有其他企業也在嘗試建立

類似的基礎架構平台，最後若走向單純的競爭

似乎不是有效率的結果，因為這些業務存在網

絡效益，同時共用資訊可以帶來更大的好處，

因此使平台規模化會是較有利的發展方向，而

依程度上的區別，可能包含使得平台間具備互

通性或是直接合併。 

2.區塊鏈貿易融資平台的發展 

關鍵字：區塊鏈、貿易融資 

日期：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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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ger Insights 整理了四個貿易融資平台

中，四個參與單位的觀點，希望瞭解第一線的

參與者對此類發展的看法。 

We.trade 

We.trade 的首席運營官 Roberto Mancone，

在 IBM Think 2018 會議提到，We.trade 以及

Batavia 的確都運行在 Hyperledger 之上，但他

目前不能明說兩者間協同合作的發展，但應該

可以很明顯的被觀察出來。 

HSBC 

HSBC 區塊鏈與分散式貿易平台項目的

領導者 Joshua Kroeker 表示，的確正在嘗試尋

找可共同運作的網絡，成為平台間的橋梁很重

要，可能是使彼此達成互通性的一種方式。 

Kroeker 提出一個關鍵點，系統從一開始

就設計為具互通性是一回事，但將兩個現有平

台連接在一起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如果要合併，

當然是越快越好。目前的集成可能使用 API 這

樣的傳統方式，這是將多個聯盟(平台)相結合

的務實解決方案，但這並無法解決數據孤島問

題。 

HSBC 的觀點表達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

題。每個聯盟(平台)都有自己的規則和治理方

式，如果數據從一個系統傳遞到另一個系統，

則存在與此相關的許可以及管理問題，這是一

個待解決的棘手問題。 

CryptoBLK 

CryptoBLK 創始人 Duncan Wong 表示，

創立這家企業就是因為觀察到缺乏一個已經

準備好的平台。 

作為與不同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合作的

技術提供商，Duncan Wong 不認為互通性問題

是技術問題。他很樂意將數據從一種帳本類型

轉移到另一種帳本類型，但同意治理是一個大

問題。 

Duncan Wong 認為，所有的聯盟最終都有

共同的目標，但使用不同的模式。所以通用的

標準很重要，他也認為任何標準的開發都是市

場和聯盟驅動的。 

Duncan Wong 表示，他們正在提高運作的

透明度，同時也正與 R3、HSBC 以及其他銀行

共同撰寫白皮書，希望能提出標準來連接這些

系統。 

TradeIX 

TradeIX 的 CMO Oliver Belin 表示，他們

在 R3 之下的不同聯盟間進行了積極的討論。

Oliver Belin 也表示，雖然近期幾個新的貿易融

資平台已出現，但它們都面臨著如何建立無縫

溝通的挑戰，如果每一項目都建立自己的網絡，

並且無法互相聯繫，那麼這個行業將會面臨過

去同樣的問題，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創造互

通性來解決與消除數據孤島。 

結語 

Ledger Insights 認為不久的未來應該會出

現真正的整併，問題在於由誰發起，而四個聯

盟中，Batavia因參與者較少，且目標範疇較大，

是最有可能與其他任一平台達成整併。 

其實不只在貿易融資聯盟，區塊鏈在其他

不同領域的應用應該也會出現相似的過程，從

多方發起聯盟、競爭訂定行業標準、聯盟間協

調互通性，最後收斂成數量較小或單一的組織，

然而這個過程並不簡單，還有待持續關注後續

發展。 

參考來源 

Ledger Insights（黃敬翔摘譯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xykWJC 

2. https://goo.gl/Phmb8w  

  

https://goo.gl/xykWJC
https://goo.gl/Phmb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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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成像和感測在 2017 年 9 月 iPhone X

上市後，其為消費類的 3D 成像與感測豎立一

個新的標準。Yole Development 指出，3D 成像

與感測正在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人工智慧使

得機器人和設備更能感知周圍環境的狀況；另

外，3D 成像與感測也在 Xbox 的 Kinect 和

Leap-Motion 的手勢控制被普及運用。在這樣

的發展下，CMOS 圖像感測器、VCSEL、光學

繞射元件和半導體封裝等供應商都將受惠。 

根據 Yole Developpement 的報告指出，3D

成像和感測市場將由 2017 年的 21 億美元成

長到 2023 年的 185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 

(CAGR) 高達 44%。 

 

 

資料來源：Yole Development。 

 

若進一步區分不同類型的市場時則年複

合成長率最高者為「消費類市場」，2017 年至

2023 年的年複合成長率為 82%；其次是「汽車

市場」年複合成長率為 35%；排名第三則為「工

業與商業市場」，其年複合成長率為 12%。 

 

資料來源：Yole Development。 

 

而在消費類的市場中，智慧型手機廠商已

在積極調整自己在 3D 感測的佈局。OPPO 於

2018 年 5 月份宣佈其已能實現以結構光技術

的人臉辨識，這主要是與奧比中光的合作。小

米手機亦與 Mantis Vision 合作，在其八週年紀

念版的旗艦機型使用 3D 結構光技術滿足人臉

識別應用的需求，不同於 iPhone X 的光學繞

射元件投影，Mantis Vision 採用了 Mask 的編

碼結構光技術，能有效降低處理運算量。另外， 

3D 攝影機成本的降低亦有 Himax 在努力中，

並計畫用於 Microsoft 的 AR/VR 頭載式裝置。 

Yole Development 預估在Android智慧型

手機的供應鏈成熟後，3D 成像與感測的滲透

率將由 2018 年的 13.5%，上升至 2023 年的

55%。惟，AR/VR 尚未有穩定的成長態勢，後

置的 3D 攝影機短期的滲透率將有限。 

 

 

資料來源：Yole Development。 

3. 2018 年 3D 成像和感測 ─ Yole Development 報告 

關鍵字：3D 成像和感測 

日期：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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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值得注意是，3D 成像與感測技術

將慢慢的擴展至消費類 (特別是機器人領域)、

汽車和工業等設備，而成本降低的願景仍需各

界努力。 

參考來源 

Yole Dévelopment “3D Imaging and Sensing” 

（劉育昇摘譯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atxTM3 

2. https://goo.gl/J4jSzs 

3. https://goo.gl/tJBD5U 

 

 

 

 

 

  

https://goo.gl/atxTM3
https://goo.gl/J4jS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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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調研公司 Canalys 近日發報告預測，

到今年末，智慧音箱的用戶量將突破 1 億大

關，未來幾年仍將保持快速成長走勢，到 2020

年達 2.25 億，並有望在 2022 年超過 3 億。 

其中，亞馬遜的市場份額今年將超過 

50%，但 2022 年將降至 34%。緊隨其後的 

Google 今年市場份額將達 30%，而 2022 年

將提高到 34%，趕上亞馬遜 Echo。排在最後

的蘋果雖然今年只有 4%，但在 2022 年將會

提高到 10% 左右。 

該報告還顯示，2017 年，智慧音箱用戶量

排在前五的國家依次為美國（73%）、英國

（10%）、德國（8%）、中國（3%）和加拿大

（2%）；今年，美國將以 64% 的用戶量占比

保持第一，而中國則提高到 10% 位列第二。 

智慧音箱雙巨頭亞馬遜、Google 的先發

優勢和大規模投入，將依舊是美國繼續保持領

先地位的主因。它們一方面都在竟相打造智慧

語音生態，來吸引垂直領域以及海外國家/地

區的新使用者，另一方面也在嘗試讓智慧音箱

走進除家庭以外的酒店、辦公室、體育館、機

場等使用場景，來觸及更多的消費群體，例如，

亞馬遜就已推出「 Alexa for Business」 、

「Alexa for Hospitality」 等業務來開拓應用場

景。另外，二者也將在下半年將到來的亞馬遜 

Prime Day 、耶誕節等購物季開展促銷活動，

來衝刺銷量。 

在美國智慧音箱市場日益成熟的同時，中

國智慧音箱市場也在迅速崛起。據  Canalys 

預測，今年底中國的智慧音箱用戶量占比將從 

2017 年的 3% 增加到 10%，成為僅次於美國

的全球第二大智慧音箱消費市場。 

今年第一季度，在 Canalys 發佈的全球

智慧音箱出貨量報告中，阿里巴巴和小米就分

別以 110 萬、 60 萬的銷量沖上了第三、第四

的排名。深圳灣在對該報告的報導中也提到，

與美國市場類似，中國市場的迅速崛起也得益

於科技巨頭的大規模投入。而隨著今年下半年

購物季的頻頻到來，智慧音箱也將迎來銷量增

長的爆發期。 

同時，中國目前所擁有的 4.5 億戶家庭，

也將讓中國在全球智慧音箱市場份額爭奪戰

中，佔據天然優勢。正如 Canalys 研究分析師 

Hattie He 所說：「中國雖然仍是智慧音箱的新

興市場，但卻是一位沉睡的巨人。」 

參考來源 

199IT 

網址： 

https://goo.gl/ZB1w3X 

  

4. Canalys：2018 智慧音箱用戶將突破 1 億大關，下半年會有大爆發 

關鍵字：智慧 AIoT、工業物聯網 

日期：2018.7.10 

 

 

 

https://goo.gl/ZB1w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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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亞馬遜、蘋果、Facebook 和微

軟擁有巨大的市場價值（3.9 兆美元），就投

資收購而言，科技巨頭可能是一個理想的收購

方。綜合來看，五大科技巨頭在整個併購市場

佔有相對較小的份額。下圖顯示了 2007-2017

年五大科技巨頭收購情況。在 2014 年收購家

數最多，超過 70 家，2015 年後則有逐漸下滑

的趨勢。 

 

Apple 

儘管在五大科技巨頭中蘋果的市值最高，

但收購件數卻是最少的，而且是透明度較低的。

換句話說，在 Crunchbase 和其他地方列出的交

易中，大多數蘋果的併購交易沒有報導併購金

額。迄今為止，蘋果最大的併購交易是以 30 億

美元收購 Beats Electronics。 

Amazon 亞馬遜 

很難找到亞馬遜沒有涉及的垂直業務，從

虛擬主機到電池，再到網售圖書等。2017 年 6

月亞馬遜億 137 億美元收購 Whole Foods，網

路巨頭正式進入實體零售業。 

 

Alphabet 

Alphabet 是五大科技巨頭中最擅長收購

的，尤其是企業創投部門。而且，Alphabet 的

併購相當混雜，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以 32 億

美元的價格收購 Nest Labs。從投資回報來看，

收購 YouTube 則是最成功的。 

 

5. Crunchbase：五大科技巨頭併購分析 

關鍵字：科技巨頭、併購 

日期：20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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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 

微軟最近宣佈以 7.5 億美元收購軟體版本

控制和代碼託管平台 GitHub。此前收購

LinkedIn 也受到多方關注。 

 

Facebook 

在五大科技巨頭中，Facebook 的併購模式

最不具一致性，交易規模差距很大。最著名的

收購案件是以 190 億美元收購 Whatapp。雖然

當時收購 WhatsApp 並沒有引起太大的轟動，

但今天這些交易被視為當前和未來反托拉斯

監管機構的警示案。 

 

參考來源 

Crunchbase, 199IT 

網址： 

https://goo.gl/VsXsSw 

https://goo.gl/v7znVx 

 

 

 

 

 

 

 

 

 

 

 

 

 

 

 

 

 

 

 

 

https://goo.gl/VsXsSw
https://goo.gl/v7zn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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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叫車平台 Grab 於 7 月推出全新超級

手機應用程式「GrabPlatform」，打算開放平台

給協力廠商開發者及同業，希望提供全方位功

能，除了叫車、手機支付，並提供 GrabFresh

雜貨商品配送服務，配送來自 50 多家大型連

鎖超市和特色雜貨連鎖店的產品，另與雅虎 

(Yahoo) 合作，提供新聞資訊。Grab 預計，今

年收入將超過 10 億美元。 

更新版的 Grab 應用程式加入多個全新功

能，本月將加入 GrabFresh 的 Beta 測試版，與

東南亞大型雜貨品配送供應商 HappyFresh 合

作，配送來自 50 多家大型連鎖超市和特色雜

貨連鎖店的逾 100,000 種雜貨產品，GrabFresh

的目標是要在一小時內將新鮮農產品和冷凍

產品送到用戶家門口。該服務會於本月在印尼

雅加達首先推出，再於今年年底在泰國和馬來

西亞推出，其他國家緊隨其後。 

Grab 這項食品雜貨配送服務可能會讓這

家總部在新加坡的公司成為亞馬遜和RedMart

的對手，RedMart 由阿里巴巴支持的電商網站

Lazada 所有，後者已經在新加坡提供在線食品

雜貨購物服務。 

此外，GrabPlatform 與雅虎合作，用戶可

觀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最新資訊，

未來並將在其他國家宣佈與其他當地新聞機

構的合作。應用程式也會提供一些實用的地區

資訊，用戶可閱讀附近餐廳或購物中心的點評、

觀看當地製片人策劃的短片或玩遊戲、在伊斯

蘭教齋月期間展示最近的清真寺的位置在哪

裡、是否在下雨期間乘坐汽車或自行車、世界

盃期間展示最新的足球比分等。 

成立約 6年的東南亞網上叫車平台Grab，

目前在東南亞 8 個國家有約 710 萬名司機提

供服務，在過去 12 個月的成交總額增長逾一

倍；食物遞送業務 GrabFood 的成交總額於過

去 12 個月則增長 9 倍。 

Grab 共同創始人兼執行長陳炳耀

(Anthony Tan)在 7 月 9 日接受外媒採訪時表

示，「我們相信，隨著我們提供更多當地語系

化的日常服務，將有更多的用戶和更高的用戶

參與度。當我們擁有更多用戶及更高的用戶參

與度時，將會吸引更多的合作夥伴，這是一個

良性循環。對企業來說很棒。」 

陳炳耀還向記者表示，「不管是食物，還

是百貨，我們都需要確保所有這些無論在技術

上還是財政上都有充足的資金。」 

Grab 擁有 5,000 名員工，其投資者包括日

本軟銀集團（Softbank Group）和中國打車服務

公司滴滴出行（Didi Chuxing）等。6 月豐田汽

車公司已同意向 Grab 投資 10 億美元，據知情

人士透露，該筆投資或使 Grab 的市值超 100

億美元。 

參考來源 

數位時代、壹讀、雪花新聞、獵雲網（賴宜廷

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AbFw2H 

2. https://goo.gl/CqAUPb 

3. https://goo.gl/qQzRmd 

4. https://goo.gl/cunGAf 

6.Grab 推出全新平台 GrabPlatform，未來將可購買超市商品 

關鍵字：共享經濟、食品運送、東南亞 

日期：2018.7.11 

 

 

 

https://goo.gl/AbFw2H
https://goo.gl/CqAUPb
https://goo.gl/qQzRmd
https://goo.gl/cunG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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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從事 IIoT(工業物聯網)領域的新創企

業長期以來相對其他領域，都落在冷門區(cold 

zone)，但這情況逐漸有所改變，許多新創或較

年輕的公司逐漸回到印度找尋機會。例如：

Integration Wizards(雲平台服務提供商，主要

技術投入在企業行動、工業物聯網和機器學習

領域)正致力於全面性自動化，Asian Paints(印

度最大的塗料公司)和 Voltas(印度冷氣、空調

製造商)也正在投入新工廠的自動化。雖然這

些公司的投入，存在牽引力，為印度自動化帶

來一些關注，但是印度本地製造業卻嚴重缺乏

自動化。 

在 2018 年 3 月至 4 月間，Hero Electronix

收購了工業物聯網新創企業公司 Zenatix，日

立投資印度班加羅爾的工業物聯網新創公司

Flutura Decision Sciences and Analytics，投資金

額約 100萬美元(6,520萬盧比)。根據Nasscom-

Zinnov 2017 年的報告顯示，印度 IIoT 商機估

計有 10 億美元，占印度物聯網市場的 20%，

而 700 家的先進科技新創有 30%是物聯網相

關企業。 

 由於印度沒有早期採用者的心態，因此

IIoT 領域業務的發展將是一大考驗，如何取得

自動化生產的企業客戶，對新創企業及解決方

案提供商來說十分不容易。面對幾近 100%ROI

報酬率的投資方案，印度當地製造商仍不見得

會投入，然而對於國外廠商而言，可能只需要

70%(或低於)的 ROI 投資方案即有意願投入。

除投資意願外，另一個阻礙物聯網發展的原因，

是印度有很多公司仍在使用非常舊型的機器，

造成數據蒐集的困難。 

然而，印度比其他市場更具優勢之處在於

消費者數量大(具備數據量大與密度高的環境)，

讓 AI 與物聯網的結合，有很好的發展環境；

因此印度新創公司有很好的機會在 IIoT+ AI

領域中做得很好，而印度具備很多這樣的人才。 

智慧機械、機器人和其他形式的自動化發

展過程中，對於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經

濟來說，可能是毒藥也可能是解藥。過去印度

執行很多外包的工作與服務，例如：許多軟體

可以執行之日常 IT 支援工作以及重複性高的

後台工作等。在面對全面且高度自動化、智慧

化的生產來臨前，印度在起跑以及過渡期，仍

有許多面向的問題待克服。 

參考來源 

Tech Circle、Technode（徐慶柏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V56gbb 

2. https://goo.gl/kcXYPJ 

  

7.印度自動化熱潮下的挑戰 

關鍵字：印度、自動化、工業物聯網 

日期：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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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工研院的預估至 2030 年將有 8,000

億美元市場規模，國內產官學研亦積極著墨自

駕車領域，欲早日切入自駕車產業，找到國內

利基。目前國內業者在自駕車領域的發展部份，

聯發科已有車用 IC 出貨；光寶投入車用光學

雷達；明泰專注雷達。車用電子方面有明泰、

車王電、朋程等投入。IC 設計則需台積電完成

製造，自駕車概念股將可望逐漸成型，由硬體

切入到與軟體的整合應用。 

法人部份則透過科專計劃積極整合國內

資源，以工研院為例，其邀請國內車電廠車王

電、電動巴士廠華德動能、X-by-Wire 新創公

司 iAuto 及台灣大學等單位共同合作，投入開

發的國內首輛自駕中巴，已在今年７月３日正

式亮相，若以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的定義來看，工研院這次公佈的自

駕車技術，介於 Level 2 至 Level 3 之間，可以

做到在白天、夜晚、晴天、陰雨天行駛，但仍

需駕駛座在車內，以便緊急狀況時接手，可以

看到車內仍配有監控人員，在行車過程中監控

各類數據。未來，此自駕中巴將在今年底配合

台中花博實際應用，提供體驗。預計最快在今

年底可以實現新竹中興院區與竹北高鐵站間

的自駕中巴接駁。 

工研院的目標是把台灣的感知次系統從

硬體結合軟體作成模組，在特定自駕車領域，

做到世界前三大地位。台灣自駕車勝出的策略，

首先在於和 IC 設計產業對接，發揮軟硬整合

的實力。同時，可針對台灣，東南亞與東亞等

地機車眾多、各式車輛混雜的車況，做因地制

宜的設計。台灣在晶片設計、車用電子、資通

訊軟硬體開發到車用設備等領域具有完備的

產業供應鏈，感知次系統都是台灣切入自駕車

領域的機會點。 

工研院自駕車車頭安裝的「路緣感測器」，

能讓車輛在過彎時不會擦撞到人行道；車頂上

的 Lidar 則可以偵測周遭環境。 

工研院的無人駕駛系統採用「模組化設

計」，可依照場域及功能的需求進行技術快速

組合，將技術複製到國內外的不同的車款上，

除了中運量的小巴外自動駕駛系統也能安裝

在一般轎車以及箱型車上。 

根據數位時代記者高敬原實際在工研院

中興院區的試乘體驗，此自駕中巴以時速 10

公里繞行工研院區約 400 公尺的路徑，全程約

五分鐘。整趟路程示範了包括直線起步自動加

速至指定車速、90 度角路口自動過彎、大雨天

模擬情境（消防灑水）、市區號誌路口通行、

直線道路自動車道維持、下坡路段自動減速、

上坡路段自動升速、遇行人穿越自動煞停。美

中略嫌不足的是在大雨模擬部份採用的是人

工噴水來模擬下雨情境，但只有少量噴灑到車

輛的單側，並未擬真處理「大雨天」的情境。

此外，試乘中安排了一位豎立在車道上的假人，

工研院的自動駕駛系統在距離假人約 2 公尺

8.國內首輛無人駕駛中巴正式亮相 

關鍵字：自駕車、接駁巴士 

日期：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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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停下，然而，未來或能以機械人取代模擬突

然衝出的真人更能符合真實情境中。 

 

工研院自駕車結合三大系統，包括先進

駕駛輔助系統（ADAS）、車聯網系統、AI

深度學習系統，發展完全國產化的自駕車系

統已為我國自駕車發展揭開序幕。未來若加

強各種情境的測試，發展適用亞洲複雜道路

環境等特色系統，則可衍生多元商業應用，

進軍全球市場。 

參考來源 

經濟日報（張義宮）、數位時代（高敬原）(張

嘉玲整理) 

網址： 

https://goo.gl/M8thkb 

https://goo.gl/jFBsLT 

  

https://goo.gl/M8thkb
https://goo.gl/jFB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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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月全球科技三大巨頭先後舉辦了開

發者大會(Facebook F8 全球開發者大會、微軟

Build 2018 開發者大會、Google 2018 年度 I/O 

開發者大會)，上述三場風光落幕的開發者大

會中，人工智慧都是會議中的亮點。二個月後，

中國 AI 巨頭百度的第二屆 AI 開發者大會也

在 2018 年 7 月 4 日北京現場多達 7000 多位開

發者的簇擁下盛大開幕。 

還記得 2017 年 7 月 5 日首屆百度 AI 開

發者大會開幕式上，百度前總裁兼營運長陸奇

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喊出百度要「ALL IN AI」

的口號。去年此時，李彥宏乘坐自動駕駛車趕

往會場，收到了那張著名的五環罰單。一年之

後，百度已無陸奇，卻有了自動駕駛路試牌照，

但他們並沒有改變全力押注 AI 的思路，AI 開

發者大會的火爆程度，也絲毫沒有減弱。究竟

李彥宏交出一份怎樣的成績單？以下本文進

行綜合報導： 

八大開發重點之最新進度 

在百度規格最高的年度人工智慧大會論

壇上，公佈了有關 L4 級自動駕駛巴士「阿波

龍」、Apollo 自動駕駛平台、百度 AI 晶片、

百度大腦、DuerOS 對話式人工智慧作業系統、、

以及百度APP資訊流業務的幾項重磅新進展，

包括： 

1. 全球首款 L4 級自動駕駛巴士「阿波龍」

（Apolong）進入量產，首批 100 台即將投

運。 

論壇中宣佈百度旗下智慧型無人小巴士

「阿波龍」（Apolong），在投入了近百部車輛

進行實際測試後，終於順利進入量產階段，並

與中國金龍聯合汽車合作，在廈門的製造廠全

力生產。首批 100 輛已經完成總裝的阿波龍將

發往北京、雄安、深圳、福建平潭、碧桂園、

湖北武漢、日本東京等地開展商業化運營。李

彥巨集說 2018 年將是自動駕駛產品化元年，

自動駕駛汽車已經「從 0 到 1」。 

百度的「阿波龍」是一台車身長 4.3 公尺，

寬約 2 公尺，共有 8 個座位及 6 個站位，共

可乘載 14 名乘客的無人小巴士，採用純電動

動力驅動，最高時速可達 40 每小時公里，續

航力則約為 100 公里。 

「阿波龍」沒有方向盤，也沒有駕駛位，

沒有油門和刹車踏板。車身前後裝有雙目攝影

機、3 個 16 線光達及超音波雷達等感測裝置，

能夠在運行時不斷監視道路情況及周圍物體，

同時「阿波龍」也配備了車流判斷、路牌識別、

障礙閃避等能力，為 L4 等級的自動化車輛；

換句話說，「阿波龍」實際上已經可以完成全

自動化操作，但還是需要有駕駛在車上進行監

看。 

百度「阿波龍」無人小型巴士。圖片來源：金龍

客車 

「阿波龍」車內結構。圖片來源：金龍客車 

  

9.第二屆百度 AI 開發者大會的亮點觀測 

關鍵字：百度、AI、人工智慧、開發者大會 

日期：20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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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度自動駕駛平台 Apollo 升級至 3.0 版 

跟著「阿波龍」量產消息一同發布的，即

是已經開源多年，升級到  3.0 版本的百度 

Apollo 自動駕駛平台。Apollo 開放技術框架

全面升級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之前

的硬體參考平台升級為硬體開發平台，並首次

發佈 Apollo 感測器單元，未來 Apollo 感測器

單元可以使多種產品在 Apollo 平台上隨插

即用。二是車輛參考平台升級為開放車輛認證

平台，由百度與比亞迪聯合打造。三是推出了

小度車載 OS 和自主泊車、無人作業車、無人

接駁車四大量產方案，有助於開發者快速量產

落地。 

Apollo 3.0 推出了面向量產的 AI 車聯網

解決方案，將開發時間由半年大幅縮短至最快

30 天，讓開發者和合作夥伴最快只需三個月

就可以造出自己的無人車。百度表示，Apollo 

自動駕駛平台現在約有 116 個合作夥伴。 

 

3.首度發布中國首款雲端全功能 AI 晶片-崑崙 

百度在開發中大會中首度發布自主開發

的 AI 晶片「崑崙」，包含訓練晶片崑崙 818-

300、推理晶片崑崙 818-100。「崑崙」能在

100W 以上的功耗提供每秒 260 兆次運算

（TOPS）的性能，比最新 FPGA 的 AI 加速器，

性能提升了近 30 倍，可高效地同時滿足訓練

和推理的需求。 

這是中國首款雲端全功能 AI 晶片，不僅

能夠支援語音、圖像、自然語言處理、自動駕

駛等 AI 應用，程式設計靈活度很高。綜合來

看，「崑崙」擁有高性能、高性價比、易用三

大特點。 

4.百度大腦更新至 3.0 

百度在經過了十六年的積累，於 2016 年

正式發布百度大腦 1.0，不僅供百度內部使用，

還向開發者開放。當時 1.0 版本的百度大腦

在完成了基礎能力的搭建之後，僅僅實現了語

音、圖像、用戶畫像和 PaddlePaddle 深度學習

架構等核心技術的初步開放。去年開發者大會

發布的百度大腦 2.0 已經形成了完整的 AI 

技術體系，向開發者開放的能力也超過了 60 

項能力，既有各方面 AI 核心技術，也有場景

化能力及解決方案。 

而此次發布的百度大腦 3.0 在開放的能

力數量方面又有了新的提升，已經超過 110 

項。具體而言，就是對文字、聲音、圖片、視

頻等多模態的數據和信息進行深層次多維度

的語義理解，包括數據語義、知識語義、視覺

語義、語音語義一體化和自然語言語義等多方

面的語義理解技術。換句話說，就是不僅要讓

機器可以聽清、看清，還要能夠深入理解其背

後的含義，從而更好地支撐各種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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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出 Paddlepaddle 3.0 新版深度學習平台 

在百度大腦各項技術與能力升級的背後，

是百度在底層技術上的不斷打磨與反覆運算，

也離不開深度學習架構 PaddlePaddle 的支持。

今年推出 Paddlepaddle 3.0 新版深度學習平台

中，除了深度學習核心架構升級，還提供三個

好用的新平台，分別是：EasyDL-另技術門檻

的快速應用平台；AutoDL-網路結構自動化設

計；AI Studio-線上實訓平台。 

6.推出百度 APP 的百度智慧小程式，開放更多

AI 能力 

隨著互聯網程式設計越來越封閉，越來越

多流量和用戶都聚集在少數巨頭的平台上。為

打破此一現象，百度正式推出了百度智慧小程

式。其交互邏輯和微信小程式類似，不過為開

發者提供了更多封裝好了的 AI 技術。百度智

慧小程式的特點是更自然、更智慧、更開放。

通過百度的平台，開發者用幾行代碼就能調用

所需要 AI 能力，上至 AI 識圖、AR 相機等高

度封裝的能力，下至語音、視覺、智慧交互、

知識圖譜等底層技術，打造自己的小程式。 

 

7.更新百度對話式人工智慧作業系統 DuerOS 

3.0 

百度推出了 DuerOS 3.0，在設備開放平台、

對話核心系統、技能開放平台三大平台上有著

全面升級，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自然語言交互技術提升：包含情感語音播

報、聲紋識別、兒童模式、極客模式、智慧

引導與糾錯、視覺搜索能力、視頻理解能力。 

 場景和解決方案：一個名片大小的有屏設

備解決方案模組、藍牙設備解決方案、以及

面向酒店等行業的解決方案。 

 DuerOS 億元開發者支持計畫：百度

DuerOS 平台將在資金、資源、雲服務、AI

技術等方面對開發者進行支持。開發者還

可以通過四種方式從 DuerOS 獲取收益：技

能內付費、付費技能、億元開發者支援計畫、

DuerOS 對話技能大賽。尤其是動對話式技

能商業分成模式，在前 6 個月，技能收入

100%回饋開發者。 

 

結語：落實行動、AI 兩大主賽道 

在過去的這一年半之間，百度可謂打勝了

一個漂亮的翻身戰。從這次百度 AI 開發者大

會上密集發佈的新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百度並

不僅僅是 All in AI，而是落實了兩條主賽道-行

動互聯網與人工智慧。 

參考來源 

搜狐、智東西、T 客邦、OFweek 汽車科技網、

聯合報（林秀英整理） 

網址： 

https://goo.gl/d9Fmxg 

https://goo.gl/U9U6yg 

https://goo.gl/kp5dzW 

https://goo.gl/v3MHx2 

https://goo.gl/PQAznv 

https://goo.gl/d9Fmxg
https://goo.gl/U9U6yg
https://goo.gl/kp5dzW
https://goo.gl/v3MHx2
https://goo.gl/PQAz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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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Pitchbook 的統計，2018 年上半年，創投已挹注超過 20 億美金在全球的餐飲新創。包

括 DoorDash、Instacart 的鉅額輪投資，以及最近的 Imperfect Produce 獲投-發行價值達 3 千萬美

元的新股。 

以下由 Pitchbook 的資料一窺在食品科技產業中，最獲創投青睞的 20 家新創是哪些！ 

公司名稱 服務 地點 最後一輪估值(USD) 

餓了嗎 點餐平台 上海 $6B* 

Instacart 雜貨配送平台 舊金山 $4.4B 

DoorDash 食品點餐及配送應用 舊金山 $1.4B 

JUST 蔬菜及蛋的代替品 舊金山 $1.3B 

BigBasket 線上雜貨購物 邦加羅爾 $950M* 

本來生活 生鮮銷售平台 北京 $785M* 

POSTMATES 食品配送平台 舊金山 $751M 

ezCater 線上企業餐飲市場 波士頓 $700M 

Home Chef 訂閱餐飲配送服務 芝加哥 $700M* 

Beyond Meat 替代肉品製造商 埃爾塞貢多 $550M 

Sun Basket 訂閱餐飲配送服務 舊金山 $508M 

Boxed 線上購物平台 紐約 $400M 

Soylent 食物替代品製造商 洛杉磯 $431M 

Ripple 非乳製品食物製造商 埃默里維爾 $350M 

Revolution Foods 提供學校餐飲和即食產品 奧克蘭 $306M* 

豆果網 食物愛好者的線上社群 北京 $300M* 

Grofers 線上雜貨配送平台營運 古爾岡 $300M* 

LevelUp 點餐 app 波士頓 $287M 

Freshly 提供即食家庭送餐 紐約 $200M 

Imperfect Produce 蔬果格外品線上銷售平台 舊金山 $180M* 

  

10. 創投最愛的食品科技新創 

關鍵字：食品科技、Foodtech、創投 

日期：201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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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食品科技產業中，最活躍的創投： 

參考來源 

Pitchbook blog（周佳寧整理） 

網址： 

https://goo.gl/1sGXHQ  

  

投資機構 地點 交易筆數 

500 Startups 舊金山 48 

Y Combinator 山景城 39 

SOSV 普林斯頓 28 

Rocket Internet 柏林 22 

Khosla Ventures 門洛派克 21 

Collaborative Fund 紐約 20 

Kima Ventures 巴黎 20 

Lerer Hippeau 紐約 18 

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 桑尼維爾 18 

Techstars 博爾德 16 

Great Oaks Venture Capital 紐約 16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門洛派克 13 

Sequoia 門洛派克 13 

Wayra 馬德里 13 

Structure Capital 舊金山 13 

Insight Venture Partners 紐約 12 

First Round Capital 舊金山 12 

Greycroft 紐約 12 

Sequoia India 邦加羅爾 12 

BoxGroup 紐約 11 

https://goo.gl/1sGX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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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 率先在英國推出免傭金費用之美英上

市股票交易服務 

英國最活躍的純網路銀行 /挑戰者銀行

Revolut 在推出虛擬貨幣交易之後，於 2018 年

6 月初進一步宣佈，未來 4-6 個月內將提供免

收傭金費用的股票交易服務。未來 Revolut 用

戶只要透過該行app即可買賣英、美上市股票，

此業務與美國金融科技公司 Robinhood 相似。

Revolut 創辦人暨執行長 Nikolay Storonsky 表

示，當前在英國買賣股票，經紀人每筆交易要

收取 5 英鎊的費用，且提供給消費者的交易介

面往往是不友善、遲鈍、令人充滿疑惑的，而

這些痛點，正是我們要加以改善的。 

Revolut 積極開展全球五大洲市場  

Revolut 也正積極開拓全球市場，繼向美

國當局提出銀行執照申請之後，於 2018 年 6

月初再表示將與俄國 Qiwi 銀行合作，對俄羅

斯消費者提供便捷、快速、安全的客戶辨識、

支付與卡片發行等金融服務。在 2018 年 4 月

Revolut 募資 2.5 億美元時，即表示將運用該筆

資金進軍全球市場，其中美國、加拿大、新加

坡、香港與澳大利亞為 2018 年的目標市場，

而印度、巴西、南非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立

陶宛的進軍計畫已經在進行中。 

Revolut 領先同業開始實現淨獲利 

Revolut 自 2015 年成立以來，快速擴展業

務，以貨幣跨國轉換平台為出發點，透過電子

錢包或發行實體現金卡提供 130 多種貨幣即

時匯率付款、轉帳及領現服務，之後在取得銀

行執照後，成為純網路銀行，進一步提供存款

帳戶、加密貨幣交易和保險等服務。Revolut 用

戶數在 2017 年 11 月突破 100 萬人關卡之後呈

現爆量增加態勢，每日新增用戶達 6,000-8,000

人，當前個人用戶數已逾 200 萬人，企業用戶

數逾 3 萬戶。Revolut 於 2017 年 12 月開始實

現淨獲利，這是英國其他同業Monzo、Starling、

Tandem 等望塵莫及。根據 Crunchbase 資料顯

示，Revolut 自成立以來已募資 3.36 億美元，

領投的投資人包括 Mastercard Start Path、

Balderton Capital、 TriplePoint Capital、Index 

Ventures、DST Global。 

參考來源： 

金融時報、Finextra、路透社、Crunchbase (簡

淑綺摘譯整理) 

網址： 

https://on.ft.com/2sN1d2a 

https://bit.ly/2Jl9zVz 

https://bit.ly/2NkvqhL 

 

 

 

 

 

 

 

 

 

11.英國純網路銀行 Revolut 率先推出免收傭金費用的股票交易服務並積極拓展全球
市場 

關鍵字：純網路銀行、挑戰者銀行、Revolut 

日期：20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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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肆、政策與觀點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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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名家專欄-吳孟道】聊聊獨角獸的兩三事

獨角獸，是希臘神話裡的一種珍奇異獸，

即使是在童話故事中，也是非常罕見的傳說生

物。2013 年，美國 Cowboy Ventures 創辦人

Aileen Lee，為了凸顯部分市值龐大新創公司

(startup)的獨特性與稀少性，就以獨角獸做為

比喻，來描繪市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新創公司。

之後，伴隨全球創新創業浪潮的風起雲湧，獨

角獸這個名詞也被廣泛應用在創投業界，成為

各國新創公司積極追尋的目標與夢想。而能否

成功培育出獨角獸，更是許多國家(尤其是小

國)檢視自身創新創業政策成效的一個重要觀

察指標。 

獨角獸形成背景 

根據 CB Insights 統計，迄 2018 年上半年

底止，扣除已經被併購、IPO 或結束營業的，

全球共有 248 家獨角獸。其中，美國與中國大

陸由於具有得天獨厚的技術背景、資金規模、

市場需求與應用場景等優勢，遂成為大多數獨

角獸的主要棲息地。在全球地圖分佈上，美國

以 115 家(比重約 46%)獨占半壁江山，中國則

以 74 家(比重約 30%)緊追在後，兩國合計佔

據全球將近八成的獨角獸數目，其餘超過兩位

數的國家僅有英國(14 家)與印度(11 家)。 

若以業態來分類，產業風口似乎成為能否

跨過獨角獸門檻的一個重要關鍵。正所謂，站

在風口上，豬也能飛。例如，近年來蔚為風潮

的電子商務(39 家)，就是獨角獸的最大族群。

其他與網路科技及大數據密切相關的金融科

技(31 家)、健康醫療(24 家)或網路軟體與服務

(22 家)，乘著新興趨勢且凝聚早期資金目光焦

點，也是新創公司蛻變為獨角獸的重要管道。

更不用說，幾個日漸冒出頭或方興未艾的產業，

包括叫車服務(15 家)、大數據/雲端服務(13 家)、

社群媒體(9 家)及網路安全(8 家)等，都逐漸成

為孕育獨角獸的絕佳溫床。 

從上述獨角獸的分佈來看，形成背景大致

可歸納出二點，一是技術因素，另一是市場因

素。若再個別觀察獨角獸在美國與中國的分佈

情形，可以發現，美國前四大獨角獸集中產業

分別為網路軟體與服務(17 家)、金融科技(15

家)、健康醫療(15 家)及大數據/雲端服務(10 家)，

幾乎都是需要深厚技術底子的新創事業，且所

占比重相當平均，分別為 15%、13%、13%及

9%，並未有特別集中於某一產業的情形。此也

意味著美國新創事業的發展是多元並重，在技

術背景的支撐下，任何一個產業或新興領域都

有可能出現獨角獸。 

相較於美國，中國獨角獸的分佈截然不同。

前四大領域中，第一名的電子商務/線上市集

就有 20 家，比重高達 27%，而其餘三名的教

育科技(6 家)、金融科技(6 家)與叫車服務(5 家)，

比重均未超過兩位數，顯見中國獨角獸的領域

分佈極不平均。這無非與近年來中國電子商務

快速崛起有關。憑恃著中國人口眾多與市場規

模龐大，加上網路科技的應用普及，電子商務

/線上市集領域的發展自然如魚得水。尤其是

四大互聯網巨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及京東

(俗稱 BATJ)的相互較勁，更讓依憑著網路科

技再擴散至市場應用端的獨角獸，形成中國的

一大特色。叫車服務，其實也是類似的模式。

顯然在中國，將市場結合網路科技，讓應用場

景變得更加具體、讓商業化變得更加容易，即

使沒有太多深厚的技術，也可以輕易吸引投資

人目光。這無疑也印證市場因素對於中國獨角

獸的形成，起了極大作用。 

美中兩大強權，在獨角獸領域的分佈上，

剛好呈現兩樣情。身為獨角獸孕育霸主的美國，

顯然是技術為主、市場為輔，而中國則是以市

場應用為主，技術主要著重於如何讓商業行為

擴散。當然，這樣的分類只是一種概略式的分

法而已，並非所有獨角獸皆可就此簡單區分。

特別是在新興領域的發展上，產業或行業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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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愈來愈加模糊，同時擁有技術與市場的獨角

獸所在多有。想要簡單的一刀切，並不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獨角獸在歷經野蠻生

長的階段後，現已不再僅以市場為尊，而是更

加專注在技術層面，甚至已有迎頭趕上美國之

跡象。根據 Startup Genome 在今年 4 月公佈的

《2018 年全球創業生態系報告》，近年來亞洲

國家愈來愈重視科技研發，專利成長數量相當

驚人，光是在人工智慧與區塊鏈這兩個當紅新

創領域，2017 年中國就分別比美國多出四倍及

三倍的專利應用。而普華永道(PwC)針對 101

家超過 13 個行業的中國獨角獸及潛在獨角獸

高管所做的《獨角獸 CEO 調研 2018》報告，

也明確指出當前中國科技驅動型的獨角獸企

業占比最高，其中超過六成的獨角獸企業研發

投入占總成本比率在 20%以上，四成的受訪企

業認為技術及數據為企業最核心的競爭優勢，

顯示中國獨角獸正從市場驅動擺盪到技術驅

動，追求新技術的場景應用，已是一股沛然莫

之能禦的趨勢。 

台灣政策思維 

有為者亦若是。在全球競逐獨角獸的氛圍

下，我國也於今年 2 月底提出「優化新創事業

投資環境行動方案」，希望透過充裕新創早期

資金、人才發展及法規調適、政府成為新創好

夥伴、提供新創多元出場管道及新創進軍國際

市場等 5 大政策方向，培植台灣成為亞洲新創

資本匯聚中心，最終亦設定 2 年內至少先孕育

出 1 家獨角獸新創事業、6 年內促成至少 3 傢

俱發展潛力的新創事業成為獨角獸的兩階段

目標。 

面對全球創新創業浪潮，政府打造獨角獸

的企圖心與魄力，令人激賞。特別是這幾年來，

為推動創新創業發展，相關部會已端出一系列

政策牛肉。從 2016 年先後推出的「亞洲‧矽谷

推動方案」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2017-2025）」（簡稱 DIGI+），再到 2018

年的「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都

是站在國家戰略發展的大方向上，培育新創事

業並落實產業升級轉型，最終嘗試打造出臺灣

獨特的創新創業生態系。 

除了國家戰略層級的思考外，政府也將新

創事業最易遇到的資金與法規調適問題，一併

檢討改進。首先，在資金協處方面，政府持續

推動多項投融資及獎補助計畫，包括行政院國

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補助具潛力的早期

階段企業；國發會的創業天使投資方案，以投

資作法來扶植風險性較高的新創企業，並藉此

活絡台灣天使文化；科技部科發基金則與國發

基金共同出資成立台灣矽谷科技基金，引進國

際級創投孵育早期新創團隊作法，投資有潛力

的新創團隊；金管會亦啟動創新創業基金，促

進國內創新創業發展。 

其次，在法規調適部分，經濟部著手大幅

翻修現行法令，包括修訂《產業創新條例》，

提供租稅優惠獎勵投資；修訂《公司法》，鬆

綁籌資限制；修訂《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條例

（草案）》，鼓勵新創事業發展。此外，金管

會亦參酌英國金融監理沙箱概念，制定《金融

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並於 2017 年底

三讀通過，提供台灣金融科技企業一個安全的

創新實驗空間。 

上述林林總總，從國家戰略發展到法規調

適，讓人清楚看到政府在擘劃台灣創新環境未

來發展的努力。這樣的方向是對的，紮好馬步、

將基礎工作做好，新創事業發展自然生機蓬勃，

獨角獸冒出機率也將大幅提高。就如同金庸武

俠下的張無忌一樣，當九陽真經練得滾瓜爛熟、

根基打得夠紮實，隨便一招都能產生莫大威力。

換句話說，孕育獨角獸不能光只有資金投入，

尚須完整創新創業生態系配搭。尤其是技術與

市場，並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到，而這正是獨角

獸形成的兩大關鍵因素。 

說到市場，這恰好也是台灣最欠缺的。畢

竟台灣不像美國及中國，有著廣大的內需市場，

可以滿足新創事業在新技術開發上的場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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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而然，在早期資金競逐上，也很難獲

得國際投資人或創投的青睞。這是台灣的原罪，

但卻不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新加坡的獨角獸

Grab (App 叫車服務新創企業)就是最好的例子。

Grab 並未把自己定位成新加坡國內服務業者，

而是打破藩籬疆界，將觸角延伸到東南亞其他

國家，市場擴大的結果讓中國滴滴出行及日本

軟體銀行看到其未來，決定大舉注資，終而成

為東南亞使用量最高的叫車服務平台。而台灣

幾間喊得出口號的潛在獨角獸，如沛星科技

(Appier)與睿能創意(Gogoro)等，市場定位也都

是鎖定在國際市場，顯見市場對獨角獸的重要

性。因此，台灣若真要養出獨角獸，除了基本

創新創業生態系的建置外，如何協助新創事業

拓展國際市場，甚至將自身生態系融入全球創

新創業生態系，取得國際資金鏈結，可能是未

來政策必須進一步思考的。 

嚴格說來，獨角獸對台灣真正意義並不在

於家數多寡，而是透過獨角獸養成目標，讓台

灣創新創業環境可以真正紮根並厚實。唯有愈

來愈多新創事業茁壯成長、立足國際市場，才

能讓全球資金看到台灣新創，獨角獸才有機會

慢慢生出來。做對的事(do right thing)跟把事做

對(do thing right)，同等重要。政府目標既然設

了，馬步就得紮的更深。當創業星火燎原時，

獨角獸自然水到渠成。目標什麼的，或許也就

不是那麼重要了。

本文作者吳孟道，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所長



 

188 

 政策與觀點評析 

【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經濟部於 6 月 11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物聯網資安

標準認驗證制度公開說明會」，由台灣資通產

業標準協會(TAICS)曾鏘聲理事長擔任主席，

經濟部沈榮津部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詹婷

怡主委等致詞，邀集國內產官學研專家共同參

與，會中公佈物聯網設備資安認驗證標章制度

及未來政策推動方向。 

本次公開說明會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與經濟部共同主辦，攜手聯合對外發佈今年度

物聯網設備影像監控系統、無線 IP CAM、Wi-

Fi AP、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之資安技術標準

與檢測規範以及認驗證制度，同時宣示明年度

無線射頻設備、智慧巴士車載系統之認驗證制

度規範方向，邀集國內產官學研各領域貴賓出

席以凝聚共識。 

根據McKinsey報告指出，預估至2025年，

因物聯網科技串聯帶動的智慧家庭、辦公室、

工廠、行動裝置等九大領域，整體年總產值將

上看 11 兆美元。在物聯網科技帶動下，台灣

在各式應用服務領域的軟硬整合上逐漸嶄露

頭角；然而，在國際資安事件頻傳之下，資訊

安全成為物聯網產業發展之關鍵議題。有鑑於

此，通傳會及經濟部致力推動物聯網資安產業

標準，建立我國物聯網設備之資安防護能量，

促進國內產業整體優質化並提昇產品競爭力，

確保消費者使用物聯網設備之資訊安全。 

經濟部沈榮津部長表示，近來物聯網資安

議題備受各國和企業高度重視，如美國、歐盟

等國陸續要求輸入之資通訊產品必須確保安

全性，始能輸入販售。我國積極發展「五加二」

產業創新政策，將資安視為發展數位經濟之基

礎，經濟部提出制定物聯網資安環境標準的目

標，全面推升國內資安產業自主研發能量，提

供穩定且安全的產業發展環境，從資安技術、

標準制定、檢測能量三面向，完備物聯網資安

產業生態系統，以資安軟體整合連網硬體優勢

來提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通傳會詹婷怡主委表示，NCC 身為政府

資安鐵三角之一，所監理之通訊傳播網路，掌

握能源、水資源、交通、通訊、金融、醫療、

政府機關及科學園區等八大關鍵基礎設施的

神經網絡，可謂是數位經濟發展的基礎。因此，

NCC 關注國際趨勢及國內產業需求，推動物

聯網設備資安檢測指引及相關認驗證機制，逐

步達成「第五期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完備

資安基礎環境，推升資安產業自主能量之目標。 

TAICS 曾鏘聲理事長表示，藉由我們在網

路攝影機的成功整合經驗，將可快速複製到其

他的物聯網設備上，期待在這一波的全球物聯

網產業契機上拔得頭籌。在國際接軌部分，物

聯網設備的資安國際標準迄今尚未成熟，部分

國際盟友皆同時提出在資訊安全上的合作議

題，今後透過 TAICS 的合作夥伴如 ETSI(歐)、

TSDSI(印)、TTC(日)等國際標準組織進行資訊

交流及規範擴散，將為台灣產業拓展更多的國

際市場機會。 

在行政院科技會報與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的指導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經濟部已合

作推動物聯網設備相關資安技術標準、檢測規

範，以及認驗證制度，期許物聯網設備業者將

研發符合相關資安規範之物聯網產品，以提升

物聯網設備資安防護能力，進而保障消費者權

益，並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脫穎而出。 

參考來源 

經濟部工業局 

網址： 

https://goo.gl/yYQ5ps  

  

1.通傳會與經濟部並肩合作，推動物聯網資安驗證標章首發 

關鍵字：物聯網、資安、驗證標章 

日期：201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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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於 6 月 13 日舉辦「Link and 

Loop：2018 循環經濟發展暨技術研發國際研

討會」，本次大會以「循環新模式•產業新商機」

為主題，現場座無虛席，超過 150 位來自產官

學研的先進參與，來自歐洲商會低碳倡議行動、

英國在台辦事處、RE100、Carbon Trust、世界

經濟論壇 Global Shapers 等駐台單位與國際組

織，Apple、Dell、Scania 國際供應鏈大廠，英

國 International Synergies 與西班牙 Bianna 

Recycling 國際顧問公司及我國循環台灣基金

會、各公協會產業代表及專家，在研討會進行

專業經驗交流與分享，暢談在「 Linking 

Innovations and Closing Loops」的願景下，實

踐循環經濟及創新技術研發，大會並表揚遠東

新世紀、李長榮化工、大江生醫、昶昕實業及

瑞大鴻科技材料等 5 家國內發展優良循環利

用技術廠商，鼓勵企業在循環經濟實踐上的努

力。 

本次研討會首先由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呂

正華、歐洲商會低碳倡議行動指導委員 Mr. 

Bodo Kretzschmar、英國在台辦事處代表 Ms. 

Catherine Nettleton 致詞。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呂

正華表示，循環經濟近年來在全球掀起參與熱

潮，其中以歐盟國家最為投入，國際大廠也相

繼提出未來閉環式供應鏈藍圖，相信未來綠色

商機無窮，台灣因為資源稀缺，更應該積極推

動循環經濟，強化產業競爭力。 

上午場的演講聚焦在品牌企業如何實踐

循環經濟。Apple 於去(2017)年宣佈未來所有

產品將使用 100%再生能源或資源再生材料製

造，而 Apple iPhone 6S 已開始採用回收再生

錫作為原料。Dell 近幾年則是透過完整回收系

統及處理過程，將舊電腦塑膠回收，並已量產

使用環保回收塑膠的 All In One 電腦。Scania

獲選 2017 年瑞典永續品牌指數製造業最佳名

單，設計生產過程考量對環境影響較小的產品。

上午場論壇討論由循環台灣基金會董事長黃

育徵主持，並與RE100主席Mr. Sam Kimmins、

以及 Apple、Dell、Scania 等國際品牌大廠亞太

區環境永續事務負責人，討論品牌大廠如何實

踐兼具商業考量與生態設計的循環經濟。 

下午場的國際循環創新模式則是由

Carbon Trust 董事 Mr. John Newton、英國

International Synergies 公司營運總監 Mr. Ian 

Humphreys、西班牙 Bianna Recycling 公司事

業發展總監 Mr. Daniel Welsch 進行經驗分享，

國際專家們暢談過去在協助推動循環經濟、以

及產業共生與能資源利用的經驗。遠東新世紀、

李長榮化工、大江生醫、昶昕實業及瑞大鴻科

技材料等 5 家國內優良循環利用技術廠商也

在研討會上分享公司過去如何從循環技術上

的創新與設計，進一步達到實踐循環經濟的經

驗。例如：遠東新世紀在回收海洋廢棄物製作

全球首雙海洋垃圾回收鞋；李長榮化工的化學

品租賃新模式；大江生醫利用香蕉皮再製高值

生技保健產品；昶昕實業掌握關鍵回收製程技

術，實踐產業內封閉式循環；瑞大鴻科技材料

將回收廢錫渣再製錫錠，並取得 EICC 無衝突

礦石認證。下午場最後的國際專家經驗交流與

回饋，則是由中華經濟研究院顧問 Nate 

Maynard 主持，與 RE100 主席 Mr. Sam 

Kimmins、董事 Mr. John Newton、世界經濟論

壇 Global Shapers Mr. Carlo Delantar、環興科

技公司技術經理花建佑，共同討論國內外推動

循環經濟之合作方向。 

面對全球對於環境議題重視與環境法規

日益趨嚴，本次研討會希望透過今天一整天國

內外專家們的分享，啟發國內企業擺脫傳統線

性經濟生產思維，連結在地創新商業模式及研

發技術，透過循環經濟來提升與國際品牌供應

鏈鍊結機會，達成循環經濟目標。 

參考來源 

經濟部工業局 

網址：1. https://goo.gl/9CfTxu 

2.鏈結國際循環經濟新模式，共創臺灣產業永續新商機 

關鍵字：循環經濟、創新技術 

日期：201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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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6 月 14 日在行政院會

聽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發展行動方案」

報告，並於會後召開記者會表示，金融產業是

催生經濟發展的重要助力，政府將全力推動各

項金融政策，透過金融資源與力量協助我國產

業發展，持續優化我國金融市場環境，支持金

融創新，同時滿足企業與民眾對金融服務的需

求與期許。 

賴院長指出，拚經濟是政府首要政策，蔡

英文總統提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五加

二產業創新」及「新南向政策」新經濟的三大

方向，他也親自主持「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

以加薪、減稅、鬆綁法令與解決「五缺」等投

資問題，推動經濟發展。此外，針對數位經濟、

新創與人工智慧等各項產業，行政院將陸續提

出行動方案。 

賴院長表示，在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督導

下，金管會全面檢討台灣金融產業的各項問題

及目標，提出金融服務四大願景：金融攜手產

業、結合科技創新、進軍國際市場、普惠金融

服務，並以「銀行業」、「證券期貨業」、「保

險業」及「金融科技」四大面向提出具體策略。 

賴院長指出，此次方案是希望打造台灣為

具前瞻性且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市場，設定目

標如 107 年中小企業融資 2,700 億元、「五加

二」產業是 2,000 億元，也希望在有台商的地

方就有金融單位，讓產業與金融攜手進軍國際

市場。 

賴院長表示，在日趨競爭的國際市場，科

技不可或缺，此次方案特別鼓勵結合科技創新，

政府開放兩家純網路銀行，讓國內實體銀行運

用科技技術持續創新，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

推升台灣經濟發展，也具備更強的國際競爭力。

另外蔡總統曾指示應多開發金融商品，特別是

長照產業保險，也納入此次方案。 

賴院長指出，此次方案有許多新作法，如

修改法令或推動新政策，後續請施副院長及金

管會主委顧立雄開啟與社會對話機制，必要時，

將與銀行業、證券期貨業、保險業及金融科技

等產業進行座談，說明政策並聽取各界意見，

公私部門密切合作，讓金融產業發展更加順利

成功。 

賴院長在院會中也強調，產業發展與轉型

及民生問題，是蔡總統相當關心且重視的議題，

若能有效運用金融業所持有的大眾資金，協助

產業發展，同時吸引外資投資台灣，則可協助

國家進步及經濟發展，並解決民生問題。金管

會作為金融監理發展的主管機關，此次對金融

產業進行全面性盤點，希望達到擴大金融機構

規模，打造國際化理財平台、兩年內證券市場

新增百家上市櫃、完備保險安全網，提升國人

保障等目標，值得肯定。 

施副院長於記者會中表示，以粗略的估算

來看，我國銀行體系有 40 兆存款，上市櫃公

司市值有 37 兆，保險業有 23 兆資金，總計

100 兆，是我國 GDP 的 5 倍，也是政府預算 2

兆的 50 倍，顯示金融產業實力雄厚，如何利

用金融力量協助我國經濟成長，幫助各行各業

獲得所需資金及發展機會，是政府念茲在茲務

必執行的事情。 

施副院長指出，政府過去從未提出如此完

整且全面的金融方案，感謝金管會及各部會的

通力合作，提出此項金融發展行動方案，相信

能讓社會明天更美好，達到總統及賴院長期許

台灣「幸福共好」的願景目標，政府會努力實

踐四大方向及 15 項措施。 

3.政院公布金融發展行動方案，提出四大願景 

關鍵字：金融發展、前瞻計畫 

日期：201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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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金管會表示，此行動方案針對「銀行業」、

「證券期貨業」、「保險業」及「金融科技」

4 大面向設定目標。「銀行業」為擴大金融機

構規模，打造國際化理財平台；「證券期貨業」

預計 2 年內股市新增百檔上市櫃；「保險業」

為 3 年內保障型及高齡化商品(不含投資型)占

比超過 60%、5 年內微型保險累積承保人數超

過 100 萬人，以及 3 年內保險業新增國內 5+2

產業投資金額超過 1,500 億；「金融科技」是

3 年內每年受理 10 件金融創新實驗申請案。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s://goo.gl/Abzr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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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我國金融業升級轉型，金管會檢視

金融產業現況，並針對當前重要且具關鍵性之

議題，設定目標及提出因應策略，爰於 6 月 14

日行政院會議中提出「金融發展行動方案」，

期能將台灣打造為一個具前瞻性及國際競爭

力之金融市場，同時借助金融的力量，支持產

業發展與創新轉型，並協助解決公共建設財源

問題與提供高齡化社會金融服務，俾滿足企業

與民眾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與期許。 

本金融發展行動方案分為「銀行業」、「證

券期貨業」、「保險業」及「金融科技」等 4

大面向，其具體作法如下： 

一、 銀行業： 

(一)金融聯合產業，促進經濟發展：研議放寬

銀行投資 5+2 產業之程式與持股限制、銀

行法第 72 條之 2 適用範圍，以及公共建

設以證券化方式募集資金之方式，以支援

公共建設之發展，另將研修不動產證券化

條例，以簡化募集程式、放寬投資標的。 

(二)引資攬才，建構國際理財平台：為發揮

OBU 理財功能，將對總資產逾新台幣 1

億元之高端客戶採差異化管理，逐步放寬

金融商品相關限制，並以 OBU 為新商品

引進之先行平台。此外，為吸引國際資產

管理業者委託我國金融業者操作，將研議

放寬全權委託保管機構相關規定，並持續

鼓勵優秀外籍人才來台提供金融專業，及

鼓勵境內外基金業者加強對台灣資產管

理產業人員之任用、培訓及留才。 

(三)擴展國際金融網絡，攜手台商開拓市場：

鼓勵銀行隨台商貿易發展趨勢，增加國際

金融網絡，與產業攜手開拓海外市場，支

援產業全球化之需求，並提升總行對海外

分行之支援與管理，另鼓勵銀行設置防制

洗錢專責單位，並建立全球性之防制洗錢

/打擊資恐制度。 

(四)增加整併誘因及鼓勵創新，提升金融競爭

力：研議調降金控公司首次投資其他金融

業應取得之持股比率，提供先參股合作再

整併之機會。另將開放設立純網路銀行，

並持續就金融創新研發支出給予投資抵

減，提高產業升級動力。 

二、 證券期貨業： 

(一)營造友善投資環境，推動制度與國際接軌：

金管會已建立有關陸資持股不得逾 30%

且不具控制力之限制下，得直接投資第一

上市(櫃)公司之相關管控措施，並將推動

放寬第一上市(櫃)及外國興櫃公司之本

國籍內部人投資大陸限額相關規範，以協

助渠等公司取得資金管道之多元化，並吸

引更多優質外國企業來台掛牌。未來將持

續推動逐筆交易制度及建置國內店頭衍

生性商品之集中結算制度，預計 2 年內股

市新增百檔掛牌。 

(二)擴大金融創新，促進商品多元化：開放證

券商發行指數投資證券(ETN)，以及權證

連結標的得為期交所上市之期貨契約，並

研議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得透過演算法以

自動化工具提供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另推

動多元期貨商品及擴大盤後交易適用商

品。 

(三)形塑公司治理文化，提升台股能見度：將

透過「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計

畫，提升公司治理評鑑效度及引進公司治

理人員制度等 24 項具體措施，包括透過

資訊揭露之方式，引導上市(櫃)公司適當

調整員工薪資報酬，及促進上市(櫃)公司

提供英文版「年度財務報告」、「股東會

4.「金融+產業+科技」 進軍國際 普惠民生 

關鍵字：金融科技、金融發展 

日期：201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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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研修證

券交易法增加裁罰態樣。 

(四)增加整併誘因，提升產業競爭力：為提高

證券商整併意願，將縮短合併案件審查時

程，研議給予合併後之證券商更大業務經

營彈性，並加強輔導改善財務體質不佳之

證券商。另為鼓勵及引導資金投入國內實

體產業，並協助證券商業務多元發展，金

管會業發布放寬證券商轉投資創業投資

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等相關規範。此外，

將評估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亞洲區域基金

護照(ARFP)，降低我國投信基金赴海外

銷售之法令遵循等成本。 

三、 保險業： 

(一)促進多元保險保障，發揮保險安定社會人

心功能：將透過保障型保險商品之準備金

利率加碼優惠、安定基金計提優惠及商品

審查及投資額度優惠等方式，期在 3 年內

提升我國保障型保險商品及高齡化商品

之投保率至 6 成以上、5 年內微型保險累

積承保人數達到 100 萬人、資安保險保費

收入年成長率達 25%，及每年創新商品件

數超過 20 件等目標。 

(二)營造友善投資環境，引導保險資金協助經

濟發展：配合保險法第 146 條之 5 修正，

放寬保險業投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等福

利事業得擔任董事及監察人之席次限制，

並檢討保險業投資新創重點產業之差異

化誘因及降低保險業透過私募股權基金

投資國內公共投資之風險係數，以期在 3

年內達到新增國內投資 5+2 產業金額新

台幣 1,500 億元之目標。 

(三)建置數位化保險基礎建設，推動保險科技

發展：研議建置「保險聯合資訊中心」，

以利用 FinTech 提供即時財業務分析，同

時發展整體保險業法遵 RegTech 效益，

另將研議導入身分辨識機制，預期 109 年

網路投保件數較 106 年倍增，達 170 萬

件。 

(四)建構新一代保險監理制度，與國際接軌：

研議建構我國「股票逆景氣循環機制」、

國外投資風險之差異化管理措施與新一

代保險業清償能力監理制度，以強化保險

業清償能力。另將通盤檢討保險法，針對

保險契約性質、告知義務及契約審閱權等

規定進行研議，以提升對消費者權益之保

障。 

四、 金融科技： 

(一)推動創新實驗機制，發展臺灣金融科技創

新基地：營造負責任創新經營環境，持續

推動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機制，加速創新商

品及服務之推出，並在實驗前提供前店後

廠之諮詢輔導機制與實驗後提供媒介合

作及創業輔導之協助，期待自 107 年 4 月

30 日起 3 年內每年受理 10 件實驗申請

案。 

(二)設置金融科技創新園區，培育創新創業：

將設置金融科技實體園區及金融科技數

位沙箱平台，以結合國內金融科技產、學、

研、創多元資源，發展完整的創新創業生

態圈，並協調產業提供開放數據與 API。 

(三)擴大金融科技展，爭取國際商機：規劃籌

辦「2018 臺北金融科技展」，將由金融

總會與金融研訓院共同主辦，期能成為台

灣最大金融科技創新平台。 

金管會表示，本金融發展行動方案之目標，

係在維護金融市場秩序與穩定下，提升金融業

競爭力，同時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資金動能，並

運用金融科技提升效能，共創金融美好的社會。

未來將積極落實所提策略，達成各項目標。 

參考來源 

金管會 

網址： 

1. https://goo.gl/LMB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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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陳美伶主任委員於 6 月

13 日召開「亞洲∙矽谷計畫民間諮詢委員會」

第 3 次會議，聚焦討論強化國際鏈結、AIoT 發

展趨勢與台灣機會、引進國際人才等議題。會

中包括 Google 簡立峰董事總經理、何美玥國

策顧問、矽谷的邱俊邦國策顧問、簡志宇投資

人等委員均提出許多建言，如人才為國家長期

競爭力的關鍵，政府須積極促成學術研發能量

導入產業發展需求，並加強吸引更多國際創新

人才，同時也應促成大企業與新創團隊合作等。 

會中，Google 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表示，

Google 高度重視台灣，目前在台灣的研發中心

規模為全球前 3 名，且與台積電、聯發科等國

內產業有深度連結，他認為台灣是全球最適合

做軟硬整合的地方，也建議政府應協助將學界

研發能量與產業發展需求鏈結，加速產業創新

轉型。微軟AI研發中心張仁炯執行長也呼應，

人才是產業發展最重要的一環，台灣不僅擁有

優異、豐沛的科技人才，也具有資訊科技業完

整產業鏈與垂直產業整合能力等優勢，政府應

積極協助大企業進行數位轉型、擁抱雲端，以

帶動產業發展。 

此外，委員也提出多項具體建議，例如: 

大數據是 AI 發展的重要基礎，政府應強

化開放資料的分級管理，讓資料能有效利用； 

人才多元交流有助激發創新，近年來韓國、

新加坡大學均大力吸引國際學生就讀，我國也

應積極爭取優秀國際學生來台、加速大學國際

化； 

政府推動 AIoT 須由需求導向出發，解決

企業所面臨的困難，同時應協助企業與新創團

隊合作，激發具創意的解決方案； 

目前民間投資早期新創資金仍相對缺乏，

政府應協助活絡民間資金，並鼓勵更多成功企

業家成為天使投資人； 

新科技的發展可能造成數位落差、擴大城

鄉差距，政府應正視此一問題預為因應。 

本次會議計有林之晨共同召集人、何美玥

國策顧問、邱俊邦國策顧問、簡立峰董事總經

理、戴季全創辦人、簡志宇投資人、陳正然董

事、林弘全創辦人、洪聖倫執行長、王世明技

術長、趙式隆理事長、微軟台灣 AI 研發中心

張仁炯執行長等業界代表出席提供建言。陳美

伶主委感謝各委員的支持，同時表示亞洲‧矽

谷計畫迄今已有相當成果，國際大廠如 Google、

微軟等來台設立研發中心，思科今年下半年亦

規劃在桃園設立研發據點。陳美伶主委強調台

灣要掌握這波 AI 浪潮的機會，而國內確實有

很多人才，有很好的發展機會。目前，政府正

積極推廣創業家簽證、就業金卡等措施，已吸

引超過 130 名以上之國際優秀人才來台。此外，

政府並已帶領新創參與全球規模最大的國際

消費性電子展(CES)，並拓展泰、菲等新南向

國家市場。未來，國發會將全力以赴，與大企

業及新創攜手共同努力。 

參考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 

網址： 

1. https://goo.gl/DzZ3YY  

5.亞洲･矽谷計畫加速引進國際研發能量與優秀人才，積極推動 AIoT 發展 

關鍵字：AIoT、亞洲∙矽谷計畫 

日期：201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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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配合全球人工智慧發展趨勢，協助國內產

學研機構優化創新研發選題及強化企業專利

佈局品質與價值，經濟部工業局於 107 年 6 月

22日假台灣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2018 

Predicting the Future-預測大未來成果發表會-

人工智慧：從感測到預測」活動，分享人工智

慧產業暨專利分析情報，並邀請到財團法人車

輛研究測試中心黃隆洲總經理、經緯航太股份

有限公司陳杏圓人工智慧長、國立交通大學郭

峻因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蘇慶龍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李國君教授、工研院生醫與醫材

研究所王明哲組長、工研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

李雅文副理、萬芳醫院陳俊佑醫師及核能研究

所倪於晴分組長等單位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

人，分享新興產業發展機會、挑戰與策略。 

經濟部工業局為協助企業創新、轉型升級

及智慧財產發展與運用，於 105 年啟動「專利

檢索加值服務計畫」，並鎖定「自駕車光達感

測器(Lidar)」、「醫療電子感測器」、「非侵

入式醫用光學感測器」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影像感測融合技術」為重點產業，協助國內企

業掌握產業關鍵技術發展策略，並促成企業與

研發鏈共同合作，加速商品化開發，帶動台灣

上下游供應商形成產業群聚。 

今(107)年以人工智慧為主題，結合台灣產

業現況需求，挑選「人工智慧-醫學影像辨識」

與「人工智慧-車用影像辨識」進行產業與專利

情報分析，內容涵蓋全球相關產業、市場、產

品、技術、關鍵技術專利佈局情報及跨國研發、

投資、併購、新創、授權、訴訟之動態情報分

析，本次成果發表會即為將上述重點產業情報

擴散給相關企業而舉辦，期能輔助企業進行產

品規劃、創新研發、市場競爭、策略聯盟、投

資併購、人才佈署、專利佈局組合及投資併購

決策等，強化企業競爭優勢。 

國際產業發展趨勢已從產品技術、功能及

服務等方面競爭，提升至全球智財策略佈局層

次之競爭，為強化企業專利佈局能力，經濟部

工業局組成技術、市場、智財、法律等領域專

家及技術服務業者，針對企業需求提供智慧財

產相關專業服務，有關情報分析、諮詢、輔導

服務與活動廣宣等皆發布於產業智財服務網

站 平 台 ForcePatent 

(http://www.forcepatent.com/)，業者如有需求

可上網查詢運用。 

參考來源 

經濟部工業局 

網址： 

1. https://goo.gl/zJLa5z 

  

6.人工智慧產業專利情報，輔助企業精確創新選題 

關鍵字：人工智慧、專利 

日期：201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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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法鬆綁後，為鼓勵科研

人員鏈結產業需求，科技部特別規劃「研究計

畫產學加值鼓勵方案」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Values 

Enhancement，簡稱 ARRIVE 方案)只要執行中

之科技部研究計畫，其研究成果能吸引企業挹

注資金額外進行產學合作研究，即可向科技部

申請追加專題計畫補助經費，追加金額為企業

撥付挹注金之 10%，可用於研究主持費(每月

最高 8 萬元)及專題計畫內支用項目，將於 107

年 8 月起受理申請。 

強化運用豐厚學術研究能量，為學研成果

產業化催油門 

台灣每年發表之 SCI 國際論文約 2.5 萬件、

科技部每年補助學研界投入之專題研究計畫

則占 1.5 萬件，另根據「2018 年 IMD 世界競

爭力年報」，我國世界競爭力之優勢項目包括

研發總支出占 GDP 比率(全球第 5)、研發部門

研究人員(全球第 8)，另有效專利數為全球第

5，顯示我國整體的學術研究能量相當豐厚，

若能將這些優勢能量有效率地落實至產業應

用，將有助於我國從全球競爭激烈的態勢中脫

穎而出；因此，科技部希望透過 ARRIVE 方案，

從中槓桿出潛力計畫之研究成果由產業界接

手，預估每年約可槓桿 400 件，期能催化產學

成效。 

激勵優秀人才鏈結產業，創造未來科研價

值 

科技部部長陳良基表示，科技基本法修法

鬆綁後，已將科研創新道路上的石頭搬開，而

ARRIVE 方案的推動目的，則在於提升科研成

果產業化、加速 3D1C (Discovery、Development、

Delivery、Commercialization)的進程，一方面透

過追加計畫經費，尤其是研究主持費每月追加

上限 8 萬元之強心劑，激勵優秀科研人才願意

耗費心力將學術研究鏈結產業需求，留住一流

人才為台灣打拚；另一方面，透過槓桿更多產

學合作，讓學生在校時即有機會參與產業解題，

深耕所需基礎技術，創造學生未來就業或深造

的價值。 

加碼產學預算 5%，槓桿企業投入產學合

作經費成長 50% 

科技部表示，科技部每年產學合作計畫補

助研究經費約 8 億元，已促使每年 800 家企業

挹注約 8 億元之研究經費，而 ARRIVE 方案

未來每年將加碼 5%之預算經費(4,000 萬元)，

可再額外槓桿出 50%之企業挹注金(由 8 億元

增至 12 億元)，預估未來可創造產值 40 億元。 

加速創新搶時效，申請免提計畫書，隨到

隨受理 

本方案申請採隨到隨受理，不必填寫繁複

之計畫書，僅須填寫簡要申請表，並檢附企業

合約書等資料，即可由執行機構提出申請。科

技部指出，透過申請流程的簡化，以因應全球

局勢與產業創新變遷迅速，能快速落實學研成

果鏈結產業需求，引領台灣科技創新跑在國際

軌道的前端。 

參考來源 

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司 

網址： 

1. https://goo.gl/oehNVu 

  

7.科技基本法鬆綁，科技部力推產學加值鼓勵方案(ARRIVE)領跑未來 

關鍵字： 產學合作、科技基本法、創新、產業化 

日期：201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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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為強化我國半導體產業於人工智慧終端

(AI Edge)核心技術競爭力，科技部於 6 月 28

日舉辦「半導體射月計畫啟動儀式」，廣邀學

者及產業先進一同參與見證台灣半導體於人

工智慧技術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半導體射月計

畫是科技部推動人工智慧產業供應鏈關鍵技

術研發之重點政策，聚焦在智慧終端之前瞻半

導體製程與晶片系統研發，技術核心分為四大

主軸：(1)人工智慧晶片；(2)新興半導體製程、

材料與元件技術；(3)下世代記憶體設計與資訊

安全；(4)前瞻感測元件、電路與系統，目標是

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可及早做好準備，待關鍵

技術具突破性發展或 AI 終端應用市場趨於成

熟之際，預估在 2022 年台灣將可躍升成為全

球 AI 終端關鍵零組件供應商與人才匯聚地。 

本計畫公開徵求六大研究領域的提案，期

間經由專家諮詢會議及業界指導建議，加強要

求計畫團隊所提之關鍵技術或產品，必須具有

達成或超越國際標竿之規格，從 45 群申請團

隊中評選出 20 群研究團隊執行。計畫執行期

間由產、學專家諮詢輔導團隊共同對計畫團隊

所提之整體目標進行輔導與資源整合等協助，

並適時對執行目標與 KPI 進行滾動式修正，使

關鍵技術或元件特色能滿足新興系統的應用，

以作為顯現效益並符合國際競爭力。 

台灣 IC 設計，於網路、通訊、運算、多

媒體等技術領域，已有世界領先的地位，期望

藉由半導體射月計畫的推動下，鏈結智慧終端

產、學、研前瞻技術能量，全力帶動台灣迎接

AI 應用爆發的年代並以跳躍式的速度趕上全

球科技發展腳步。預期在 2022 年 3 奈米晶片

可量產的時代，台灣可開發應用在各類智慧終

端裝置上的關鍵技術與元件晶片，應用在無人

載具、AR/VR、物聯網系統與安全等，使台灣

再居領先地位，共創半導體產業新榮景。 

半導體射月計畫四大主軸亮點介紹： 

1.人工智慧晶片：開發高運算效能、低耗能或

具學習能力之人工智慧系統或晶片，增進物

聯網系統之周邊智慧運用於新興領域產業

(如車載、智慧醫療及 AR/VR 等) 。以人工

智慧系統與晶片技術連結整合相關周邊元

件、電路與系統軟硬體技術，使產業供應鏈

或產品線得以完備。 

2.新興半導體製程、材料與元件技術：發展關

鍵新興半導體製造所需之材料、製程與元件

技術，未來可應用於包含 3 奈米或以下

CMOS、高電壓、5G RF/毫米波等先進應用，

維持甚至提升台灣相關領域的競爭動能。 

3.下世代記憶體設計與資訊安全：自主研發各

種新式下世代記憶體元件與晶片系統相關

技術，可比現今主流非揮發性記憶體降低操

作電壓 3 倍以上，可促使國內 IC 設計、晶圓

專工及記憶體半導體公司切入基於下世代

記憶體之新應用與市場。在萬物聯網時代裡，

前瞻性物聯網系統晶片之架構與安全設計

關鍵技術的研發極為重要，結合人工智慧晶

片與下世代記憶體可增進物聯網資安系統

之智慧防護能力。 

4.前瞻感測元件、電路與系統：人工智慧就像

是腦，感測器就像是最重要的五官，以國內

半導體與微機電技術優勢開發新式感測元

件之製作與整合，達成具有具高度規格的感

測器。例如，開發自動無人載具應用之感測

元件，整合其電路、系統軟硬體與各式 AI 相

關應用技術，以增進國內 AI 相關產業競爭

力之技術。 

參考來源 

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網址： 

1. https://goo.gl/gCNX9b 

  

8.啟動人工智慧終端技術新藍海，科技部半導體射月計畫啟動儀式 

關鍵字：射月計畫、人工智慧、半導體、資訊安全、感測元件 

日期：201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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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表

示，「金融科技發展之輔導及協助辦法」 (以

下簡稱本辦法)已完成法規預告，並於 107 年 7

月 2 日施行（本辦法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如附

件）。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業經總統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公佈，施

行日期經行政院核定為 107 年 4 月 30 日，並

同時發布「金融科技創新實驗管理辦法」、「金

融科技創新實驗審查會議及評估會議運作辦

法」及「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民事爭議處理收費

辦法」等 3 項子法。金管會另依據本條例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研訂本辦法草案，以利研發金

融科技創新應用，於 107 年 4 月 17 日召集金

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諮詢小組第 1 次會議

討論該草案內容，參酌與會代表意見進行調整，

並於 107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21 日預告，期滿

外界未有任何修正意見。本辦法內容重點說明

如下(共 5 章 17 條，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詳附

件)： 

一、輔導協助措施之範圍：主管機關對於

運用創新科技提供金融服務之金融機構、公司、

團體及個人(下稱金融科技創新者)，得採取之

輔導協助措施，包括調適金融法令規定、設置

金融科技發展之實體聚落、強化金融科技基礎

設施及技術應用之資訊安全、協助評估申請金

融科技創新實驗(下稱創新實驗)之必要性等。 

二、金融科技發展：主管機關應定期舉辦

金融科技發展相關座談會，協助提供資訊安全

相關諮詢，並得設置或輔導設置金融科技發展

之實體聚落，提供金融科技創新者適當之辦公

空間或租金減免等。 

三、金融科技創新創業：媒介運用金融科

技數位沙箱平台，及輔導金融科技創新者評估

申請創新實驗之必要性，並辦理公開說明會，

及對有需求者提供個別輔導等。 

四、園區之設置及管理：主管機關得設置

或輔導設置金融科技創新園區，得協調具備經

驗之專業法人或團體作為執行機構，辦理園區

之設置、營運管理等事項。 

參考來源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網址： 

1. https://goo.gl/C7wpuf 

  

9.「金融科技發展之輔導及協助辦法」於 107 年 7 月 2 日施行 

關鍵字：金融科技 

日期：2018.6.28 

 

 

 



 

199 

 政策與觀點評析 

經濟部工業局為支持數位內容、體感科技

及智慧物聯等產業發展，在「臺北數位產業園

區 digiBlock Taipei」C 棟，設立數位元創新基

地。6 月 29 日與臺北市政府共同舉辦「臺北數

位產業園區 digiBlock Taipei」開幕記者會；經

濟部工業局並從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連續三

日舉行「NEXT 數位創新未來」研討與展示活

動，呈現未來數位新經濟的趨勢與風貌。 

「NEXT 數位創新未來」以【Digital 

Friday】、【Experience Saturday】、【Future 

Sunday】三大主題的演講與座談，現場另有互

動好玩的科技應用展示體驗，獨角獸娛樂、不

或互動娛樂、琦景科技等數位內容業者，展出

VR、AR 遊戲與互動裝置藝術等，以及 Babo 

Arms、Alchema 等生活科技應用業者，透過人

機合作打造全自動運作茶飲和智慧釀酒器的

展出，數位創新熱浪即將席捲 digiBlock Taipei 

C 棟數位元創新基地。 

為鼓勵數位內容產業在台灣茁壯發展，工

業局致力於整合數位內容產業鏈，搭配政府政

策，強化區域性市場在地企業的交流媒合，專

注輔導軟硬體整合，同時促成跨界跨域應用等

創新模式，今年與臺北市政府共同攜手合作，

在「臺北數位產業園區 digiBlock Taipei」C 棟，

打造數位元創新基地，聚焦數位元內容、體感

科技以及智慧物聯等領域，以建構創新生態系

為出發，未來將於創新基地建立跨地區、跨主

題之資源共用平台，連結地方企業、創新聚落、

政府及學研單位，提供技術支援、跨產業合作、

創新展演、鏈結國內外資源等服務，以建立數

位創新生態系，創造合作契機。 

另為協助數位內容業者解決各類產品開

發、應用服務開發時所遭遇到的技術性問題，

基地內將設立極客窩(產業技術支援中心)，與

全球科技創新先驅 HTC、國際大廠 UNITY、

NVIDIA、AUTODESK 等合作，提供技術諮詢

與協助，並與國內外的硬體領導廠商宏碁、華

碩、技嘉、微星等，提供各類智慧內容的開發

設備，如 HTC Vive、Oculus、PSVR 等虛擬實

境裝置、4K 影視特效剪輯系統工作站與各類

高階筆記型電腦、動態捕捉系統，支援創作者

開發測試各類專案。未來也將舉辦各種

Workshop、技術交流講座，強化智慧內容產業

的各種技術使用。匯集軟、硬體資源，讓有志

投入智慧內容產業的年輕人，取得最新的資訊、

使用最新的設備，進一步發揮無限的創意。  

數位元創新基地正式啟用後，透過跨界資

源的挹注，以及攜手地方政府的合作，將發揮

資源整合最大綜效，推動數位內容產業各領域

之發展，結合創新科技，引領台灣升級轉型進

入數位內容領域及數位經濟發展，協助產業接

軌國際，讓世界看見台灣內容開發實力與創意。

更期待透過創新基地為產業聚落注入活力，打

造台灣成為數位內容及體感科技產業應用的

軟硬整合全球中心。 

參考來源 

經濟部工業局 

網址： 

1. https://goo.gl/ooGjER 

  

10.經濟部工業局與台北市政府合作搭建數位創新基地，台北數位產業園區 digiBlock 
Taipei 正式開幕 

關鍵字：產業園區、數位內容、體感科技、智慧物聯 

日期：201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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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經濟部長沈榮津 6 月 27 日至 29 日率領我

國產業訪問團，拜訪美國加州矽谷及華盛頓州

西雅圖，深入輝達 (Nvidia)、特斯拉(Tesla)、

臉書(Facebook)、谷歌(Google)、微軟(Microsoft)

和亞馬遜(Amazon)等科技巨擘，就人工智慧

(AI)、大數據 (Big Data)、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智慧電動車及物聯網(IoT)等新興

產業之台美合作、雙向投資與人才培育，與公

司高層交換意見，為我國廠商創造商機平台，

營造台美互利雙贏契機。 

沈部長係於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高階

對話後，隨即從華府飛抵美國西海岸造訪高科

技企業，隨行的有工業局呂正華局長、投資業

務處陳秀全副處長、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馬鍾麟處長、駐西雅圖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姚金祥處長等一行人，訪問團獲得上述公司

高層的熱烈歡迎和接待，也就新興產業的未來

發展及彼此可以合作之處坦誠而具建設性的

深入討論。此外，旅居舊金山灣區的「矽谷台

商論壇」平台(含北加州台灣工商會暨青商會、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矽谷分會、美西玉山科技

協會等 12 個台商組織)與高科技產業界人士，

也透過餐敘的方式，與沈部長進行意見交流，

沈部長並以國內自行車、電動機車及電動車動

力系統為例，說明國內產業升級轉型的實際案

例，暢談如何加深台灣與矽谷的產業關係，協

助台灣產業快速轉型升級，掌握智慧產業崛起

的最新趨勢;同時，沈部長也向大家說明政府

如何推動能源轉型，並確保供電穩定，以維持

優質的投資環境。 

沈部長在矽谷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我國

政府的「5+2」產業創新政策從「連結未來、連

結國際、連結在地」三大方向著手，尤其側重

攸關產業未來競爭力和龐大商機的智慧化、物

聯網、巨量資料、雲端運算、電動車、先進製

造和綠能，此次美西之行即在拉緊美國重要高

科技公司與台灣產業的連結，探討未來可以合

作的領域。 

沈部長矽谷之行首站來到以設計、銷售AI

與圖形處理器為主的知名企業 Nvidia，由創辦

人兼執行長黃仁勳親自介紹公司近來的研發

成果與公司營運現況。2018年市場研究顧問業

者 Compass Intelligence 公司公佈全球前 15 大

人工智慧晶片企業，前三名依序為 Nvidia(輝

達)、Intel(英特爾)及 NXP(恩智浦)。沈部長表

示，台灣致力成為全球人工智慧生態系統關鍵

的角色，而 Nvidia 是世界級的人工智慧領導

廠商，鼓勵其能與台灣產研界合作，並在台設

立人工智慧研發中心，延攬我國人才共同發展

人工智慧前瞻技術，包括自動駕駛汽車、物聯

網和機器人。 

沈部長率團拜訪美國最大電動車製造商

及太陽能公司 Tesla 時表示，該公司已經與數

十家台灣零組件供應商合作，台灣優良零件可

支援 Tesla 快速發展，期盼 Tesla 擴大與台灣

車輛零組件與汽車電子廠商合作，並建議來台

投資設廠或是設立研發中心。 

沈部長在舊金山灣區也造訪了 Facebook

和 Google，就虛擬實境(VR) 、資料中心投資

規劃方面，與台灣體感科技、硬體業者的實質

合作及擴大投資深入交換意見。隨後訪問團轉

往西雅圖，拜訪長期與我國產官學研保持深度

合作關係的 Microsoft，以及全球最大的跨國電

子商務平台業者 Amazon，就人工智慧、工業

物聯網、物聯網驗證、機器學習、雲端運算、

大數據和落實人工智慧人才培育等方面的產

業合作，以及我國政府可以協助的地方，與公

司高層廣泛交換意見。 

台美產業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合作密切、唇

齒相依、互利雙贏，在近代產業發展史上是少

見的典範。沈部長表示，台灣有世上最密集的

產業群聚，最完整的半導體、資通訊和機械產

業供應鏈，是國際大企業最愛的合作夥伴。美

國公司都對與台灣加強合作表達高度興趣與

肯定，深信透過後續的聯繫與安排，一定能對

我國在新興產業的發展有具體的幫助。 

參考來源 

經濟部工業局 

網址： 

1. https://goo.gl/y2JPSv 

11.經濟部長率團訪問美西，力促美商投資智慧臺灣 

關鍵字：矽谷、人工智慧、台美合作 

日期：201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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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賴清德於 7 月 3 日主持「加速投

資台灣專案會議」，針對「缺地」問題，要求

相關部會在既有基礎上加速配合釋出產業用

地，提供媒合機制，滿足企業設廠需求，讓台

灣競爭力不會停滯。 

賴院長是在聽取經濟部、科技部分別就

「解決缺地策略推動進度及成效」及「科學園

區土地釋出及目前使用情況」提出報告後，做

出以上裁示。 

賴院長表示，為提供企業適合的工業用地，

解決產業缺地問題，行政院於 106 年 11 月 6

日舉行「行政院排除產業投資障礙—解決缺地

記者會」，推出「公有土地優惠釋出」、「民

間閒置土地輔導釋出」及「產業用地開發與更

新」等三大策略，以及十二項具體辦法，解決

產業的用地需求，經過半年多來的執行，已初

步看到成效，經滾動性檢討，在公有土地優惠

釋出方面，共釋出 78 公頃土地。經濟部並提

出，預計至 111 年，可釋出的產業用地由原本

的 1,442 公頃提高至 1,470 公頃，對企業用地

需求應更有助益。 

在強制拍賣閒置產業用地方面，賴院長責

成經濟部儘速盤點清查公告，讓有需要者可取

得土地。此外，立體化方案容積獎勵相關規範

與配套應加速完成，以方便受理業者申請，並

主動積極簡化審議流程，讓產業發展迅速啟動。

相關修法也請持續推動，如：立體化方案中，

直轄市政府尚未配合修正「都巿計畫法施行細

則」部分，請內政部與經濟部積極協助地方政

府辦理修法事宜。 

賴院長指出，有關運用前瞻建設補助地方

政府強化工業區公共設施與開發產業園區部

分，考量原政策目的為活化產業用地、輔導未

登記工廠進駐、提供平價或只租不售產業用地

等，請經濟部研訂績效控管機制，積極執行。 

賴院長表示，經濟部已設置單一視窗，提

供產業用地媒合服務，請經濟部強化媒合機制，

發揮協助企業解決缺地問題的功效，同時持續

協助廠商取得適合土地，並提供配套服務機制。 

在科學園區土地釋出及目前使用情況方

面，賴院長指出，科學園區是台灣穩固產業競

爭力及因應未來創新趨勢的重要場域，請科技

部依科學園區在產業發展的策略定位及產業

趨勢，掌握土地整體需求，推動園區土地利用

精緻化措施及規劃開發作業，並預留園區未來

發展的擴充空間，共同促進產業發展。 

賴院長表示，目前各園區間使用程度不一，

如：新竹園區、竹南園區、台中園區出租率達

100%外，其他園區如銅鑼、宜蘭及中興園區出

租率尚低，應強化運用。此外，二林園區及七

星園區二階環評已分別於 107 年 5 月及 6 月經

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宣

告開發案將進入設廠營運的實質階段，請科技

部積極協助廠商辦理租地程式，加速建廠投資。

有關南科園區擴充與高雄橋頭新市鎮開發為

科學園區等事宜，則由科技部負責推動辦理。 

賴院長指示科技部及經濟部應注意土地

供需媒合機制的建立，持續進行盤點及媒合；

且應主動積極協助廠商解決問題，並經常公佈

媒合成果，如本次協助大立光解決缺地問題就

是很好的例子，有助於建立業界對政府的信心。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s://goo.gl/RgVAf5  

12.賴揆：擴大釋出產業用地，協助企業投資設廠 

關鍵字：產業用地、科學園區、環評 

日期：20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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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啟動本年度第 1 次新創採購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新創打開政府市場

大門，於本(107)年首度開辦新創採購，期待能

帶動更多新創業者共同加入政府市場。以鏈結

智慧城市需求為目標，本年度第 1 次新創採購

-智慧創新、智慧照護、智慧安全、智慧環保（政

府電子採購網：案號Ａ31073110）於 6 月 20

日在政府電子採購網正式公告招標，為期 30

天，總採購預算金額為新台幣１億元整，預期

有多項具科技涵量之新創產品及服務可上架

電子採購網，供需求機關訂購採買，讓政府機

關簡化採購流程、體驗創新科技應用。有興趣

參與投標的業者，可至政府電子採購網領標，

並於截標前(７月 19 日止)完成投標。 

扣合智慧城市需求、規劃四大領域 

本次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標的多元，由智慧

創新、智慧照護、智慧安全與智慧環保等四大

領域組成。 

第一組–智慧創新領域，訴求友善便民的

城市風情，涵蓋育樂功能、民眾輔助功能等品

項，如 VR 360 直播服務、擴增實境應用平台

服務編輯器、穿戴式 VR 360 攝影機等、智慧

有聲號誌、車站視障或身障者通報系統、視障

者聲音協尋系統、無線廣播視障者交通號誌，

以及虛實整合之客服聊天機器人、智慧音樂線

上授權。 

第二組–智慧照護領域，訴求降低照護者

壓力的溫心輔助，涵蓋品項有智慧照護床墊、

排尿感測系統，以及智慧隨身體溫計。 

第三組–智慧安全領域，訴求自助他助的

城市安全，涵蓋品項如智慧隨車求救警報器、

智慧隨身求救警報器、智慧隨身酒測器等可強

化人身安全、執業安全強化，又如智慧聯網防

火逃生系統、機動部署智慧影像示警系統等可

強化環境安全。 

第四組–智慧環保領域，訴求永續發展的

涵容城市，涵蓋品項有智慧空拍系統、空拍教

學課程、空拍服務、用電管理系統、空氣品質

偵測器。 

共同供應契約增進供需效能 

中小企業處主辦的新創共同供應契約，由

中小企業處擔任訂約機關，將全國機關表示有

共通需求的品項納為採購標的，透過集結政府

需求，讓業者投標一次即能服務多個機關，大

幅降低投標成本；另一方面，亦降低各機關自

行辦理採購之行政成本，增加採用意願。期盼

透過一年兩次的新創採購機會，攜手供需雙方，

加速政府採用新創解決方案、促進業者市場試

煉。 

參考來源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網址： 

1. https://goo.gl/D3eaYu 

 

 

 

 

 

 

 

 

13.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啟動 107 年第１次新創共同供應契約招標 

關鍵字：採購、創新、共同供應契約 

日期：20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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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創業生態大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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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生態大觀園 

【創業園地專欄】漫談台灣創投事業與投資評估

模式 

繼上篇「關於創投與募資的二三事~史蒂芬．賴的碎碎唸」的分享，主要談的是投資和募資

應該要知道與注意的一些事情，而這次史蒂芬．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個人服務超過二十年的行業

叫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簡稱為 VC）跟它的投資評估模式，在服務的這段時間曾見證了台

灣創投事業的蓬勃發展、重新調整、再轉進與再發展的歷程，跟大家談談創投這個行業的本質與

它的發展緣由，讓大家對這個行業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 

我們也都知道，創業投資是創業與投資的合稱，所以大多數新創企業在創業過程中欠缺或需

要資金時，往往第一個想找的募資對象就是創投了，但是千萬別忘了，創投的本質還是投資，而

投資講求的是將本求利、在賺錢，所以它不是慈善機構，更不是公益團體，不會因為你在創業就

會投資你，而是你的事業或生意點子，未來是否有發展的機會、是否有退出獲利的可能。 

所以特別寫了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台灣創業投資這個行業的發展歷程、我國創投和國外創

投的差異為何、創投的基金管理模式、如何進行投資的流程、以及最重要的創投的投資評估模式

等，協助大家對這個行業有更一步的瞭解，在將來如果您要找創投募資的時候，就能更瞭解投資

人的想法與如何評估一個案子，才能更貼近投資人的需求，協助投資人降低投資評估的時間、成

本和門檻，相信被投資的機會自然就會大大增加！ 

創業投資的定義 

創業投資 （Venture Capital） 屬於專注於投資未上市或新創企業的專業投資機構，而其係

由一群對市場、產業、技術、財務、與資本運作等具有專業知識和經驗的人士的組合，以其團隊

的專業投資評估與管理能力，尋找具有高成長機會的投資案源，並提供所需發展資金，以及進行

高附加價值的投資後管理，協助被投資企業得以高速發展，期待追求未來高回收與報酬的過程，

故創業投資有別於一般投資或上市櫃資本市場的投資。簡言之，創投提供新創取得資金，本身也

獲取該有的投資報酬，幫助別人成功自己也能賺錢，故其本質可謂「助人興業」；然而，創投是

肩負承擔高投資風險的行業，也因此，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如何慎選優質潛力的投資標的就是

重要因素，而專業的投資評估能力，就是投資成功與否的關鍵。 

台灣創投源自美國 具有扶植產業的策略性意義 

一九八二年四月，可謂台灣創投事業的醞釀期，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李國鼎先生，接受美

國哈佛大學的邀請前往演講，隨後考察美國工業發展的情形，發現美國 Venture Capital 這個行業

對於透過資金挹注來協助推動高科技產業與新創企業的發展貢獻極大，而加州矽谷地區新興產

業的成長與茁壯，Venture Capital 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當時李國鼎先生對於 Venture Capital

可推動產業發展帶來的高度成效具有極高的興趣，隨即積極投入台灣推動 Venture Capital 的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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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九八二年以前，國內對於 Venture Capital 的做法和觀念都不是很清楚，而視 Venture 

Capital 為一種高風險的投資行業，而在李國鼎先生於美國考察時對這個行業則有了更進一步的

瞭解後，感受其本質其實著重在「助人興業」，而非僅有高風險的因素，所以正式將 Venture Capital

定名為「創業投資」，自此一直沿用至今。 

隨後在政府政策的引導下，我國自 1984年成立第一家資本額 2 億的宏大創業投資公司以來，

國內創業投資事業發展至今已超過 33 年，根據台灣創投年鑑統計，截至 2015 年底國內創業投資

累計總投資金額為新台幣 3,305 億元，期間共扶植 800 多家企業進入資本市場，可謂成功扮演挹

注產業資金活水的角色，而成為政府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最佳政策性工具。 

然而台灣創投事業在歷經二十世紀末台灣科技產業起飛的黃金時期後，在 2000 年「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修法取消創業投資事業的「投資抵減優惠」及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更讓創投

業的投資績效大大萎縮，嚴重影響國內投資人將資金挹注於創投的意願，也直接造成創投投資早

期新創的風險承受度大幅下滑，曾幾何時，當創業投資也是艱困行業後，對於我國早期及新創企

業的資金挹注也造成一定的影響。也因為如何，後續政府陸續推出輔導創投的一連串的政策，如

2002 年的「行政院開發基金加強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一千億元基金」計畫，由政府協助三成資金，

民間自籌七成資金的方式，來降低創投的募資門檻，後續尚有四個各一百億的加強投資方案，以

搭配比例的方式共同投資，來協助分散創投的投資風險，進而達成扶植產業的政策目的。 

優良的創業投資環境好比打麻將 缺一不可 

個人認為，好的創業投資環境同時需要具備資金（Funding）、人才（Talent）、技術（Technology）、

以及資本市場（IPO）四大要件，這四個要件如同打一桌麻將一樣需要湊足四咖，缺一不可： 

1. 資金（Funding）-包含創業者的第一桶金，以及提供資金協助的天使或創投基金；一般投資

人甚少會參與新創事業擔任發起人，所以創業者是否能籌到創業的第一桶金就顯得相當重

要，隨後跟著企業的逐步發展，是否能有完善的資金供應鏈，像是接力賽棒的一棒接一棒，

從天使投資串接到創業投資、再由創業投資介接到大型創投或私募資金，所以資金可謂是

創業投資環境第一重要的因素。 

2. 人才（Talent）-人才包含該地區是否具備豐沛的創業家，因為有豐沛的創業者，方能產出源

源不絕的新創企業，有好的新創，才有好的投資項目；另一個重要的就是創投人才，好的

創投的經理人往往需要時間的歷練與累積，有好的創投人才，就能充份的協助被投資企業

發展，也才會有好的創業投資。 

3. 技術（Technology）-一般來說，這個地區是否具備一定的技術研發含量，則代表了這個地

區的產業在市場上是否具備好的競爭能力，能有源源不絕的新技術，則會有一定的投資發

展的機會，當然技術不一定僅限制於高科技或製造業，如果服務業能有新型態服務的創新

研發，也是一種競爭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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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本市場（IPO）-投資的第一天，其實也就規劃好退場的期程，換言之，投資人所期待的

不外乎是能在最短的時間創造最佳的投資報酬，而往往倍數的投資報酬都來自於資本利得

（capital gains），不在於每年所派發的股息或股利，所以也需要具有流通性高與本益比高

的資本市場，不過對於新型態的投資機會，被投資企業被併購也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退出管

道。 

以日本為例，當地的創業投資發展比台灣早了好幾年，但是創投的活躍程度卻遠不如台灣，

究其主要的原因在於日本當時的創業精神與文化不夠明顯，多數在高等學歷完成後，無不期待能

進入大企業工作，進而新創企業數自然不多，造成投資案源受限，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台灣與國外創投的異同 

 由於台灣創投早期師法自美國，但當時台灣並無「有限合夥」（Limited Partnership）這個

制度，加上早期政府為扶植創投事業，而提供有利於創投股東的投資抵減，在便於管理的情形下，

將創投設定為「特許行業」（二○○○年前成立創投公司須向財政部申請創投設立許可），也因

此台灣創投幾乎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存在，然而美國創投則為有限合夥為主要的運作模式。 

 一般創投事業則有二個重要的關係人，一為出資代表稱之為有限合夥人（Limit Partner，LP），

以及基金管理角色的一般合夥人（General Partner，GP），也因為台灣與國外創投有著先天上在

制度上的差異，因此造成在後續包含資金管理形態、投資決策模式等有著相當不一樣的差異，特

別整理成表格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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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類別 
台灣 國外 

創投定義 

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第三條：
實收出資額在新臺幣二億元以
上。對被投資事業直接提供資
金。對被投資事業提供企業經
營、管理及諮詢服務。 

並無特別明確的定義或規範。 

組織形態 
多為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僅有少
數的有限合夥制。 

幾乎為有限合夥。 

投資決策模式 
由創投管理團隊報請創投公司董
事會決議。 

由基金管理者進行投資決策。 

投資範圍標的 
多年政策引導下，以未上市之高
科技與製造業為大宗。 

有高投資獲利機會皆可成為投資
範圍，包含上市櫃公司。 

政府政策引導 

長期由政府政策引導：從創投特
許提供投資抵減、至二千年後改
採創投輔導制。 

幾乎沒有政府政策引導 

創投資金來源 

超過百分之九十為法人，允許銀
行、證券及保險業參與，但退休
基金尚無法投資。 

通常超過百分之七十的資金來源
為當地的退休基金（Pension 

Fund）。 

股東出資方式 採實收資本制（Paid-in） 通常採逐案撥款制（Paid-out） 

投資模式 
以股權投資為主，可運用的工具
極少。 

股權、債權或其他投資工具可靈
活運用，較無規範。 

投資管理模式 

極多數由創投基金委託給基金管
理公司管理，部份為自行管理，
極少數由創投公司委託創投公司
管理。 

以有限合夥模式，由有限合夥人
（Limit Partner）與一般合夥人
（General Partner）簽訂委託管
理合約。 

基金存續期間 

股份有限公司制，原則以永續經
營為主，但一般仍有設定基金公
司清算解散的期程（一般約七
年）。 

絕大多數在委託時就明訂基金存
續期間，一般以七年為基礎。 

投資退出管道 

以前以公司上市櫃為主要退出管
理，近期也開始期待有被併購或
收買的可能退出方式。 

任何可退出的皆可成為投資退出
管道。 

創業投資五部曲 

 一般創投在投資程式上會經過五個重要的步驟：包含從案源建立（Initial Contact）、投資評

估（due-Diligence，簡稱 DD）、進行投資協議（Term sheet 

Negotiation）、投資後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以及投資處份退出（Exit），而每一個

環節都將影響整體的投資績效，茲將五個步驟分別說明如下： 

1. 案源建立：一般創投絕對不會坐在家裡等著好案子從天上掉下來，所以大多數的創投經理

人都會主動出擊，亦會透過各種平台或媒合會去開發或挖掘出優質的好項目，尤其是認識

或配合的會計師或朋友介紹，通常這樣的案子的品質相對也會好一點；而在第一線接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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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項目之後，通常會快速的進行初步投資評估，包含產業別、投資金額大小、階段別、團

隊組成、或者有沒有護城河或核心競爭優勢等，當然這個時間點適不適合被投資也是一個

關鍵。 

2. 投資評估：一般簡稱作 DD，這階段算是創投這個行業相當專業的一門藝術，尤其是投資評

估項目很多很難科學化或量化，像”人”就沒辦法量化，很多靠的是一種 Fu（Feeling）；

在初步篩選之後，適合及有投資機會的項目就會進入正式投資評估的階段，並主動查訪，

看看團隊和公司，也可能會從產業上、下游去打探一下，甚至有需要也會進行商業徵信。 

3. 投資協議：當然現階段有部份投資人可能會先跟你談投資條件，初步條件合適了才會進行

投資評估，因為很多投資案因為價值和價格談不攏的關係會卡關，在投資條件不合適的狀

況下，可能就不會"某拆工"（台語）的去做投資評估，所以投資評估和投資協議先後順序有

可能不一樣，當然也可能是一邊評估一邊談條件；而在投資協議中，個人覺得公平互惠是

最重要的部份。 

4. 投資後管理：這部份對被投資的企業而言也是最迷人的地方，因為投資人投資你一定希望

你成功，所以在投資後除了日常的投資管理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對投資企業帶來投資後的

附加價值，例如：你缺客戶，創投也得想辦法幫忙找客戶，所以創投的本質叫”助人興業”，

幫助別人成功，自己也能賺錢！ 

5. 投資退出：千萬記得，創投投資的第一天已經設定好退出的時程或退場方式，如果沒有退

場的機會，相信投資人也不會想要投資，所以創投是以離婚為前提跟你交往的對象，永遠

不要想投資人會跟你白頭偕老！ 

曾經有人問我，這五個步驟那個部份會影響投資績效最大，個人則認為每個階段都非常重要，

例如：沒有好案源，後面可能的投資階段都不會成立、錢投不出去；如果沒有做好投資評估

則投資風險很高、容易投到不該投資的企業；投資條件的設定也影響了未來處份的價差，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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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中是否做好保護投資人的權益也很重要；投資後管理的階段是否到位，是否能被投資事業

帶來投資後的附加價值，則影響投資案成功或失敗的因素很高；最後就是股票出場的時機跟價

格。但如果真的要硬選一個，我覺得好案子應該會是最主要的關鍵，因為有好的案源，才會有成

功出場獲利的機會。 

台灣創投基金的管理模式 

目前台灣創業投資事業管理模式依是否具備基金管理團隊可區分成三種模式：自行管理-

意指創投公司自身就具備基金管理團隊，自己的基金由自已管理的概念，這類自行管理的創投公

司比例，歷年來約佔整體台灣創投公司的 10%上下。委託管理-委託管理又可分成二種管理型

態，第一種屬比較少數的創投公司委託給有基金管理團隊的創投公司管理，例如在台灣業界很資

深的歐華創投，其旗下就管理了歐華、育華及富華三家創投，歐華創投屬自行管理，而育華及富

華二家創投則是創投公司委託給創投公司的管理型態，這部份的比例歷年來約佔整體創投家數

2-3%左右，比例並不高。第二種則是台灣最大宗的基金管理模式，也就是創投公司委託給創投基

金管理公司管理，這部份長期以來約佔整體台灣創投家數比例 80-85% 左右。 

再來幫大家進一步介紹台灣最常見的創投基金管理模式，在管理模式中會有二種角色，一個

是代表出資者的創投公司，若比照國外的機制也就是所謂的有限合夥人（Limit Partner，簡稱 LP），

另一個就是基金管理的代表，創投基金管理公司，比照國外也就是一般合夥人（General Partnet，

簡稱 GP），LP 與 GP 透過委託經營管理契約來約定雙方權利與義務等關係，例如：管理費的收

取方式、投資決策、績效獎金的訂定、 基金日常管理規定等。 

一般來說，委託管理 GP 將依照基金管理的規模，向 LP 每年收取約 2-2.5%的基金管理費，

而 GP 的任務則是進行投資案源的開發、投資評估與投資協議的規劃後，完成投資評估建議向創

投公司的董事會報告建議投資的案源評估內容、投資金額與預期投資報酬，由董事會進行投資決

策。 

俟投資決策成立，及投資繳款股票交割後，GP 則開始進入投資後管理階段，參與公司治理，

也會提供適當的諮詢顧問服務，積極協助被投資公司快速增值，或輔導其能順利進入資本市場，

隨後向創投董事會（LP）報告處份建議，當投資回收扣除必要成本費用後，一般而言投資淨收益

的 80%回給創投公司，而 20%則成為基金管理公司的績效獎金（carry interest），有時也會有

部份的營收，做為再投資的資金來源。 

創投投資評估模式 

創投的投資評估模式（或稱盡職調查），可以稱得上是整體投資流程中相當重要也是充滿藝

術的一環，嚴格來說也是創投如何擔任好伯樂的工作，從茫茫投資案源中尋找出未來的千里馬或

獨角獸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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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投資評估的階段，創投的經理人往往需要投入相當多的人力、物力、與時間，來對投資

案進行多方面的查證工作。一般創投公司在投資評估階段所花的時間不足而一，需視案源的資訊

掌握程度與實際狀況，有些可能一至二個月就可以完成，而有些案源的投資評估時間長則半年至

一年。在投資評估階段，主要的評估有二個面向﹕一個面向是直接與企業進行互動與瞭解，另一

方面則是採側面評估，如對被投資公司的內外部經營環境，進行資訊收集、訪談、與查證，以確

定投資案的可行性與風險。這一階段評估的目的是為確定投資案未來經營計畫與財務預測實現

的能力，以及瞭解投資案在未來可能面臨的經營障礙與風險大小，並且研究是否可能經由輔導協

助，來克服這些障礙與經營風險。同時創投公司也會探討投資案的價值，做為在投資協議階段時

為投資案定價的參考。 

而每家創投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資評估皆屬其核心的專業能力，評估模式各有特色與

優點，從個人投資經驗中，特別整理出重要的五個評估構面、每個構面的考量因素，以及評估重

點以表格方式呈現給大家進行參考。 

 

評估構面 考量因素 評估重點 

經營（募資）計畫書 計劃書的可行性與完

整性、邏輯合理程度，

以及是否呈現出競爭

優勢與投資利基。 

 營運計畫書不僅要將經營方案完整的

展現出來，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市場導

向，呈現出能創造大量利潤的競爭優

勢。投資者關心的重點是這個計畫是否

具備成功的條件，以及成功後所能夠帶

來的投資利益。 

 經營（募資）計畫書是否詳實合理、是

否具體可行、是否完整的說明經營現

況、營運規畫、以及未來發展策略。通

常創投公司會由一份經營計畫書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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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與詳實程度，來判斷創業家對事

業經營的認真態度，這對於投資案的可

信程度將有密切影響。 

主要經營團隊 經營團隊的經歷背

景、人格特質、經營理

念、以及對營運計劃

的掌握程度。 

 經營團隊的學經歷會影響其決策判斷，

以及處理事務的態度與能力，藉由檢視

其過去的成功失敗經歷，亦可作為經營

能力的重要參考依據。另外對於財務狀

況及品德名聲，也要進行深入的瞭解與

查證，人際關係評價不佳者，也將不利

於評估。 

 創投業者一向認為經營團隊的良窳決

定事業的未來命運，因此常說﹕「投資

於二流技術、一流經營人才的公司，要

勝於投資一流技術、二流經營人才的公

司」，可見創投公司對於經營團隊背景

與能力的重視程度。創投公司對於創業

家的誠信、人格特質、過去經歷表現等

會有高標準的要求，同時對於經營團隊

間的合作與共識程度也會相當關注。 

市場規模與行銷模式 包含市場規模、市場

潛量、市場競爭優勢、

行銷策略規畫。 

 將目標市場的範圍與顧客對象明確定

義後，針對現有市場需求大小評估是否

能夠支援企業成長與創造足夠的利潤。

分析主要競爭對手的產品及資源優劣

勢、市場進入障礙、替代性產品的競爭

威脅等，以此判斷經營團隊提出的競爭

策略是否有效。 

 市場分析是產品、技術、財務評估的基

礎，任何一個投資項目都必須要有足夠

的市場規模與顧客需求潛力，才可能維

持企業的生存與成長。創投公司雖然不

會對投資案做正式的市場研究，但會經

由書面資料、其他次級資料、以及訪談

專業人士來判斷市場規模、潛力、與競

爭狀況。 

主要產品與核心技術 包含技術來源、技術

人才與研發能力、專

利與智慧財產權、產

品附加價值或獨特性

等。 

 經營團隊對於核心技術能力的掌握是

至關重要的，團隊素質的良莠直接影響

產品開發能力，同時也決定企業體未來

繼續開發新產品的可能性。此外，專利

與智財權的數量亦是另一種公司財產

的確保，同時，產品所具備的技術優勢，

以及對顧客所創造附加價值的顯著性，

都是判斷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重要依據。 

 於產品與技術能力是投資案競爭力與

獲利的主要依據，創投公司會全面性的

瞭解有關技術來源、核心技術能力、研

發風險、產品功能特性、生產製造計畫、

週邊產業配套、專利與智慧財產權問題

等。由於這些問題涉及較多的專業知

識，創投公司也經常會諮詢相關專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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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 

財務配置與投資報酬 包含了財務狀況、股

東結構、財務計劃/資

金需求規畫合理程

度、預期投資報酬率、

資金回收年限及方式

等。 

 可藉由分析被投資公司過去與現在的

財務狀況，來評估營運績效及未來可能

遭遇的問題。股東結構與素質將影響資

金結構與來源的穩定性，和對經營團隊

的支持程度。透過經營團隊提出的盈餘

數額與創投期望的投資報酬率來折算

適合投入的資金比例，及投資案所提出

的資金需求合理性。創投原則以上市櫃

做為回收投資資本的主要方法，也可能

是經由購併的方式出售持股。 

 創投公司主要評估投資案公司過去的

財務記錄、目前的股東結構、未來財務

計畫的合理性、申請投資金額的合理

性、回收年限與投資報酬的實現可能

等。創投公司由投資案所提供的財務資

料，來判斷可能實現的投資報酬、投資

案的市場價值、以及可能產生的風險機

率。 

 

創投想投資需要找好多理由 但不想投資卻只要一個就夠 

到底在投資人的心目中，什麼是好的投資案，如同標題所言，想投資一家企業可能需要找好

多好多理由，但不想投資卻只要一個就夠，畢竟投資一定有風險，但在投資前就已經呈現出企業

在投資後可能發生的風險，例如經營者誠信有問題或個性難以溝通，在投資後就可能發生很多投

資後管理的問題，當然有這些問題就會讓投資人退避三舍了！ 

十個讓投資人喜好的理由 

1. 公司具有相當創新的技術（最好沒有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 

2. 獲利很高且營收穩定持久的營運模式。 

3. 具有與目前市場競爭者眾不同的策略規劃。 

4. 所切入的是一個相當廣大且持續發展的市場。 

5. 具有很堅強的經營團隊（人才濟濟、經驗豐富）。 

6. 好的財務結構，以及完整的財務規劃（一年營收、兩年獲利、三年上市櫃）。 

7. 在市場價值鏈中屬於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而非弱勢產業。 

8. 公司在產業中相當具有特色與差異化。 

9. 是一個進入障礙高的產業。 

10. 主要經理人具有經營誠信公司的經驗。 

十個讓投資人退避的投資機會 

1. 企業經營者誠信有問題或個性難以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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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團隊或團隊流動性高的公司。 

3. 資訊不透明或帳務有問題（財務簽證有保留意見或產出困難的公司）。 

4. 經營者持有股份過低。 

5. 技術、產品競爭力有疑慮者。 

6. 資料準備不全，對投資評估反應緩慢。 

7. 產業中信譽或作風有爭議。 

8. 財務吃緊的公司。 

9. 主要營收來自參與公共工程或建設。 

10. 到處兜售的案子。 

暫結 

這篇文章分享了很多跟創投這個行業有關的訊息，期盼各位在看完之後，能對創投如何評估、

如何投資等，有更深的認識與瞭解，當您對投資人更瞭解之後，相信未來在尋求投資人時，不論

在資訊上的呈現或是溝通上的內容，更能貼近投資人的需求，進而降低投資的門檻！ 

最後，親切提醒，創業一開始一定不會很完美，但是一定要有特色，請對投資人積極展現出

你創業構想的亮點與未來發展潛力吧！ 

本文作者：賴荃賢（中華創業育成協會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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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T＊STAR】17fit 

 

官網: https://17fit.com/  

 

17Fit 要實現健身課程線上訂的網路化服務。希望提供一站式的服務替工作室打開客群管道。透

過通用會籍與健身媒體來耕耘運動市場。使用者只需繳交月費便可享有 10 幾間工作室的各類

課程，包括瑜珈、肌力、拳擊、親子兒童等等。 

已提供免費 ios app，主要功能包含：連結所喜愛的場館、同步使用方案或是按次預訂、追蹤

預訂及消費歷史和查看評價，讓大家隨時隨地皆可查詢課程和預訂。 

資料來源：17fit 官網截圖 

 

 

https://17f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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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T 創業補給站】 

新增創業協助資源一覽表 

「FINDIT 平台」創業資源補給站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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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以來計畫團隊按月更新協助資源，107 年度計畫團隊本月新增大學與民

間創業育成協助資源 1 筆。 

區
域 

縣
市 

機構名稱 簡介 地址 提供服務/資源 網址 

北
區 

臺
北
市 

CloudONE 

Innovations 

雲冠科技有
限公司 

藉由協助新創企業快速而
完善的導入雲端軟體，進
行數位轉型，面對 born 

global、born in cloud 的時
代來臨，穩健挺進國際舞
臺，成為企業共同發展全

球業務的夥伴。 

臺北市忠
孝東路四
段 148 號

12 樓之 10 

流程營運優化，
雲端 ERP, 

CRM, EC 導入 

http://www.cloudonei.com/ 

 

  

http://www.cloudon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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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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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Ignite the Future! 

跨越新創，掌握趨勢，共創價值！ 

活動官網：http://www.angelsummit.org.tw/  

論壇報名：https://goo.gl/MgVJ6J 

  

http://www.angelsummit.org.tw/
https://goo.gl/MgVJ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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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講師以英語進行演講，現場不提供口譯設備 

*若因不可預測之突發因素，主辦單位得保留議程及講師之變更權利 

*論壇報名洽詢專線(02)8773-9808 分機 233 廖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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