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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 8 月號「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報告涵蓋以下幾個重點： 

一、 圖解股權投資趨勢：包括兩大主題三篇分析報導 

1. 【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安排【圖解 2018H1 美國下次創投市場趨勢】一文，

以美國知名私募股權與創投資料庫及數據分析服務提供商 Pitchbook 與美國創投

協會（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NVCA）公佈的資料為基礎，圖解與

分析 2018 年上半年美國創投市場的募資、投資與退場趨勢。 

2. 【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安排矽谷、中國二篇投資分析，主要分析 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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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地區創新創業與投資的風向。 

二、圖解群眾募資趨勢：本月將彙整國內外回饋型與股權型 2018 年 7 月群眾募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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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案件。 

三、 新興領域早期投資動向： 

1. 【本月焦點】：安排八篇新興領域投資與發展動向的專題分析。 

(1) 第一篇為「解析 2018 年第二季全球金融科技投資趨勢」，針對國內外熱烈關

注的金融科技，解析 CB Insights 公布的 2018 年第二季全球金融科技投資趨

勢。 

(2) 第二篇為「區塊鏈領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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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 2018 年 7 月全球區塊鏈獲投趨勢、代表性個

案，以及收購事件。同時，引用 TokenData 報導，追蹤 ICO 交易趨勢與市場

動向消息。 

(3) 第三篇為「全球區塊鏈專利布局動向剖析」，該文主要檢索中國、美國、歐

洲與台灣四個地區「區塊鏈技術」專利申請情況，分析已公開的專利申請件

數、領域布局、領先的申請人，俾利對區塊鏈有興趣的讀者，掌握專利戰場

的新發展動向。 

(4) 第四篇為「3D 感測獲投趨勢觀察」，針對蘋果 iPhone X 帶起的這波 3D 感測

熱潮，該文利用 DINDIT 資料庫，探索哪些具潛力的應用領域是資本市場追

捧的目標，同時，進一步分析各熱門應用領域中最受投資人青睞的新創企業。  

(5) 第五篇為「自駕車市場正夯、圖資企業也跟著搶手-解析突圍而出的新興「指

路人」，由於高精地圖與定位技術的突破，不但解決了傳統車載導航系統的

痛點，更使得圖資在自動駕駛產業中扮演「指路人」的角色，該文分別介紹



 

 

高精地圖與高精定位兩項關鍵技術領域中獲投的新創企業。 

(6) 第六篇為「解讀 Rock Health 2018 年上半年美國數位醫療投資報告的七大亮

點」，接續上月介紹 2018H1 全球數位醫療投資動向，本月將摘要報導 Rock 

Health 2018 年上半年美國數位醫療投資報告重點，俾利新創與投資人掌握美

國創投界投資風向。 

(7) 第七篇為「殺手級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是解救者？還是毀滅者？」 ，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是近年生命科學領域最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被冠上

「造物主之手」的美譽，但近二個月傳出 CRISPR/Cas9 的副作用被低估，引

發全球關注。該文旨在探索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 的崛起與功能、可能被顛

覆的產業，並盤點全球代表性與具前景的企業，最後分析 CRISPR 前景與挑

戰。 

(8) 第八篇為「共享經濟趨勢下，交通出行領域最新投資及發展動向」，近年來

共享經濟領域蓬勃發展，吸引投資人目光。其中，交通出行領域更是投資人

青睞的領域。但近來共享經濟領域下的共享汽車平台及共享單車業者，經營

情況及發展趨勢可謂南轅北轍。本文主要內容在剖析近來共享汽車平台及共

享單車領域的投資及市場發展動向，引領讀者掌握其最新發展情勢。 

2. 【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中，就 2018 年 7 月 11 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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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包括資

安、物聯網、加密貨幣 ATM、AI 晶片等最新消息。 

三、 政策與觀點評析： 

1. 【名家專欄】：首先由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中心連科雄主任提出「美中貿易戰

及其對臺灣之影響」一文，解析中美貿易發生的背景、美方調升關稅的項目與策略

動機，並進一步就美國對中國製造 2025 相關產品項目加徵 25%關稅事件，評估可

能對台灣產業與貿易的影響，希望可能受波及的企業能及早因應。接著，台灣經濟

研究院研究六所吳孟道所長提出「新興市場貨幣的變因與憂慮」一文，就新興市場

5 月以來，相繼上演重貶戲碼，包括阿根廷披索、中國大陸的人民幣、土耳其里拉，

評析以新興市場為主的金融風暴是否又要來襲？並進一步分析對亞洲與台灣的影

響。 

2. 【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消息】：將彙整 2018 年 7 月 11 日到 8 月 10 日創新創業與

產經重要政策或計畫之動向新聞。 

四、 創業生態大觀園：為新年度新闢的專題，包含三個主題： 

1. 【創業園地專欄】： 本月由新創企業「宏騰國際娛樂行銷有限公司」創辦人陳駿

憲提出「創業的七大地雷」一文，作者提出在創業過程容易犯錯的七件事，提醒

創業中的朋友避開地雷。 



 

 

2. 【FINDIT＊STAR】：8 月號介紹參與本計畫媒合活動並成功獲投的正能光電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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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中小企業與投資人。 

五、活動訊息： 

介紹本計畫 2018 年預訂的領航講座與媒合會活動，歡迎目標對象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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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圖解 2018H1 美國創

投市場趨勢 

美國知名私募股權與創投資料庫及數據

分析服務提供商 Pitchbook 與美國創投協會

（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NVCA）

7 月公佈的 2018 年第二季美國創投觀測報告

（Venture Monitor 2Q2018），該報告收集美

國創投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相關資料。

FINDIT 執行團隊利用此一數據，進行 2018 第

二季與上半年美國創投動向趨勢分析。 

 

一、美國 VC 基金募資趨勢 

2018 年上半年美國 VC 完成 157 支基金

202 億美元的募資，超越去年同期 

儘管美國VC第一季已完成募資的基金數

與金額較去年同期略降，第二季募資情況改善，

已完成 72 支基金 108 億美元的募資，金額較

上季上揚。 

合計美國 VC 在 2018H1 完成 157 支基金

202 億美元的募資，超越去年同期。預期 2018

年美國 VC 募資表現將較 2017 年佳。 

2018H1 美國 VC 已完成募資的基金平均

值與中位數，到達十年新高，預期 2018

年美國 VC 募資表現將較 2017 年佳 

2018H1 美國 VC 已完成募資的基金中，

規模在 1億美元到 5億美元的基金數占比上升，

拉升 2018H1 募資平均值與中位數，到達十年

新高。同時，2018H1 首次募資依舊保持強勁

走勢，預期 2018年美國VC募資表現將較 2017

年佳。 

2018H1 前十大募資 VC 基金中，有二支

超過十億美元，六支在 5 億到 10 億之間 

2018 年上半年，美國 VC 已完成募資的基

金中有二支基金超過十億美元，包括：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第 14 號基金（15 億美元）與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第 9 號基金（13.75 億

美元）。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總部位於加

州帕羅奧圖市，為富國銀行集團旗下的創投，

主要投資領域為消費端、企業端與健康醫療。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總部位於麻州劍橋，

主要投資領域為消費端、企業端方案的新創。 

至於募資規模超過 5億美元的有 6支基金，

Battery Ventures XII（8 億美元），總部位於麻

州劍橋，主要投資領域為軟體、IT 基礎設施與

消費互聯網/行動。其次是 Foresite Capital Fund 

IV（6.68 億美元），為一家總部位於舊金山市

的生技創投基金；其次是 8VC Fund II（6.4 億

美元），也是一家舊金山市的 Bio-IT 創投基

金；Meritech Capital Partners VI（6.3 億美元），

一家位於加州帕羅奧圖市的創投，主要投資領

域為大數據、雲端、資安。Charles River 

Partnership XVII（6 億美元）為一家位於麻州

劍橋的創投，主要投資領域為通訊、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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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等；WiL Fund II（5.21 億美元），World 

Innovation Lab (WiL)是一家加州帕羅奧圖市

的創投，主要投資領域行動通訊、工業 4.0、

雲端、大數據與 AI、數位服務等。 

 

二、美國 VC 投資趨勢 

VC 整體投資：2018 年上半年美國 VC 投

資件數持續下降，為 2013 年以來半年度

新低，但投資金額再締造新高記錄  

在投資方面，2018Q2 美國 VC 投資件數

持續減少，下降至 2011 年以來最低點。2018Q2

美國 VC 投資金額為 273 億美元，連續五季突

破 200 億美元，雖較第一季減少 10%，但較去

年同季成長 31%，為史上單季投資金額次高。 

2018H1 美國 VC 投資件數為 3,997 件，較

2017H1 與 2017H2 減少 13％及 5％，為 2013

年以來半年度投資件數最低。至於美國 VC 投

資金額，因中大規模的投資案件增加，拉升

2018H1 投資金額至 575 億美元，較 2017H2

成長 28%，更較去年同期(2017H1)成長 56%新

高，再締造新高記錄。 

VC 投資階段：2018 年上半年 VC 首次投

資、早期階段件數占比下降，逐漸朝向追

投後期案件，尤其是獨角獸募資交易，顯

示投資趨勢謹慎保守 

從 2015 年起，美國 VC 進行首次投資的

件數一路下滑，2018 年上半年首次投資件數

占比下降至 24%，追加投資比重則升至 76%

高點，顯示 VC 投資人愈加謹慎保守。 

從投資階段來看，2018Q2 美國 VC 在三

階段投資件數均較上季下滑，其中天使/種子

輪、早期階段投資件數分別減少 16%與 17%，

後期階段件數僅減少 2 件。至於 2018Q2 投資

金額，則是早期階段成長 10%，天使/種子輪、

後期階段獲投金額分別下降 4%與 20%。 

累計2018H1美國VC在三階段投資件數，

僅有後期階段投資件數較前半年上升 21%，其

餘二階段均下滑。至於投資金額，三階段投資

金額均較前半年上揚，特別是早期與後期階

段。 

在各投資階段規模方面，2018H1 對三階

段的投資規模中位數均較 2017 年增加，天使

輪/種子輪投資中位數成長 40％、早期成長 36

％、後期成長 39％。主要因鉅額交易件數增

多與獨角獸投資金額加大所致。 

鉅額投資：2018H1 美國 VC 鉅額投資高

達 93 件，已接近 2017 全年水準。主要集

中在後期階段，以軟體、製藥與生技領域

最多 

2018H1 美國 VC 鉅額投資(單筆超過 1 億

美元)件數已達 93 件，為 2017 年全年鉅額交

易件數（106 件）的 87%，預計 2018 全年鉅

額交易將超過 2015 年 110 件的巔峰。由於非

傳統 VC 的機構加入資本競賽中，如接近 PE

性質的軟銀願景基金，正是帶動這一波 VC 加

大募資規模的主因。 

2018H1 鉅額募資集中在後期階段，但為

爭取優質案源，也逐漸朝早期階段投資。近年

來，美國VC鉅額投資的領域主要集中在軟體、

製藥與生技領域。 

獨角獸的投資交易：獨角獸交易驅動美國

VC 投資金額成長 

2018H1 美國 VC 共投資 42 家（件）獨角

獸企業，為半年度獨角獸投資件數的新高，而

投資金額達 118 億美元，則僅次於 2016H1 的

136 億美元。 

2018H1 美國 VC 投資的獨角獸企業件數

僅占投資件數 0.5％，而投資金額占總獲投金

額的 20％，已連續四年高於 20％，獨角獸交

易驅動美國 VC 投資金額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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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投企業平均年齡：天使輪/種子輪獲投的

企業平均成立時間也較 2017 年多出 1.28

年，顯示新創早期募資更具挑戰 

2018H1 天使輪 / 種子輪獲投件數較

2017H2 減少 15％，也較去年同期減少 17％，

顯示新創企業早期募資不易。 

進一步觀察 2018H1 天使輪/種子輪獲投

的企業平均成立時間為 3.07 年，較 2017 年的

2.4 年多出 1.28 年，較 2012 年增加 1.58 年。

A 輪獲投企業平均年齡也增加 0.3 年，顯示美

國新創在初創期募資環境愈顯艱辛，獲得早期

階段投資愈來愈不易。新創企業在尋找早期階

段資金時要更有耐心，需要花上更長的時間打

造商業模式和產品。 

估值中位數：2018H1 各階段估值中位數

均上揚，同時來到歷史新高 

2018H1 各階段估值中位數均上揚，同時

來到歷史新高，其中 C 輪增加 44％最高，其

次是 B 輪 38%，A 輪與 D+輪分別增加 26％與

24％，天使/種子輪小升 17％。 

投資業別：美國 VC 投資標的集中在軟體、

健康醫療相關領域 

2018H1 美國 VC 投資件數集中在軟體(42

％)，製藥與生醫(8%)、健康醫療器材(6%)、

健康醫療服務(5%)、商業服務(6％)。至於投資

金額高度集中在軟體(41％)，其次泛健康醫療

(合計 26%)，其中製藥與生技(17%)、健康醫

療服務(4%)、健康醫療器材(5%)。 

另外補充說明，根據 PwC 與 CB Insights

公布的美國 2018 年第二季美國創投趨勢報告，

指出 2018H1 美國三大領域獲投趨勢，在獲投

件數方面，以金融科技獲投件數 299 件最多，

高於人工智慧 249 件與資安 125 件。相較去年

同期，金融科技獲投件數成長 31%，人工智慧

與資安領域均微幅減少。 

在獲投金額方面，以金融科技 51 億美元

最高，其次是人工智慧 42 億美元與資訊安全

22 億美元。相對於去年同期，三個領域因多

件鉅額交易，獲投金額均大幅成長，人工智慧

成長 77%，領先金融科技 62%與資訊安全

11%。 

公司創投（CVC）投資趨勢：2018H1 公

司創投參與 VC 的投資件數與金額占比雙

雙到達新高水準，其中投資金額創歷史新

高。CVC 更偏好軟體與健康醫療相關領

域 

2018H1 CVC 參與美國 VC 投資件數共

705 件，較去年同期減少 3.96%，但較上個半

年度(2017H2)增加 6%，而投資金額高達 278

億美元，較 2017H2 成長 21%，持續上揚走勢，

更幾乎是去年同期投資金額的二倍，為史上半

年度新高。 

值得注意，2018 年上半年 CVC 參與美國

VC投資活動件數占比由 2017年 15.8%上升至

17.6%，投資金額占比則由 2017 年的 45.2%上

升至 48.3%，雙雙到達新高水準，顯示 CVC

已在近年來 VC 圈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不同於 VC 的投資布局，CVC 投資交易更

偏好在早期與後期，2018H1 後期投資件數明

顯上升。從投資規模而言，近年來 CVC 參與

投資的案件大多偏向中大型規模，特別是投資

獨角獸的交易金額，占了 CVC 絕大部分的投

資金額。 

儘管 CVC 投資策略與傳統 VC 不同，但

投資的領域大致相同，且集中度更高。2018H1

美國 CVC 投資件數中，45%集中在軟體，高

於整體 VC 的 42%，製藥與生技占比 12%，也

高於 VC 的 8%。至於 2018H1 美國 CVC 投資

金額中，41%投資於軟體，與整體 VC 投資比

重相同，投資泛健康醫療領域金額占比為 27%，

略低於 VC 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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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熱點：加州、麻州、紐約名列 2018H1

獲投件數與金額最高的三州。 

2018H1 美國 VC 熱門投資地區大致維持

不變，仍以美國西岸、中大西洋地區、新英格

蘭地區部為投資熱點。其中西岸約占 4 成交易

件數與 6 成投資金額。 

2018 年上半年，VC 投資件數前五州分別

為加州（1,399 件，占 35％）、紐約（500 件，

13％）、麻州（311 件，占 8％）、德州（190

件，占 5％）、華盛頓州（154 件，占 4％），

加州投資件數超越後面四個州的總和。若依金

額來看，矽谷所在的加州以 323 億美元穩居冠

軍，吸引美國 VC 56%的投資，其次是麻州（61

億美元，占比 11％）、紐約（59 億美元，占

比 10％）、華盛頓（18 億美元，占比 3％）、

德州（14 億美元，占比 2％）。 

投資金額前 10 大案件：2018 年上半年以

Faraday Future、Lyft、Uber 名列投資金

額前三大交易案 

Venture Monitor列出 2018年第二季 10大

VC 投資案件，包括：電動車 Faraday Future 

（20 億美元）、叫車服務 Lyft（6 億美元）、

生物科技Allogene Therapeutics（4.12億美元）、

金融科技 Robinhood（3.63 億美元）、群眾外

包配送平台 Instacart（3.50 億美元）、房產交

易平台 Opendoor（3.25 億美元）、液體活檢

Grail（3.0 億美元）、供應鏈金融 Tradeshift

（2.5 億美元）、資料儲存 Cohesity（2.5 億美

元）、大數據分析 Dataminr（2.21 億美元）。 

至於 2018 年上半年美國 VC 投資前十大

案件，包括：電動車 Faraday Future（20 億美

元）、叫車服務 Lyft（17 億美元）、Uber（12.5

億美元）、AR 擴增實境 Magic Leap（9.63 億

美元）、智慧建築 Katerra（8.65 億美元）、

能源 Farasis Energy（7.90 億美元）、叫車服

務 Lyft（6 億美元）、餐飲外送服務 DoorDash

（ 5.35 億 美 元 ） 、 生 物 科 技 Moderna 

Therapeutics（5.0 億美元）、生物科技 Allogene 

Therapeutics（4.12 億美元）。 

 

三、美國 VC 退場趨勢 

2018H1 透過 IPO 退場逐漸升溫，退場交

易件數與占比雙雙上升，VC 退場時間縮

短 

最後為退場表現，美國 VC 退場交易自

2014 年峰值後一路下滑，2018H1 退場件數為

419 件，較 2017H2 略增 3%，但較去年同期減

少 6%。退場金額 287 億美元，較 2017H2 增

加 13%，與去年同期相近。 

2018H1 創投退場的模式仍以收購(71%)

與併購(19%)為主，IPO占比已由 2017年的 7%

上升至 10%。 

2018H1 美國創投透過收購、IPO 與併購

三種模式退場的時間均較 2017 年平均時間縮

短，將有助於整體 VC 市場的良性循環發展。 

VC 退場排行榜：2018H1 美國 VC 前三

大退場交易案為 Flatiron 、 RING 、

Glassdoor 

2018H1 美國 VC 最大的退場案件中，收

購退場的金額明顯高於 IPO，前三大退場交易

金額均是收購退場 

2018H1 透過 IPO 退場金額最高為雲端儲

存 Dropbox 在那斯達克上市，為 Dropbox 籌得

7.56 億美元。而收購退場金額前三大，分別是

癌症大數據平台 Flatiron(19 億美元)、智慧門

鈴 Ring(12 億美元 )、職場評價社群媒體

Glassdoor(12 億美元) 

結語 

根據 Pitchbook 資料，2018H1 美國 VC 投

資件數為 3,997 件，較 2017H1 與 2017H2 少，

為 2013H1 以來最低。中大規模的投資案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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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升投資金額，2018H1 美國 VC 投資金

額達 575 億美元，較 2017H2 成長 28%，更較

去年同期(2017H1)成長 56%，使得半年度投資

金額再締造新高記錄。 

美國 VC 機構投資趨向謹慎保守，朝向中

後期追投模式，特別熱衷追投獨角獸後期階段

的募資，不斷拉高平均投資規模。整體而言，

集中在「更少數、更鉅額交易」模式，似乎已

成為美國創投資本市場的新常態。 

2018H1 天使輪 / 種子輪獲投件數較

2017H2 減少 15％，也較去年同期減少 17％，

顯示新創企業早期募資不易。此外，天使輪/

種子輪獲投的企業平均成立時間也較 2017 年

多出 1.28 年，顯示新創早期募資更具挑戰。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近年來美國天使投資人透

過加入天使投資聯盟，使得天使投資越來越趨

向專業化 VC，對於早期募資案件的審查更加

嚴格了。因此，新創企業在尋找早期階段資金

時，需要花上更長的時間打造商業模式獨特的

產品，才能獲得投資人青睞。 

在經歷了 2016 年和 2017 年乏善可陳的

VC 退場表現後，特別是 IPO 市場欲振乏力。

在 2018 上半年終於迎來加溫中的 IPO 市況，

IPO 件數為 43 件，超越 2016 年 42 件，退場

件數占比已由2017年的7%上升至10%。另外，

收購與併購件數也維持相對健全成長。 

近年來，由於 VC 市場資金充沛，為規避

公開募資需接受繁瑣的監管程序，使得許多獨

角獸企業寧願長期保持私有化，此也促使 VC

無法順利退場。為能激勵獨角獸 IPO，美國打

破成規，紐交所通過美國政府 SEC 批准直接

上市，另外，包括中國與香港也積極研擬吸引

獨角獸上市的因應對策。 

據海外媒體報導，研究機構 Dealogic 公佈

的資料顯示，2018 上半年已有 120 家公司透

過在美國進行 IPO 總計籌資 352 億美元，為

2012 年以來的最高水準。今年美股 IPO 市場

一掃多年的陰霾，新上市股票的表現跑贏大盤，

科技股的優勢尤其明顯。市場專業人士對 IPO

前景保持樂觀態度，估計 2018 年美國科技股

IPO 逾 50 家。 

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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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矽谷投資風向掃瞄

（2018.7） 

根據 Crunchbase 資料，2018 年 7 月共有

53 家總部設於矽谷地區1 的新創企業獲投，在

5 件金額上億美元鉅額交易的推動之下，揭露

之總金額突破 19.69 億美元，高於上個月的

11.7 億美元。 

從產業領域來看，生技醫療為本月份最受

投資者關注的領域，交易件數 16 件，整體獲

投金額 2.83 億美元。另外，企業應用雖然交

易件數較少，僅 6 件，但獲投金額達 4.43 億

美元，其中 AppLovin 獲得 KKR 私募股權基

金 4 億美元的投資是為關鍵。募資金額上億美

元的鉅額交易案在本月份出現五件，除了企業

應用領域的 AppLovin 之外，尚有汽車科技領

域的 Zoox，完成 B 輪募資 5 億美元；IoT 領

域的 Lime，完成 C 輪募資 3.35 億美元；生技

醫療領域的Ajax Health，完成B輪1.2億美元；

以及攝影技術公司 Light，完成 D 輪募資 1.21

億美元。 

                                                           

1矽谷地區係指 San Mateo 南部至 San Jose，其

中包含位於 San Mateo 的 Belmont、Burlingame、

East Palo Alto、Foster City、Menlo Park、

Redwood City、San Carlos、San Mateo，以及

Santa Clara County 的 Campbell、Cuper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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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ain View、Palo Alto、San Jose、Santa 

Clara、Saratoga、Sunnyvale。 

在各募資輪次上，種子/天使輪募資案 9

件，總金額 1,114 萬美元；A 輪募資 11 件，

金額為 7,820 萬美元；B 輪投資案 12 件，金額

8.43 億美元；C 輪投資案 3 件，金額 3.54 億美

元；D 輪 1 件，金額 1.21 億美元；E 輪 1 件，

金額 1,200 萬美元。其他來自可轉債、ICO 與

補助的交易案共 7 件，金額達 4.08 億美元。 

本月獲得投資的企業中，汽車科技公司

Zoox 以 5 億美元完成 B 輪募資，成為本月的

焦點新創。該公司成立於 2014 年，專注於自

動駕駛的整體解決方案，尤其是機器視覺與道

路辨識技術。2015 年 7 月 Zoox 即被兩家知名

創投，Lux Capital 與 DFJ 相中，獲得 4,000 萬

美元的種子投資；2016 年 5 月完成的 A 輪募

資就已高達 2.5 億美元，估值 8 億美元。今年

7 月的 B 輪募資案則是將其估值推升至 32 億

美元，正式進入獨角獸行列，由 Grok Ventures

領投。 

精準行銷公司 AppLovin 在 7 月份完成 4

億美元的鉅額 PE 輪投資，並由國際級私募基

金KKR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領投。

該公司成立於 2012 年，利用行動網路分析客

戶的消費與網路行為特徵，協助廣告主向特定

特徵的消費者進行精準行銷。本月募資完成後，

該公司總募資金額攀升至 14 億美元，估值也

來到了 16 億美元。 

共享單車服務新創 Lime 本月獲得 3.35 億

美元的 C 輪投資，由 GV 領投，參與投資機構

多達 13 家，其中不乏知名創投，如 Andreessen 

Horowitz、IVP 與 Alphabet 等。更值得關注的

是，本次投資者中共享汽車的代表 Uber 亦名

列其中。 

攝像技術與軟硬體研發公司 Light 在本月

完成 D 輪 1.21 億美元募資，是本月份的 D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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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資代表。該公司成立於 2013 年，專注於影

像技術的開發，其應用多攝像頭影像融合技術，

提升影像解析度與精確度，主要產品為 L16

相機。2014 年高通即參與其 A 輪 970 萬美元

的募資；2016 年 C 輪則有 GV 的投入；今年 7

月則是由日本軟銀的 Vision Fund 與德國相機

大廠 Leica 共同投資。 

金融科技新創 Next Insurance 在 7 月也獲

得 B 輪 8,300 萬美元投資，吸引了 9 家投資機

構參與。該公司 2016 年成立，為個人工作室、

自由工作者或微型創業者提供線上保險服務。

另外，圖資新創公司DeepMap也在本月獲投，

金額為 6,000 萬美元。2016 年成立的 DeepMap

專注於高精度地圖解決方案的研發，提供實時

定位軟體以及其他圖資數據，推動無人駕駛技

術發展。這次的投資案主要投資者來自中國，

阿里巴巴、滴滴出行與北汽集團。 

 

 

表 1 -1、2018 年 7 月份矽谷地區各領域獲投狀況 

產業領域  件數  募資金額  (百萬美元 )  

生技醫療  16 282.87  

企業應用  6 443.00  

IoT 6 359.07  

金融科技  4 127.95  

網路應用  3 3.00 

媒體與娛樂  3 2.50 

汽車科技  2 560.00  

教育科技  2 16.50  

能源  2 15.40  

AR/VR 2 5.50 

人工智慧  2 0.77 

資安  1 12.00  

雲端科技  1 3.50 

行動科技  1 2.37 

其他  3 134.30  

總計  53 1,968.72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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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18 年 7 月矽谷地區前十大獲投企業 

#  公司名稱  產業領域  

募資輪
次或類

型  

金額
(百萬
美元 )  

公布
時間  

重要投資人  

1  Zoox 汽車科技  B $500 7/8  Grok Ventures  

2 AppLovin  企業應用  其他  $400 7/17  KKR & Co.  

3 Lime IoT C $335 7/9  

Andreessen 

Horowi tz、GV、IVP、
Uber、Alphabet  

4 Light  其他  D $121 7/18  
SoftBank Vision 

Fund、 Leica  

5 
Ajax 

Health  
生技醫療  B $120 7/9  

Polar is  Par tners、KKR 

& Co.  

6 
Next  

Insurance  
金融科技  B $83 7/11 

Redpoint、Amer ican 

Express  Ventures  

7 

Pliant  

Therapeuti

cs  

生技醫療  B $62 7/16  

Menlo  Ventures、
Cowen Healthcare 

Investments  

8 DeepMap  汽車科技  未分類  $60 7/9  
Alibaba、Didi 

Chuxing、BAIC Group  

9 
Polares 

Medical  
生技醫療  未分類  $25 7/17  

Wel l ington 

Partners、Decheng 

Capital  

10 Espressive  企業應用  未分類  $23 7/31  
General  Cata lys t、

Wing Venture Capi ta l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1-1、2018 年 7 月矽谷地區各領域募資件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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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1-2、2018 年 7 月矽谷地區各輪次募資金額與件數 

 

矽谷企業獲投狀況 

1. 生技醫療 

 Ajax Health (建立一診所平台，將病人資

料登錄於此，便於追蹤病情並提供診療

相關資訊，使醫療過程更有效率，且保

證資料安全不外洩) 7/9 宣布完成 B 輪募

資 1.2 億美元，由 Polaris Partners、KKR 

& Co.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Aisling Capital 、 ICONIQ Capital 、

HealthQuest Capital、WTI 共同投資。 

 Pliant Therapeutics (應用 integrin biology

與 TGF-β開發預防甚至逆轉纖維化疾病

的治療手段，其靶向產品可針對多種器

官的纖維化進行治療，包括肺部纖維化

(IPF)、肝臟硬化(NASH)、腎纖維化、硬

皮病、心肌纖維化與克隆氏症) 7/16 完成

B 輪募資 6,200 萬美元，由 Cowen 

Healthcare Investments 領 投 ， Menlo 

Ventures、S-Cubed Capital、Agent Capital、

Schroder Adveq 、 Eventide Asset 

Management 參與投資。 

 Polares Medical (針對心臟瓣膜相關疾病

的患者，開發避免其血液回流的醫療器

材) 7/17 完成募資 2,500 萬美元。由

Decheng Capital ( 德誠資本 ) 領投，

Wellington Partners、Earlybird Venture 

Capital 、 Endeavour Vision 、 IDO 

Investments 共同投資。 

 Quantapore (DNA 測序公司，Quantapore

已經開發出一種新型的納米孔測序技術，

能夠以當前技術十分之一的成本快速準

確地對 DNA 進行測序) 7/19 募得 C 輪

1,555 萬美元，由 Northern Light Venture 

Capital (北極光創投)領投，Tsingyuan 

Ventures、Cloudstone Venture、百度創投、

Sangel Biomedical Venture Capital 參與

投資。 

 Octave Bioscience (專注於由多發性硬化

(multiple sclerosis, MS)開始的神經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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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開發創新的測量工具為結構化

分析數據模型提供支持，從而改善決策

制定，提高結果精確度並降低成本) 7/12

募得 A 輪 1,400 萬美元，BlueCross 

BlueShield Venture Partners 領投，Section 

32、Echo Health Ventures 參與投資。 

 Lumiata (健康醫療大數據公司，提供預

測分析，用於管理影響數百萬人生命的

健康成本與風險) 7/10 募得 B 輪 1,100 萬

美元，由 Khosla Ventures、BlueCross 

BlueShield Venture Partners 領投，Intel 

Capital 、 Sandbox Industries 、 Castor 

Ventures、Leawood Venture Capital 參與

投資。 

 HealthCrowd (端到端醫療健康平台，協

助醫療機構統合來自多個管道的病患資

訊，整合醫療資訊、風險管理與客戶關

係系統，建構完整的醫療解決方案) 7/25

募得 A 輪 720 萬美元，由 TVC Capital

領投，Startup Capital Ventures、Healthy 

Ventures 共同投資。 

 InnoVein (專注於心臟與靜脈疾病治療

方案，開發並提供植入式人工置換瓣膜，

可調節血管流量，治療靜脈功能不全患

者) 7/3 募得約 654 萬美元。 

 Beddr Sleep ( 開 發 睡 眠 追 蹤 裝 置

SleepTuner，並可透過手機追蹤睡眠狀態) 

7/24 募得 A 輪資金 560 萬美元，由 Three 

Leaf Ventures 領投，Stanford-StartX Fund、

IT-Farm、Delta Dental of Washington 共

同投資。 

 Viome (腸道檢查公司，提供檢測人體腸

道內微生物情況的服務。客戶可在家完

成腸道測試，或可將樣本寄予 Viome 檢

查，提供個人化的健康建議) 7/6 募得 B

輪資金 550 萬美元，Physician Partners

領投，Khosla Ventures 共同投資。 

 scibac (開發活性微生物治療藥物，用以

治療耐藥性疾病，具有標靶藥物功能，

並且降低再感染的風險) 7/31獲得376萬

美元補助，由 CARB-X 出資。 

 Toma Biosciences (藉由新一代的基因定

序技術，TOMA OS-SeqTM 癌症檢測，

可快速、簡單、有效地分析所有類型的

腫瘤樣本，給予病患及醫師更精準的治

療方針) 7/21募得C輪資金 360萬美元，

由 Vital Capital、Stanford University、

Prolog Ventures、Paladin Capital Group、

Keiretsu Forum CEE、Keiretsu Capital、

Correlation Ventures 、 SAYJ Global 

Partners 共同投資。 

 Ciitizen (建置醫療紀錄平台，使用戶能完

整掌握個人病史數據資料) 7/26 募得 300

萬美元，Andreessen Horowitz 領投。 

 FitBliss (開發一平台追蹤客戶生活型態

等數據，並給予客戶個人化的健康計畫

及建議) 7/16透過可轉債募得12萬美元，

由 Techstars 投資。 

 Venclose (開發 VENCLOSE RF Ablation 

System (射頻消融系統)，用於治療靜脈

回流疾病，或稱慢性靜脈功能不全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CVI)，如深

層靜脈栓塞) 7/12 募得 B 輪資金。 

 Talis Biomedical (製藥技術開發與設計，

運用模組化的流體管理與敏感性檢測技

術，提升新藥開發與臨床實驗效率) 7/16

獲得補助，由 CARB-X 出資。 

 

2. 企業應用 

 AppLovin (廣告行銷公司，其服務內容為

利用行動網路幫助廣告主向特徵類似的

消費者進行精準行銷) 7/17 募得 PE 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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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由 KKR & Co.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領投。 

 Espressive (開發企業應用程式，主要產

品為 AI 虛擬助理 Barista，針對企業員工

對於公司內部需求提供指引服務) 7/31

募得私募輪資金2,300萬美元，由General 

Catalyst、Wing Venture Capital 領投。 

 QC Ware (建立雲端運算平台，針對企業

客戶開發量子運算軟體，解決模型優化

與機器學習問題) 7/10募得A輪資金 650

萬美元，由 Goldman Sachs、Citigroup 領

投，Fenox Venture Capital、D. E. Shaw & 

Co.、Airbus Ventures 共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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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募得私募輪資金 600

萬美元，由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投

資。 

 Dremio Corporation (提供大數據處理技

術服務，加快 BI 工具、機器學習與 SQL

等客戶端資料科學分析效率) 7/31募得B

輪資金 500 萬美元，由 Cisco Investments

領投。 

 SpaceIQ (工作空間優化與管理服務公司，

其工作場所管理平台為智慧化 IWMS(整

合工作場所管理系統)與 CMMS(電腦化

維護管理系統)解決方案，提供可視化辦

公室規劃與管理，提升營運效率) 7/17 募

得 A 輪資金 250 萬美元，由 Bullpen 

Capital、 Xplorer Capital 領投。 

 

3. IoT 

 Lime (共享單車服務，為最後一哩的交通

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客戶可透過行動裝

置使用該服務，解鎖、騎乘與歸還 Lime

所提供的交通工具，除了單車外，近期

亦推出電動腳踏車與滑板車) 7/9 募得 C

輪資金 3.35 億美元，由 GV 領投，

Andreessen Horowitz、IVP (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Atomico、GIC、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ompany、

Coatue Management、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Fifth Wall、Triton Funds 

LLC、Riverside Ventures、Uber、Alphabet、

Ed Baker 共同投資。 

 Swim.ai (開發邊緣運算軟體，可在本地

處理和分析來自傳感器的大量數據，為

企業、設備製造商與 IOT/IIOT 領域提供

實時分析與機器學習技術) 7/17 募得 B

輪 1,100萬美元，由Cambridge Innovation 

Capital 領投，Silver Creek Ventures、

Harris Barton 共同投資。 

 GMEMS Technologies ( 微機電系統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公司，採用 MEMS 專利技術開發

多種感測器，針對工業過程控制的壓力、

運動、溫度與機械狀態進行監測) 7/10 完

成 A 輪募資 750 萬美元，由 Fortune 

Venture Capital 領投，Northern Light 

Venture Capital、SinoVest Capital 共同投

資。 

 MODE (協助企業將現有的硬體設備連

結至網路，建立物聯網系統，並提供雲

端監測管理、軟硬體開發服務) 7/22 募得

私募輪資金 532 萬美元。 

 Matrix Industries (開發不用充電的智慧

型手錶，該手錶採用 Matrix 最新的熱點

技術，該技術是從溫度變化中汲取能量

以供發電，能夠將身體熱量轉化為電能) 

7/10 募得私募輪資金 25 萬美元，由 Q 

Venture Partners 投資。 

 Marvelmind Robotics (室內 GPS 系統開

發，可進行室內即時定位與追蹤，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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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無人機或 VR 設備) 7/5 募得種子輪

資金，由 Skolkovo Foundation 投資。 

 

4.  金融科技 

 Next Insurance (為個人工作室、自由工作

者或微型創業者提供線上保險服務 ) 

7/11 募得 B 輪資金 8,300 萬美元，由

Redpoint 領投，Global Founders Capital、

SGVC、American Express Ventures、

Ribbit Capital 、 Zeev Ventures 、 TLV 

Partners、Munich Re / HSB Ventures、

Nationwide Insurance 共同投資。 

 Reali (房產仲介服務平台，在平台進行房

產交易時用戶只需支付固定的賣家費和

買方代理佣金，不必按照成交價的百分

比模式付費，同時平台運用人工智慧技

術優化買家和賣家之間的工作流程，幫

助提升房地產交易效率，為買賣雙方節

約成本) 7/18 募得 B 輪 2,000 萬美元，由

Zeev Ventures 領投， Signia Venture 

Partners 參與投資。 

 Ankr Network (採用 Intel-SGX (Software 

Guard Extensions) 打 造 

Proof-of-Useful-Work (PoUW) 實效工作

量證明共識機制的區塊鏈可信分布式雲

端運算平台) 7/1 募得 1,295 萬美元，由

Node Capital、BlockVC、Kosmos Capital、

MW Partners 、 GBIC 、 OKBlockchain 

Capital、Link VC 共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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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完成 E

輪募資 1,200 萬美元，由 Nationwide 

Insurance、M12 領投。 

5. 網路應用 

 DIRT Protocol (建構分散訊息管理協議，

以開放式平台容許所有人分享資訊，並

透過代幣發放與交易機制確保數據的正

確性) 7/11 募得種子輪 300 萬美元，由

SV Angel、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Greylock Partners、General Catalyst、Elad 

Gil、Avichal Garg、Fred Ehrsam、Village 

Global、Hustle Fund、Linda Xie 投資。 

 Mainframe (基於區塊鏈技術的通信路由

網絡，涵蓋具獎勵機制的去中心化的通

信層，為用戶提供封包路由、數據包投

遞、數據包持有、文檔儲存與數據服務，

其安全模式不僅有加密技術，亦能抵擋

審查和監控) 7/4 以 ICO 募得資金，由

Zeroth 投資。 

 Threadloom (針對全球線上論壇所開發

的 AI 搜尋系統，針對論壇內容品質提供

排名與電子報服務) 7/9 募得 A 輪資金，

由 Naspers 領投，Sovereign’s Capital 共

同投資。 

 

6. 媒體與娛樂 

 Krome Photos (提供便利的相片設計與

印刷服務，消費者可上傳照片並進行照

片編輯，或透過設計團隊創建自己的影

像集、照片書、相片日曆等) 7/17 完成種

子輪募資 230 萬美元，由 Evolution 

Corporate Advisors 領投， Sand Hill 

Angels、RiverPark Ventures 共同投資。 

 Bonder (開發與設計具有社群及零售功

能的行動應用程式) 7/20 募得種子輪資

金 20 萬美元，由 Gerard III Williams 投

資。 

 E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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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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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及推薦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如

STEAM、App Store、Google Play 等) 7/17

募得種子輪資金，由 Fission Capital、

QuarkChain 領投。 

 

7. 汽車科技 

 Zoox (自動駕駛解決方案開發公司，研發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系統) 7/8 募得 B 輪 5 億美元，由

Grok Ventures 投資。 

 DeepMap (專注於高精度地圖解決方案

的研發，提供實時定位軟體以及其他圖

資數據，推動無人駕駛技術發展) 7/9 完

成私募輪 6,000 萬美元，由 Alibaba、Didi 

Chuxing、BAIC Group 投資。 

 

8. 教育科技 

 Swing Education (代課教師資源平台，該

公司提供便於尋找、招聘、篩選、安排

與支付代課教師等後勤問題的平台，提

升教育效率) 7/11 募得 B 輪資金 1,500 萬

美元，由 Owl Ventures、GV 領投，Kapor 

Capital、Ulu Ventures、Moment Ventures、

Edovate Capital、Red House Education、

Social Capital 參與投資。 

 Cell-Ed (行動學習解決方案，主要服務於

低學歷低收入群體，通過手機語音和短

信，將企業雇主和教育培訓機構提供的

課程，推送給用戶，並在學習結束後發

放技能證書，涵蓋語言學習、工作培訓、

數據分析等技能類課程) 7/9 完成種子輪

募資 150 萬美元，由 Lumina Impact 

Ventures 領投，Strada Education Network、

Twilio、PG Impact Investments 共同投

資。 

 

9. 能源 

 Apollo Fusion (開發安全性高且靈活性

高的能源系統 ACE，提供低軌道衛星的

火箭推進力，降低能源成本) 7/11 完成 B

輪募資 1,000 萬美元，由 Reid Hoffman

領投。 

 Pegasus Solar (研發太陽能發電裝置，設

計創新的屋頂無軌安裝系統 LightSpeed 

Mount Residential，加快安裝速度並降低

成本) 7/10 募得 A 輪資金 540 萬美元，

由 Ecosystem Integrity Fund 領投，Okapi 

Venture Capital、Ecosystem Integrity Fund、

Mike Miskovsky、Howard Wenger 參與投

資。 

 

10. AR/VR 

 BinaryVR (開發實時臉部追蹤程式，可即

時將拍攝到的臉部表情轉換為動畫 ) 

7/24 募得 A 輪資金 450 萬美元，由 Pearl 

Abyss Capital 、 Kakao Ventures 、 KT 

investment Inc.、Atinum Investment 共同

投資。 

 3DLOOK (即時人體掃描技術開發，用以

收集人體量測數據，適用於行動裝置，

服飾業者可透過該技術提供客製化服務) 

7/10 募得種子資金 100 萬美元，由

u.ventures領投，500 Startups、Josh Lord、

Merrill Slaugh、Michael Hauser 參與投

資。 

 

11. 人工智慧 

 Storyline (建置語音虛擬助手(Alexa)設

計介面，使用者無須學習程式設計即可

開發語音助理) 7/5募得種子輪77萬美元，

由 Boost VC 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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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安 

 Xage Security (提供企業去中心化及個資

安全的方法，近期投入能源產業，運用

其區塊鏈技術遠端監控鑽油井的機台以

及其資訊安全) 7/22 募得 A 輪資金 1,200

萬美元，由 March Capital Partners 領投，

GE Ventures、City Light Capital、NexStar 

Partners 參與投資。 

 

13. 雲端科技 

 DBM Cloud Systems (將客戶的資訊透過

patent-pending algorithms 來保障其智慧

財產權，並同步資料至雲端保障資料不

遺失，且保障客戶資料安全不外洩) 7/14

透過可轉債募得 350萬美元，由Shoreline 

Venture Management 出資。 

14. 行動科技 

 Miles (開發行動應用程式，自動紀錄客

戶的移動里程，並以點數計算的方式給

予其獎勵(來自各大零售商的商品)，鼓勵

客戶保持良好的走路習慣) 7/24 募得種

子輪 237 萬美元，由 Urban Us、Scrum 

Ventures、Porsche、Ira Nydick、H. Barton 

Co-Invest Fund、Gabe Klein、Ira Nydick

共同投資。 

15. 其他 

 Light (應用多攝像頭影像融合技術，提升

影像解析度與精確度，主要產品為 L16

相機。近期正將其技術應用於自駕車領

域) 7/18 募得 D 輪 1.21 億美元，由

SoftBank Vision Fund 領投，Leica 共同投

資。 

 LeoLabs (利用地面相控陣雷達網路，建

立低地球軌道(low Earth orbit, LEO)物體

高分辨率地圖數據，降低目前擁擠的低

軌道商用衛星碰撞風險) 7/26 募得 A 輪

1,300 萬美元，由 WERU Investment、

Airbus Ventures 領投，Space Angels、

Horizons Ventures 共同投資。 

 Cupix (開發與銷售先進的影像測量軟體

解決方案，可透過 360 度環景相片自動

創建 3D 場景，主要用於施工場所、室內

裝潢等) 7/1 獲得 30 萬美元補助，由 Zig 

Bang 出資。 

范秉航博士（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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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中國投資風向掃瞄

（2018.7） 

本月在亞洲投資風向掃描方面，提供觀察中國 2018 年 7 月股權投資的趨勢。首先針對中國

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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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獲投的概況。 

總獲投件數與金額估計 

2018 年 7 月份中國共有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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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75 億人民幣，約 125.64 億美元。 

獲投行業分佈 

就獲投行業之件數分佈，以企業服務最高，共有 90 件投資交易活動，占總獲投件數的 17%。

其次依序為金融 77 件(14%)以及醫療健康 58 件(11%)。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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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中國獲投企業募資階段高度集中在早期階段，占比約

67%，其中種子輪/天使輪 141 件(26%)、Pre-A 輪、A 輪、A+輪共 219 件(41%)。中期階段(Pre-B

輪、B/ B+輪、C/ C+輪)的件數共 94 件(18%)。後期階段(D 輪之後)占比約為 3%，至於戰略性投

資達 65 件，占比 12%。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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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件(40%)、

廣東 91 件(17%)、上海 88 件(17%)、浙江 43 件(8%)、江蘇 28 件(5%)等，合計五大地區占總獲投

件數的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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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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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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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寧體育(A 輪 6 億美元) 

蘇寧體育是蘇寧控股新設的產業板塊，以

提供高品質的體育產品和服務為宗旨，以整合

體育資源、打造中國產業鏈最完整的國際化體

育集團為目標，佈局體育全產業鏈生態圈。 

蘇寧體育在 2018 年初啟動 A 輪募資，在

本月宣布正式完成募資，由投資機構高盛、戰

略合作夥伴阿里巴巴共同領投，其他投資者包

括戰略合作夥伴恒大、雲鋒基金、商湯科技，

以及浙江省體育產業基金、江蘇省體育產業投

資基金等地方政府體育基金和建銀國際、民銀

國際、農銀國際等銀行系投資機構。所獲資金

將用於版權採購、市場推廣、節目製作、零售

發展等。 

58 速運(A 輪 2.5 億美元) 

58 速運由東南亞同城貨運及物流平台快

狗速運(“GOGOVAN”)與 58 到家貨運業務部

門合併為 58 到家子公司，旨在建立全中國最

快速、最實惠的同城貨運服務。58 速運團隊

成員除來自 58 同城外，還有大量來自百度、

騰訊、阿里巴巴、亞馬遜、易到等知名網路公

司資深產品、研發人員，以及德邦、DHL 等

一線物流企業管理成員。 

58速運本月宣佈完成 2.5億美元的募資，

由華新投資領投，菜鳥、中俄基金、弘潤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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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母基金及母公司 58 到家跟投。華興資本

擔任 58 速運本次募資的獨家財務顧問。 

瑞幸咖啡(A 輪 2 億美元) 

瑞幸咖啡由前神州租車 COO 錢治亞於去

年 11 月所創立，透過 App 搭配各種外送外帶

以及實體店的服務，以病毒行銷方式，快速擴

張服務版圖，直接撼動到中國星巴克而一戰成

名，在不到一年之內直接問鼎零售咖啡獨角

獸。 

本月瑞幸咖啡宣佈完成 2 億美元 A 輪募

資，目前估值達 10 億美元，大鉦資本、愉悅

資本、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君聯資

本參與了本次募資。 

Middle-Stage 

京東金融(B 輪 130 億人民幣) 

京東金融是京東集團所拆分的網路金融

業務公司，涵蓋消費金融、貸款、供應鏈金融、

股權、眾籌、支付等多項業務。 

京東金融本月正式宣佈，近期已與中金資

本、中銀投資、中信建投和中信資本等投資人

簽署了具有約束力增資協議計畫，金額為 130

億元人民幣，投後估值約 1,330 億人民幣。 

WeWork China(B 輪 5 億美元) 

WeWork 於 2017 年 7 月，與弘毅投資及

軟銀集團聯手宣布設立WeWork中國子公司，

業務與母公司相同，為共享辦公空間提供服務

商。 

本月 WeWork 宣布，WeWork 中國子公司

獲得 5 億美元的 B 輪投資，本輪投資由軟銀集

團、軟銀願景基金、淡馬錫、摯信資本、弘毅

投資領投，目的在進一步加速 WeWork 在中國

的業務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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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智能(C 輪 2 億美元) 

塗鴉智能提供一站式人工智慧物聯網的

解決方案，並且涵蓋了硬體接入、雲端服務以

及 App 軟體發展三個方向，形成人工智慧+製

造業的完整服務。據塗鴉智能宣稱，截至 2017

年 11 月，塗鴉智慧雲已覆蓋包含中國、美國、

歐洲、中東、東盟等在內的近 200 個國家和地

區，智慧產品銷往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服務

全球超過 10,000 家客戶，為近 11,000 款智慧

產品提供智慧化解決方案，產品觸達數千萬消

費者，日處理設備請求量超過 200 億次，日語

音 AI 操作 600 萬次。 

塗鴉智能於本月完成近2億美元C輪募資，

由澳大利亞主權財富基金未來基金 (Future 

Fund）、NEA、中金矽谷基金、寬頻資本、

Quadrille Capital 以及香港查氏家族基金

(C.M.Capital)等機構投資。 

復宏漢霖(B 輪 1.57 億美元) 

復宏漢霖是一家生物製藥研發公司，致力

於應用前沿技術進行單株抗體(單抗)生物類似

藥、生物改良藥以及創新單抗的研發及產業

化。 

復宏漢霖本月募資 B 輪 1.57 億美元，此

輪投後估值達 29.57 億美元。參與此輪投資機

構中，正心谷創新資本投資 5,000 萬美元，其

他投資方包括新華創新基金、中金、富國資產

管理等機構，老股東Green Tomato 本輪跟投。 

亞盛醫藥(C 輪 10 億人民幣) 

亞盛醫藥是一家原創新藥研發企業，公司

以中國及全球“無藥可醫”的臨床用藥需求

為導向，設計、研發具有“First-in-Class”或

“Best-in-Class”潛力的高端原創新藥。 

亞盛醫藥本月宣佈完成 10 億人民幣 C 輪

募資。本輪募資由元明方圓基金、元禾原點和

騰躍基金共同領投，ArrowMark Partners、HD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清松資本、建銀國際

等機構跟投。目前估值約 40 億人民幣。 

Late-Stage 與其他 

長城資產(戰略投資 50 億人民幣) 

中國長城資產的業務是收購、管理和處置

國有銀行釋出的不良資產。自成立以來，先後

收購、管理和處置了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

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

構不良資產 1 萬多億元。 

中再集團本月公告，旗下中再產險、中國

大地保險斥資 50 億人民幣戰略入股長城資產。

同時，中再集團與旗下子公司分別與長城資產

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滴滴出行(戰略投資 5 億美元) 

滴滴出行為中國最大叫車服務平台，提供

包含專車、共乘、代駕、計程車、順風車等多

項服務，也推出共享單車品牌「青桔單車」。 

本月滴滴出行宣佈與線上旅行及周邊服

務的全球領導者Booking Holdings達成戰略合

作關係，滴滴出行也獲得 Booking Holdings 5

億美元戰略投資。此次合作後，Booking 

Holdings 旗下的 App 將為用戶提供滴滴叫車

服務介面，而滴滴出行的乘客也可以直接透過

Booking.com 或 Agoda 平台預訂飯店住宿。 

作業幫(D 輪 3.5 億美元) 

作業幫是針對中國中、小學教育領域推出

的線上學習平台，也是習題搜索、名師直播、

即時答疑、題庫練習和學習溝通的綜合學習平

台，服務內容包含教、學、測、練、評等各個

面向，已為中國中、小學生解決日均過億次的

學習需求，佔有超過 70%的搜題市場份額。 

本月作業幫完成 3.5 億美元 D 輪募資，本

輪募資由 Coatue 領投，高盛、春華資本、紅

杉中國、GGV 紀源資本、襄禾資本、天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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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NEA、泰合資本等跟投，泰合資本擔任獨

家財務顧問。 

知乎(E 輪 2.7 億美元) 

知乎是一個問答型的知識交流社交平台，

透過問答的方式使用戶互相分享彼此的知識、

見解以及經驗。 

本月知乎完成了 2.7 億美元 E 輪募資，投

後估值約 24 億美元。領投方為新基金尚珹資

本，騰訊、高盛、陽光保險、今日資本和光源

資本跟投，光源資本擔任財務顧問。 

零氪科技(D 輪 10 億人民幣) 

零氪科技為人工智慧與醫療大數據平台，

擁有中國最大規模的醫療大數據資源庫和技

術支撐服務體系。主要服務是為政府部門、各

級醫療機構、醫療器械廠商、藥企等提供高品

質醫療大數據整體解決方案，以及人工智慧輔

助決策系統、患者全流程管理、醫院輿情監控

及品牌建設、藥械研發、保險控費等服務。 

本月零氪科技已完成 10 億元 D 輪募資，

其中一個投資方為中國國務院批准成立、全球

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之一的“中國投資有限

責任公司”。本次募資將用於進一步推動產業

資源整合，完善網路醫院、鄰客智慧藥房及醫

療保險支付等佈局。 

醫聯(D 輪 10 億人民幣) 

醫聯是一款專屬於醫生使用的社交服務

平台。用戶均為通過認證的在職醫生，在醫聯

內，使用者可以進行學術知識交流、病例分享

討論、以及臨床交流等，平台致力為醫生搭建

高效專業的交流討論平台。 

本月醫聯宣佈獲得 10 億元 D 輪投資，由

中投中財領投，紅杉資本、中電健康產業基金、

華興新經濟基金等跟投。華興資本擔任本輪募

資的獨家財務顧問。 

天士力生物(F 輪上市前 10 億人民幣) 

天士力為現代治療性生物製藥研發和生

產企業，天士力研發的注射用重組人尿激酶原

商品，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多項相關專利，

是已獲授權的全球唯一上市重組人尿激酶原

產品。該商品透過基因工程方法製備的新一代

溶血栓藥物，用於由血栓引起的急性心肌梗塞

的治療。 

天士力生物宣佈完成 Pre-IPO 輪募資，投

後估值達 125 億人民幣。此次募資由香港匯橋

資本領投，法國梅里埃集團與其他中國機構等

跟投，募資額度約為 10 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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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4、7 月份中國地區各階段獲投金額前三名及高於 10 億人民幣的企業 

黃敬翔（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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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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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貳、圖解群眾募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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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 -圖解

Kickstarter 募資趨勢(2018.07) 

 

 

 

 

 

 

 

 

 

 

 

 

 

募資案件新增概況：2018 年 7 月總提案數超過 3,800 件 

2018 年 7 月總提案數超過 3,800 件，在各項類別提案中，

以遊戲類 590 件提案件數最高，其次為設計類的 421 件，再其

次則為影視類 379 件。 

成功案件與成功率概況：2018 年 7 月總成功案件超過

1,700 件，遊戲、藝術與設計類別的成功案件超過 200 件。 

2018 年 7 月總成功案件超過 1,700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遊

戲類達 305 件，其次為藝術類 230 件，再其次為設計類 215 件。

成功率部份，以戲劇類成功率最高，遊戲、設計與科技類成功

率分別為 51.69%、51.07%、27.81%，皆較過往水準高出許多。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 7 月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6,000 萬美元，遊戲類募資 2,057 萬美元最高。 

2018 年 7 月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6,000 萬美元，最吸金的

類別為遊戲類的 2,057 萬美元，其次為設計類的 1,611 萬美元，

第三則為科技類 1,022 萬美元。百萬募資個案則以遊戲類最

多。 

台灣募資個案：2018 年 7 月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

以科技類居多 

2018 年 7 月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科技類為主，特別

是小工具型的消費型電子產品，惟募資金額不高。 

 

 

 

 

Kickstarter 為美國最為知

名的回饋型群眾募資平

台，以下本研究針對 2018

年 7 月Kickstarter 平台各

類別募資案件數、成功案

件數與成功率、成功募資

金額及平均成功募資金

額、大案分析、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等面

向進行分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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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圖解台灣群

募平台募資趨勢(2018.07) 

 

 

 

 

 

 

 

 

 

 

 

 

 

 

 

 

 

各類別募資概況：2018 年 7 月募資案件 209 件，設計類

為募資案件最多的類別 

2018 年 7 月募資案件 209 件，設計類案件 60 件，為募資

案件最多的類別，其次為公共類的 38 件，再其次則為遊戲類

的 28 件。 

各類別成功率概況：2018 年 7 月成功案件 135 件，設計

類 50 件最多，其成功率亦高於九成 

2018 年 7 月總成功案件為 135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設計類

的 50 件，其次為公共類的 16 件。成功率部份，以音樂類成功

率達 66.67%最高，設計、公共的成功率則分別為 55%、31.85%。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 7 月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

金額超過 1.1 億元，設計類募資金額超過 4,900 萬 

2018年7月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1.1億元台幣，

最吸金的類別為設計類，共募得超過 4,900 萬新台幣，其次為

科技類則超過 3,400 萬元台幣。 

提案趨勢與百萬大案分析：2018 年 7 月以設計類募資案

大案件數最多 

2018 年 7 月台灣募資平台募資案件以設計、生活、遊戲、

設計與桌遊為 2018 年 7 月主要關鍵字。集資百萬專案共計 19

件，類別部份以設計類最多，科技類次之。就平台觀之，百萬

募資專案來自嘖嘖平台有 15 件，flyingV 則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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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總募資中

案件數、成功案件數、成

功率、成功募資金額、集

資百萬大案。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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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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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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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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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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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52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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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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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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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56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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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 -圖解

AngelList 獲投趨勢(2018.07) 

 

 

 

 

 

 

 

 

 

 

 

 

 

 

 

 

 

 

 

 

募資企業新增概況：2018 年 7 月登錄企業約 8.7 萬家 

2018 年 7 月約有 8.7 萬家新創企業登錄，較 2018 年 6 月

增加 1.8 萬家，為本年度新創企業登錄最高之月份。 

 

促成投資案件及金額新增概況：2018 年 7 月促成投資案

件 90 件，促成投資金額超過 2,500 萬美元 

2018 年 7 月份 AngelList 平台促成投資案件 90 件，與 2018

年 6 月相同；成功募資金額為較上月為高，達 2,500 萬美元。 

 

估值： 2018Q2 平均估值 470 萬美元，高於 2010 年以來

平均值 

2018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平均估值仍約維持在 420 萬美

元，2018Q2 平均估值為 470 萬美元，高於 2010 年以來平均值。

就創業者畢業學校觀之，平均估值以畢業於加州理工州立大學

的創業團隊 550 萬美元最高。就領域別觀之，資料整合領域的

平均估值可達 570 萬美元則為本月平均估值最高之領域類別。  

AngelList 為美國最為知

名的股權型群眾募資平

台，以下本研究針對 2018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新

創案源新增狀況、新創募

資需求概況、促成案件

數、募資金額、估值與重

要獲投案件進行分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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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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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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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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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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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焦點 1】金融科技 2018 年 Q2

投資再創新高，聚焦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方案 

 

 

 

 

 

 

 

 

 

 

 

 

 

 

 

 

 

 

 

 

 

 

 

 

 

 

 

全球金融科技投資再創新高 

根據 CB INSIGHTS 報告指出，2018 年 Q2 創投對金融科

技投資件數與金額雙雙創新高。2018 年 Q2 的金融科技的投資

件數 383 件，較上年同期增長 41.3%，較上季增長 9.7%；投資

金額 203.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268%，較上季增加 261%，

投資金額大幅增加主係受中國螞蟻金服 140 億美元鉅額投資影

響。而排除螞蟻金服的鉅額投資，2018 年 Q2 的金融科技投資

金額(63.35 億美元)依然創新高，顯示投資人持續看好金融科技

顛覆未來金融服務、產品的潛力而持續關注布局。 

 

 

 

 

 

 

 

 

 

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Global Fintech Report Q2 2018 

圖 1-1、2018 年 Q2 金融科技投資金額創新高 

 

金融科技發展持續受到創

投界關注，2018 年 Q2 金

融科技投資件數與金額雙

雙創新高。以螞蟻金服 140

億美元募資案最吸金，全

球金融科技投資焦點從北

美洲市場擴大至亞洲市

場，Q2 亞洲鉅額投資件數

首次超越北美洲。資本市

場類與理財科技類金融科

技公司最受追捧；此外透

過電子發票、供應鏈平

台、即時收支帳戶管理，

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痛點的

金融科技公司為本季另一

投資焦點。  

本文將引用CB Insights最

新的金融科技獲投的數

據，為大家分析全球金融

科技在 2018年第二季的獲

投表現。 

 

 

簡淑綺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助

理研究員 

排除螞蟻金服鉅額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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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亞洲金融科技投資件數直逼北美洲 

北美洲市場依然是金融科技投資重鎮，Q2 的投資金額(32.96 億美元)與件數(158 件)居各洲

之冠，其次依序為亞洲、歐洲市場。亞洲 Q2 金融科技投資件數(133 件)大幅增加，直逼北美洲

市場，以中國、印度為兩大市場。 

 

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Global Fintech Report Q2 2018 

圖 1-2、全球各洲金融科技投資情況(件數) 

 

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Global Fintech Report Q2 2018 

圖 1-3、全球各洲金融科技投資情況(金額) 

 

金融科技投資件數仍集中在早期階段，但中、後期階段投資占比上升 

當前金融科技投資仍屬相當年輕產業，逾 50%投資件數集中在早期階段，然經過近年來的

發展，中、後期階段的投資案比例逐漸增加，由 2017 年 Q2 24%提高至 2018 年 Q2 27%。 

 

南美洲

非洲

歐洲

亞洲

北美洲

單位:百萬美元

北美洲 

亞洲 

歐洲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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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Global Fintech Report Q2 2018 

圖 1-4、各階段金融科技投資件數分布圖 

 

鉅額投資件數創近期新高，亞洲超越北美，同期新增 5 家金融科技獨角獸 

金融科技 2018 年 Q2 的鉅額投資件數 14 件，居近期之冠，亞洲(7 件)首次超越北美(6 件)，

成為鉅額投資件數最多地區。投資金額最高的是螞蟻金服的 140 億美元，其次是美國紐約金融大

數據分析Dataminr 的 3.92億美元，第三為美國 B2C數位經紀商與金融服務平台 robinhood 的 3.63

億美元。茲將鉅額投資前十大交易，整理於表 1-1。 

在 2018Q2 金融科技也誕生 5 隻獨角獸(估值逾 10 億美元)，分別為北美的電子發票公司

TRADESHIFT、B2B 數據分析公司 Dataminr、區塊鏈技術公司 Circle、英國純網銀 Revolut 以及

印度金融產品比價平台 policy bazaar 。累計當前全球金融科技共有 29 隻獨角獸，估值達 844 億

美元。 

 

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Global Fintech Report Q2 2018 

圖 1-5 金融科技鉅額投資(超過 1 億美元)件數分布圖 

 

早期 

中期 

後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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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表 1-1、2018 年 Q2 前 10 大鉅額投資(逾 1 億美元)清單 

序號  獲投企業  交易月

份 /金額  

總揭露募

資金額 /估

值  

主要投資人  獲投企業說明  

1  螞蟻金服  2018.05/  

140 億美

元  

191.45 億

美元 /1500

億美元  

Si lver  Lake 

Partners,  

General  

Atlant ic ,  T .  

Rowe Price,  

Temasek 

Hold ings,  

Sequoia Capital  

China,  Warburg 

Pincus 等  

中國一專注於服務小

微企業與普通消費者

的網際網路金融服務

公司，也是阿里巴巴

集團的網路金融服務

公司，旗下包含支付

寶、基金投資餘額

寶、信貸服務螞蟻花

唄、個人徵信服務的

芝麻信用等，同時也

有龐大的戰略投資，

包括蘑菇租房、哈囉

單車、OFO、快捷停

車等。  

2  Dataminr  2018.06/  

3 .92 億

美元  

5 .69 億美

元 /12-16

億美元  

Venrock,  

Goldman 

Sachs,GSV 

美國紐約軟體公司，

提供 B2B 數據分析

模組化套件和 API 應

用，運用社會媒體資

訊，即時檢測事件並

提出警報。Dataminr

已被公認為人工智能

和機器學習創新領域

的全球領先企業之

一，是即時檢測、分

類和確定公共信息重

要性的突破性技術先

驅者。  

3  robinhood  2018.05/  

3 .63 億

美元  

5 .39 億美

元 /56 億美

元  

CapitalG,  DST 

Global ,  ICONIQ 

Capital ,  Kleiner  

Perkins  

Caufie ld  & 

Byers,Sequoia 

Capital  

美國 B2C 數位經紀

商與金融服務平台，

讓使用者得以投資美

國股市、ETFs、選擇

權及虛擬貨幣等。  

4  草根投資  2018.06/  

3 .59 億

美元  

5 .36 億美

元  

Geo-Jade  

Petroleum 

Corpora tion,  

Shunwei 

Capital  Par tners  

中國 P2P 投資理財平

台，為個人及中小企

業投資人提供多元債

務投資產品。  

5  TRADESHIF

T 

2018.05/  

2 .5 億美

元  

4 .55 億美

元 /11 億美

元  

Goldman Sachs 

Principa l  

Strategic 

Investment,  

HSBC, GP 

Bul lHound  

美國電子發票公司，

為企業提供從採購到

付款管理全流程的解

決方案，提供供應鏈

管理、電子採購、應

付帳款自動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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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Sidecar ,  Gray 

Swan,  H14  

等解決方案，開發包

括電子發票處理、進

銷項發票管理、動態

折扣、供應鏈金融等

產品。  

6  Revolut  2018.04/  

2 .5 億美

元  

3 .36 億美

元 /17 億美

元  

DST Global ,  

Index Ventures,  

Ribb it  Capi ta l ,  

Rocket  Internet  

英國的純網銀 (稱為

挑戰者銀行 )，提供便

利的手機支付與個人

收支管理，並領先同

業提供虛擬貨幣等投

資產品，市場已快速

擴張至歐盟、美國等

地。  

7  螞蟻金服  2018.06/  

2 .45 億

美元  

191.45 億

美元 /1500

億美元  

China Pac i fic  

Insurance  

--  

8  Policy bazaar  2018.06/  

2 .0 億美

元   

3 .47 億美

元 /10 億美

元  

Softbank 

Capital  

印度金融產品比價平

台，提供線上壽險、

一般保險、貸款、信

用卡比價、報價與建

議工具的公司。  

9  BitGo  2018.05/  

1 .78 億

美元  

2 .32 億美

元  

未揭露  美國公司，透過虛擬

貨幣錢包，對投資人

提供比特幣、公司債

券與投資管理。  

10 百融金服  2018.04/  

1 .59 億

美元  

2 .63 億美

元  

China Reform 

Hold ing,  

Sequoia Capital  

China  

中國 B2B 另類資料

平台，對銀行和保險

公司提供信用服務，

為信貸行業提供包括

行銷、貸前信審、貸

中管控以及貸後管理

在內的客戶全生命週

期產品和服務；為保

險行業用戶提供精准

行銷、存量客戶管理

以及個性化產品定制

等產品和服務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Global Fintech Report Q2 2018，台經院整理 

 

金融科技類獨角獸狩獵王 Ribbit Capital 持續關注布局金融科技 

近一年來最最活躍於投資金融科技公司的創投分別為 500startups、Ribbit Capital、宜信新金

融產業投資基金、nyca、OMIDYAR NETWORK、BainCapital VENTURES、anthemis I group、

Accel。其中 Ribbit Capital 領先其他創投，從 2009 年以來共捕獲 10 隻金融科技獨角獸，堪稱金

融科技類獨角獸狩獵王，他所捕獲的獨角獸分別為 Affirm、nu bank、Revolut、robinhood、GUSTO、

policy bazaar、AVANT、Funding Circle、coinbase 與 credit karma。其他捕獲金融類獨角獸能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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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QED Investors、Andreessen Horowitz、SV Angel、DST Global、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

capitalG、Founders Fund、Index Ventures、Seqoia Capital。 

 

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Global Fintech Report Q2 2018，台經院整理 

圖 1-6 2017Q2-2018Q2 最活躍投資金融科技類之創投 

 

資本市場類與理財科技類金融科技公司最受追捧 

2018年Q2各類金融科技中，以資本市場類的金融科技公司(如B2B 數據分析公司 Dataminr)

獲投金額最高達 15.69 億美元，其次依序為理財科技(7.58 億美元)、另類借貸(6.39 億美元)、區

塊鏈(6.33 億美元)與保險類(4.68 億美元)，其中除了另類借貸、保險類投資金額較前一季減少之

外，其餘皆呈現增加態勢。 

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Global Fintech Report Q2 2018，台經院整理 

圖 1-7  2018Q2 各類金融科技投資金額與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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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創投聚焦於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方案之金融科技公司 

在 2018 年 Q2 獲投的金融科技公司中，出現一大特色，即是眾多的金融科技公司提出解決

中小企業資金融通方案。如電子發票公司 TRADESHIFT 一方面對全球中小企業提供免費線上供

應鏈、匯率、發票等管理系統與協助建立展示網頁，尋找買家等服務，另一方面，該平台已有許

多大型企業客戶，付費使用電子發票系統，管理它們與供應商之間的交易，並在平台上尋找供應

商，串聯平台上大型與中小型企業媒合採購商機。除此之外，TRADESHIFT 並於 2017 年 3 月與

全球最大商業銀行─匯豐銀行合作，致力於提供雙方客戶更便捷的供應鏈管理與營運資金取得。 

其他提出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方案的金融科技公司包括美國 Brex、Divvy 、挪威 Aprila、丹麥

Pleo 與印度 Open，其主要透過信用卡或現金卡與 APP 的發行，提供中小企業便捷、即時的收支

管理，核實發票真偽，減輕報帳等工作負擔，協助提高中小企業營運效率，並與金融業者合作進

而提供融資服務。相關企業簡介如下： 

 

表 1-2、2018 年 Q2 獲投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方案金融科技公司簡介 

公司名稱 /最近

一次募資輪次與

金額 /國別  

業務說明  

TRADESHIFT/E

輪  2 .5 億美元 /

美國  加州  舊

金山  

電子發票服務的公司，為企業提供從採購到付款管理

(Procure -to -Pay)全流程的解決方案，提供供應鏈管理、電

子採購、應付帳款自動化、金融等解決方案，開發了包括

電子發票處理、進銷項發票管理、動態折扣、供應鏈金融

等產品。  

Tradeshi f t  平台對中小企業完全免費，任何企業都可以借

助平台來打造自身品牌並管理其供應鏈，包括其稅務、清

關、付款等流程。Tradeshi f t 使用雲端平台，企業無需安裝

任何軟體或進行升級。Tradeshi f t 並為使用者提供大數據分

析，提高企業全球競爭力。  

美國著名科技博客 Techcrunch 將 Tradeshi ft 評為 “過去十年

最有潛力打破市場格局的初創企業。華爾街日報曾在 2010

年指出， “Tradeshi ft 有望成為一股顛覆性力量。該公司成

立於 2010 年，僅三年的時間，便將業務拓展至全球 190 多

個國家和地區，有超過 500 萬家公司使用該平台。於 2018

年 Q2 該公司成為金融科技類獨角獸。  

Brex/B 輪 5,000 萬

美元/美國加州舊金

山 

位於美國舊金山，是第一家為新創企業發行公司卡的新創

公司。Brex 鎖定新創企業提供 B2B 金融服務公司。核心產

品包括信用卡與數位支出管理與報告 APP，與合作夥伴

Visa & Sut ton Bank 合作，發行信用卡，提供帳戶管理，並

做 KYC。透過服務流程簡單快速且不需要現金流證明、保

證金或個人信用評分，僅需要銀行帳戶有超過  100,000 美

元的存款，新創企業即可申請信用卡。然這卡於須在每月

月底結清，否則該卡將被取消，意味它只提供  30 天簽帳

卡形式的貸款。  

Divvy/A輪 1,050 萬

美元/美國猶他州 

位於美國猶他州，是收支追蹤軟體公司，專為中小企業提

供 B2B 支付與消費的平台，與 Mastercard 合作，發行實體

信用卡，藉此追蹤、掌握交易明細，並將費用分類，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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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支出明細報告，進而協助企業管理支出、客戶，建立

預算策略。Divvy 將公司支出追蹤從被動轉變為主動流程，

讓企業主以更主動的方式管理員工的開支習慣，減少欺詐

和浪費。  

Aprila Bank/2,100

萬美元/挪威奧斯陸 

為挪威奧斯陸一數位銀行，對中小企業與一般企業提供發

票融資，透過縮減授信流程與交易歷史資料，提高授信效

率。 2018 年 4 月 Apri la 導入 Trip letex 會計系統，並對

Tripletex 提供流動性與營運資本服務。  

Pleo/A 輪 1,600 萬

美元/ 丹麥 哥本哈

根 

丹麥金融科技公司，與 Mastercard 合作，對企業主提供預

付卡，藉此分配與報銷員工費用，並透過 app 提供費用自

動分類、自動匹配收據並即時跟蹤所有公司支出並進行詳

細分析與自動完成簿記任務，因為它可直接與會計軟體提

供系統整合，為客戶公司節省更多時間和資金成本。 Pleo

並提供建置中小企業會計與融資平台。  

Open/B 輪 240 萬美

元/印度 班加羅爾 

印度銀行服務公司，對新創與企業提供數位銀行平台，設

有銀行帳號，發行企業支出卡，並結合其他企業財務系統，

透過 app 對中小企業提供服務。  

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Global Fintech Report Q2 2018，台經院整理 

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Global Fintech Report Q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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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8 月焦點 2】區塊鏈領域 7 月獲投

與併購掃描 

 

 

 

 

 

 

 

 

 

 

 

 

 

 

 

 

 

 

 

 

 

 

 

 

透過篩選與整理國際企業資料庫 Crunchbase 的資料，2018

年 7 月共有 72 件與區塊鏈技術領域相關的獲投事件(未包含

ICO)，已揭露之總金額為 3.33 億美元，在投資件數上低於前月

的 80 件，金額也低於前月的 9.93 億美元。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2-1、區塊鏈領域獲投趨勢 

在各募資輪次上，種子/天使輪募資案為 35 件，已揭露之

總金額 590.7 萬美元；A 輪募資 11 件，已揭露之金額為 1.2993

億美元；B 輪投資案 1 件，未揭露金額；其他如公司輪與其他

獲投為 25 件，已揭露金額為 1.436 億美元。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2-2、區塊鏈領域各輪次募資金額與件數 

區塊鏈領域在近半年因加

密貨幣的熊市行情，整體趨

於冷靜與理性，許多研究機

構也從鼓勵、建議發展區塊

鏈技術，到現在的審慎評

估，回頭檢視區塊鏈技術的

適用性、可行性以及必要

性。 

有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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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敬翔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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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區塊鏈領域千萬級獲投事件掃描 

BlockFi(5,250 萬美元) 

BlockFi 的服務為接受抵押加密貨幣並快速提供美元貸款，看準希望長期持有加密貨幣但仍

需要現金流的投資人士。BlockFi 創辦人 Zac Prince 指出，潛在的商機在於獲得固定收益以及債

務投資。 

本月 BlockFi 獲得知名投資人 Mike Novogratz 所帶領的 Galaxy Investment Partners 5,250 萬

美元投資，在此投資之前，BlockFi 也獲得區塊鏈 Dapp 開發企業 ConsenSys 所成立的 ConsenSys 

Ventures 種子輪投資。 

Oasis Labs(4,500 萬美元，A 輪) 

Oasis Labs 是 UC Berkeley 孵化項目，Oasis Labs 的目標在打造一個集安全性、高擴展性和

隱私保護於一體，可以支援真實應用的區塊鏈智能合約平台。Oasis Labs 的創始人宋曉東為 UC 

Berkeley 教授，其研究方向包括深度學習、網路安全以及區塊鏈。此外，宋曉東曾是 MacArthur 

Fellow、Guggenheim Fellow、Alfred P. Sloan Fellow 的獲獎者；2009 年入選 MIT《技術評論》雜

誌 TR35 榜單，也獲得 AMiner 發佈的全球電腦安全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獎。 

Oasis Labs 在本月宣布完成 4,500 萬美元的 A 輪募資，投資者包含包括 a16zcrypto、Accel、

Amino Capital、Arrington XRP Capital、Binance Labs、Bitmain、BlockAsset、BlockTower、Chainfund、

Cota Capital、Dekrypt Capital、DCVC、Electric Capital、FBG、Foundation Capital、Gaorong、Hashed、

Huobi Capital、Lux Capital、Metastable、NEO Global Capital、Pantera、Polychain、House Fund

等，這份投資人清單已是對於 Oasis Labs 未來發展可能性最好的註解。 

Nervos(2,800 萬美元，A 輪) 

Nervos AppChain 是一套完整的應用公有鏈解決方案，所有接入 Nervos Network 的應用公

有鏈統稱為 AppChain。Nervos AppChain 的核心是採用微服務架構的底層區塊鏈核心 CITA，

它可配置成聯盟鏈也可以配置成公有鏈（開放許可鏈）。CITA 將區塊鏈節點的共識、網路、計

算、RPC 等功能進行微服務化拆分，每一個微服務又可有多種實例，最終這些實例共同完成一

個節點的記帳功能，據此將區塊鏈性能的擴展問題轉化為節點的擴展問題。 

Nervos 的四位聯合創始人分別為來自前以太坊基金會的研究員和開發人員 Jan Xie，在以太

坊 Casper 專案上，代碼貢獻榜排行前 20 人之 1；Terry Tai 為交易所 Yunbi 的核心開發人員；

Daniel Lv 則為 imToken 的前 CTO；Kevin Wang 為 Launch School 的創始人和前 IBM 工程師。 

本月 Nervos 完成 A 輪 2,800 萬美元的募資，由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及萬向區塊鏈領投，以及

其他總共超過 20 位投資人(單位)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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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X(2,700 萬美元) 

MoonX 目標為創建一個更為高效、低費率且具分紅制的交易平台，包含交易即採礦、無須

中間主流加密貨幣的多種類貨幣直接交換、低手續費，並引入場外交易制度增加流動性。 

MoonX 於本月宣布完成 2,700 美元的募資，主要投資者為 BCH Angel Fund，以及其他超過

20 個投資人(單位)參投。 

Ultrain(2,000 萬美元，A 輪) 

Ultrain 超腦鏈是一個嘗試解決當前公有鏈困境的企業，其同名公有鏈超腦鏈，以算力、記

憶體、頻寬等方式降低純粹使用算力如 PoW 對於資源的浪費，並將 Dapp 等架構於側鏈，藉此

提升整體效率。而釋放出的算力，將銜接未來發展的 AI 與 IoT 服務。 

本月 Ultrain 完成 2,000 萬美元的 A 輪募資，主要投資者包含 Draper Dragon、FBG Capital、

DanHua VC 和 Arrington XRP Capital 等。 

XPUB ASEAN(X.PUB) (2,200 新幣，天使輪) 

XPUB 為新加坡新成立的交易平台，該平台主打當前熱門的交易即挖礦以及超級節點概念，

以高額分紅方式希望能增加投資者對平台的粘著度，此外也推出產業扶持計畫，協助在世界其他

地區建構交易平台，並共通其平台幣 X.PUB，擴大平台服務範圍。 

本月 XPUB 獲得 2,200 新幣的天使輪投資，領投方為新加坡區塊鏈科技基金、區塊分佈資本

及新加坡雲計算。此輪資金將用於 XPUB 構建產品和壯大團隊，加速其區塊鏈產業孵化解決方

案的開發和合作夥伴的拓展。 

BHex(1,500 萬美元，天使輪) 

BHex 是基於 Bluehelix 技術基礎上的交易平台。BHex 創始人巨建華為火幣網前 CTO，

團隊成員由來自金融證券行業、網際網路資深人士所構成。BHex 的特色在於藉由過去金融行業

的經驗以及當前加密貨幣交易所的發展技術，將交易所再切割成虛擬券商、開放交易平台、

Bluehelix 托管清算技術等三層結構，技術以發展 Bluehelix 托管清算技術為主，而第一個應用即

為自營的 BHex 交易平台，也允許其他參與者於 Bluehelix 托管清算技術下創建交易平台。在交

易平台之上，則提供虛擬券商接口，據此創造交易平台生態系。 

本月 BHex 獲得 1,500 萬美元的天使輪投資，最引人注意的是投資人包含火幣網以及 OKex

交易平台，而此兩者的交易平台業務與 BHex 交易平台實則為競爭關係，這顯現 BHex 所預想構

建的交易平台生態系，可能產生與過去交易平台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向，因此在天使輪即獲得高額

且包含競爭對手參投的投資。 

LEXEL(1 億人民幣) 

LEXEL 直接挑戰當前的主流身份識別的 PKI 架構，致力於結合區塊鏈技術和晶片級硬體加

密技術，目前已申請 13 項相關專利，目標為打造更為高速與安全的身份識別擴展應用。LE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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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劃的商業模式包含身份安全認證解決方案、數位資產安全管理方案、個人&機構徵信管理以

及金融服務提供商生態。 

本月 LEXEL 獲得創世資本、極點基金、鏈上資本、聚合資本、evolution 等投資 1 億人民幣，

同時也啟動 IEO ( Initail Exchange Offering )，於天天交易所上線。 

Ankr Network(1,295 萬美元) 

Ankr Network 透過採用 Intel-SGX 並搭配其技術開發的 Proof-of-Useful-Work (PoUW) 實

效工作量證明共識機制，將建立去中心化雲端運算服務。此外，藉由發展 Plasma 側鏈以及分片

技術，解決區塊鏈的擴展性問題；同時發展原生 Oracle 服務，將現有的實際資料連接到鏈上。 

本月 Ankr Network 獲得 OKBlockchain Capital、Node Capital、Kosmos Capital、GBIC、BlockVC、

Link VC 等近 1,300 萬美元的投資。 

Xage Security(1,200 萬美元，A 輪) 

Xage Security 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包含 Xage Systemic Tamperproofing、Edge 

Authentication & Identity、Role-Based Access Control、Device Lifecycle Management，藉此建構自

適應的任意區塊鏈安全 IIoT 通信結構，用於設備、應用程序和人員之間的協作、管理以及數據

交換。 

Xage Security 於本月宣布完成由 March Capital Partners 領投的 1,200 萬美元 A 輪募資，其他

參投者包含 GE Ventures、City Light Capital 以及 NexStar Partners。 

51signing.com(7,000 萬人民幣，A 輪) 

51signing.com(眾簽)是中國可信交易解決方案提供商，向用戶提供實名認證、數位憑證、契

約轉換、線上簽署、存證保全和司法落地等全程電子契約以及區塊鏈存證、智慧仲裁等服務，協

助客戶提高契約簽約效率、降低契約管理成本和快速解決與電子證據相關的各類糾紛。眾簽聯合

司法鑒定、審計、仲裁、公證等機構發起中國區塊鏈基礎服務聯盟，打造致力於解決區塊鏈資料

司法落地問題的聯盟區塊鏈眾鏈，提供電子資料去中心化存證服務。 

本月眾簽宣佈完成 7,000 萬元 A 輪募資，本輪募資由清志傑資本領投，點亮資本、分散式資

本等跟投。 

Aporoo(1,000 萬美元) 

交易平台 Aporoo 是由中國熱門交易平台 ZB.com 提供技術支援，本月上線後不外乎提供熱

門的交易挖礦模式，被市場認定為與挖礦分紅始祖 Fcoin 對抗的新興交易平台。 

本月公布前譽資本對其追加 1,000 萬美元投資，傳言過去已有 ZB.com、幣網、JLAB(九鼎實

驗室)、丹華資本、老鷹基金、極豆資本、哈希資本、幣本資本、休謨資本、王牌資本、漢晨資

本、久友資本、ASB Venture (China) 、粵嘉基金、洞察資本、前譽資本、長世資本、優同資本、

大智資本、加密資本等投資，但未正式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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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UP(1,000 萬美元) 

BiUP 是一個跨交易所型態的數位貨幣交易平台，該平台接入全球多個交易所，透過 BiUP

系統，使用者可跨平台比價交易，無需人工對比篩選。平台透過大數據撮合機制，提供全球交易

所價格變動資訊，提供使用者投資參考。 

本月 BiUP 獲得節點資本、創世資本、蠻子基金、火星財經、了得資本等至少 1,000 萬美元

投資。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2-3、區塊鏈領域新創企業地圖 

7 月份區塊鏈領域收購事件掃描 

本月共有 3 筆區塊鏈領域相關企業的收購事件。 

著名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Binance)於本月收購加密貨幣錢包企業 Trust Wallet。Trust Wallet

是一款針對以太坊的加密貨幣錢包，可支援以太幣以及基於以太坊上 ERC-20、ERC-223 代幣。

這筆收購與幣安積極建立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規劃有關，幣安創辦人暨執行長趙長鵬在媒體上表示，

Trust Wallet 將會作為幣安去中心化交易所的默認錢包之一，但交易所的上線時間還未確認。 

南韓區塊鏈企業 CyClean，是一家基於區塊鏈技術提出環境改善解決方案的企業，在本月

CyClean收購香港共享單車Ketch'Up Bike，目前的整合計畫即是騎單車可獲得CyClean幣的模式，

激勵民眾多多使用共享單車。據媒體報導，此次收購是透過加密貨幣收購，可能是全額使用加密

貨幣收購的首例。 

Prime Trust 為金融商品合規解決方案提供商，包含符合美國證券法規的股票、債券以及代幣

發行。本月 Prime Trust 收購金融科技企業 FundAmerica，FundAmerica 原即為 Prime Trust 的技術

提供商，Prime Trust 表示本次收購不會影響到原本 FundAmerica 所提供服務的客戶，FundAmerica

持續作為 Prime Trust 的技術提供以達成更好的業務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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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 ICO 趨勢 

隨著比特幣以及以太幣等指標性加密貨幣價格的持續下跌，ICO 市場也相似地萎縮，依

TokenData 的統計，本月甚至到了一年以來的低點，TokenData 更指出，已連續兩個月未出現億

級以上的 ICO，對於希望透過發行代幣籌資的新創企業，這的確不是個好消息。 

資料來源:TokenData。 

圖 2-4、ICO 趨勢 

市場脈動-ICO 的私募化 

至目前為止，2018 年透過 ICO 所獲得的資金總額已遠超過 2017 年全年金額，但根據

bloomberg 的一篇市場觀察顯示，很大一部分的金額歸功於重量級的私募 ICO，而非如 ICO 一開

始公開發行的模式，參與者自然是限定於特定的投資人，例如 Telegram 在今年僅透過私募就獲

得 17 億美元，原本傳言會接續的公開 ICO 也無疾而終。該文章同時整理了完全透過私募 ICO 獲

得高額資金的名單： 

表 2-1、私募 ICO 

企業名稱  服務類型  ICO 資金 (百萬美元 )  

Telegram Messaging  1,700  

Tatatu  Enter tainment  575 

Basis  Steady co in  133 

Orbs  Blockchain as product ion 

layer  

120 

PumaPay Payment  117 

資料來源: Bloomberg 

除了這些高額且完全私募型態的 ICO，許多 ICO專案也在正式公開前先進行一輪私募預售。

據該文引用 CoinSchedule 的數據統計，今年 ICO 籌集的資金中約有 18％完全透過私募，37％則

在公開 ICO 前進行私募預售。在各國對於 ICO 的監管強度加強甚至禁止 ICO，同時在加密貨幣

市場處於低迷的背景下，對於直接朝向大眾募資的難度逐漸提高，此外，傳統投資人對於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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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理解逐漸提高，投資興趣也上升的情況下，披著 ICO 外皮的創業投資模式，似乎也在常

態化。 

結語 

在法規、技術、市場等方面幾乎時時刻刻的大幅度變化，區塊鏈領域的投資趨勢也是瞬息萬

變。回顧 2017 年比特幣的漲勢、ICO 的瘋狂，今年要再複製去年的行情以及大眾投資熱度似乎

是不可能。隨著許多區塊鏈技術的 PoC 公開，現在更多人想問的是，真實的用例在哪裡？比爾

蓋茲說過：「我們總是高估未來二年會發生的改變，而低估未來十年會發生的改變。」或許是現

在好好重新審視區塊鏈領域的最佳註解。 

參考來源 

Crunchbase、TokenData、Bloomberg 

網址： 

1. https://goo.gl/K8TCV1 

2. https://goo.gl/DLLGXq 

3. https://goo.gl/PhSTP6  

https://goo.gl/K8TC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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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8 月焦點 3】全球區塊鏈專利布局

動向剖析

 

 

 

 

 

 

 

 

 

 

 

 

 

 

 

 

 

 

 

 

 

 

 

區塊鏈看似顛覆性的黑科技，但事實上，區塊鏈背後所用

的技術並不是新的，也非單一技術，而是將許多跨領域技術湊

在一起，包括數學、密碼學及演算法等，並結合點對點對等網

路架構(P2P)，成為一種利用數學基礎就能建立信任，並透過自

身分散式節點進行網路數據的存儲、驗證、傳遞和交流的一種

技術方案。因此，區塊鏈至少具有「去中心化」、「開放性」、

「加密安全性」及「匿名性」等特色。 

解構區塊鏈技術，區塊鏈基本上是一套開源的、去中心化

的軟體與協議，亦可以發現區塊鏈背後所用的技術並不新，其

核心技術密碼學甚至早在 40 年前就存在，而這一串結合數位

簽章、雜湊函數、加密技術、P2P 網路機制程式碼的技術，大

多已被公開，因此，目前區塊鏈相關技術中有哪些算是新穎？

此引發了對區塊鏈新穎性(Novelty)、進步性(Non-Obviousness)

與「專利適格性」（patent eligibility）爭議的討論。如果被認

定為數學方法或軟體，將會影響專利的取得，而區塊鏈的運用

通常也與商業模式相關，商業方法是否具備專利適格性，也存

在諸多爭議。美國律師普遍認為區塊鏈專利相對較難以被通

過。 

另外。「以太坊」創辦人 Vitalik Buterin 擔憂區塊鏈技術

專利恐阻礙區塊鏈創新。他創設「以太坊」並將所有軟體以開

放原始碼方式供人免費使用，是區塊鏈產業有可能成形並於這

一年來急速發展之關鍵。倘如未來導致「以太坊」之後續創新

受制於他人所申請之專利權，無疑對於推廣區塊鏈創新發展或

是智慧財產制度而言，都是一大諷刺。 

  

從中本聰 2009 年提出比

特幣概念後至今，區塊鏈

技術被視為革命性技術。

但區塊鏈技術並非全然是

新技術，涉及大量數學、

密碼學、演算法與開源技

術等既有技術，使得區塊

鏈技術在專利申請上存在

「專利適格性」的爭議。 

即便如此，近年來世界各

地的專利局已持續收到區

塊鏈技術相關專利申請，

且申請數不斷攀升，某種

程度上，顯示專利佈局是

區塊鏈競賽上具有不可輕

忽的重要性，畢竟誰也不

想在這場剛剛開打的專利

攻防戰中，失手而落敗。 

本文主要目的在檢索與分

析全球主要地區區塊鏈專

利申請件數、領域布局、

主要領先的申請人，俾利

對區塊鏈有興趣的讀者，

同時掌握專利戰場的新發

展動向。 

 

林秀英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Blockchain Patent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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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便區塊鏈的專利核准有著上述諸

多問題與考量，然而從中本聰 2009 年提出比

特幣概念後至今，近年來世界各地的專利局已

持續收到區塊鏈技術相關專利申請，且申請數

不斷攀升，顯示區塊鏈的發展備受重視，產業

界不僅加速解決技術部分不成熟性與商業應

用外，也積極進行區塊鏈專利的申請。畢竟在

區塊鏈整體還處於早期發展階段時，如何搶占

先機，建立智慧財產權「護城河」和可持續競

爭力，是區塊鏈公司需要關注的問題。畢竟誰

也不想在這場剛剛才開打不久的專利攻防戰

中，大意失手而落敗。 

在區塊鏈的潛在能力不斷被挖掘之際，除

了新創企業外，許多科技巨頭也紛紛加入這場

競賽中，究竟在全球主要地區的區塊鏈專利申

請的情況如何？哪些技術層與應用場景是專

利佈局的重點？誰是專利申請賽道中的領先

者？另外，台灣在區塊鏈的專利佈局如何？是

否與國際趨勢一致？那些專利發展是台灣值

得注意？諸多議題值得深入探討。 

研究目的 

本文要目的在透過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SIPO、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歐洲專利局

EPO、台灣智慧財產局 TIPO 等四地區的專利

申請資料，分析區塊鏈技術的專利申請概況、

主要申請的國家、主要佈局的技術領域、領先

專利申請人等分析，掌握全球主要國家、競爭

對手在區塊鏈技術發展方向、重點與競爭態勢，

並對未來台灣專利技術佈局提出建議。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本研究將參考區塊鏈

技術架構與專利分析相關文獻，進而制訂區塊

鏈專利檢索關鍵字與技術分類架構，接著以

SIPO、USPTO、EPO 與 TIPO 資料庫進行區塊

鏈關鍵字檢索，並過濾篩選初步檢索結果的專

利，最後針對篩選後的專利申請案件，進行統

計分析。 

在美國USPTO與歐洲EPO專利檢索上，

本研究利用 ActionablePatens 資料庫，至於台

灣與中國地區的專利檢所工具則是利用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所提供的「全球專利檢索系統」

針對專利題目(Title)、摘要(Abstract)、範圍

(Claim)三個部份，找出涵蓋以下關鍵字

"Blockchain*" 、"cryptocurrenc*"、"Ethereum"、

“Bitcoin?" 、"Litecoin"、"Distribut* ledger"、

"smart contract*"、" Block Chain? "、"區塊鏈"、

"加密貨幣"、"以太坊"、"比特幣"、"萊特幣"、

"瑞波幣"、"分散(布)式帳本"、"智慧/智能（化）

合約/合同"、"採礦"、"挖礦"、"數位貨幣 "、"

數字貨幣"等專利。除關鍵字外，也加入重要

區塊鏈專利申請人之專利，進入檢索結果中，

並進一步過濾，剔除非區塊鏈相關的專利。 

研究主要發現 

以下分別就中國、美國、歐洲與台灣地區

區塊鏈專利檢索分析的觀測分述如下，至於詳

細數字，詳見文章最後面表 3-1 所示。 

(一)中國地區：區塊鏈專利申請布局趨勢觀測 

雖然中國在去年宣布禁止在境內交易加

密貨幣，也禁止了首次代幣發行（ICO），但

區塊鏈技術本身的發展，在中國民間發展相當

活躍，對專利佈局亦是如火如荼進行中。SIPO

的區塊鏈專利在 2017 年申請數大暴發，突破

千件，累計已公開的申請件數達 1,659 件，傲

視其他國家的智財局之區塊鏈專利申請數，同

時申請數中超過九成是中國本地申請人，可看

出中國對區塊鏈技術發展的積極性及野心。 

SIPO 區塊鏈發明型專利申請中，高度集

中在中國申請人，約占 94%，若涵蓋以開曼群

島為註冊地的阿里巴巴集團在內，比重更高達

98%。專利申請人高度集中在企業界，其次是

大學，科研機構相對較少。 

至於區塊鏈專利佈局的領域，以區塊鏈底

層的數據層技術為主，約占 55%，大多與資料

儲存、資料校驗、身份認證、去中心化和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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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有關。其次依序為應用層 24%、擴展層

12% (以智能合約為主)、共識層 6%，網絡層

與設備層分占 2%與 1%。值得注意是應用層的

專利數大幅躍升，比重由 2016 年的 11%跳增

至 2017 年的 30%，顯示中國區塊鏈業者積極

尋求區塊鏈的落地應用的企圖心。 

另外，根據 incopat 創新指數研究中心所

發佈的「2017 全球區塊鏈企業專利排行榜（前

100 名）」，顯示中國在區塊鏈專利的增速遠

超過美國，領先全球。前 100 名中，中國入榜

的企業占比 49%，其次為美國占比 33%；阿里

巴巴以 49 件的總量排名第一。中國產業界認

為「區塊鏈技術」是中國科技領域超車的重要

機會，目前世界各國的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均處

於快速發展的早期階段，沒有哪個國家存在絕

對的優勢。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8 年 5 月 28 日

中國科學院第 19 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

14次院士大會上致詞，提到「以人工智慧（AI）、

量子資訊、行動通訊、物聯網以及區塊鏈為代

表的新一代訊息技術，正在加速突破應用。」

在中國科學公開活動上，「區塊鏈」3 個字首

度現身習近平的談話中。雖然沒有談太多具體

細節，卻傳達了中國官方對區塊鏈的支持、區

塊鏈是未來重要技術發展方向的訊號。可以預

期「超越比特幣價值的區塊鏈技術」將會受到

重視，進而在中國蓬勃發展。 

(二)美國地區：區塊鏈專利申請布局趨勢觀測 

美國USPTO從2011年首度出現區塊鏈發

明型專利申請案件後，到 2018 年 7 月 20 日，

已公開的申請件數合計 878 件。推估到年底時，

2017 年已公開的區塊鏈發明型專利申請數應

該會超越 2016 年申請數，甚至可能呈現倍增

成長的趨勢。 

USPTO 區塊鏈專利第一申請人國別，約

77%集中在美國本地申請人。申請人的類別也

高度集中在企業界，申請數前五大為 IBM、美

國銀行、萬事達卡、COGNITIVE SCALE、FMR

與多倫多道明銀行。整體而言，專利申請人以

金融界最多，區塊鏈新創企業家數亦不少，如：

美 國 的 COINBASE 、 DIGITAL ASSET 

HOLDINGS、CIVIC TECHNOLOGIES INC 與

21 INC 以 及 來 自 盧 森 堡 的 402 

TECHNOLOGIES。此外，引人矚目的還有科

技巨頭中的英特爾，名列專利申請數第八名，

專利範圍已由比特幣採礦硬體設備層與底層

的數據加密與儲存，跨入版權應用層。 

至於 USPTO 區塊鏈專利佈局的領域，主

要集中在區塊鏈底層的數據層技術，約占 61%。

其次依序為應用層 28%、擴展層 7% (以智能

合約為主)、共識層 2%，網絡層與設備層分占

1%。至於應用層專利佈局，又以金融保險專

利申請數最多，占比為 43%，遙遙領先數位資

產管理與交易(14%)、溯源(10%)、健康醫療（6

％）、供應鏈（5％）、物聯網（5％），顯示

許多行業已開始引用區塊鏈技術來解決「信任」

問題。 

整體而言，相對中國區塊鏈狂熱下的野蠻

式成長，美國在區塊鏈技術專利認定上相對嚴

格，因此，儘管區塊鏈議題火紅，但在 USPTO

區塊鏈專利的成長依舊呈現理性成長。 

(三)歐洲地區：區塊鏈專利申請布局趨勢觀測 

歐洲EPO的區塊鏈發明型專利申請案件，

截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已公開的申請件數並

不多，僅有 66 件，估計未來申請數應會持續

推升。 

EPO 區塊鏈專利申請的國別分布，不像中

國 SIPO 與美國 USPTO 高度集中於母國申請

人，EPO 區塊鏈發明型專利申請件數最多為美

國的 36%，其次才是歐洲的英國 14%、中美洲

的安地卡及巴布達 12%、亞洲日本的 11%，歐

洲國家的申請數比重合計為 30%。申請人的類

別高度集中在企業界，行業包含金融、電信、

ICT 科技公司與區塊鏈新創企業。專利件數前

五大為恩鏈控股公司(9 件)、大英電信(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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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達卡國際(6)、埃森哲全球服務有限公司(4)、

富士通(3)。 

至於 EPO 區塊鏈專利佈局的領域，主要

集中在區塊鏈底層的數據層技術，約占 56%。

其次依序為應用層 36%、設備層的 5%與擴展

層 (以智能合約為主)的 3%。至於應用層專利

佈局，以金融保險最多，占比為 71%。其次是

供應鏈(8%)與物聯網(8％)，其餘行業應用的件

數相對較低。 

整體而言，歐洲 EPO 的區塊鏈專利佈局

仍處於初期，申請數還不多，預計隨著區塊鏈

技術與應用蓬勃發展，未來將推升專利申請

數。 

(四)台灣地區：區塊鏈專利申請布局趨勢觀測 

台灣 TIPO 的區塊鏈發明型專利申請案件，

截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已公開的申請件數並

不多，僅有 66 件，估計未來申請數應會持續

推升。 

TIPO 區塊鏈專利申請的國別分布，以台

灣 30 件（45%）最高，其次是安地卡及巴布

達 16 件（24%）、開曼群島 7 件（11%）、香

港 5 件（8%）。若將公司登記在開曼但實際

營運在台灣的「現代財富控股」專利加入台灣，

台灣專利申請數占比就上升至 54%。另外，從

共同申請人的名單來看，可發現申請人幾乎全

部是企業與個人專利，其中又以金融、區塊鏈

新創企業、電信、軟體公司為主。 

專利件數前五大機構為現代財富控股(17

件)、恩鏈控股(16 件)、久昌金融(9 件)、富邦

金融(8 件)、21 公司(4 件)、碩網(4 件)、港商

阿里巴巴(4 件)名列前五名。 

至於 TIPO 區塊鏈專利佈局的領域，主要

集中在區塊鏈底層的數據層技術，約占 58%。

其次依序為應用層 27％、擴展層(智能合約)12

％、設備層、共識層（2％）。至於應用層專

利佈局，超過一半是金融業(53%)，其次是稅

務(20%)、票務(13%)、溯源(7%)、遊戲(7%)。 

整體而言，台灣 TIPO 的區塊鏈專利佈局

仍處於初期，申請數還不多。台灣主要專利佈

局的機構仍以企業為主，金融界與區塊鏈新創

企業最為活躍。目前尚未到觀察學研機構專利，

以及一些部份活躍的新創企業如致力醫療區

塊鏈與溯源 DTCO 等的區塊鏈專利。預計隨

著區塊鏈技術與應用蓬勃發展，國內在區塊鏈

的專利申請腳步將會加速中。 

結語 

(一)主要地區區塊鏈專利佈局尚在初期，

但持續快速累積中 

儘管區塊鏈技術引發專利適格性的爭議，

專利審查與認定較嚴格的美國、EPO，目前已

公開的申請數仍低。而中國知識產權局的區塊

鏈專利申請從 2014 年開始，到 2017 年已呈現

野蠻成長的「飆升」趨勢，至於台灣區塊鏈專

利申請數也相對少。 

(二)中國區塊鏈專利申請數領先其他國家 

從四個地區的區塊鏈發明型專利已公開

的申請數，以中國知識產權區塊鏈合計申請數

達 1,278 件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其中超過九成

以上使中國本地申請（1,564 件）。美國 USPTO

合計的 687 件，其中美國本地申請數（673 件）

占比為 77%。歐洲 EPO 與台灣 TIPO 區塊鏈申

請數相對較少，均為 66 件，EPO 申請最大國

為美國 36%，高於歐洲國家的 30%。台灣本地

申請件數 30 件，約占 45%；  

(三)主要地區區塊鏈專利領域佈局仍集中

在核心技術，接近 6-7 成，擴展層與

應用層專利佈局也逐漸升溫，應用層

又以金融保險專利佈局最多 

中美歐台等地區區塊鏈技術的專利申請

領域，都以區塊鏈核心技術為主（數據層＋網

絡層＋共識層），約占 6-7 成。擴展層中的智

能合約專利申請也持續上升，挖礦硬體設備與

晶片專利也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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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技術風潮興起，許多行業也紛紛應

用區塊鏈技術來解決「信任」問題，使得 2017

年應用層技術的專利申請數大增，其中又以金

融保險最多，其次溯源、能源、健康醫療、供

應鏈、數位資產交易與管理等。 

區塊鏈所適用的應用場景將不斷延展，目

前儘管業界對區塊鏈概念炒作火熱翻天，不過

已經朝向探索區塊鏈應用場景，但區塊鏈不是

漫無邊際的適用諸多領域，因為不是所有場景

都對區塊鏈有需求的。從專利分析也可看出，

在安全、版權、認證、支付等領域存在較多專

利。而且區塊鏈在某些場景下的適用情況也分

短期和長期，例如在物聯網和車聯網等場景下，

受物理基礎設施配備、交易速度、可靠性、功

耗、安全性等因素制約，區塊鏈的應用前提是

需要這些制約瓶頸都已克服解決，相關產業成

熟，催生相關需求。因此，針對國內關注的區

塊鏈技術在物聯網應用，從區塊鏈專利佈局件

數來看，仍需要一段很長的落地應用時間。 

(四)企業是主要區塊鏈技術研發與專利佈

局領先者，其次大學，傳統科技研究

機構專利相當少，部份企業與政府機

構紛紛設立專門研究中心從事應用

研究 

四個主要地區的區塊鏈專利申請人都以

企業為主，其中金融機構為最大宗，ICT 科技

巨頭與區塊鏈新創企業的申請佈局也相當積

極。學研機構專利相對較少，而大學區塊鏈專

利申請數顯著高於傳統科研機構專利申請數。

值得注意，有鑒於區塊鏈與分散式帳本技術崛

起，許多金融機構甚至央行，紛紛設立專門研

究中心，如中國人民銀行旗下設立數位貨幣研

究中心，專門從事數位貨幣的技術和可能應用

的研究，專利申請數相當多，在中國 SIPO 區

塊鏈申請數排名第二。 

(五)建議與領先型區塊鏈新創合作，開發

場景落地應用 

目前在國內區塊鏈領域，有一些專利相當

活躍的新創企業，如現代財富，我們也觀察到

富邦金控有多項專利與其合作申請。另外，北

醫亦與活躍醫療區塊鏈新創 DTCO 合作，打

造 phrOS 的區塊鏈病歷中介系統，協助北醫將

病歷資料寫入私有鏈中。以及新興區塊鏈服務

商 BiiLabs，主推分散式帳本技術 IOTA 專攻

物聯網應用。 

由於這些領先型新創公司研發較深入，創

新思維活躍，同時部分新創專利佈局較多，對

大型企業而言，可以考慮透過收購該類新創企

業加強研發實力，縮短研發周期，提高專利儲

備實力；或是考慮與其合作開發落地應用。同

樣地，國內各行各業在推動區塊鏈技術落地應

用時，亦可考量與新創企業合作，建立雙贏機

會。 

(六)區塊鏈應用落地雖不能單靠專利數量

來支撐，但仍不可輕忽專利的佈局 

隨著區塊鏈從技術烏托邦走向現實，專利

轉換為威力強大的武器的可能性增高。許多國

際大型銀行基於攻防策略，積極佈局區塊鏈專

利的趨勢，顯示專利是不可輕忽的戰場，否則

將付出慘痛代價。 

雖區塊鏈應用落地不能單靠專利數量來

支撐，但國內仍應積極佈局在落地性較高、影

響層面較廣的垂直領域或功能領域，提昇競爭

優勢。在區塊鏈整體還處於早期發展階段時，

如何搶占先機，建立智慧財產權「護城河」，

是目前國內企業應該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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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四個主要地區的區塊鏈發明型專利申請概況比較 

項目 中國 SIPO 美國 USPTO 歐洲 EPO 台灣 TIPO 

第一件專利申請

年份 

2014 年 2011 年 2014 年 2014 年 

合計已公開專利

申請數 

1,659 件 

(截至 2018.7.17) 

878 件 

(截至 2018.7.20) 

66 件 

(截至 2018.7.19) 

66 件 

(截至 2018.7.19) 

2017 年已公開專

利申請數 

1,128 件 273 件 39 件 33 件 

國別分布-累計至

2018.7.20 

中國：94% 

開曼群島：4% 

美國：1% 

美國：77% 

加拿大：3% 

英國：3% 

瑞士：2% 

愛爾蘭：2% 

以色列：2% 

美國：36% 

英國:14% 

安地卡及巴布達：

12% 

日本：11% 

台灣 45% 

安 地 卡 及 巴 布

達:24% 

開曼群島：11% 

香港：8% 

領域分布 數據層：55% 

應用層：26% 

擴展層：12% 

共識層：6% 

網絡層：2% 

設備層：1% 

數據層：61% 

應用層：28% 

擴展層：7% 

共識層：2% 

網絡層：1% 

設備層：1% 

數據層：56% 

應用層：36% 

設備層：5% 

擴展層：3% 

數據層：58% 

應用層：27% 

擴展層：12% 

設備層：3% 

共識層：2% 

應用層領域分布 金融保險(57%) 

能源(8%) 

溯源(7%) 

物聯網(5%) 

健康醫療(5%) 

金融保險(43%) 

數位資產管理與交

易(10%) 

溯源(6%) 

健康醫療(6%) 

物聯網(5%) 

供應鏈(5%) 

金融保險(71%) 

供應鏈(9%) 

物聯網(8%) 

能源(4%) 

票 務 / 紅 利 點 數

(4%) 

票 務 / 紅 利 點 數

(4%) 

金融保險(61%) 

稅務(17%) 

票 務 / 紅 利 點 數

(11%) 

溯源(11%) 

遊戲(5%) 

申請數前五大 1. 阿里巴巴(55

件) 

2. 人民銀行數位

貨幣研究所(39

件) 

3. 瑞卓喜投(37

件) 

4. 杭州複雜美科

技(33 件) 

5. 中國聯通(31

件) 

1. IBM(76) 

2. 美國銀行(44) 

3. 萬事達卡(33) 

4. COGNITIVE 

SCALE(16) 

5. FMR(15)、多倫

多道明銀行

（15） 

 

1. 恩鏈控股

nChain (9 件) 

2. 大英電信(6) 

3. 萬事達卡(6) 

4. 埃森哲全球服

務有限公司(4) 

5. 富士通(3) 

1. 現代財富控股

(17 件) 

2. 恩鏈控股(16

件) 

3. 久昌金融(9 件) 

4. 富邦金融(8 件) 

5. 21 公司(4 件)、

碩網(4 件)、港

商阿里巴巴(4

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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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8 月焦點 4】3D 感測獲投趨勢觀察 

 

 

 

 

 

 

 

 

 

 

 

 

 

 

 

 

 

 

 

 

 

 

 

 

 

 

3D 感測是一種電腦視覺技術，其主要是讓各種裝置得以獲

取各類物體或環境的 3D 數據，實現深度感測、追蹤定位和 3D

投影功能。早在 2010 年微軟推出 Xbox 360 的體感遊戲即為 3D

感測技術的應用；但 2017 年 Apple 首次導入 3D 感測技術，搭

載 True Depth 相機系統，實現臉部辨識 (Face ID) 功能，引發

各界對於 3D 感測技術的現況與未來發展高度關注。Yole 

Developmen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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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成長最大的為「消費類市場」，其將年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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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複合成長率為 12%。 

針對消費性電子商品中行動裝置的攝影機模式的演進，

Yole Development (2018) 指出，在 3D 感測模組的前置攝影機

變為一個使用者界面後，後置的攝影機模組將是未來的趨勢。

海通電子研究 (2017) 的報告指出，前置攝影機主要是運用在

結構光技術的人臉辨識，後置攝影機則屬於飛時測距技術的

AR 應用，未來兩者都有很大的市場規模。 

整體而言，3D 感測將受到不同應用領域的帶動而成長，由

於 3D 感測並非新興技術，在市場規模預期將快速發展的狀態

下，本研究將透過 3D 感測的獲投趨勢來了解哪些技術具潛力

能獲早期階段資金青睞，哪些技術有明確的商業模式或應用方

向能吸引中晚期階段投資。  

Yole Development 的報告

指出，3D 感測市場規模在

不同應用層面的帶動下，

2017年至 2023年將以每年

44%的速度成長。進一步細

分不同類型的市場，則消費

類市場的成長最快，其次是

汽車市場，再其次為工業與

商業市場。 

由於 3D 感測並非新興技

術，在市場規模預期將快速

發展的狀態下，本研究將透

過 3D感測的獲投趨勢來了

解哪些技術具潛力能獲早

期階段資金青睞，哪些技術

有明確的商業模式或應用

方向能吸引中晚期階段投

資。 

 

 

 

劉育昇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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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D 感測領域企業篩選及分類 

本研究在 3D 感測領域企業篩選及分類，

係參考 Tracxn、CBInsights、數位時代、工研

院報告、資策會相關報告，最終以 Sensor、3D 

Technology、Semiconductor、Hardware、Laser、

Image Recognition 、 Facial Recognition 、

Computer Vision 等 8 個關鍵字，針對 FINDIT

早期資金資料庫，萃取獲投企業的領域標籤或

企業描述，含有上述關鍵字者，作為分析對

象。 

在分類方面，本研究將 3D 感測領域區分

為底層設備/零件和應用層兩類。底層設備/零

件包括照明、晶片、相機、影像感測、軟體/

演算法，而為了突顯特定設備和零件，本研究

將 CMOS 和 LiDAR 自成一類；而在應用層方

面，包括消費性電子、車用、工業用、無人機、

AR/VR、醫療、居家/建築、國防/航太、農業

等。 

 

二、全球 3D 感測整體獲投趨勢 

依前述的篩選原則，本研究觀察 2010 年

至 2017 年間的 3D 感測企業，共有 76 家企業 

(屬於影像感測的企業佔 36%；軟體/演算法佔

21%；LiDAR 佔 17%；晶片佔 11%；CMOS、

相機、照明均佔 5%)，投資案件數共 155 件。 

在獲投金額方面 (如圖 4-1 所示)，排除

2013 年有多宗中期階段 (Mid Stage) 和晚期

階段 (Late Stage) 投資致使獲投金額特別多

之外 (包括 AR/VR產業中著名的 Leap Motion，

被 Intel 收購的視覺處理晶片製造商 Movidius

等，都在當年取得中晚期階段的投資資金)，

2010 年至 2017 年的獲投金額呈現持續成長的

狀態，其由 2010 年的 368 萬美元成長至 2017

年的 5,800 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為 23%。 

在交易件數方面， 2010 年至 2017 年，

呈現逐年成長的走勢；只是 2016 年受資本寒

冬的影響，投資交易件數略降，但交易金額仍

維持高位，從資料上可以看出投資人在選擇投

資案趨於謹慎，但選定後資金提供相對較大，

整體有回歸理性投資的狀態，不再瘋狂追逐新

創，審慎選擇投資標的。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圖 4-1、3D 感測器整體獲投趨勢 

 

三、整體獲投階段分析 

由於 3D 感測並非新的技術，其是否具有

新的發展空間，還是僅有既存廠商才能發展，

本小節則透過投資階段來檢視。 

圖 4-2 顯示 2010 年至 2017 年不同年份獲

投案件的投資階段占比。Seed/Angel以及Early 

Stage 在 2010 年至 2017 年的占比，平均值為

44%；且在 2013 年之後，其占比由 2013 年的

38%一直成長至 2017 年的 53%，這顯示，3D

感測產業仍具有潛力發展的技術受投資人青

睞，如追蹤眼球移動、人臉情緒辨識技術、超

音波感測技術等，都是這段期間取得早期階段

投資的技術。 

在中期階段投資和晚期階段投資方面， 

2010 年至 2017 年兩者的占比平均值合計為

54%，此亦顯示 3D 感測產業存在有明確的商

業模式或應用方向的領域。而相對吸引中晚期

階段投資的部份，例如晶片製造、既有的手勢

辨識技術但有新的運用空間、生物辨識技術採

新的感測方法實現等，此都是相對成熟的技術

但運用較新的方法來實現舊有的辨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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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3D 感測產業雖然並非新的技

術，但透過投資階段的檢視，其仍具有新創企

業突圍的空間。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圖 4-2、不同獲投階段案件的占比 

 

四、不同應用領域獲投件數的趨勢分析 

由於 3D 感測是由應用領域所帶動，因此，

本研究將所選出的 76 家企業，依其可應用的

領域以一對多的方式來呈現，如此，則可以知

道，奠基在這些 3D 感測企業下，哪些應用層

最受股權投資歡迎。於此，本節將以消費性電

子、車用、工業用、無人機、AR/VR、醫療、

居家/建築、國防/航太、農業等 9 個應用領域

來探討。 

在獲投案件數來看，消費性電子是最多的，

達 68 件；其次是車用領域，共 65 件；再其次

為 AR/VR，共 57 件；接著為工業用的領域，

共 41 件 (如圖 4-3 所示)。整體而言，與 Yole 

Development (2018) 預期消費型最高，其次為

車用，工業用為第三的樣貌相似。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圖 4-3、3D 感測應用領域的投資件數 

 

檢視 9 個應用領域由 2010 年至 2017 年的

獲投案件數熱力圖 (如圖 4-4 所示)。由圖可看

到消費性電子在 2011年和 2015年有兩個高峰，

而近兩年來雖有降低，但投資件數仍較多；車

用的應用領域在 2014 年後一直相當受到投資

人關注；工業用和 AR/VR 的應用領域到 2015

年處於最熱的時期，雖然2016年後略有下降，

但仍處於高位。值得注意的是無人機的應用領

域其於 2017 年達到觀察年的最高點，呈現一

個新興發展的狀態。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圖 4-4、3D 感測應用領域投資件數熱力圖 

(2010~2017 年) 

 

 

 

 

領域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消費性電子 5 10 4 9 10 16 5 9

車用 4 0 5 5 10 9 10 22

AR_VR 4 4 7 6 8 14 5 9

工業用 2 2 4 4 4 10 6 9

醫療 0 6 4 1 3 5 2 3

居家_建築 1 0 3 0 2 6 3 3

無人機 0 1 0 1 1 2 2 7

國防_航太 0 0 0 1 0 4 2 3

農業 0 0 0 0 0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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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應用領域的獲投階段分析 

為了進一步了解 3D 應用領域哪些具有潛

在發展空間能吸引早期階段資金的目光；還是

哪些應用領域有明確的商業模式或應用方向

屬於中晚期階段投資的層面，本研究整理由

2010 年至 2017 年的 3D 應用領域獲投資訊，

並以不同輪次呈現。圖 4-5顯示，消費性電子、

車用、 AR/VR 、工業用均有獲得早期階段投

資和中晚期階段投資的青睞。本研究再進一步

透過重點個案分析的方式來了解哪些模式是

屬於早期階段資金喜好的層面，而哪些屬於中

晚期階段資金偏好的面向。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圖 4-5、3D 感測應用領域投資件數熱力圖─按

獲投階段區分 

 

六、消費性電子的重點個案分析 

在消費性電子的應用領域，屬於早期階段

資金喜好的層面包括超音波 3D 感測技術的手

勢辨識、高光譜成像感測器技術。以下是重點

個案的介紹。 

1. Chirp Microsystems 

 成立時間：2013 

 創辦人：Andre Guedes, David Horsley, 

Michelle Kiang, Richard Przybyla, Stefon 

Shelton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www.chirpmicro.com 

 累計獲投：$1.5M 

 近期獲投：$0.5M/Seed (2017) 

 簡介：開發超音波 3D 感測技術，可運用於

消費電子呈現手勢辨識功能。2018 年被

TKD 併購。 

 

2. Unispectral 

 成立時間：2016 

 創辦人：Ariel Raz, David Mendlovic, Rami 

Feig 

 總部位置：以色列 

 網址：www.unispectral.com 

 累計獲投：$7.5M 

 近期獲投：$7.5M/Series A (2016) 

 簡介：開發高光譜成像感測器技術，該技

術應用 MEMS 技術來區分固體、液體和氣

體中的材料屬性，並提供低光照和豐富的

彩色攝影功能，可運用於智慧型手機上。 

 

在消費性電子的應用領域，屬於中晚期階

段資金喜好的層面包括手勢辨識、人臉辨識、

指紋辨識技術、深度辨識演算法。以下是重點

個案的介紹。 

1. Canesta 

 成立時間：1999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www.canesta.com 

 累計獲投：$54.3M 

 近期獲投：$16M/Unknown (2009) 

 簡介：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為 3D CMOS 影

像感測器晶片，擁有手勢辨識功能。2010

年被 Microsoft 併購。 

 

2. Softkinetic 

 成立時間：2007 

 創辦人：Eric Krzeslo 

次領域 Seed/Angel Series A Mid Stage Late Stage

消費性電子 14 7 29 18

車用 18 19 20 8

AR_VR 17 13 17 10

工業用 12 11 11 7

醫療 3 4 9 8

居家_建築 6 3 4 5

無人機 5 3 2 4

國防_航太 4 4 2 0

農業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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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部位置：比利時 

 網址：www.softkinetic.com 

 近期獲投：未揭露金額/Series C (2014) 

 簡介：該企業為消費電子和專業市場提供

基於手勢的平台，它提供一系列 3D 成像和

手勢辨識解決方案。2015 年被 Sony 併購 

 

3. Pebbles Interfaces 

 成立時間：2010 

 創辦人：Israel Grossinger, Nadav Grossinger 

 總部位置：以色列 

 網址：www.pebblesinterfaces.com 

 累計獲投：$14.5M 

 近期獲投：$3M/Mid Stage (2015) 

 簡介：該企業提供 3D 手勢互動軟硬體，其

技術可透過任何設備或平台上的界面，展

現簡單自然的人體手勢。2015 年，由 

Oculus 併購。 

 

4. Movidius 

 成立時間：2006 

 創辦人：David Moloney, Sean Mitchell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www.movidius.com 

 累計獲投：$86.5M 

 近期獲投：$40M/ Series E (2015) 

 簡介：該企業為視覺處理晶片製造商，可

運用於人臉辨識。2016 年，由 Intel 併購。 

 

5. Mantis Vision 

 成立時間：2005 

 創辦人：Amihai Loven, Gur Arie Bittan 

 總部位置：以色列 

 網址：www.mantis-vision.com 

 累計獲投：$77.2M 

 近期獲投：$55M/ Series D (2018) 

 簡介：該企業的技術基於結構化光源和演

算法，能讓智慧型手機擁有 3D 臉部掃描和

辨識的功能。 

 

6. Jenetric 

 成立時間：2014 

 創辦人：Roberto Wolfer 

 總部位置：德國 

 網址：www.jenetric.de/home.html 

 近期獲投：未揭露金額/Series C (2016) 

 簡介：開發和製造用於捕獲生物辨識技術，

ec-thru 技術建置了使用透明的光學 TFT 指

紋傳感器，透過將圖形顯示與 TFT 傳感器

相結合，可以減少指紋掃描儀的尺寸和重

量。 

 

7. PrimeSense 

 成立時間：2005 

 創辦人：Alexander Shpunt, Aviad Maizels 

 總部位置：以色列 

 網址：primesense.com 

 累計獲投：$39.4M 

 近期獲投：$10M/Series C (2011) 

 簡介：提供深度辨識演算法，其產品用於

視頻遊戲、消費電子產品等應用。2013 年，

由 Apple 併購。 

 

七、車用的重點個案分析 

在車用的應用領域，屬於早期階段資金喜

好的層面包括超音波回音定位功能、遠程感測

技術、Flash LiDAR、一條龍的方式生產 LiDAR。

以下是重點個案的介紹。 

1. Toposens 

 成立時間：2015 

 創辦人：Alexander Rudoy, Rina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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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chini, Tobias Bahnemann 

 總部位置：德國 

 網址：www.toposens.com 

 累計獲投：$0.34M 

 近期獲投：$0.12M/Seed/Angel (2017) 

 簡介：Toposens 的感測器具備體積小、質

量輕、超低功耗和低成本，可進一步運用

在智慧建築與自動駕駛車領域。有超音波

回音定位功能，能在夜間視線不佳的狀況

下，辨別物體的遠近。 

 

2. Neteera Technologies 

 成立時間：2014 

 創辦人：Haim Goldberger, Isaac Litman 

 總部位置：以色列 

 網址：www.neteera.com 

 累計獲投：$8.5M 

 近期獲投：$6.5M/Seed (2017) 

 簡介：唯一家旨在為自動駕駛汽車帶來更

佳感測器的新創企業，其專注於遠程感測

技術的開發，透過利用亞太赫茲頻率，讓

結合雷達和雷射雷達優勢的設備，可以透

過非導電和不透明材質檢測物體以及物體

的移動。 

 

3. TetraVue 

 成立時間：2008 

 創辦人：Paul Banks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www.tetravue.com 

 累計獲投：$10M 

 近期獲投：未揭露金額/ Series A (2017) 

 簡介：用光學飛時測距來發展 3D 快閃光達

的企業，在 Yole 的 LiDAR 分類屬於 Flash 

LiDAR。 

 

4. Luminar 

 成立時間：2012 

 創辦人：Austin Russell, Jason Eichenholz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www.luminartech.com 

 累計獲投：$36M 

 近期獲投：$36M/Seed (2017) 

 簡介：自動車輛行業生產先進的感測器技

術，該公司設計了自己的產品：雷射、接

收器、晶片、包裝等，而不是採用現成的

組件。該公司的 LiDAR 讓汽車能夠更詳細

地了解障礙物體，不受惡劣天氣的影響 ，

在 Yole 的 LiDAR 分類屬於 Other 

mechanical scanning。 

 

在車的應用領域，屬於中晚階段資金喜好

的層面包括手勢控制、固態光達。以下是重點

個案的介紹。 

1. Ultrahaptics 

 成立時間：2013 

 創辦人：Sriram Subramanian, Tom Carter 

 總部位置：英國 

 網址：ultrahaptics.com 

 累計獲投：$41.2M 

 近期獲投：$23M/ Series B (2017) 

 簡介：開發了空中觸覺技術，使用戶無需

佩戴或觸摸任何東西即可獲得觸覺反饋，

讓使用者能用手勢控制調整信息娛樂和音

頻系統。 

 

2. Quanergy Systems 

 成立時間：2012 

 創辦人：Louay Eldada, Tianyue Yu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quanergy.com 

 累計獲投：$135.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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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獲投：$90M/ Series B (2016) 

 簡介：量產 S3 固態光達的企業，在 Yole

的 LiDAR 分類屬於 Optical phased array 

LiDAR。 

 

3. Innoviz Technologies 

 成立時間：2016 

 創辦人：Amit Steinberg, Omer David Keilaf, 

Oren Buskila, Oren Rosenzweig, Zohar 

ZIsapel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www.innoviz.tech 

 累計獲投：$82M 

 近期獲投：$8M/ Series B (2017) 

 簡介：開發自動駕駛技術，提供固態光達，

在 Yole 的 LiDAR 分類屬於 MEMS 

LiDAR。 

 

八、AR/VR 的重點個案分析 

在 AR/VR 的應用領域，屬於早期階段資

金喜好的層面包括內外手勢和位置追蹤技術、

表情動態捕捉技術、眼球追蹤。以下是重點個

案的介紹。 

1. uSens 

 成立時間：2013 

 創辦人：Anli He, Chris Shi, Yue Fei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www.usens.com 

 累計獲投：$26.7M 

 近期獲投：$20M/ Series A (2016) 

 簡介：該企業開發用於 AR/VR 的內外手勢

和位置追蹤技術，它由一個小型感測設備

和一套演算法分析軟體組成，可捕獲一系

列手指的手勢和活動。 

 

2. faceshift 

 成立時間：2012 

 創辦人：Brian Amberg, Sofien Bouaziz, 

Thibaut Weise 

 總部位置：瑞士 

 網址：www.faceshift.com 

 累計獲投：$0.7M 

 近期獲投：$0.7M/Seed/Angel (2013) 

 簡介：該企業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為 VR 表

情動態捕捉技術。2015 年被 Apple 併購。 

 

3 FOVE 

 成立時間：2015 

 創辦人：Lochlainn Wilson, Yuka Kojima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www.getfove.com 

 累計獲投：$17.3M 

 近期獲投：$6M/ Series B (2017) 

 簡介：該企業製造眼球追蹤的頭戴式顯示

器。 

 

4. Insightness 

 成立時間：2014 

 創辦人：Christian Brandli, Marc Osswald, 

Marc Osswald, Nathan Baumli, Nathan 

Baumli, Prof. Tobi Delbruck, Prof. Tobi 

Delbruck, Raphael Berner, Raphael Berner 

 總部位置：瑞士 

 網址：www.insightness.com 

 近期獲投：未揭露金額/Seed/Angel (2017) 

 簡介：該企業開發了高速、低功耗視覺追

踪系統 (該企業稱之為 SILICON EYE)，這

個系統可以為智能眼鏡提供無延遲的 AR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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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R/VR 的應用領域，屬於中晚階段資

金喜好的層面為手勢辨識。以下是重點個案的

介紹。 

1. Leap Motion 

 成立時間：2010 

 創辦人：David Holz, Michael Buckwald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www.leapmotion.com 

 累計獲投：$94.1M 

 近期獲投：$50M/ Series C (2017) 

 簡介：該企業製造和開發用於 VR/AR 的運

動控制硬體和軟體，擁有手勢辨識技術。 

 

九、工業用的重點個案分析 

在工業用的應用領域，屬於早期階段資金

喜好的層面維亞毫米級別的微型化深度感測

設備。以下是重點個案的介紹。 

1. ZhiSensor 

 成立時間：2016 

 總部位置：中國 

 網址：www.zhisensor.com 

 累計獲投：$1.5M 

 近期獲投：未揭露金額/Angel (2017) 

 簡介：該企業提供的 3D 深度相機，是一款

能提供亞毫米級別的微型化深度感測設備，

產品可應用於三維掃描、工業檢測、物流

分類、保險三維定損、機器視覺等領域。 

 

在工業用的應用領域，屬於中晚階段資金

喜好的層面包括無人搬運車具有防撞功能、工

業自動化系統需求。以下是重點個案的介紹。 

1. Benewake 

 成立時間：2015 

 創辦人：Yuan Li 

 總部位置：中國 

 網址：www.benewake.com 

 近期獲投：未揭露金額/Series B (2018) 

 簡介：該企業專注於固態雷射雷達的研發

和製造，其產品可讓工業用的無人搬運車

具有防撞功能，按 Yole 在 LiDAR 的分類

中，其屬於 MEMS LiDAR。 

 

2. Aquifi 

 成立時間：2011 

 創辦人：Abbas Rafii, Nazim Kareemi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www.aquifi.com 

 累計獲投：$20.7M 

 近期獲投：$12M/ Series C (2015) 

 簡介：該企業開發了針對製造和物流中，

高度重複性流程的自動化解決方案，由 AI

提供，並配有獨特的 3D 視覺感測器，用於

物流、製造和電子商務用例組合。 

 

3. Prophesee 

 成立時間：2014 

 創辦人：Bernard Gilly, Christoph Posch, 

Ryad Benosman 

 總部位置：法國 

 網址：www.prophesee.ai 

 累計獲投：$37.3M 

 近期獲投：$19M/ Series B (2018) 

 簡介：該企業提供基於非同步時間的圖像

感測器晶圓和軟體演算法，其針對機器人、

檢驗設備、監視裝置等工業自動化系統需

求，推出了首款事件式視覺系統 Onboard，

可協助廠商加速完成生產線上的品質評估、

減少高速檢驗系統再校正次數，並透過預

測性維修縮短停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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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無人機的重點個案分析 

在無人機的應用領域，屬於早期階段資金

喜好的層面為結合 LiDAR 偵測特殊氣體。以

下是重點個案的介紹。 

1. Hesai 

 成立時間：2013 

 創辦人：Kai Sun, Ronald K, Shaoqing Xiang, 

Yifan Li 

 總部位置：中國 

 網址：www.hesaitech.com/en/index.html 

 累計獲投：$16M 

 近期獲投：$16M/ Series A (2017) 

 簡介：該企業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以 LiDAR

運用為主的公司，能進行遠程甲烷洩漏檢

測，按 Yole 在 LiDAR 的分類中，其屬於 

Multi-channels Macro mechanical 

scanning。 

 

在無人機的應用領域，屬於中晚階段資金

喜好的層面為自動駕駛系統的軟體開發。以下

是重點個案的介紹。 

1. Ascending Technologies 

 成立時間：2007 

 創辦人：Daniel Gurdan, Jan Stumpf, 

Klaus-Michael Doth, Michael Achtelik 

 總部位置：德國 

 網址：www.asctec.de 

 近期獲投：未揭露金額/Late Stage (2014) 

 簡介：該企業為專業、商業、民用和研究

無人飛機系統應用開發和製造自動駕駛系

統、無人駕駛飛機系統。2016 年由 Intel

併購 

 

十一、結論 

綜合整理 3D 感測的獲投趨勢，本研究歸

納分析結果如下：(1) 在早期投資趨勢方面，

無論是獲投案件數和獲投金額，2010 年至

2017 年呈現逐年成長的走勢，只是 2016 年受

資本寒冬的影響，投資交易略降，但仍維持高

位整體有回歸理性投資的狀態，不再瘋狂追逐

新創，審慎選擇投資標的。(2) 在整體投資階

段方面，由於 3D 感測產業雖然並非新的技術，

中期階段投資和晚期階段投資平均值占 54%，

而早期階段投資的平均值占 44%，於此，其仍

具有新創企業突圍的空間。(3) 在應用領域的

獲投分析方面，消費性電子是最多的，其次是

車用領域，再其次為 AR/VR，接著為工業用

的領域，整體而言，與Yole Development (2018)

預期消費型最高，其次為車用，工業用為第三

的樣貌相似。(4) 在重點個案分析方面，相關

的辨識技術雖然有很多企業投入，但就資金的

輪次而言，大多已進入中晚期階段投資。僅管

如此，仍有部份的技術吸引早期階段投資，包

括表情動態捕捉技術、眼球追蹤、超音波 3D

感測技術、Flash LiDAR 等。 

參考文獻： 

1. Yole Development (2018) “3D 

Imagingand Sensing”。 

2. 海通電子研究 (2017)，“蘋果 3D 視覺報

告：龍頭引領行業大趨勢”， 

http://toments.com/47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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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8 月焦點 5】自駕車市場正夯、圖

資企業也跟著搶手-解析突圍而出的新興「指路

人」 

 

 

 

 

 

 

 

 

 

 

 

 

 

 

 

 

 

 

 

 

 

 

 

 

 

 

 

一、圖資為何備受青睞？ 

過住，車載導航系統最大的缺點是地圖資料過時、升級過

程繁瑣。但在自駕車時代中，圖資領域因高精地圖與高精定位

兩項突破性技術的誔生，讓傳統封閉的車載導航，變身為具精

準且即時更新的地圖系統。 

其中，高精地圖乃透過傳感器將不同車輛感知到的路況資

訊，即時上拋雲端，讓所有車輛即時得到最新圖資。一般而言，

高精度地圖具備有高精度的坐標，同時還有準確的道路線標、

路標、車道數，並且含括道路垂直坡度、曲率、側傾、週邊物

件等地圖層資訊，此外，也具備即時更新車況、天氣、障礙等

即時動態路況圖資等功能。例如，車輛感測器擷取道路上異常

障礙物、道路維修車道限縮都會立即拋上雲端回報，讓所有車

輛可以立即取得資訊。甚至可以做到隨車、隨路、隨人，讓車

輛隨著地圖位置，依照駕駛習慣偏好，提供個人化偏好駕駛地

圖資訊。 

另外則是高精定位系統，協助自駕車更精確的感知它所處

的位置。其價值在感測器無法即時辨識時特別能夠被彰顯出來，

例如地圖上標示前方有停止標誌，如果標誌被擋住、反光或模

糊不清，感測器或攝影機無法即時辨識出有此標誌或感測器突

然無法正常運作時，定位系統確認車輛位置和圖資後，行車系

統仍然可以做出適當的反應。目前，定位系統的技術突破多為

搭配使用自駕車的感測來感知環境變化並改善定位資訊。  

車載導航系統最大的缺點

是地圖資料過時、升級過

程繁瑣。但在自駕車時代

中，圖資領域在高精地圖

與高精定位皆有突破性技

術誔生，讓傳統封閉的車

載導航，變身為具精準且

即時更新的地圖系統。 

高精地圖與定位技術的突

破，不但解決了傳統車載

導航系統的痛點，更使得

圖資在自動駕駛產業中扮

演「指路人」的角色，圖

資領域遂成為早期資金追

捧的標的之一，本文分就

高精地圖與高精定位兩項

關鍵技術之獲投新創進行

介紹。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研六所副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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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地圖與定位技術的突破，不但解決了

傳統車載導航系統的痛點，更使得圖資在自動

駕駛產業中扮演「指路人」的角色，圖資領域

遂成為早期資金追捧的標的之一，以下本文分

就高精地圖與高精定位兩項關鍵技術之獲投

新創進行介紹。 

二、高精度地圖突圍新創 

為何自駕車需要高精度地圖？主要原因

如下：(1)克服傳感器測量距離的限制－通常自

駕車主要依靠毫米波雷達、雷射雷達、攝影機

等傳感器感知車輛周邊環境，但傳感器測量距

離有限，現有的傳感器最大測量距離可以達到

250 公尺左右，地圖則具有更遠的距離感知能

力。(2)克服地圖在天候上的限制－傳感器在大

雨、大雪等極端天氣條件下穩定性將降低，地

圖則不受天候影響，即使在完全不可視的環境

中，也能完成一些自動駕駛功能。(3)增進定位

精準度－商用 GPS 系統定位精確度約是 5 公

尺，而在城市中，其精度誤差會達到 50 公尺。

高精度地圖和傳感器探測內容互相配合，定位

精準度則可提升至到 10-20 公分。(4)降低傳感

器判斷誤差－傳感器乃是透過機械視覺進行

判斷，因此存在判斷錯誤的可能，加入地圖資

訊則可消除傳感器的一些誤差。(5)降低傳感器

和控制系統的成本－全透過傳感器訊息處理

車輛的計算成本過高，高精度地圖可以使得車

輛對環境有提前預知，輔助車輛做出駕駛策略，

降低了傳感器和控制系統的成本。除了技術面

的突破外，高精地圖也具備市場潛力，根據高

盛的對全球高精地圖市場的預判， 2020 年高

精地圖市場將達到 21 億美元；而到 2025 年，

市場規模會擴大到 94 億美元。因此，未來 15

年高精地圖行業將進入黃金發展期。基於上述

理由，除了傳統圖資廠商外，高精度地圖新創

也成為自駕車領域追捧的新星之一，以下為高

精地圖領域重要新創玩家。 

1.DeepMap 

 成立時間：2016 

 創辦人： James Wu(吳夏青), Mark Wheeler

皆曾任職 Google Map 

 國別：美國 

 網址：deepmap.ai 

 累計獲投：$92M 

 近期獲投：$60M/ series unknown（2018.7.9） 

 歷年投資人清單：BAIC Group, Alibaba, 

Didi Chuxing, Accel, Andreessen Horowitz, 

GSR Ventures, Andreessen Horowitz, GSR 

Ventures, iSeed Ventures 

 技術：低成本的感知設備+群眾外包即時創

建、更新地圖 

 精準度：釐米級 

DeepMap 創立於 2016 年，總獲投金額為

9,200 萬美元，創辦人與成員具備 Google 地圖

以及各大主要科技公司工作經驗。DeepMap

針對自動駕駛汽車需要的高精度地圖推出了

一個全新的解決方案，能夠快速、低成本地從

地圖創建、地圖消費再到相關雲基礎設施做到

一條龍服務。 

在資料搜尋部份，為了節省資料搜集成本

以獲得足夠的數據，DeepMap 採用了配備 16

線 LiDAR、攝像頭和一些基本的定位設備的

眾包車進行繪圖，成本遠小於傳統圖商的專業

繪圖車，並將採集來的數據轉換為汽車可「理

解」的高精度地圖。 

DeepMap 為自動駕駛圖資提供三個解決

方案，首先是映射，映射提供了最佳的可擴展

和可維護的高清地圖服務，符合生產自駕車的

安全性、準確性和性能要求；第二是本地化，

DeepMap 為各種道路類型和駕駛人條件提供

釐米級的實時定位，嚴格地衡量城市與高速公

路駕駛的準確性與性能，提供的本地化性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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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透明；最後為模擬，DeepMap 使用真實的

LiDAR 數據進行模擬，進而提供完整的 3D 環

境。以上三個方案提供自駕車在複雜和不可預

測的環境中導航所需的功能、精準的高清映射

和實時本地化以及支持大規模的全局服務基

礎架構，更重要的是，同時在其平台中的車輛

可以彼此共用即時資訊。 

相較於 Here 或 TomTom 主要在提供高精

度地圖上進行投入，DeepMap 則更重視在低成

本的「消費性」高精度地圖和必要的雲服務基

礎設施的開拓。為達成這個目標，DeepMap

會向車廠合作夥伴開放一套 API 接口，協助合

作伙伴開發更好的「消費」高精度地圖。此外，

相較於其他圖資產品，DeepMap 平台中的車輛

可以彼此之間共享信息，地圖能夠實時更新。

同時汽車傳輸到雲端的數據會進行高效的處

理，並進行與雲端和無人駕駛汽車實時反饋，

該技術使得高精度地圖有機會大規模而低成

本的應用於自駕車上。 

 

2. Mapillary 

 成立時間：2013 

 創辦人：Jan Erik Solem, Johan Gyllenspetz, 

Peter Neubauer, Yubin Kuang 

 國別：瑞典 

 網址：mapillary.com 

 累計獲投：$24.5M 

 近期獲投：$15M/ series B（2018.4.12） 

 歷年投資人清單： NavInfo, Samsung 

Catalyst Fund, LDV Capital, Atomico, 

Sequoia Capital, BMW i Ventures, Atomico, 

Sequoia Capital, LDV Capital, Playfair 

Capital, Wellington Partners, Playfair Capital, 

Walking Ventures, Jeremy Yap, LDV 

Capital, Wellington Partners, Sequoia Capital, 

Carl Silbersky 

 技術：透過群眾外包上傳影像，開發道路

街景圖資 

Mapillary 創立於 2013 年，總獲投金額為

2,450 萬美元。Mapillary 的協作平台能讓全球

用戶上傳、使用、訪問所有具有地理位置標記

的照片。有別於 Google 街景車以集中式採集

資料的方式到處拍攝城市風貌，Mapillary 則是

利用群眾外包的方式，讓大眾透過手機 app，

拿起手機開啟鏡頭，就可以拍攝沿路上的街景，

拍完上傳之後，網站會自動組合，變成連續的

街景呈現方式。更重要的是，Mapillary 將這

些照片用開放授權方式釋出，因此能運用到開

放街圖計畫上，社群參與能夠透過平台標示城

市店家，以及判斷那個十字路口有紅綠燈。 

除了對開放社群，Mapilary 也跟地理資訊

大廠 Esri 以及圖資企業 Here 合作，對於開發

者來說，Mapillary 提供 API 介接，提供比 

Google 便宜的街景使用服務。 

3.Civil Maps 

 成立時間：2015 

 創辦人：Anuj Gupta, Fabien Chraim, Scott 

Harvey, Sravan Puttagu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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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別：美國 

 網址：civilmaps.com 

 累計獲投：$9.2M 

 近期獲投：$6.6M/ seed（2016.7.15） 

 歷年投資人清單：Alrai Capital, Sandy Cass, 

Motus Ventures, StartX (Stanford-StartX 

Fund), Wicklow Capital, Ford Motor 

Company, Scrum Ventures, AME Cloud 

Ventures, SAIC Venture Capital, TSVC, 

StartX (Stanford-StartX Fund), Ronjon Nag, 

VGO Ventures, CRCM Ventures, Joseph 

Hlady, letters Capital, Abhishek Arora, CLI 

Ventures, Alrai Capital, Motus Ventures, 

FOUNDER.org, SkyDeck Berkeley 

 技術：創建「指紋基礎地圖」，透過 AI 演

算法刪除無用資訊再創建地圖 

Civil Maps 創立於 2015 年，總獲投金額

為 920 萬美元。如同 DeepMap 從降低感測設

備成本著手，Civil Maps 所開發的 Atlas Devkit

感測器套裝(包括攝像頭、LiDAR 和

IMU&GPS)，也比 Google 街景車配備的器材

便宜得多。同時，該技術採群眾外包的方式進

行數據更新。這是 Civil Maps 成本低的原因之

一。 

有別於 DeepMap 把感測器掃到的整個畫

面和原來繪製的地圖做全局匹配，Civil Maps

透過 AI 演算法刪除無用資訊再創建地圖的

「指紋基礎地圖」，上傳到雲端的資料量要小

很多，資料量可控制在 100-300KB/km 的級別。

較小的資料量還有其他好處，如果能夠將每公

里的地圖大小降低到 200KB 左右，那麼在車

載端就可以本地儲存更多的地圖數據了。資料

量越小，上傳和下載量也就越小，也意味著網

路費用越少。在這個基礎上，汽車可以緩存更

多的資料，在網路情況較差的地方也可以使

用。 

Civil Maps 曾在 2017 年發表軟硬體結合

的即時地圖工具包。2018 年 5 月，Civil Maps

通過和 Renovo 的合作，提供高清畫質地圖的

建立、使用以及大規模的群眾外包，兩家公司

將合作以標準化民用地圖和本地化系統 OEM

傳感器搭配裝置、決策引擎、人機介面（HMI）

和控制系統之間的抽象層，有即插即用的兼容

性，也消除了自動駕駛佈屬的障礙。 

 

 

4.Artisense Corporation  

 成立時間：2015 

 創辦人：Andrej Kulikov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artisense.ai 

 累計獲投：$5.2M 

 近期獲投：$4.9M/ seed（2018.4.16） 

 歷年投資人清單：Chris Hitchen, Project A , 

Vito Ventures 

 技術：不需依賴 GPS 便可建置動態地圖 

Artisense Corporationy 創立於 2015 年，總

獲投金額為 520 萬美元。Artisense 主要以 3D

視覺為技術開發核心，利用 SLAM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增強

地理定位，研發動態全局映射以及 3D 物體檢

測等領域。定位同步和製圖（SLAM）用於計

算機視覺技術，透過設備和傳感器，接收來自

物理的可視化數據。SLAM 將數據轉換成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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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虛線地圖，使得機器更好解釋數據。

SLAM 技術可用於機器人、無人駕駛飛行器以

及自動駕駛車輛。 

Artisense 可以不用依賴 GPS，利用視覺

SLAM（同步定位製圖）和 VIO（視覺慣性測

距）技術，擴展動態 3D 製圖和定位。 Artisense

的解決方案為 PNT（位置，導航和定時）可在

任何條件下為自動化系統提供可靠的 6-DoF

定位。通過群眾外包來自數十萬台的攝影機和

連接到平台的傳感器 3D 數據，提升機器的學

習能力；另外，3D 傳感器數據在 Geospat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雲端空間智能地理平台）

中進行整合、修復以及更新全球動態 3D 地

圖。 

最後，Artisense 為自動駕駛提供了低耗能

的嵌入式計算機視覺引擎（COTS），在雲端

的深度學習算法下，汽車的攝影鏡頭可以變成

精準的測繪引擎，可以連結傳感器使用，使得

車子可以自主導航。 

 

 

 

5.lvl5 

 成立時間：2016 

 創辦人： Andrew Kouri, George Tall 

 國別：美國 

 網址：www.lvl5.ai 

 累計獲投：$2M 

 近期獲投：$2/seed（2017.7.21） 

 歷年投資人清單：Pi Campus, Y Combinator, 

Max Altman, Paul Buchheit 

 技術：單純利用機械視覺技術創建地圖 

 精準度：30-40 釐米級 

有別於其他圖資公司採用 LiDAR、攝像

頭與雷達等感測器，lvl5 採用的技術路徑很不

同，Lvl5開發了一款名為 Payver的 iOS應用，

透過群眾外包，司機只要在駕駛中固定好手機，

用應用錄製視頻並上傳，即可獲得一定的獎勵。

而錄製的影片在經過 lvl5 後台，會經過計算機

視覺算法和神經網路處理，然後提取出一些特

徵，並得到特徵的定位。有了特徵的定位後，

車輛就能通過三角測量，了解自己相對於那些

特徵的所處位置。處理後，能生成自動駕駛所

需的高精度地圖，換句話說，lvl5 單純只用到

機械視覺的方式來製作地圖。 

雖然這樣的道路收集方式看起來非常不

專業，但數月內，在 APP 下載量只有 2500 次

的情況下，不到三個月時間，lvl5 就完成了對

全美高速公路 90%的高精地圖覆蓋。在精準度

部份，lvl5 還不如 LiDAR，但是，lvl5 的地圖

也已經做到了 30-40 釐米的精度，目標是將定

位精度提升到 10 釐米。 

 

 

http://www.lvl5.ai/


 

97 

 新興領域 

 

三、定位突圍新創 

定位技術大致可分為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統）和 LBS

（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移動位置服

務）兩大類。GPS 乃透過接受 GPS 衛星提供

的經緯度坐標信號來進行定位，而 LBS 則透

過移動通信的基站信號差異來計算出手機所

在的位置。 

LBS 定位的優勢是方便，僅需透過手機便

可進行定位的。因此，只要用戶手機處於行動

通信網路的有效範圍之內，就可以隨時進行位

置定位，而不受天氣、高樓、位置等的影響。

缺點是，其精度明顯地遜於GPS的定位精度。

此外，若手機所處的基地台數量不足，則無法

進行 LBS 定位，因此用戶身處野外時的定位

能力將受到考驗。 

GPS 定位的優勢是精確，只要能接收到四

顆衛星的定位信號，就可以進行誤差在 5 公尺

以內的定位。缺點則是 GPS 受天氣和位置的

影響較大。當遇到天氣不佳的時候、或者在高

樓旁的角落、地下車庫或露天的下層車庫（或

者簡單地說當見不到天空的時候），GPS 的定

位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甚至無法進行定

位服務。以下介紹在這波競爭中突圍而出的地

圖定位新創。 

 

1.deCarta 

 成立時間：1996 

 創辦人：Bill Schwegler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decarta.com 

 累計獲投：$62.7M 

 近期獲投：$4M/ series unknown（2012.7.18） 

 歷年投資人清單：Translink Capital, Vilicus 

Ventures, Deutsche Telekom Strategic 

Investments, Translink Capital, Translink 

Capital, Cardinal Venture Capital,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Mobius Venture Capital, 

Mobius Venture Capital, Cardinal Venture 

Capital,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Ford Venture Capital 

Group, Cardinal Venture Capital, Mobius 

Venture Capital, Cardinal Venture Capital 

 技術：LSB 定位，提供即時地理空間動態

資訊平台。 

deCarta 創立於 1996 年，總獲投金額為

6,270萬美元，是一家提供LBS（Location-Based 

Service）技術平台的地圖搜尋公司，為提供之

平台包括地圖、本地搜尋、即時導航、以及其

他基於位置的功能。許多人在鄉間小路或巷弄

開車時可能都會有走冤枉路的經驗，deCarta

所提供之 LBS 地圖搜尋平台便是針對此痛點

做改良。 

在企業端，deCarta 的 NavSDK 提供了一

個涵蓋了開發庫、示範代碼、數據樣本和開發

文件的全套開發模組，能夠協助個人導航和智

慧手機製造商開發高度客戶化導航系統。它提

供了 API 來應付導航所需的功能，客戶可以繞

過試驗階段，從而更有效率地將產品投放市場，

另外 deCarta 也開放原代碼，解釋如何使用及

支持各種導航功能，協助開發流程。deCarta

的 NavSDK 技術，用於智慧型手機並提供完整

的導航功能，根據製造商要求訂定市場訂製導

航系統與用戶介面。 

在消費者端，deCarta 的 Drill Down Server

地理空間平台，為用戶提供標準化的指令與複

雜的地圖空間功能，讓客戶能迅速定位。除此

之外，deCarta 的 DDS Web Services 能為客戶

提供高階程式語言及標準化的指令以簡化複

雜的地理空間功能，若再搭配 deCarta 交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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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組就能顯示出交通路況。DDS 還有額外

的功能，例如本地商家查詢、個人偏好設定等、

以及包含交通、天氣、停車場剩餘空位、餐廳

價格、油價等即時動態資訊。 

除了自有的地圖數據，他們在全球多個國

家與當地的地理資訊公司展開合作，其中既有

知名的 Here、中國的 eMapgo、日本的 IPC 等

地圖內容供應商，也有 TomTom、 Intrix、和

TraffiCast 等路況訊息供應商。基於這些紛繁

複雜的數據，deCarta 擁有完整的 LBS 開放平

台，能為及客戶提供最基礎的地圖導航服務、

本地化搜索、以及豐富的開發工具來滿足更加

獨特的需求。Uber基於降低對競爭對手Google

的依賴已於 2015 年收購此公司。 

 

 

2.Swift Navigation 

 成立時間：2012 

 創辦人：Colin Beighley, Fergus Noble, 

Timothy Harris 

 總部位置：美國 

 網址：swiftnav.com 

 累計獲投：$48.8M 

 近期獲投：$35.2M/ Series B（2017.6.28） 

 歷 年 投 資 人 清 單 ： Promus Ventures, 

Qualcomm Ventures, Felicis Ventures, 

General Motors, Fall Line Capital, Clear 

Ventures, First Round Capital, Lemnos VC,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 Eclipse, Eclipse, 

Qualcomm Ventures,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 Lemnos VC, Fall Line Capital, 

Felicis Ventures, First Round Capital, 

Promus Ventures, Brainchild Holdings, First 

Round Capital, Felicis Ventures, Lemnos VC, 

Qualcomm Ventures, VTF Capital 

 技術：GPS 定位，且價格低於同業的 1/10 

Swift Navigation 創立於 2012 年，總獲投

金額為 4,880 萬美元。該公司建造了釐米級精

確的 GPS 技術為自動駕駛提供動力。 

目前 Swift Navigation 主要提供兩種傳感

器，分別為 Piksi Multi 與 Duro。Piksi Multi

主要是針對改善傳統 GPS 存在精確低、信號

延遲或誤差的問題，改善精確度部份，Swift 

Navigation同時測量衛星發出的GPS代碼和代

碼的19釐米波長相位，再使用一種算法處理，

利用這些資訊來提高定位精確度；在改善延遲

部份，Swift Navigation 使用附加接收器作為參

考，減少電離層延遲導致的誤差。 

Swift Navigation 沒有製造自己的定製晶

片，而是利用了方便易得的手機組件。因此，

Swift Navigation的 Piksi接收器只需 595美元，

較市面上高精度 GNSS 接收器的 7,000 美元至

10,000 美元低出許多。Swift 市場定位是將其

廉價的釐米級精度GPS導航模塊推廣到農業、

無人飛機和建築等各個領域。目前，它正積極

將其高精度導航模塊應用於無人駕駛汽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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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從本文獲投新創介紹中可知，高精地圖新

創公司主要是透過提供相對傳統圖資廠商低

價的裝置設備與群眾外包採集資料等方式來

降低地圖資料的搜集成本，其中，DeepMap

向車廠合作夥伴開放一套 API 接口，協助合作

伙伴開發相對便宜的高精度地圖，同時也允許

平台上汽車進行資訊共享，達成降低成本的目

的；Civil Maps 則是透過 AI 演算法刪除無用

資訊再創建地圖，除了降低運算能力的要求與

費用外，在網路不發達的區域也格外適用；lvl5

在感測器裝置的要求門檻更低，只需透過手機

app 錄製影片，便交由後台進行機械視覺運算

來建置地圖；Mapillary 則採與傳統圖資廠商互

補的策略進入市場，主要在建置街景資料領域

上有所貢獻；Artisense Corporation 則主打不需

依賴 GPS 便可建置動態地圖。在 GPS 新創方

面，新創亦提供較傳統定位模式更便宜的方案，

如 deCarta 利用 LSB 定位、Swift Navigation 的

GPS 定位價格則低於同業的 1/10。 

無論是高精地圖或定位或提出相較傳統

大廠價格低廉的解決方案為其進入市場的主

要模式，群眾外包則成為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

然而，群眾外包也帶來資料穩定度和精準度的

考驗，因此，先用地圖採集車繪製出高精地圖，

隨後採用群眾外包資料更新地圖是目前實現

高精地圖策略中較為穩健的做法。此外，面對

後輩來勢洶洶，傳統圖商也積極結盟因應，如

四維圖新與 Here 等企業合作，共同成立

OneMap 聯盟、高德地圖也與千尋合作提供服

務。因此，新創企業除了提供相對低價的解決

方案外，如何加速覆蓋率以及確立商業模式並

且爭取車廠支持也將更為迫切。 

參考來源 

Crunchbase、SAOWEN、Ｑ博士、香港矽谷、

人人都是產品經理、知乎 

網址： 

https://goo.gl/usDiHg 

https://goo.gl/jSQcYf 

https://goo.gl/HPnioK 

https://goo.gl/dbpPMi 

https://goo.gl/jN1z7v 

https://goo.gl/QBa9Zz 

 

https://goo.gl/usDiHg
https://goo.gl/jSQcYf
https://goo.gl/HPnioK
https://goo.gl/dbpPMi
https://goo.gl/jN1z7v
https://goo.gl/QBa9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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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8 月焦點 6】解讀 Rock Health 2018

年上半年美國數位醫療投資報告的七大亮點

 

 

 

 

 

 

 

 

 

 

 

 

 

 

 

 

 

 

 

 

 

 

 

 

 

 

 

 

2017 年無疑是美國數位醫療投資歷程中表現令人驚艷的

一年，創投投資的件數與金額雙雙寫下新高記錄。至於 2018

上半年美國數位醫療新創是否能持續吸引投資人投資，以下摘

要 Rock Health 2018 年上半年調查報告中的幾個亮點： 

亮點一：投資金額達 34 億美元，創下半年度投資新高 

Rock Health 調查收集 2018 年自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美國數位醫療共有 193 件投資交易件數，投資金額達到 34 億

美元，創下半年度的新高紀錄。若投資的資金量持續保持 H1

的速度，預計 2018 年的投資總額和總件數將超過 2017 年。投

資者改變了以往將資本集中在數量較少的創業公司的做法，

2018 年大規模交易投資件數增加不少，使得平均交易規模也顯

著由 2017 年的 1,640 萬美元增加至 1,790 萬美元，創下平均投

資規模的新高紀錄。 

 

投資金額(十億美元) # 投資件數

# 平均交易
規模

Rock Health 是一家致力

於網際網路醫療的孵化器

與早期風險基金， 2010 年

9 月成立於舊金山，在 8 年

多的發展歷程中，Rock 

Health 從孵化器轉變為早

期風險基金，為多家健康

醫療創業公司提供種子資

金，同時也調查與收集美

國數位醫療新創獲投的資

訊，每半年對外公布調查

統計結果。 

 

接續上月介紹 2018H1 全

球數位醫療投資動向，本

月 將 摘 要 報 導 Rock 

Health 2018 年上半年美國

數位醫療投資報告重點，

俾利新創與投資人掌握美

國創投界投資風向。 

 

林秀英

 

台灣經濟研究研六所副研

究員 

2018 

Midyear Fundin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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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二：仍以早期階段為最大宗，但資本逐漸朝向中後期輪次移動 

2018H1 美國數位醫療投資件數中，以種子/天使輪與 A 輪合計的早期投資階段為大宗，不過件數

占比縮小至 50%，其中種子輪交易占比從 2017 年的 23％下降到 2018 年 H1 的 21％，而 A 輪也

由 33%下降至 29%。B 輪交易的數量與夾層融資的件數占比有明顯上升。幾乎在每個投資輪次，

平均交易規模都較 2017 年增加。  

 

 

亮點三：四筆鉅額交易貢獻 20%的投資金額，全數來自舊金山灣區 

隨著數位醫療投資趨於成熟，2018 年 H1 共有 4 家公司完成單筆金額超過 1 億美元的鉅額交

易，共募集 2018 年 H1 投資總額的 20%，4 家公司全數來自舊金山灣區，包括：HeartFlow(2.4

億美元)、Helix(2 億美元)、Collective Health(1.1 億美元)、Livongo(1.05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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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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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輪獲投：＄2.4 億美元/E 輪/2018.2 

 代表性投資人：Wellington Management、Baillie Gifford 等。 

 商業模式：B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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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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 DNA 產品存儲 

 最近一輪獲投：＄2 億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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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模式：B2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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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雇主的健康福利解決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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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億美元/D 輪/2018.2 

 代表性投資人：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領投，Founders Fund，GV，Maverick Ventures 跟

投 

 商業模式：B2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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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模式：B2B2C，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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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四：臨床事證基礎的產品效能驗證受到資本高度關注 

目前，越來越多數位醫療公司進入了產品效能驗證的關鍵時期，他們也因為產品得到臨床驗

證而獲得資本青睞。例如：Virta 發佈為期一年的臨床試驗結果，募集 4,500 萬美元 B 輪資金；

Propeller Health 在第二季募集了 2,000 萬美元，用於擴大長期臨床研究；Omada Health 擁有 10

項經過同行評審的研究，證明了其數位健康計畫的有效性，並於 6 月獲得了 CDC 的充分認可，

已經募集了超過 1.27 億美元；Pear Therapeutics 在 FDA 批准其用於治療藥物濫用的應用程式數

月後，完成了 5,000 萬美元 B 輪募資；Akili Interactive Labs 計畫向 FDA 提交視頻遊戲的 ADHD

數位治療候選藥物，並以此完成 5,500 萬美元 C 輪募資。 

目前，更多公司選擇在產品早期就進行臨床驗證，投資者也提高了他們的期望，一個立基於

可靠結果而非炒作的競爭環境正在形成。為滿足驗證的需求，FDA 甚至考慮為 AI 和機器學習演

算法的特定需求而設置新的規則-預認證(Pre-Cert)計畫，可以允許這類公司對其設備進行一些小

的更改，而不必每次都提交審核申請，簡化審核流程。對於不斷擴大的「臨床驗證需求」無疑是

一個福音。 

對臨床試驗的關注，顯示出數位醫療公司和投資者「回歸基礎」的心態。此前，聲稱擁有革

命性驗血技術的醫療公司 Theranos 因為技術有效性受到質疑而捲入破產風波。2018 年 6 月，

Theranos 創始人 Elizabeth Holmes 被美國加州檢察官指控欺詐和串謀。這件事給方興未艾的數位

醫療投資敲響警鐘，投資者不願重蹈覆轍，要求目標公司仔細檢查資料和證據，並尋求提出適當

的效能驗證。 

 

亮點五：投資者持續投資數位醫療，不再只做遊客 

2011 年到 2015 年期間，數位醫療首次投資者數量超過重複投資者。在過去幾年中，我們一

直在思考這些被數位醫療新鮮感和相關炒作所吸引的「投資旅遊」投資者，是否會培養出成功的

醫療產業投資所需的信念、耐心和專業知識。目前看來，答案是肯定的 。自 2016 年以來，重複

投資者的數量開始超過新投資者，並且兩者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2018 年 H1，有 62％的投資者

在 2011 年就已經參與了至少一項數位醫療投資，而 2017 年重複投資者占總投資者的 51％。由

於原始投資者的持續參與，可促使更多的數位醫療公司可推進到募資輪次後期。 

資料顯示，2018 年 H1 健康醫療企業和數位醫療重複投資者，對數位醫療投資金額翻倍。

Founders Fund 是 2018 年 H1 美國數位醫療領域最活躍的投資者，已經進行了 8 次投資。此外，

Optum Ventures 已運作 2.5 億美元生技基金，其中包括領投專業 eConsult 平台 Rubicon MD 的 B

輪募資 1,380 萬美元的投資案，用以支援改善醫療保健服務、支付改革和提供以消費者為中心的

醫療服務。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是一家活躍的數位醫療投資者，剛剛推出了一項新的 1,000 萬美元

種子基金，用於投資人工智慧驅動的醫療保健技術。Bessemer 啟動這筆投資的部分原因是此前

曾參加了應用資料提升病人流動率的 Qventus 3,000 萬美元 B 輪募資，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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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六：技術驅動的行為健康解決方案受資本青睞 

目前，美國對精神疾病高度關注。美國時裝與皮包品牌創辦人Kate Spade和明星大廚Anthony 

Bourdain 的自殺事件引發輿論關注，暴露了全美行為健康解決方案缺失的問題。實際上，「尋找

附近的心理健康服務」的搜尋次數已經在 Google 的搜尋引擎上創下歷史新高，表明社會需要更

多的行為健康的隨選需求服務。 

幸運的是，新興的數位醫療公司正在尋求以更具成本效益、可複製的方式來接觸這一類目標

人群。2018 年 H1，行為健康新創公司獲得的資金，比之前的任何一個半年都要多，15 家此類公

司累計獲得資金為 2.73 億美元，幾乎是 2016 年 H1 募資總額 1.77 億美元的兩倍。在這 15 家公

司中，超過一半的公司擁有虛擬醫院或隨選需求的元素。投資者關注從預防到治療的各種心理健

康解決方案。例如，Calm.com 和 10％Happier 分別募集到 2,700 萬美元和 500 萬美元，這家公

司專注於冥想改善常規的心理健康。同時，獲得 FDA 批准的藥物濫用失常的數位治療藥物 Pear 

Therapeutics 公司完成了 4,600 萬美元的 B 輪募資。 

在美國，精神病預約可能需要提前近 25 天完成，透過心理健康 App，患者可以即時得到回

應，因此，即時相應顯得尤其重要。此外，應用程式為尋求面對面治療的人提供了更高可及性、

且經濟高效的服務。因為可以覆蓋那些沒有保險且無法負擔傳統精神健保費用的人，和那些可能

無法前往傳統治療場景的患者。例如，行為健康應用程式製造商 Ginger.io 報告稱，「傳統的上

午 9 點至下午 5 點之外，用戶流量很大」，且其機器學習演算法可以監測患者何時應該接受臨床

護理治療或精神病治療。 

新投資人 重複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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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七：數位醫療退場步伐依舊蹣跚，儘管數位醫療上市公司業績尚佳，但 IPO 整體

表現仍不樂觀 

總體而言，2018 年 H1 的併購活動與 2017 年持平，共披露了 60 件數位醫療收購消息。IPO

仍然保持了自 2015 年高峰回落的態勢，但這並非數位醫療領域獨有的現象，根據 PitchBook 和

NVCA 報導，2018Q1 整個新創圈退場金額和件數創下 2013 年以來單季新低。 

數位醫療 IPO 表現欠佳原因並非缺乏資本，數位醫療公司在 IPO 前平均從 VC 那裡獲得 1.36

億美元的資金，然而自 2011 年以，已經有 13 家私營數位醫療公司獲投金額超過 2 億美元，並且

至今活躍。主要是因私募市場資金充沛，新創能在私募市場募得鉅額投資，因此，所有行業的私

有化年限中位數延伸為 8.2 年。 

儘管數位醫療 IPO 情形不樂觀，但數位醫療上市公司指數表現卻很出色。2018 年 H1 數位

醫療板塊股票價格累計上漲 22.2％，與標準普爾 500 指數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今年到目前為止

僅上漲 1.7％。然而，從長遠看，2018 年 H1 的 IPO 與 90 年代的 IPO 熱潮並不相同，現在公司

的上市意願傾向僅為 20 年前的一半。自 2002 年互聯網泡沫爆發以來，每年的 IPO 數量都有所

減少，如今，上市公司數量比 40 年前更少。 

而 IPO 已經陷入困境論調之下，數位醫療投資者在長期似乎更多依賴併購方式來獲得資金

流動性。因此，包括健康醫療在內的整個行業顯得越來越集中於規模大、歷史長的公司。隨著眾

多收購者（包括大量私人資本）進入，數位醫療新創公司可能會在實現可預測的收入、規模和成

長，進而獲得獨立上市資格前，就以更合算的價格被收購。因為數位醫療新創公司創造了新穎的

互補創新，是現有企業無法輕易複製。舉個例子，亞馬遜剛剛以近 10 億美元收購了線上藥局創

業公司 PillPack，後者的數位藥局解決方案、全國性簽訂的契約和獲得的許可證（覆蓋供應鏈、

送貨上門和採購藥品的黏著度等元素）讓亞馬遜快捷進入處方籤藥品領域。此外，2018 年 2 月，

羅氏收購 Flatiron，並在 6 月份與基礎醫學簽訂最終合併協定，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意義。許多新

創公司可能會發現，相比上市，其資產對醫療保健行業現存者更具價值。隨著另一些更大型的數

位醫療公司，或非傳統玩家進入醫療保健領域，我們可以期待未來將有更多的併購事件。 

以下列舉 2018 年 H1 最值得關注的數位醫療併購案件： 

編號  收購案件名稱  收購交易金額  收購動機  

1  羅氏收購 Flatiron 
Health  

19 億美元  提供廣泛的腫瘤數據平台
和資料分析基礎設施，推
動腫瘤基礎研發  

2  Inovalon 收購
ABILITY Network  

12 億美元  業務重點的多樣化和清晰
化  

3  亞馬遜收購
Pil lpack  

10 億美元  進軍處方籤用藥市場，與
PBM、藥品流通企業競爭  

4  Teladoc 收購
Advance Medical  

3.52 億美元  將全球市場擴展到拉丁美
洲和亞太地區，並透過平
台提供 20 種語言的護理  

5  Allscripts 收購
Practice Fusion  

1 億美元  標的減價出售  

6  eHealth 收購 2,000 萬美元  加強與運營商及戰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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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收購案件名稱  收購交易金額  收購動機  

GoMedigap  的合作關係，增加醫保服
務人口  

7  Wildflower 
Health 收購
Circle 婦女健康平
台  

未披露  與普羅維登斯聖約瑟夫醫
療集團（ Providence St.  
Joseph Health）簽訂的產
品一致性和新的企業範圍
的商業協議  

8  Fitbit 收購 Twine 
Health  

未披露  加快 Fitbit 醫療保健戰略  

9  Livongo Health
收購 Retrofi t  

未披露  向 Livongo 產品組合中增
加 DPP 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Rock Health(2018) 

 

結語 

Rock Health預計，2018年上半年活絡的投資態勢將會持續到2018年底，預計投資交易件數、

平均交易規模與整體投資金額，將再創新高。充沛的私募資金將吸引更多新創企業加入，同時保

持私有化的時間更長，以及併購案例將出現更多。 

資料來源 

Rock Health、動脈網(林秀英摘譯整理) 

網址 

https://goo.gl/qW2oXz 

https://goo.gl/g43jq2 

  

https://goo.gl/qW2oXz
https://goo.gl/g43j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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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8 月焦點 7】殺手級 CRISPR 基因

編輯技術是解救者？還是毀滅者？

 

 

 

 

 

 

 

 

 

 

 

 

 

 

 

 

 

 

 

 

 

 

 

CRISPR 原本是自然界中細菌的一種免疫系統，能鎖定入

侵的病毒，將入侵的病毒基因剪斷。近年來科學家利用這套細

菌天生的系統定位與切割功能，將其改造成成本相對低且效用

好又方便的基因編輯技術，並成功製造出能夠抵抗病害的水稻、

無法傳播瘧疾的蚊子、還有不再長角的牛，並可望開發出治療

癌症、遺傳疾病及愛滋病等疾病的療法。CRISPR 基因編輯技

術具有掌控生物演化的力量，在 2013 年被《Nature》、《Science》

同時選入年度十大科學發明後，CRISPR/Cas9 系統之應用面自

此大開。 

然而過去二個月以來，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面臨冰火交戰之

秋，成為熱門討論的議題。CB Insights 在 2018 年 8 月 1 日發

布一篇歌頌 CRISPR 技術（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可顛覆 15 個產業的研究報告；同樣地，這

個月中也多篇報告提到了英國 Wellcome Sanger 研究所發現

基因組編輯工具 CRISPR-Cas9 副作用被低估問題，恐怕會造

成基因突變，有致癌的危險。本文目的，探索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 究竟是什麼？解救者？產業顛覆者？還是毀滅者？哪

些產業將獲益？除學術界外，哪些企業最具前景與最受矚目？

以及 CRISPR 未來發展前景與挑戰。以期讓更多新創與投資人

更加了解這個被視為近年最重要科學突破的領域。 

  

CRISPR 在 2013 年入選

《Nature》、《Science》

年度十大科學發明，因為

這種強大的基因編輯工具

可以讓科學家能夠更佳地

瞭解人類基因，同時以快

速且廉價地對植物、動物

乃至人體進行基因改造，

可望攻克束手無策的重大

疾病，也能帶給農業與工

業更高的產值，被視為近

年來最重要的科學突破之

一。 

但在 6、 7 月，Nature 

Medicine 雜誌分別發表

CRISPRR/Cas9 工具可能

會無意間增加基因突變與

致癌危險的副作用研究發

現，引發全球關注。 

本文目的在探索基因編輯

技術 CRISPR 的崛起與功

能、可能被顛覆的產業，

並盤點全球代表性與具前

景的 CRISPR 企業，最後

分析 CRISPR 前景與挑

戰。  

 

林秀英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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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RISPR 的崛起與功能 

自從 1970 年代開始，科學家就知道如何

改變生物的基因，然而基因體的複雜程度，使

得在核甘酸(DNA)層次進行特定基因的編輯，

好比大海撈針。當時科學家所使用的工具並不

夠精準，因此規模難以擴大，使得許多實驗難

度太高，或是過於昂貴而無法進行。直到夏彭

提耶、道納與張鋒等人所開發的 CRISPR/Cas9

基因體編輯平台成功突破限制，精準有效率地

修正，擴張到人體治療，甚至有機會用於新生

物能源的開發及作物改良。 

發現嚮導 RNA 解開免疫系統 GPS 導航

功能之謎 

在漫長的發現過程中，2012 年可說是 

CRISPR / Cas9 系統大豐收的一年，2012 年任

教於瑞典優密歐大學（Umea University）分子

傳染病醫學副教授的夏彭提耶，和美國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化學及分子暨細胞生物學系教授珍

妮佛道納組成研究團隊，發現細胞內有一種遺

傳機制，可讓科學家輕鬆又快速剪接基因組。

CRISPR/Cas9 不只能殺死病毒。 

2013 年 1 月華裔科學家張鋒博士和喬治•

丘奇教授3，發表了第一篇證明 CRISPR 技術

可用於編輯人類細胞的文章。張峰後來率先於

哺乳類及「人類細胞」進行基因體編輯，更進

一步改良「同時編輯多個基因」、「同源性基因

修復」的實驗辦法。 

CRISPR 是細菌抵抗外來入侵 DNA 的後

天免疫系統的一部份，存有先前感染細菌的病

毒 RNA，就像「通緝照」，若遭同樣病毒再次

入侵，便可認出此病毒，進而切斷其遺傳物質

並摧毀。其中切斷病毒 DNA 的「Cas9 蛋白」

                                                           

1. 丘奇同時在哈佛醫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授。 

好比一副剪刀配上了「GPS 導航系統」，經由

某些 RNA 當嚮導，找到特定一串 DNA 並切

斷與修復。 

簡單的說，CRISPR 有兩個組成部分，第

一個部分，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剪切 DNA 的「手

術刀 」，另一個部分由 RNA 組成，它像一個

嚮導，指導著「手術刀」在成千上萬的基因中

搜尋，直到「手術刀」精確定位到它需要剪切

和修復的那段核甘酸序列。 

 

有了 CRISPR 基因編輯工具後，科學家就

能改變、刪除和替換任何動物身上的基因，包

括人類。在小鼠身上，研究者已經使用這個工

具修正了一些致病的基因錯誤，例如亨丁頓舞

蹈症、鐮狀細胞性貧血、肌肉萎縮症以及與囊

性纖維化的基因缺陷。有團隊用它替換掉了引

發白內障的變異；還有團隊用它破壞了愛滋病

HIV 病毒用來滲入免疫系統的受體。中國基因

團隊刪除了一個小麥基因的 3 種複製版本，從

而創造出了完全抗白粉病的植株，而白粉病正

是全世界最普遍的枯萎病之一。日本科學家用

這個技術關閉了控制番茄成熟速度的基因，從

而延長了番茄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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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NA 編輯大師 CRISPR/Cas9 將顛

覆 15 個產業  

開發農工業產品、藥品、治療及診斷方法

是 CRISPR 最重要的應用，相關產品的預期利

益亦最為豐厚，特別是人體治療的部分，目前

已有多種農工業產品進入商業化生產，醫療用

品則大多仍在研究或臨床試驗階段，真正實際

運用到人體者很少（Contreras and Sherkow 

2017）。但 CRISPR 基因編輯工具應用的領域

不僅僅是醫療與農業，CB Insights 最新的研究，

提出 CRISPR/Cas9 將顛覆 15 個產業，從植物

產量到生質燃料，到食品保存到生物武器，這

些可能會被 CRISPR 從本質上改變。以下分為

健康醫療（Healthcare）、動物與農業（Animals 

& Agriculture）、生物科技研發（Biotech R&D）、

能源（Energy）、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五 個 類 別 15 個 產 業 領 域 分 別 探 索

CRISPR/Cas9 可能帶來的影響。 

1.健康醫療（Healthcare） 

(1) 癌症治療（CANCER 

THERAPEUTICS） 

 

▲ 癌症治療是 CRISPR 技術最有前景的領域

之一 

在 CRISPR 已完成的應用工作中，最重要

是癌症治療的研究方面。科學家們可以利用

CRISPR 替代正常形式的基因，使其成為一種

致病的致癌基因，並建立模型，藉以瞭解癌症

基因的影響以及如何治療癌症。 

研究人員也可以利用 CRISPR-Cas9 刪

除一段干擾免疫系統抗癌能力的基因，從而改

進抗病細胞。然後，將這些細胞注回到患者體

內，希望重新編程的 DNA 能消滅癌症。 

另外，CRISPR 新一代編輯技術為 CAR T

細胞療法提出全新概念。研究人員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組編輯技術，針對具殺傷

性 T 細胞（killer T-cells）進行進一步基因改

造：移除它們的非癌症特異性受體，並將這些

受體替換為那些能夠識別和摧毀特定癌細胞

的受體。實驗發現這種利用基因組編輯技術，

可提高免疫系統中的T細胞破壞癌症的能力，

從而為抵抗一系列癌症提供新的希望。 

值 得 注 意 ， 美 國 第 一 例 基 於

CRISPR-Cas9 基因編輯系統的人體臨床實驗

是由賓州大學與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德州大

學安德森癌症中心合作，計畫在 2017 年展開

T 細胞癌症免疫治療的 I 期試驗。在此之前，

中國四川大學盧鈾教授領導的一個研究組

2016 年完成了世界首列 CRISPR-Cas9 人體

臨床實驗，開啟 CRISPR-Cas9 治療的競爭格

局。 

 

(2) 遺傳疾病（Genetic disease） 

 

▲ 遺傳疾病是另一個可以看到 CRISPR 早期

應用的領域 

例如，鐮狀細胞性貧血是一種至今仍於全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31122646/cancer-crispr-07.31.2018.jpg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31101330/genetic-disease-crispr-07.31.201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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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肆虐的遺傳性疾病，患有這種疾病的患者體

內的紅血球並不像一般人的呈雙凹圓盤狀，而

是形成細長的鐮刀狀。這些不健康的紅血球會

造成疼痛與虛弱，甚至會傷害到器官，嚴重者

甚至會喪命，而導致這種疾病的起因是因為基

因的單一核甘酸發生突變。 

CRISPR Therapeutics 是 一 家 使 用

CRISPR 治療鐮狀細胞性貧血的公司。 該創業

公司的方法包括收集患者血液中的幹細胞，然

後使用CRISPR啟動一種能夠使細胞健康的基

因開關，然後將修飾後的細胞輸注回患者體內。

研究人員已經在實驗室測試了人類鐮狀細胞

的基因編輯工具，現在正致力於將該技術應用

於臨床試驗。在此過程中，用 CRISPR 處理這

種病態細胞，以及重新注射健康細胞的過程，

也可以可用於治療許多遺傳性疾病，如：遺傳

性失明、囊性纖維化、亨丁頓舞蹈症等。 

 

(3) 傳染性疾病（INFECTIOUS 

DISEASE） 

 

▲ 基因編輯技術也可用於治療由細菌、病毒

和寄生蟲引起的傳染病 

研究人員關注的一個領域是CRISPR在治

療 HIV 病毒導致愛滋病的的應用。儘管在醫

學發展不斷有所突破的現在，目前醫學界並沒

有任何可以治癒愛滋病(AIDS)和人類免疫缺

陷病毒（HIV）的方法，僅能透過藥物減緩或

抑制病毒在體內擴散，但這個困境近日有了重

大突破。來自美國天普大學與匹茲堡大學的醫

學團隊在 2017 年 5 月完成創舉，成功透過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將白鼠體內的

HIV-1 DNA 剪掉，讓感染的動物細胞中消除病

毒，並使其成功存活。（HIV-1 導致 95％的 HIV

感染。） 

一年後，日本神戶大學的科學家使用

CRISPR成功阻止HIV在受感染的人體細胞內

傳播。該團隊通過使用基因編輯工具去除

HIV-1 的兩個調控基因來停止病毒的產生。這

項研究結果刊登在 Nature 雜誌，指出「CRISPR 

- Cas9 研究已獲得快速推進，HIV-1 功能性治

療可能很快就會實現」 

 

(4) 生育（FERTILITY） 

 

▲ 「嬰兒設計師」（Baby’s Designer）是

CRISPR 技術中最受關注的概念之一，但

該技術在生育上的應用，雖然仍處於發展

的早期階段，但可能比選擇嬰兒的眼睛顏

色更廣泛 

CRISPR 可以幫助人們擁有更健康的嬰兒。

體外精配子法（In Vitro Gametogenesis，IVG）

是一種擷取成人細胞（從臉頰內側擦拭的細

胞），在實驗室製造出精子或卵子的過程技術。

現代CRISPR技術可以使在 IVG過程中修復或

編輯基因相對容易，消除疾病甚至賦予胚胎遺

傳優勢。將來，CRISPR 也有可能防止流產。 最

近，英國倫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31095240/infectious-disease-crispr-07.31.2018.jpg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26155407/fertility-babies-crispr-07.26.2018.jpg


 

111 

 新興領域 

Crick Institute）Kathy Niakan 博士帶領的團

隊，使用 CRISPR 成功地阻止了一種基因產生

一種導致胚胎塌陷的蛋白質，這是英國科學家

首次在用基因編輯人類胚胎的研究，它可以幫

助發現復發性流產的原因，並幫助找到更有效

的生育治療方法。當然，它也帶來了倫理爭

議。 

 

(5) 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 

 

▲ 器官移植和捐贈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求

多於供應，並且移植後一直存在排斥的威

脅。據美國器官共享組織，宣稱每隔 10 分

鐘，就有 1 人被列入國家移植名單，每天

有 20 人死於等待移植手術。然而，CRISPR

可以幫助改變這一現實 

異種移植是將另一種動物的細胞、組織或

器官移植到人類受體內的行為，這可能是解決

等待器官移植的一種替代方案。多年來一直阻

礙著豬器官移植人體的「反轉錄病毒」，已被

科學家利用基因編輯「CRISPR-Cas9」和轉殖

技術自細胞 DNA 中剪掉、解決器官移植排

斥問題。 

一家來自美國麻州的 eGenesis 公司，

為哈佛實驗室衍生的新創企業，2017 年在學

術期刊《科學》上發表了利用先進的基因組編

輯工具 CRISPR - Cas9 探索異種移植的可能

性。研究人員並將這些無病毒的豬心、豬肺、

豬腎臟移植到其他動物體內，牠們都已健康的

活了 1 年以上。 

目前科學家已經使用大鼠細胞在小鼠體

內培養大鼠胰腺，並成功地在小鼠身上進行了

異種移植。未來使用 CRISPR，研究人員可以

假設將人類幹細胞注入活體動物體內，如豬。 

細胞可以在豬體內生長，進一步利用基因編輯

「CRISPR-Cas9」和轉殖技術自細胞  DNA 

中剪掉、解決器官移植排斥問題，不過，

CRISPR / Cas9 技術對於人類患者來說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 

雖然在動物體內培育器官的能力肯定會

改變傳統醫療保健的面貌，但這種 CRISPR 技

術的應用也有可能影響黑市價格。根據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2017 年報告，指出非法人

體器官市場估計每年產生 8.4 億美元到 17 億

美元，估計移植器官占 10％。如果異種移植

器官變得更容易獲得，也可以減少危險和非法

獲取器官的殘忍手段。 

 

(6) 診斷（DIAGNOSTICS） 

 

▲ 目前診斷方法的速度通常很慢，實驗室測

試需要患者實際去醫療場所，這將導致需

要花時間來收集診斷的數據 

 

由 CRISPR 先驅者珍妮佛道納教授

（Jennifer Doudna）二位加州柏克萊分校的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30171723/diagnostics-crispr-07.30.201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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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士生 共 同 創 辦 的新 公司 Mammoth 

Biosciences，定位為「CRISPR 的疾病檢測平

台」，運用實驗室所研究出來的基因編輯技術

來偵測特定疾病的 DNA，這是全球第一個以 

CRISPR 應用在疾病檢測的搜尋引擎，實現在

家中就可以進行的高科技疾病檢測，大大提升

了 CRISPR 的應用層面。 

Mammoth Biosciences 的新技術讓這

套引擎的使用相當容易上手：先輸入一個類似

嚮導的 RNA，並告訴 CRISPR 蛋白需要搜索

哪些特定的 DNA 或 RNA 序列，並藉由一

個附著於目標物的報告分子  (reporter 

molecule) ，當發現目標後，報告分子會散發

出顏色，以肉眼可見的程度顯示樣本中存在的

結果。該公司表示，這個搜尋引擎可以執行任

何 DNA 和 RNA 的生物體的檢測，如各種

傳染性疾病（如性病、流感、瘧疾病原體）甚

至白血病的生物標記等，都可以成為目標。 

 

2.動物與農業（Animals & Agriculture） 

(1) 農業（AGRICULTURE） 

 

▲ 操控農作物生產更多數量、更美味或更健

康的產品，長期以來一直是農業領域實施

的做法。現在，CRISPR 技術大幅擴展了

農民與研究人員改造農作物的遺傳工具

箱。 

2013 年科學家首次成功以 CRISPR 技術

修改模式植物阿拉伯芥以及菸草的基因序列。

從此之後，這項技術的應用研究便雨後春筍般

的出現，特別是糧食作物，例如大 豆、小麥、

稻米、馬鈴薯、高粱以及番茄等。以 CRISPR

技術增強作物的抗病蟲害的耐性，或是改良飼

料作物的品質等。 

CRISPR 可用於產生更有對抗性或營養成

分的作物。例如，全球氣溫上升，這種乾燥的

天氣條件和真菌疾病正威脅著可可植物，特別

是在西非（世界一半以上的巧克力來源）。為

了解決這個問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創新

基因研究所與糖果製造商 Mars 合作，正在應

用 CRISPR 技術來創造抗病的可可。 

在紐約伊薩卡市，康乃爾大學 Boyce 

Thompson Institute 使用 CRISPR 技術編輯

番茄基因，創造「自我修剪」的番茄植株，每

枝可生長更多果實，或「無蒂頭」（蒂頭自動

脫落）番茄，採摘時蒂不會留在果實上。 

展望未來，隨著氣候變遷、消費者口味和

全球食品市場的轉變，CRISPR 可能成為全球

農民的必備工具。 

 

(2) 食物保存（FOOD PRESERVATION） 

 

▲ CRISPR 技術也可用於在農作物採收後更

有效地保存。 

基因研究領域發展一日千里，2013 年中

國中科院植物生物學家高彩霞率先在農作物

上，成功以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用於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25124145/agriculture-crispr-07.25.2018.jpg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23180631/mushrooms-crispr-07.23.201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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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小麥對抗「白粉病」，權威科學雜誌《自然》

對此給予高度評價，高彩霞入選 2016 年《自

然》10 大中國科學之星。2016 年 4 月，白蘑

菇成為第一個獲得美國農業部批准的 CRISPR

編輯食品。透過基因組編輯，常見的蘑菇已經

具有了抗褐變的能力。另外，賓州大學的研究

人員利用 CRISPR 技術，剔除了 6 個與褐變有

關基因中的 1 個，將酶活性降低了 30%，從

而延緩白蘑菇褐變。 

將來，如果是有機和潔淨飲食支持者都能

認同基因編輯比其他化學防腐劑的侵入性或

毒性更小時，CRISPR 技術就可以取代傳統的

食品防腐劑。除了影響食品防腐劑供應商之外，

CRISPR 改變的食品也可能影響農民和雜貨店，

因為庫存的保質期越來越長，可能減少採購次

數。 

 

(3) 釀酒（BREWERIES） 

 

▲ 科學家使用基因編輯技術釀造啤酒，口感

更帶勁 

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學家已

經開發出一種不用啤酒花酿造風味啤酒的方

法。生物學家使用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來編

輯釀造酵母菌株，其能夠製造啤酒花風味而不

實際使用啤酒花。除了改變釀造啤酒的方式之

外，科學家們希望有助於環境永續發展，一品

脫啤酒所需的啤酒花需要大約 50 品脫的水， 

使用轉基因酵母來代替或補充啤酒花可以減

少釀酒商對環境的影響。 

在其他 CRISPR 啤酒新聞中，消費者生物

工程公司 The Odin 銷售家用套件，可以讓消

費者使用 CRISPR 的 DNA 編輯技術為發光啤

酒製作螢光酵母。 

 

(4) 寵物和獸醫服務（PETS & 

VETERINARY SERVICES） 

 

▲ CRISPR 可以用來遺傳基因訂製你的下一

隻寵物嗎？那天似乎不會那麼遙遠 

2015 年曾報導在中國首宗對狗進行基因

編輯的消息，兩隻名叫赫拉克勒斯和天佑的小

獵犬被打造出像巨人浩克般雄壯肌肉以及更

強的跑動能力。同年，北京基因研究所使用另

一種基因編輯方法 TALENs，開發了具有可訂

製化顏色和模式的基因編輯寵物微晶片，該項

目最終被禁止而關閉。 

雖然打造像巨人浩克般超強壯的小狗或

顏色可自由訂製的小豬，可能看起來富有想像

力，但是未來讓人印象更深的 CRISPR 應用可

能會出現在獸醫領域。另外，獸醫研究人員正

在試驗讓 CRISPR 作為一種預防猪瘟傳播，改

善繁殖的方法。甚至透過注射 CRISPR 編輯過

的基因控制動物過度繁殖的方法，這些基因可

能在幾代內都會破壞生育能力。 

展望未來，寵物飼養員、獸醫甚至寵物主

人都可能會受到 CRISPR 的影響。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23160720/brewing-beer-crispr.jpg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23162632/puppy-vet-CRISPR-07.23.201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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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護與終止滅絕 CONSERVATION 

& DE-EXTINCTION 

 

▲ 一些研究人員將 CRISPR 視為拯救滅種的

一種方法。例如，雖然最後一隻長毛象在

3,600 年前滅絕，但最近哈佛大學「復活&

重生」（Revive & Restore）專案研究團隊

正在使用 CRISPR 技術，結合亞洲象基因

創造出「混種長毛象」，試圖重現長毛象。 

哈佛大學「復活&重生」（Revive & 

Restore）專案研究團隊，在 2015 年發現古

代長毛象與現代亞洲象存在相似基因，因此透

過「基因編輯」（gene editing）技術，將亞

洲象基因片段與長毛象 DNA 結合，透過基因

編輯技術 CRISPR 合併，創造出具有長毛象所

有特徵的混合體，預計在 2019 年，讓長毛象

從滅絕中重新復育過來。他們希望復育的長毛

象能夠對應氣候變化，並有助於現代醫學研究

和大型哺乳動物保護。 

領導這項研究計畫的教授 George 

Church 相當自信表示：「 我們已經比外界所

想像的離真實更靠近。」一些科學家認為，復

活滅絕生物最大的價值在於瀕危物種也能從

中受益。用來復活滅絕生物的幹細胞技術、基

因測序與編輯技術以及克隆等輔助繁殖技術

同樣適用於拯救瀕絕種的物種。 

3.生物科技 R＆D 

(1) 藥物開發（DRUG DISCOVERY） 

 

▲ 目前的藥物開發過程十分漫長與昂貴，並

且存在許多障礙，從難以找到合適的候選

人到嚴格的監管以及確保人類受試者安全

的需要。然而，CRISPR 可以幫助加速這

個繁瑣的過程 

對藥物發現感興趣的研究人員可以使用

CRISPR 去關閉（或剔除）特定基因，以了解

這些基因的作用。這種剔除篩選方法可用於鑑

定何種基因會加快疾病的發展，以及鑑定何種

基因具抗藥性，以開發更有效的治療。 

此外，創建「疾病模型」來測試新藥，一

直是一個複雜而昂貴的過程。但是，CRISPR

技術可以讓研究人員快速、廉價和精確地創建

疾病模型，然後在早期臨床前階段測試他們的

藥物提供效果。 

這樣的研究可以告訴研究者或藥廠如何

以及為何發生抗藥性，並為提供新的方法來預

測新型標靶藥物可能的臨床反應。對於製藥公

司來說，CRISPR 可以改變遊戲規則，允許他

們測試和開發新療法，並以目前研發的一小部

分時間和成本將藥物推向市場。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23160815/mammoths-crispr-07.23.2018.jpg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31105025/drug-discovery-crispr-07.31.201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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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業生技與新材料（INDUSTRIAL 

BIOTECH & NEW MATERIALS） 

 

▲ 除了 CRISPR 技術的眾多治療應用之外，

基因編輯技術還可用於在工業生物科技領

域創造新材料 

加州柏克萊分校珍妮佛道納博士所創立

的 Caribou Biosciences 公司，最初成立的目

的是專注於 CRISPR 的非治療性應用（儘管它

現在是治療性質的應用），包括農業生技、生

技研究和工業生技。 

在 工 業 生 技 領 域 方 面 ， Caribou 

Biosciences 承諾使用 CRISPR 基因編輯工具

來改善對工業發酵過程，這對化學品和酶的生

產至關重要的。該公司還專注於使用 CRISPR

來操縱微生物生產出新化學品。 

潛在的新型生技材料包括：香水、香精和

工業清潔產品，使得 CRISPR 不僅可以改造高

科技醫院，而且可以改變一般消費者浴室的鏡

子產品。 

4.能源（Energy） 

(1) 生質燃料（BIOFUEL） 

 

▲ 2017 年 6 月，Synthetic Genomics 和

ExxonMobil 公司的科學家創造了一種富

含脂肪的藻類，可以轉化為燃料 

研究人員使用包括 CRISPR-Cas9 在內的

技術來識別和「關閉」藻類中調節脂肪生成的

蛋白質。 結果，他們能夠使藻類產生的脂肪

是野外藻類的兩倍，而不會顯著減緩其生。而

這些脂肪就可以製成生質燃料。 

該集團的長期目標是創造「可永續的、可

再生的生質燃料，可以從地下抽油，具有成本

競爭力」，目前研究人員正在努力擴大對藻類

燃料的投入。 

展望未來，隨著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演進，

以及清潔能源的發展，生質燃料可能會成為

CRISPR 技術的關鍵應用範例。 

 

5.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1) 生物武器（BIOWEAPONS） 

 

▲ CRISPR 除了有正面效益的應用外，也可

能用於傷害，如生物武器 

上述羅列了CRISPR帶來的各種正面的效

益，但這項技術也可以用於殺人，如果野心足

夠大，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修改基因或者是獲

得新的致病微生物，製成基因武器，從而在軍

事鬥爭中使敵方出現相關症狀，並使預防的疫

苗失效。2016 年 2 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詹

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在美國情報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31111425/chemicals-biotech-crispr-07.31.2018.jpg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23144224/biofuel-CRISPR-07.23.2018.jpg
https://s3.amazonaws.com/cbi-research-portal-uploads/2018/07/23172618/bioweapons-crispr-07.23.201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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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年度全球威脅評估報告中，將「基因編輯」

列入了「大規模殺傷性與擴散性武器」威脅清

單中，這標誌著新型生物武器已經進入現代戰

爭武器庫的殿堂當中，在「物理」、「化學」的

一側，新增「生物」這位新成員。此外，美國

國家科學院最近的一份報告表明，要找到針對

此類威脅的有效對策將非常困難。  

 

三、全球具前景的 CRISPR 基因編輯公司

大盤點 

1. Caribou Biosciences 

 

Caribou Biosciences公司成立於 2011年，

總部位於美國麻塞諸塞州劍橋市。作為基因編

輯領域領先的生物技術之一，Caribou 公司利

用 CRISPR-Cas9 技術為基礎，正在研發一系

列創新的治療藥物、農業科技、生物研究與工

業技術有關的解決方案。 

以創新療法為例， 2014 年，由 Caribou

共同創立的 Intellia Therapeutics 開始研發基因

與細胞療法，以期能夠對血液疾病與癌症進行

治療。2015 年，Intellia 又宣佈與諾華達成了

五 年 的 研 發 合 作 專 案 ， 將 加 速 基 於

CRISPR-Cas9 技術的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

（CAR-T）療法與造血幹細胞（HSC）療法。

此外，Caribou 還計畫用它的技術平台，研發

出能針對特定菌株的抗菌療法，以期在複雜的

微生物組環境中，對特定的細菌進行清除與消

滅。 2017 年 2 月，杜邦公司一直和

CaribouBiosciences 公司合作 ,已經培育了

CRISPR 編輯的玉米和小麥。 

從 2011 成立迄今，Caribou Biosciences 揭

露獲得 4 輪投資，共獲得融资 7,450 萬美元，

投资者包括： Anterra Capital、Jenny Rooke、

Novartis Venture Funds，F-Prime Capital，5 

Prime Ventures，Mission Bay Capital，Maverick 

Ventures。 

 

2. Editas Medicine 

 

Editas medicine 成立於 2013 年 11 月，創

始人為張鋒，Jennifer Doudna，George Church

等。該公司在創立之初名字為 Gengine，後來

更名為 Editas，並成立不久的 2013 年 11 月 25

日獲得Flagship 創投等機構 4,300萬美元A輪

投資。 

2015 年 5 月 27 日，CAR-T 治療巨頭 Juno 

Therapeutics宣佈與 Editas medicine 獨家合作，

Juno 將給予 2,500 萬美元的預付款，以及未來

五年的 2,200 萬美元科研經費，合計 4,700 萬

美元，進行癌症治療臨床前研究。2015 年 8

月，Editas Medicine 再次獲得 1.2 億美元，用

於開發能精準編輯基因以及治療致命性遺傳

病的技術，由 Boris Nikolic 領投，投資者包括

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 ·蓋茨 (Bill Gates)和

Google。累計上市前在私募市場募得 2.10 億美

元。 

在成立二年多後，Editas 已經建立了完整

的基因編輯平台，從藥物的設計到開發，都有

標準的流程。目前 Editas 的基因編輯平台具備：

一，升級改造基因編輯工具的能力；二，藥物

遞送的能力；三，精確控制特異性編輯的能力；

四，定向編輯能力，並在 2016 年 2 月 3 日在

美國 NASDAQ 上市，成為全球第一個基因編

輯上市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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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tellia Therapeutics 

 

Intellia Therapeutics是 2014年成立的生物

技術公司，原名「AZRN, Inc.」，2014 年 7 月

更為現名，總部位於麻州劍橋市，為一家基因

編輯公司，致力於應用 CRISPR/Cas9 技術在

人體治療領域的發展，例如白血病、癌症等。

主要關注體內療法，例如轉甲狀腺素蛋白澱粉

樣變性、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和 B 肝病毒；

體外療法，例如血液幹細胞移植和CARTs等。

Intellia Therapeutics 的聯合創辦人之一為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的 Jennifer Doudna 教授。

Doudna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在 2012年於國際

頂尖學術期刊 Science 上發表了 CRISPR/Cas9

技術。 

2014 年，Intellia Therapeutics 曾獲得 Atlas 

Venture 和諾華的 A 輪 1,500 萬的投資，並於

2015 年 1 月與諾華展開一項長達 5 年的研發

合作計畫。2015 年 9 月，完成了 7,000 萬美元

的 B 輪募資，由 OrbiMed HealthCare Fund 

Management 領投， 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ompany、 Janus Capital Management、

Foresite Capital、 Sectoral Asset Management、 

EcoR1 Capital 等基金跟投，合計上市前私募

獲投 8,500 萬美元。 

2016 年 5 月 6 日 Intellia Therapeutics 在

NASDAQ 掛牌上市，另外，Intellia 在 2016

年也表示未來將與心血管製藥廠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 (REGN-US) 共同合作為

期 6 年的證照與檢驗事項。當 Intellia 公開

上市前， Regeneron 將支付 7,500 萬美元給 

Intellia ，用以購買 5,000 萬股的股權。 

4. Sangamo BioSciences （ 改 名 為

Sangamo Therapeutics, Inc.） 

Sangamo BioSciences 創立於 1995 年，總

部位於美國加州里奇蒙市，在 2017 年 1 月改

名為 Sangamo Therapeutics。20 年來，Sangamo

一直是基因編輯技術的領導者之一，其開發的

鋅指磷酸酶 ZFN 平台是一款強大的基因編輯

技術，被稱為第一代基因編輯技術4，是目前

基 因 編 輯 的 三 大 技 術 之 一 。 Sangamo 

Therapeutics 目前正在開展 A 型血友病、B 型

血友病、 溶酶體貯積病 MPS I 和 MPSII 中開

展 I/II 期臨床研究，並在 2000 年 4 月 14 日在

NASDAQ 上市， 

2016 年 9 月，Sangamo BioSciences 血友

病 B 基因療法 SB-FIX 獲 FDA 授予的孤兒藥

資格。Sangamo 在 2017 年 5 月與輝瑞達成過

一項 5.45 億美元的全球獨家合作和授權合約，

共同開發治療A型血友病的基因療法SB-525；

2018 年 1 月又將針對 C9ORF72 基因突變的肌

萎縮側索硬化（ALS ，俗稱的漸凍人症）和

額顳葉退化症（FTLD）項目授權給輝瑞，交

易總額1.62億美元。Sangamo還曾與Bioverativ

達成血液疾病領域的開發合作，包括β地中海

貧血和鐮狀細胞貧血，與 Shire 在亨廷頓病領

域達成過開發合作，並在 2017 年 Sangamo 開

展了全球首例人體內基因編輯治療，治療先天

新陳代謝異常疾病亨特綜合症。另外，2018

年 2 月 22 日，Sangamo Therapeutics 與吉利德

旗下 Kite 製藥簽訂一項全球合作開發協議，

利用 Sangamo 公司的 ZFN 技術平來打造新一

代癌症治療法。 

                                                           

4
 基因組三大編輯技術是鋅指核酸酶（ZFN）、轉

錄激活因子樣效應子（TALEN）和規律成簇的間

隔短迴文重複（CRIS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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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ynthego 

Synthego 公司由前 SpaceX 工程師 Paul 

Dabrowski 和  Michael Dabrowski 兄弟二人

於 2012 年創立，總部位於矽谷，是一家結合

軟體工程和硬體自動化的基因工程解決方案

的領先提供商，被稱為「基因工程界的亞馬

遜」。 

公司的旗艦產品 CRISPRevolution 是一個

為 CRISPR 基因組編輯和研究設計的合成

RNA 組合，以提高研究的速度，同時減低成

本。科學人員想要訂購一組套件，只需登錄到

Synthego 的網站，從 Synthego 包含大約 5,000

個生物基因圖譜庫中挑選一個，並指定他們想

要剔除的基因。預測軟體接著再提供幾個合成

嚮導 RNA（guide RNAs）的優化選項。訂單

完成後，軟體將直接指令壓縮機和幫浦，將化

學試劑推入一排排儀器中，混合液體，並催化

創建一批化學試劑所需的 10 萬個反應。一周

之內，貨物便能送到實驗室技術人員手中。無

論需要開始操作實驗室老鼠、斑馬魚或 HeLa

細胞，他們只需添加 CRISPR 蛋白，注射就行

了。據稱，Synthego 可以協助科學家將進行基

因編輯的時間，從幾個月大幅縮短到一個月。 

從 2012 年設立迄今，目前共披露三輪募

資 4,930 萬美元，投資人包括：Founders Fund，

Menlo Ventures，8VC，Alexandria Real Estate 

Ventures ， AME Cloud Ventures ， Jennifer 

Doudna。 

 

6. eGenesis 

 

eGenesis 由哈佛大學遺傳學教父 George 

Church 教授和青年華人科學家楊璐菡於 2014

年聯合創立，總部設在麻塞諸塞州布魯克林，

是一家致力於利用CRISPR技術為全球十萬患

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人體移植細胞、組織和器

官。 

eGenesis 公司正在開發可供人類器官移

植使用的基因轉殖豬，透過 CRISPR-Cas9 基

因編輯技術盡可能地去除特異性的豬基因，以

使豬器官可以移植到人體內。成立迄今已獲得

二輪投資，合計獲投 4,000 萬美元，最近一輪

是 2017 年 3 月獲得 3,800 萬美元 A 輪投資，

由知名生技創投 ARCH Venture Partners 領

投。 

 

7. Agenovir 

 

Agenovir 成立於 2014 年，總部位於美國

加州南舊金山市，公司致力於將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用於治療病毒性疾病。作為新型

人類治療劑的研究和開發的領導者，Agenovir

的使命是開發創新的治療，破壞或消除病原性

病毒基因，給遭受破壞性、持續性病毒感染的

患者帶來希望。公司目前專注於子宮頸癌、肛

門癌、疣、巨細胞病毒和 Ebstein-Barr 病毒感

染等特定領域的局部治療方法。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獲得 A 輪 1,060 萬美元投資，由 Data 

Collective 領投，Celgene 與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跟投。 

 

8. Poseida Therap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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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ida Therapeutics 公 司 由  George 

Church 教授與 Eric Ostertag 在 2015 年共同創

辦，總部位於美國加州聖地亞哥。該公司使用

CRISPR 的基因組編輯技術，在高度未滿足的

醫療需求領域開發針對性的治療。最初的應用

將專注於多發性骨髓瘤、前列腺癌和β-地中海

貧血的基因療法。 

在芝加哥舉辦的 2018 AACR 年會上，的

Poseida Therapeutics 公司發布旗下一款名為

「P-BCMA-101」的 CAR-T 細胞治療產品，主

要治療復發/難治性多發性骨髓瘤的 I 期臨床

結果，可望解決目前的 CAR-T 治療方式仍無

法突破過量且短效的細胞阻礙，面臨了耐久性

差、療效轉換率低，以及諸如細胞因子釋放綜

合症 (CRS)等，甚至可能是嚴重致命的毒性問

題。 

從 2015 年成立迄今，已獲得三輪投資，

合計獲投 6,470 萬美元，最近一輪是 2018 年 4

月獲得 3,050 萬美元 B 輪投資，由知名生技創

投 Longitude Capital 領投。 

 

9. Exonics Therapeutics 

 

Exonics Therapeutics成立於2017年2月，

總部設在麻塞諸塞州波士頓。致力於開發

SingleCut CRISPR 基因技術，修復杜氏肌營養

不良（DMD）等其他神經肌肉疾病的致病基

因突變，這種方法有可能永久性治療多達 80%

的兒童患者。公司科學創始人兼首席科學官

Eric Olson 博士是世界領先的神經肌肉細胞研

究和基因編輯應用於治療這類疾病的專家，來

自於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

Exonics Therapeutics 核心基因編輯技術，就是

Eric Olson 博士在該中心的實驗室的研究成果，

目前該公司也獲得西南醫學中心的授權許

可。 

DMD 是一種肌肉萎縮性基因疾病，主要

發生於年幼男孩，導致肌無力，最後患者通常

在二十多歲死亡。它是由 DMD 相關基因的突

變引起的，Exonics 公司的抗 DMD 基因療法，

可以識別並修復 DMD 相關基因外顯子突變，

從而逆轉修復抗肌萎縮蛋白的合成，目前臨床

實驗結果，證明這種方法有可能永久性治療多

達 80%的兒童患者。 

在短短成立 1 年多以來，已獲得二輪投資，

合計獲投 4,500 萬美元，最近一輪是 2017 年

11 月獲得 4,000 萬美元 A 輪投資，由知名生

技創投 The Column Group 領投。 

 

10. Benchling 

 

Benchling 成立於 2012 年，總部位於加州

舊金山市，美國生物製劑大數據平台。生物製

劑被廣泛認為是未來的藥物，占整個行業的

40％。為幫助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更好地進行生

物研發，簡化研發流程，Benchling 開發了一

個研究平台，讓科學家可以用同一種介面設計、

分享、記錄實驗。平台上已經有許多應用，涉

及蛋白質設計、分子工程、CRISPR 研究及其

它領域。已有來自各種研究機構和企業的超過

10 萬名科學家正在使用 Benchling，並吸引了

多家業內領先的製藥和生物技術客戶，如

Regeneron Medicine、Incyte，Editas Medicine、

Agenus、Zymergen和Obsidian Therapeutics等，

這些公司都在其研發平台上實現了標準化。 

從 2012 年成立迄今，已獲得四輪投資，

合計獲投 2,740 萬美元，最近一輪是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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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獲得 1,450 萬美元 B 輪投資，本輪募資由

Benchmark 領投，F-Prime Capital 和 Thrive 

Capital 跟投。 

 

四、CRIPR 展望與挑戰 

（一）CRISPR 前景展望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是近年生命科學領

域最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因為它以更廉價與

高效方式，從根本來修正造成疾病的基因突變，

因此，CRISPR 基因編輯的相關領域研究和人

物事件也連續多年入選 Nature 國際科學事件

和科學人物。 

第三代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 之所

以被冠上「造物主之手」的美譽並引發世人的

矚目，可歸類三個原因：持續開發出更為精準、

高效、低成本的基因編輯技術；二是基因編輯

技術已成為幹細胞、免疫細胞、基因篩檢等生

命科學基礎研究領域中一項重要基礎性工具；

三是基因編輯技術與以往的任何醫療技術手

段不同，是一種可以直接對 DNA 序列進行改

造，為過去難以被攻克的傳染性疾病、遺傳病、

罕見疾病、腫瘤以及器官移植等領域，開闢了

全新的治療管道，是精準醫療方案不可或缺的

組成部分；四、除了醫療外，基因編輯技術在

農業、生技、能源、工業等領域展現了巨大應

用前景。 

這幾年，CRISPR 同樣引人側目的趨勢，

也反映於資本市場的表現，幾位 CRISPR 的先

鋒科學家成立的公司，在資本追捧下也在短短

幾年衝上 IPO 殿堂，「基因編輯」3 大概念股

Editas、Intellia 以及 CRISPR 更造成 2017 年美

股最紅的大飆漲的傳奇。另外，Pre-IPO 的早

期資金市場，也可以看到基因編輯新創公司紛

紛成立。看好CRISPR的應用場景具落地潛力，

一些生技專業創投機構更是以資本支持這些

潛力新創。 

展望未來，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預期將

會持續不斷技術突破，特別是基因編輯進入人

體臨床試驗階段，2017 年度美國 Sangamo 治

療公司開啟首例人體臨床試驗和體內基因編

輯試驗後，Intellia 和 Editas 都將在 2018 年啟

動人體試驗，預計將為疾病治療開闢全新的解

決路徑。另外，CRISPR 技術也將持續在農業、

工業生技、能源等領域，創造更多的創新應用，

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相信龐大的應用商機將

使「CRISPR 經濟」指日可待。 

（二）CRIPR 面臨的挑戰 

儘管CRISPR基因編輯技術近幾年風光無

限，但面臨安全與倫理爭議問題。 

1.安全性問題 

首先是最近火熱的「基因編輯技術的安全

性」問題，6 月 11 日分別來自瑞典卡羅林斯

卡學院以及諾華生物醫學研究中心在 Nature 

Medicine 雜誌分別發表論文，指出基因編輯工

具CRISPR可能會無意間增加某些細胞罹癌的

風險。接著，在 7 月份英國維康桑格研究院

（Wellcome Sanger Institute）也在 Nature 

Biotechnology 雜誌，提出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Cas9 的安全性風險被低估，可能造

成意想不到的基因損害，進而致某些細胞發生

危險變化。這些論文一出後，引發美國三家基

因編輯概念股股價連續下挫。 

另外，CRISPR 還是有不甚完美的地方。

最主要的缺陷是「脫靶效應-傷及無辜」，也

就是子彈打到了其他不該打的地方，傷及無辜

的基因；原因是目前使用的核酸酶 Cas9，雖

切斷 DNA 的活性很強，但可能會造成誤切。

目前愈來愈多科學研究投入其中，正努力克服

困難。 

2.倫理爭議 

現今人類基因編輯研究主要以治療疾病

為主，如果科學家能隨心所欲地改造人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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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扮演上帝訂做完美寶寶，指定髮色、膚色、

眼睛顏色，強化其顏值、智力、運動能力等特

徵，滿足有錢有勢的父母「訂製嬰兒」的優生

學期望。批評者認為，此舉將對基因庫和進化

造成不可逆的影響，且可能加劇社會分裂和不

公平，拉大貧富之間的差距。2015 年 12 月 13

日，備受矚目的「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達

成共識，基因編輯技術不應用於建立妊娠的人

類胚胎，即反對「訂製嬰兒」，但並未禁止編

輯胚胎或生殖細胞的基礎研究；隨科學研究和

社會認識的發展，生殖細胞編輯的床使用應當

進行重新考量，為未來基因編輯技術的進一步

應用拓展留下了餘地。 

整體而言，儘管 CRISPR-Cas9 技術可能

還存在一些未知的副作用，就目前來看，它仍

然是最具醫學應用前景的技術之一。唯

CRISPR-Cas9 技術在人體實驗應用仍須在嚴

格監管程序下實施，才不致遭到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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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8 月焦點 8】共享經濟趨勢下，交

通出行領域最新投資及發展動向

 

 

 

 

 

 

 

 

 

 

 

 

 

 

 

 

 

 

 

 

 

 

 

最近共享經濟領域下的共享汽車平台及共享單車業者，經

營情況及發展趨勢可謂南轅北轍。首先，在汽車共享平台方面，

東南亞租車服務公司 Grab 在 Uber 退出東南亞市場之後，於

今年 6 月及 8 月分別宣布獲得豐田領投的 10 億美元投資，用

於印尼業務的拓展和線上服務平台的營運。而中國叫車服務公

司滴滴出行亦在 7 月獲得旅遊界巨頭 Booking Holding 投資 5

億美元，雙方進行策略型合作，有利滴滴出行持續擴大國外市

場。 

然而，在共享單車領域方面，前幾年共享單車產業雖在中

國蓬勃發展，在資金的大量堆疊下，估值快速上升，在短短 2~3

年誕生多家獨角獸。但隨著共享單車過度投放、押金風險、亂

停亂放等問題，導致包括中國及新加坡政府加強對共享單車的

監管，增加業者經營成本。而共享單車目前沒有找到合適的營

利模式，導致資金若無持續供給，共享單車業者將面臨財務上

極大的困難。新加坡第一個無樁共享單車業者 Obike 於 6 月退

出新加坡市場，並遭用戶及物流業者提出索賠；中國共享單車

ofo 亦於 7 月退出德國、美國、西班牙等多個海外市場，並於 8

月初傳出可能會被滴滴出行聯同螞蟻金服收購。 

有關共享經濟領域相關投資及發展趨勢如下文所述。 

 

1.Uber 退出後，Grab 宣布獲 20 億美元投資 

東南亞叫車服務公司 Grab 在 Uber 退出東南亞市場之

後，宣布在 6 與 8 月該公司獲得 20 億美元投資，並計畫將募

集的資金將用於該市場拓展和新技術研發。 

近年來共享經濟領域蓬勃

發展，吸引投資人目光。

其中，交通出行領域更是

投資人青睞的領域。但近

來共享經濟領域下的共享

汽車平台及共享單車業

者，經營情況及發展趨勢

可謂南轅北轍。 

據此，本文主要內容在剖

析近來共享汽車平台及共

享單車領域的投資及市場

發展動向，引領讀者掌握

其最新發展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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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8/08/02/grab-picks-up-2-billion-more-to-fuel-growth-in-post-uber-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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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 Grab 獲得的 20 億美元資金，包括

2018 年 6 月豐田領投的 10 億美元，2018 年 8

月，豐田亦領投 10 億美元，其他跟投的投資

方包括平安資本、Mirae Asset-Naver 亞洲成長

基金、Vulcan Capital、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和麥格理資本等 8 家創投及投資公司。

完成此次募資後 Grab 估值大約為 110 億美

元，成為東南亞最有價值的新創公司之一，與

電商平台 Lazada 相當。 

Grab 總裁 Ming Maa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此次募集的資金將用於印尼業務的拓展和線

上服務平台的營運，該公司還推出了租車、物

流和行動支付等服務，未來 Grab 的重點仍然

是在東南亞市場。 

2018 年 3 月 Uber 宣布退出東南亞市

場，將該地區業務出售給 Grab，Grab 在東南

亞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是來自印尼的 Go-Jek。 

Grab 成立以來獲得了軟銀、滴滴出行、

本田等多個知名投資機構的投資，Uber 東南

亞業務與 Grab 合併後，獲得了後者 27.5% 

的股權，總募資金額達到了 60 億美元。Grab 

確認此次募資仍然還是開放的，未來還可能會

加入新的投資者和資金。 

Grab 以叫車服務為核心，還推出涉及物

流、金融方面的線上服務，該公司希望將 Grab 

的平台打造成更全面的生活服務平台，而不僅

只是叫車。Grab 在聲明中稱，該公司將投入

更多資金拓展 O2O 業務。這種趨勢始於中國，

阿里巴巴和騰訊都基於各種的核心服務推出

了覆蓋多個方面的線上生活服務平台，Grab 

希望成為東南亞 6.5 億消費者的線上服務解

決方案。 

2.旅遊科技行巨頭 Booking Holdings 於 7

月投資滴滴出行 5 億美元 

移動出行霸主滴滴出行最近動作頻頻。繼

7 月 16 日被傳出或拆分車服業務之後，7 月

17 日，滴滴出行宣布全球最大線上旅遊公司

Booking Holdings 向其業務投資 5 億美元，雙

方進行策略性合作。 

該交易將使 Booking Holdings 集團(以前

稱為 Priceline)與滴滴出行密切合作，Booking 

Holdings 旗下 app 將提供滴滴叫車服務接口，

而滴滴的乘客也將可以直接通過滴滴 App 上

的入口，預定Booking或Agoda平台上的服務，

顯示這次Booking與滴滴出行進行策略性合作，

對彼此皆是雙贏局面。 

首先，對 Booking 而言，Booking Holdings

與滴滴出行合作，意味將使旗下旅遊預訂服務

能補齊機場接駁住宿，或是銜接旅遊的車輛接

駁缺口。由於滴滴出行目前在全球約有高達

5.5 億名用戶，並且廣泛分布於中國、南美洲、

澳洲與日本。藉由此次合作讓滴滴出行用戶能

直接使用旗下旅遊預訂服務，將能增加

Booking Holdings 更多商業發展機會。 

再者，對滴滴出行而言，走到國際市場上，

需要借助各種管道增加其影響力，與 Booking 

Holdings 的合作無疑可滿足這一需求。眾所周

知，Booking Holdings 是全球最大的線上旅遊

集團，旗下擁有 Booking.com, agoda.com 等品

牌，並向全球 2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戶提供

服務。其中，Booking.com 是其最大的品牌，

擁有超 150 萬處預定房源，每日預定單數超過

100 萬。這意味著，在 Booking Holdings 的加

持下，滴滴在國際市場將新增巨大流量。 

而今年以來，滴滴的國際化業務明顯加快，

和以前的投資相比，方式更加多元。2018 年 1

月，宣布收購巴西 99，這是滴滴出行史上首

次全資收購一家海外打車公司。2 月，滴滴在

中國港台地區開展出叫車服務業務，同時宣布

在日本市場建立合資企業進軍日本叫車服務

市場。3 月，在墨西哥推出快車服務；5 月，

快車服務落地澳大利亞，透過其全資子公司在

澳大利亞當地進行運營。 

有分析人士認為，目前滴滴的海外主戰場

主要在非洲、中東、東南亞等地，此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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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ing 的合作，有助於提高滴滴品牌在主流

國際市場上的知名度。 

3.新加坡第一個無樁共享單車業者 Obike

於 6 月退出新加坡市場，並遭用戶及物流

業者提出索賠 

2016 年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共享單車業

者 Obike，為新加坡第一個無樁共享單車業者。

依照新加坡人的通勤習慣，oBike 當時主打「共

享單車讓你的最後一哩路更為便利」的號召，

似乎很得人心。但和中國眾多無樁共享單車在

大量投放後，同樣造成亂停亂放問題，亦使得

星國政府提高對於共享單車業者的監管。 

2017 年 5 月起，新加坡交通管理局規定，

如果使用者將車輛亂停，政府會先對業者發送

移除通知，若半天內業者並未自行移除違規車

輛，使得車輛遭到拖吊，業者須承擔取回違停

車輛的成本，每取回一台車，須繳付處理費，

若再犯，每台則開罰 500 新幣(約 1 萬台幣)。

儘管新加坡交通管理局祭出高額罰則，並定期

與業者開會，違規停車的案例仍層出不窮。 

為徹底解決無樁共享單車亂停亂放問題，

新加坡交通管理局(LTA)於2018年3月提出新

停車位法，要求無樁式共享車輛業者應申請營

運執照，並規定現有業者如未提出申請或未取

得營運執照，將於 2018 年 7 月後勒令停止營

運、未來將可能面臨鉅額罰款或甚至刑責。而

申請者政府將於評估後於 2018 年 9 月確認

是否發放執照。 

對此， 共享腳踏車業者 oBike 於 2018 年

6 月宣布，由於難以達到陸路交通管理局今年

推出的新規範，因此停止在新加坡營運。而據

媒體報導，oBike 雖在 2018 年 6 月已宣布停止

在新加坡的營運，但截至 8 月 1 日，oBike 用

戶提出索賠金額約為 35 萬，市鎮理事會、物

流業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提出的索賠額則超

過 73 萬元。清算人初步調查顯示，oBike 向本

地用戶收取總值 1,170萬元的押金。其中約 130

萬元用作本地營運費，40 萬元已在清算前退

還給部分使用者，剩餘的 1,000 萬元則當成預

付款項(prepayments)匯到 oBike 在香港的帳戶。

對此，oBike 清算人 FTI Consulting 這項行為

極不妥當。清算人打算向 oBike 香港和公司創

始投資人兼董事長發出索償信，要求對方償還

資金。 

4.近來中國共享單車 ofo 退出多個海外市

場，並傳出可能會被滴滴出行聯同螞蟻金

服進行收購 

7 月底左右，陸媒報導中國網上叫車平台

「滴滴出行」擬收購近期內憂外患不斷的共享

單車龍頭 ofo 小黃車。據「36 氪」報導，ofo

和滴滴於 7 月就收購已多次接觸，近 2 到 3 周

內，滴滴出行還派人審查。不過，雙方仍就收

購價拉鋸，消息指，滴滴持續壓低收購價。8

月初，陸媒亦報導滴滴出行聯同螞蟻金服斥資

14 億美元(約 110 億港元)收購 ofo，同時會承

擔 ofo 約 2 億美元債務，而談判收購已近尾

聲。對此傳聞，滴滴方面不予置評，ofo 內部

則稱「沒有的事」。但外界多認為近來資金不

足，且進軍海外市場頻頻失利的 ofo 小黃車被

滴滴出行收購是遲早的事。 

造成滴滴出行持續壓低收購價格的主因

為近來 ofo 小黃車負面消息不斷。首先，中國

共享單車業者依賴巨額補貼來吸引新客戶，隨

著資金持續燃燒，中國共享單車業者承擔龐大

的資金壓力。 

此外，近來上海政府計畫禁止在共享單車

車輛上設置商業廣告，若該草案確定，意味

ofo 小黃車未來無法在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車

身上安置廣告，將直接減少 ofo 的現金收入，

使得 ofo 資金流更加緊張。 

再者，過去 ofo 曾經大舉進軍海外市場，

大舉進入歐亞多國。但隨著共享單車亂象叢生，

各國亦對共享單車採取較嚴格的監管。例如，

澳洲法律強制騎自行車的人戴頭盔，美國對中

國無樁共享單車模式抱持謹慎態度，美國部分

城市限制每家公司可以部署的自行車數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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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ofo 部署數量被限制在四百萬輛以內，

阻礙 ofo 投放單車的規模效益。而由於中國共

享單車在拓展海外市場的策略亦採取數量策

略，若沒有成熟的營運模式，一但資金供給的

腳步跟不上，在海外市場經營上就會面臨很大

的困難。7 月初，ofo 宣布退出以色列和澳洲

市場後，近日又陸續宣布退出或縮減多個市場，

包括德國、美國、西班牙、英國及美國等，累

計 7 月 ofo 已退出 7 個海外市場，目前 ofo 於

歐洲僅剩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和義大利米蘭仍

有業務，大陸共享單車的海外擴張策略目前已

面臨轉捩點。 

為增加現金流，延遲被滴滴收購時間，ofo

近來亦積極採取自救措施。2017 年 5 月，ofo

成立區塊鏈研究院，調動許多內部人員進行區

塊鏈開發。此外，ofo 也加強流量變現，在 App

內接入互金借貸平台以增加收入。 

但外界多數認為，ofo 此舉只是要多支撐

一會，增加與滴滴談判籌碼，收購案很可能會

在近期發生。而來自競爭對手的挑戰從未止息，

7 月起，摩拜宣布全國免押金，同時，滴滴的

青桔和小藍單車，以及螞蟻金服投資的哈羅單

車，也是全國（有條件）免押金模式。使還在

收押金的 ofo，面臨用戶可能流失的情況，增

加 ofo 生存壓力。 

此外，其潛在收購方滴滴近期也亦動作頻

頻，持續於北京、西南、華中、華東以及華南

等地，招募共享單車方向的公關團隊。業內人

士稱，滴滴已準備在共享單車領域大舉擴張。 

面對共享單車獨角獸紛紛被巨頭收購情

勢，未來只要滴滴併購 ofo 小黃車，屆時中國

共享單車領域將成為滴滴、美團、螞蟻金服等

巨頭之間互相較勁的戰場。 

參考來源 

36 氪、工商時報、聯合報、中央社、中時電

子報、金融時報、TechCrunch、ETtoday 新聞

雲、世界日報、自由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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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 

Black Hat USA 是第二十一屆世界領先的

資訊安全盛會，為與會者提供最新的研究，發

展和趨勢，資安業者可借此盛會瞭解到新的攻

擊方式以及防範駭客攻擊的最新技術。Black 

Hat USA 2018 在拉斯维加斯開幕，為期四天的

技術培訓（8 月 4 日至 7 日），接下來是為期

兩天的主要會議（8 月 8 日至 9 日） 

一、2018 年黑帽大會焦點議題 

一直以來，Black Hat 會議涉及到的領域

十分多樣化，本屆美國黑帽大會將探討包括安

卓/IOS 行動設備駭客攻擊、密碼系統、資料鑒

證及網路安全事件回應、開發利用、硬體/嵌

入、物聯網、惡意軟體攻擊與防護、網路防禦、

平台安全、逆向工程、安全發展生命週期、智

慧網/工業安全、相關政策等熱門話題。其中

三大熱點資訊安全課題備受關注： 

1、加密貨幣安全 

在過去一年中，加密貨幣的市值從 100 億

美元增加至 300 億美元，峰值更曾超過 700 億

美元。在市場價值迅速飆升的情況下，加密貨

幣自然成為網路犯罪分子設法掠奪的目標。因

此，在 2018 年已有高達 10 億美元的加密貨幣

被盜取。 

加密貨幣市場吸引駭客的原因包括以下

幾點： 

(1) 加密貨幣為匿名制，很難被追蹤到，因

此很難抓到駭客。 

(2) 由於加密貨幣背後的技術相對較新，因

此尚未建立安全防護的最佳實務，許多

新推出的加密貨幣往往存在許多安全性

漏洞。 

(3) 持有大量加密貨幣的機構缺乏專門的安

全防護產品和方案。這些組織仍使用內

部安全平台和消費級解決方案進行替代，

在防護上顯然力不從心。 

因此，本屆 2018 黑帽大會主要關注區塊

鏈基礎設施和加密貨幣錢包的研究。而這些方

向成為首要考慮因素部分原因是因發生多起

加密貨幣交易所被盜的事件發生。 

2、醫療設備安全 

物聯網已存在多年，但隨著連接的設備數

量激增，駭客逐漸地將注意力轉移到這個領域。

據 Gartner 資料，2020 年全球將有 200 億台物

聯網設備，20%的組織將至少經歷一次物聯網

的攻擊。 

1. 2018 美國黑帽大會的熱門議題與廠商動向 

關鍵字：Black Hat、黑帽大會、資訊全安、網路安全 

日期：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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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之前的黑帽大會的議程也曾關注通

用物聯網、聯網車輛和工業物聯網等議題。然

而在 2018 年物聯網安全關注的重點改為聯網

的醫療設施安全，而網路犯罪分子將其視為目

標，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 醫療資料的價值比黑市上的信用卡資訊

高出 100 倍。 

(2) 在製造這些設備時並未同步考慮安全性，

無論是基礎軟體或是通信協定。 

(3) 醫療設備通常運行在未經修補的傳統作

業系統上，這些作業系統受嚴格的 FDA

法規管理，因此難以更新和保護。 

(4) 醫療設備領域被攻擊對人類生命構成了

嚴重威脅。例如，WannaCry 勒索軟體鎖

定醫療設備後，可能會癱瘓整個醫院的

運作或控制病患身上所使用醫療器材。

近期白帽駭客已確定了部分輸液泵、心

律調節器和病人監護設備中存在安全危

機。 

3、機器學習在資訊安全領域的應用 

雖然幾乎所有資訊安全公司都會某種程

度上應用機器學習（ML）來檢測或預防安全

事件，但駭客也開始使用 ML 來發動更複雜的

攻擊。這些潛在威脅包括： 

(1) 逃避惡意軟體：來自康乃爾大學的研究

人員建立了一套演算法，可以透過 ML

的資訊安全解決方案進而無法檢測到惡

意軟體。與此同時，其他研究使用 ML

偽裝已知的惡意軟體，以逃避防毒軟

體。 

(2) 破壞機器學習進程：眾所周知，人類容

易受到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

的陷阱（註：利用人性弱點，應用簡單

的溝通和欺騙技倆，以獲取帳. 號、通行

碼、身分證號碼或其他機敏資料），但

機器也容易被篡改。駭客可以入侵 ML

模型的訓練資料，進而產生危險的結

果。 

雖然上面的熱點話題相對較為新穎，但顯

然這些領域已成為駭客獲利豐厚的主要原因，

瞭解這些趨勢有助資訊安全業者掌握未來發

展的重點方向，另外，有助於大家及時調整和

防範未來可能發生的惡意攻擊。 

二、重要大廠動向-IBM 宣佈設立 IOT 設

備、智慧汽車、手機及 ATM 四大資訊安

全實驗室 

在 2018 年黑帽大會上，IBM 宣佈成立 

X-Force Red 實驗室，對抗 ATM 駭客攻擊在

內多種資訊安全問題的 4 個研究中心，並宣告

「 IBM X-Force Red 的使命就是以黑治

黑」。 

該實驗室由 IBM X-Force Red 團隊資深

駭客領頭，將深入研究消費級和工業級物聯網

裝置、智慧汽車、手機及 ATM。該實驗室將

盡力搜尋安全漏洞，以便開發出解決方案。 

IBM 稱，過去一年中，該公司收到的有關

防止 ATM 駭客攻擊的諮詢量成長了 300%。

多年來，ATM 製造商一直在否認自身硬體有

漏洞，然而最新一波 ATM 盜竊案似乎讓他們

改變了心意。IBM 的 ATM 探索小組將會分析

ATM 硬體，開發針對其配置的滲透測試，為

工程師打造新型 ATM 提供安全建議，並給出

這些系統的實時漏洞披露。 

這 4 個實驗室將設在美國的亞特蘭大和

奧斯汀，澳洲的墨爾本和 IBM 在英國赫斯利

的分部。 

參考來源 

新浪財經、安全內參、51CTO（林秀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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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門鐵克在 7 月 4 日舉辦賽門鐵克《網

路安全威脅報告》資安威脅的局勢線上研討會，

公開賽門鐵克最新資安調查，提供最新資安威

脅的局勢、新型態手法，並提供相對解決之道。

研討會中引用 4 月公布的第 23 期網路安全威

脅報告（Internet Security Threat Report，ISTR），

報告，解析最新資安威脅的局勢、新型態手

法。 

事隔一個月後，台積電在 8 月 3 日發生重

大資安事件，安裝的新機台、自動搬運系統與

電腦感染了去年肆虐全球的勒索軟體

WannaCry 一個變種病毒，造成了台積電全臺

產線大當機，營收損失預估更是高達 52 億元

天價，創下臺灣有史以來損失金額最高的資安

事件，遠遠超過去年遭駭盜轉 18 億元的遠銀

事件。 

有鑑於網路安全威脅日益升溫，有必要再

次讓大眾了解最新的資安威脅的局勢、新型態

手法，以及因應之道，本月資安領域消息報導，

特別報導賽門鐵克公布的網路安全威脅報告

重要調查內容： 

加密貨幣劫持攻擊事件暴增 8,500% 

過去一年，加密貨幣價值的激增引發了一

場加密貨幣劫持(Cryptojacking)攻擊的“淘金

熱”，網路攻擊者同樣試圖從這一變化莫測的

市場中獲利。2017 年，在全球終端電腦上所

檢測到的惡意挖礦程式暴增 8,500%。在加密

貨幣挖礦攻擊中，台灣在亞太區排名第 8 位，

全球排名第 28 位。 

由於入門門檻低，攻擊者只需要幾行代碼

便能夠發動攻擊，通過利用從消費者和企業所

竊取的處理能力以及雲端 CPU 使用率來挖掘

加密貨幣。惡意挖礦程式能夠降低設備的運行

速度、讓電池過熱，並在某些情況下將會導致

設備無法使用。對於企業而言，惡意挖礦程式

可能會造成公司網路中斷，以及雲端 CPU 使

用率飆升，從而增加企業的成本支出。 

賽門鐵克公司首席技術顧問張士龍表示：

「當前，手機、電腦或物聯網設備上的資源都

有可能遭到攻擊者的竊取，並用於牟利。企業

和消費者需要加大自身的安全防禦範圍，避免

所擁有的設備被他人利用而導致損失。」 

此外，物聯網設備依然是網路攻擊的主要

目標。賽門鐵克分析發現，2017 年物聯網攻

擊事件的總數增長 600%，這意味著，網路攻

擊者能夠利用這些互聯設備進行大規模挖幣。

即便是 Mac 電腦也未能倖免此類攻擊，賽門

鐵克發現，針對 Mac 作業系統的挖幣攻擊增

長了 80%。這是由於通過利用基於瀏覽器的攻

擊手段，攻擊者無需將惡意軟體下載到受害者

的 Mac 或個人電腦上，便能輕鬆發動網路攻

擊。 

 

大多數的針對性攻擊藉由單一手段感染
電腦 

在 2017 年，針對性攻擊組織的數量不斷

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去年，賽門鐵克共監測到

140 個有組織性的針對性攻擊組織。71%的針

對性攻擊利用了最常用的攻擊手段——魚叉

式網路釣魚來感染電腦。由於該手段十分有效，

針對性攻擊組織不斷使用該方法入侵企業，反

而以零日漏洞作為攻擊手段已被逐漸捨棄。在

過去，僅有 27%的針對性攻擊組織使用零日漏

洞發動攻擊。 

長期以來，網路安全行業不斷在討論網路

攻擊可能會帶來的破壞。隨著超過 10%的針對

性攻擊團體使用惡意軟體發動破壞性攻擊，這

一話題已不再僅僅侷限於理論層面。 

2. 賽門鐵克《網路安全威脅報告》揭開最新資安威脅的局勢、新型態手法 

關鍵字：網路安全、資安威脅 

日期：20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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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式惡意軟體增長 200%，軟體供應鏈

面臨更大威脅 

賽門鐵克調查研究發現，2017 年植入軟

體供應鏈的惡意軟體攻擊出現了 200%的增長。

與 2016 年平均每月發生 4 次攻擊相比，2017

年相當於每個月都發生 1 次攻擊。通過劫持軟

體更新鏈，攻擊者以此為攻破口，破壞防衛森

嚴的網路。Petya 勒索軟體的爆發成為軟體供

應鏈攻擊的典型案例是最著名的。Petya 攻擊

以烏克蘭的財務軟體作為切入點，通過使用多

種方式在企業網路中進行大肆傳播，部署惡意

程式載荷。 

行動惡意軟體持續激增 

行動端威脅依然呈現年度增長態勢，其中

包括新增行動端惡意軟體變體的數量增長了 

54%。2017 年，賽門鐵克平均每天攔截 24,000

個惡意行動應用。由於許多使用者仍在使用較

舊的作業系統，這為攻擊者提供了可乘之機。

例如，在安卓作業系統中，僅有 20%的設備安

裝了最新的作業系統版本，而僅有 2.3%的設

備安裝了次要版本系統。 

行動使用者同樣面臨來自灰色軟體應用

的隱私安全風險。儘管這些應用並非完全惡意，

但同樣會為用戶帶來不少麻煩。賽門鐵克發現，

63%的灰色軟體應用會洩露行動裝置設備的

電話號碼等聯繫方式。2017 年，灰色軟體的

數量增長 20%，其所帶來的安全問題依然圍繞

在用戶身邊。 

極具商業頭腦的攻擊者將勒索軟體作為

“商品” 

2016 年，勒索軟體的豐厚利潤讓無數攻

擊者趨之若鶩，市場一度飽和。2017 年，勒

索軟體市場出現調整，平均勒索贖金降至 522

美元，這表明勒索軟體已經成為 “商品”。

在勒索軟體威脅方面，台灣在亞太區受到勒索

軟體影響持續明顯增加。與 2016 全球排名第

11 位相比，2017 年，台灣在全球排名第 6 位。 

現在，攻擊者開始尋找新的牟利手段，加

密貨幣的大幅升值使他們將注意力轉向了貨

幣挖掘。此外，雖然勒索軟體家族的數量有所

減少，但勒索軟體變體的數量出現了 46%的增

長，這表明網路犯罪團體雖然創新不足，但攻

擊數量並未減少。 

賽門鐵克網路安全建議 

隨著攻擊者不斷改進攻擊手段，企業與消

費者應該採取多種措施來實現安全防護。賽門

鐵克建議採取以下保護措施： 

1. 對於企業: 

(1) 部署安全解決方案：企業應該部署進階

威脅情報解決方案，協助及時發現入侵

信號並做出快速回應。 

(2) 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事件管理可以

確保企業的安全框架得到優化，並具備

可測量性和可重複性，幫助企業吸取教

訓，從而改善安全態勢。賽門鐵克建議，

企業用戶應考慮與協力廠商專家開展長

期合作，強化危機管理。 

(3) 實施多層防護：實施多層防護策略，從

而全面對付閘道、郵件伺服器和端點的

攻擊。企業應該部署包括雙重身份驗證、

入侵偵測或防護系統(IPS)、網站漏洞惡

意軟體防護及全網 Web 安全閘道解決

方案在內的安全防護。 

(4) 定期提供關於惡意電子郵件的培訓：教

育員工魚叉式網路釣魚電子郵件和其他

惡意電子郵件攻擊的危害，採取向企業

報告此類嘗試性攻擊的措施。 

(5) 監控企業資源：確保對企業資源和網路

進行監控，以便及時發現異常和可疑行

為，並將其與專家所提供的威脅情報相

關聯。 

2. 對於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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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改設備及服務的預設密碼：在電腦、

物聯網設備和 Wi-Fi 網路中採用獨特且

強大的密碼。請勿使用常見或易被猜出

的 密 碼 ， 例 如 “ 123456 ” 或

“password”。 

(2) 確保作業系統和軟體為最新版本：攻擊

者通常會利用最新發現的安全性漏洞進

行攻擊，而軟體更新通常會包含修復安

全性漏洞的相應補丁。 

(3) 謹慎對待電子郵件：電子郵件是網路攻

擊的主要感染途徑之一。消費者應該刪

除收到的所有可疑郵件，尤其是包含連

結或附件的郵件。對於任何建議啟用巨

集以查看內容的 Microsoft Office 電子郵

件附件，則更加需要謹慎小心。 

(4) 備份檔案：對資料進行備份是應對勒索

軟體感染最有效的方式。攻擊者可通過

加密受害者的檔使其無法使用，以此進

行勒索。如果你有做好備份副本，則可

以在感染清除後即刻重新恢復檔案。 

資料來源 

賽門鐵克  

網址 https://goo.gl/ns7VEH 

 

 

 

 

 

 

 

 

 

 

 

 

 

 

 

 

 

 

 

 

 

 

 

 

 

  

https://goo.gl/ns7V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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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Crunchbase 的數據，2017 年創投機

構投資美國 IoT新創企業的金額就達到年度高

峰紀錄，合計投資了 14.6 億美元。比 2016 年

的 10.3 億美元成長 42％，也較 2013 年的 4.617

億美元成長 216％。物聯網裝置與應用持續的

成長對物聯網世界來說不是新鮮事。但新的技

術如何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將持續受到各

界關注。科技媒體網 IoT Technologies 列出了

2019 年在數位化市場中 5 個重要的物聯網設

備發展趨勢。 

預測 1：全面性的持續成長 

市場知名研究機構Gartner 在 2018年 1月

預測，到 2020年將有近 20億台設備連線到 IoT，

IoT 產品和服務供應商營收將達逾 3,000 億美

元。這些聯網的小工具和設備連到網路後，持

續蒐集、產生與累積大量數據。在未來幾年，

5G 網絡的持續發展將減輕連網設備的負擔，

邊緣計算也將積極推動。物聯網設備產生的數

據將被存儲在區域的數據中心。如果不同數據

中心間都希望維持其市場，邊緣計算將扮演重

要角色，單個網絡（小型區域環境，例如：工

廠、智慧辦公大樓、智慧家庭等）上連接更多

設備，將帶來一場革命。 

預測 2：健康醫療和製造業的深度滲透 

生產屬性產業(如製造業)是主要受到物聯

網驅動與影響的產業類型。無線感應裝置、感

應器和雷達已經為產業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物

聯網設備透過對製程數據蒐集，讓產業從單純

產品開發過程，轉變為帶有資料供應的角色。

這場革命將幫助製造商透過減少設備停機的

時間來提高其流程效率，並更有助於庫存管理。

此外，更多產業將直接或間接受到影響。根據

Aruba Networks 2017 年的研究結果，2019 年

將有 87％的健康醫療產業公司將採用物聯網

設備；顯示健康醫療產業和物聯網技術的結合

的發展潛力與機會是巨大的。 

預測 3：更安全的終端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類型的物聯網設

備的同時，也不斷增加駭客入侵的風險，可以

預見未來幾年中，物聯網資訊安全問題將愈加

受到重視。硬體製造商的巨頭們，正在開發能

夠抵禦數據外洩、竄改以及提供更可靠和更安

全的基礎設施。資訊安全經銷商將開始為節點

提供安全保障，以維護使用者的權力並降低巨

大損失發生的機率。 

預測 4：智慧社區將較智慧城市先實現 

智慧居家和智慧建築概念已經出現而且

已經有部分實現的案例，但智慧城市尚未實現。

在智慧城市充分發展前，或許更應該先關注智

慧社區。 

Alphabet 旗下的 Sidewalk 實驗室已經將

智慧社區的概念建築完成。這個社區中遍布智

慧感應器，記錄每週 7 天發生的每一個行為及

活動，旨在創造一個更安全、更友善的環境。

該建築正處於試點階段，當結構將達到完美時，

它將成為所有智慧社區的典範，最終可能是城

市模型的一部分。 

預測 5：智慧汽車市場升級 

透過技術的逐漸成熟與實現，自動駕駛汽

車在未來幾年市場份額將會增加，但更有潛力

的是汽車內部物聯網的設備。物聯網技術是透

過應用程序連接的所有車輛的核心，這些應用

程序現在能夠監控車輛中發生的所有事情，例

如輪胎壓力，燃油狀況等。這些應用程序還能

夠在引擎出現任何問題時(或前)提醒駕駛人。 

借助物聯網，不僅可以體驗在車輛全面性

的升級，還可以讓生活向全自動化城市的夢想

前進。 

參考來源 

IoT Technologies (徐慶柏摘譯整理) 

網址：https://goo.gl/qzmRJH 

3. 2019 年五大物聯網設備發展趨勢 

關鍵字：物聯網、IoT 

日期：2018.8.5 

 

 

 

https://goo.gl/qzmR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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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市場研究機構國 際數據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的調研數據，2018

年全球物聯網支出預計將達到 7,725 億美元，

預計 2020 年將超過 1 兆美元。對於尚處於早

期階段的產業細分市場而言，這數據並不差。

對於部分新創公司例如：物聯網硬體開發、軟

體服務(如平台、開發工具等)、傳感器、邊緣

設備、網絡和連接、安全分析等領域，能獲得

此前期市場規模並不令人訝異。美國知名通路

雜誌CRN選列出 2018年新興供應商應注意的

5 家熱門的物聯網新創公司，這些公司成立時

間都是在 2012 年或之後，解決方案提供商應

該加以關注。 

1. FogHorn Systems (類型：工業、網路

技術、IoT、網路技術與應用) 

公司成立時間2014年，CEO David King。

FogHorn 為工業和商業物聯網應用提供霧計

算或邊緣計算平台。這一平台能夠在各類工業

和企業中，能協助企業進行機器學習和高級分

析，有助於物聯網下的監控和診斷、資產性能

優化、運營智慧化和預測性維護程式的發展。

2017 年 10 月獲得 B 輪 3,000 萬美元投資，由

Intel Capital 和 Saudi Aramco Energy Ventures

共同領投；累計獲投金額為 4,750 萬美元，歷

史投資人包括：Saudi Aramco Energy Ventures、

Intel Capital、March Capital Partners、The Hive 

Group、Darling Ventures、Honeywell Venture 

Capital、Bosch, Dell、Yokogawa Electric Corp.、

General Electric (GE)等。 

2. IoTium (類型：企業產品與服務、風險

與安全、IoT、網路技術與應用) 

IoTium成立於2015年，CEO為Ron Victor，

主要提供網路即服務(NaaS)的服務內容，為工

業物聯網提供可管理的安全網絡基礎設施系

統，可確保傳統區域型系統與以雲端為基礎應

用的連結；利用機器學習和預測分析，而公司

所開發之服務專為建築和工業自動化、石油和

天然氣、製造、運輸和智慧城市行業而設計。

2017 年獲得 A 輪 839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包

括：GE Ventures, March Capital Partners、

Juniper Networks、OpenSource Ventures、Pankaj 

Patel)，此輪資金將用於擴大 IoTium 在智慧建

築、石油及天然氣市場、運輸及智慧城市等產

業領域的應用與技術開發，並進一步與系統整

合商、邊緣服務合作夥伴及轉銷商之間進行深

度合作，以擴大銷售目標。 

3. Reposify (類型：資安、IoT、網路技術

與應用) 

Reposify 為以色列新創企業，成立時間為

2016 年，CEO Yaron Tal。Reposify 是一家物

聯網安全公司，從駭客的視角提供對網路、數

位資產和所有裝置的監測。 

4. Samsara(類型：IoT、Sensor、雲端軟

體) 

Samsara 成立於 2015 年，CEO 為 Sanjit 

Biswas；該公司致力於連網感測器解決方案，

為工業物聯網(IIoT)感測器系統開發商，服務

包括：開發為工業客戶把資料傳輸到雲端軟體

的無線閘道器、對汽車及工業設備的無線改造

以及雲監控系統等。2018 年 3 月獲得 5,000 萬

美元的 D 輪投資，投資方為 General Catalyst、

Andreessen Horowitz (累計獲投金額 1.3 億美

元)。 

5. Seebo(類型：雲端資料服務、工業自動

化、Predictive 分析) 

Seebo成立於 2012年，CEO為Lior Akavia。

Seeb 專注於提供軟體服務和連接服務，從產品

4. 2018 年新興供應商最需要關注的物聯網公司 

關鍵字：物聯網、IoT 

日期：201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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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工具到分析工具再到產品無線更新升級

功能等都能提供服務，以幫助企業將物聯網產

品帶到市場，產品包括玩具、醫療、旅行和時

尚等。目前技術的目標應用鎖定於車隊跟蹤和

管理。2017 年獲得 800 萬美元 A 輪投資，投

資方包括 Pritzker Group Venture Capital、

Global IoT Technology Ventures, Inc.、TPY 

Capital、Viola Ventures 等，累計獲投金額 2,200

萬美元。 

參考來源 

CRN (徐慶柏摘譯整理) 

網址：https://goo.gl/rnRwRB。 

 

 

  

https://goo.gl/rnRw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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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比特幣等加密貨幣近期的價格表

現不佳，但隨著世人對於加密貨幣的了解越深

入，投資、使用或保存加密貨幣的興致似乎也

跟著提高了，據 Coinatmradar.com 的追蹤，在

8 月初，全球裝設的加密貨幣 ATM 已正式超

過 3,500 台！ 

此外，在近期全球以每日增加 6.39 台的

加密貨幣 ATM 速度成長。 

以各洲分布觀察，目前仍以北美洲為最大

宗，占比高達 74.08%，歐洲次之為 21.2%。 

加密貨幣 ATM 通常會設置在消費者較多

的場所，例如酒吧、速食店、購物中心、電影

院等，在今年 6 月，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史基浦

機場推出比特幣和以太幣的 ATM，讓旅客更

容易在機場將歐元換成加密貨幣。史基浦機場

的加密貨幣 ATM 是歐洲機場設置加密貨幣

ATM 的首例，將試行六個月以測試是否符合

旅客需求。 

目前全球加密貨幣 ATM 的製造商以

Genesis Coin 為最大宗，出貨量佔據市場份額

的 34%，General Bytes 次之，市場份額約

27%。 

在台灣，燈興科技自 2015 年 3 月即引入

General Bytes 的比特幣 ATM「BATMTwo」，

而今年 8 月份則再度引進「BATMThree」。 

 

然而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於本月出席金管

會舉行的保險業者座談會時表示，不希望虛擬

通貨平台業者直接用現金交易，這對於加密貨

幣 ATM 在台的發展命運，可謂是前途坎坷

了！ 

參考來源 

動區動趨、Coinatmradar.com、Yahoo!奇摩新

聞、中時電子報、自由電子報（黃敬翔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ZWv3M6 

2. https://goo.gl/j4tyWY 

3. https://goo.gl/ev2KMt 

4. https://goo.gl/vUCLnY 

5. https://goo.gl/PnzB3F 

 

  

5. 加密貨幣 ATM 在全球持續成長中 

關鍵字：區塊鏈、加密貨幣、比特幣、ATM 

日期：2018.8.10 

 

 

 

https://goo.gl/ZWv3M6
https://goo.gl/j4tyWY
https://goo.gl/ev2KMt
https://goo.gl/vUCLnY
https://goo.gl/PnzB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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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 AI )晶片無疑是當今最火紅的

議題，不但傳統科技巨頭在當中積極佈局，也

萌生諸多新創企業進攻該市場。以下選定數篇

近期關於 AI 晶片的新聞消息，以窺視未來 AI

晶片的趨勢。 

1. Google 鎖定物聯網市場，推出 Edge 

TPU 晶片 

 

Google於 2018年Next雲端大會中宣布推

出一款新的 AI 晶片 Edge TPU，Edge TPU 晶

片是一款低功耗的 ASIC 晶片，其體積甚至比

一美分銅板還要小，適用於工業物聯網裝置。 

新推出的 Edge TPU 晶片與過往 Google

推出的 TPU 晶片不同。以往的 TPU 晶片的用

途著重於在雲端運算；而 Edge TPU 晶片則著

重於邊緣運算，且應用於終端裝置上，相比之

下將使得決策速度更快，縮短等待時間。 

該晶片應用領域廣泛，跨及工業製造、醫

療、零售、智能空間與交通。Google 提到將主

攻於工業製造領域，具體功能包括預測性維護、

異常檢測、機器視覺、機器人、語音識別。 

數家科技巨頭積極佈局物聯網，微軟

Azure IoT 平台與 AWS IoT 平台皆深耕該市場。

而 Google 藉軟硬體整合方式，與提供完整的

終端服務體驗，打入物聯網市場。 

 

 

2. 馬斯克：特斯拉自家 AI 晶片即將問世 

 

特斯拉( Tesla )執行長馬斯克( Elon Musk )

於 8/1 於發布財報後的投資人會議上宣布，已

投入三年研發的自動駕駛 AI 晶片，將於明年

問世。 

目前特斯拉的無人駕駛系統倚賴 Nvidia

的 Drive 平台。特斯拉表示，由於 Nvidia 的

Drive 平台屬於公版系統，無法兼顧自家電動

車的特殊需求，為追求更高運算效益與突破技

術限制，才決定自行開發 AI 晶片。 

目前特斯拉使用的 NVIDIA GPU（圖型處

理器）所運行的影像辨識軟體，每秒能處理約

200 幀，而最新研發的 AI 晶片，能夠處理每

秒 2,000 幀，不僅提高效能與駕駛車的反應能

力。 

馬斯克表示所有 Tesla 電動車的零件都

有高度可替換性，所有規格皆相容，符合自家

需求，新的晶片與現有電動車不會相容性問

題。 

 

6. 近期科技巨頭 AI 晶片發展趨勢與新創獲投動向 

關鍵字：AI 晶片、Google、Tesla、Intel、燧原科技 

日期：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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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 AI 晶片的黑馬－燧原科技 

 

今年三月成立於上海的燧原科技宣布獲

得Pre-A輪募資3.4億人民幣( 約15億台幣 )，

由騰訊所領投，這是騰訊首次投資大陸國內

AI 晶片公司。種子輪投資方亦和資本(武嶽峰

資本旗下基金)、真格基金、達泰資本、雲和

資本亦持續跟進投資。該公司負責人表示本輪

資金將用於 AI 晶片與相關軟體的研發。 

該公司研發團隊有多年晶片與軟體研發

經驗，目前產品針對雲端數據中心而開發的深

度學習晶片，具有高運算能力、低成本、高性

價比等特點。 

燧原科技 CEO 表示，在國務院《新一代

人工智慧發展規劃》中，由於人工智能的明確

定位，才得以研發與應用最新穎的尖端技術，

更帶給創新企業巨大的發展機會與空間。 

看好燧原科技未來發展的騰訊，期許能以

自身的資源，扶植實力堅強的新創團隊，打破

國外廠商獨霸 AI 晶片的現況，隨著中國的產

業升級，在 AI 晶片的布局將是中國企業彎道

超車的一大機會。 

 

4. AI 晶片為 Intel 賺進 10 億美元營收 

 

8/8 英特爾( Intel )於美國加州舉行數據中

心技術峰會 ( Intel Data-Centric Innovation 

Summit )，峰會上指出 2017 年旗下人工智慧

晶片營收達十億美元，更預計 2020 營收將成

長十倍( 2017 年英特爾總營收為 628 億美

元 )。 

由於近年個人電腦市場銷量停滯，英特爾

將業務重心轉往資料中心，該中心業務涵蓋伺

服器、網路、人工智慧、物聯網等，也在去年

成立人工智慧部門（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Group，AIPG），積極布局 AI 端點計

算。 

目前市場認為超微半導體( AMD )推出的

7 奈米製程晶片將保有領先優勢，恐威脅英特

爾市佔。對此英特爾資料中心事業群總經理

Navin Shenoy 表示將在網路、儲存、運算方面

著重發展以應對挑戰。 

首先在網路部分包括發展矽光網路

（Silicon Photonics）提升傳輸速度，推出名為

Cascade Glacier的產品系列，可優化系統性能；

再者針對儲存，英特爾改變了資料中心的內存

和儲存層次結構，例如推出 Optane DC 新產品，

可以提供更大的儲存容量，並同時保持快速的

儲存速度；運算方面，則包含了英特爾的 x86

伺服器處理器平台 Xeon、FPGA 平台 Stratix，

與類神經網路晶片 Nervana。 

 

5. 美國大廠賽靈思收購深鑒科技 

圖片來源： https://goo.gl/Ck36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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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PGA巨頭賽靈思( Xilinx )7/18 宣布

完成收購中國 AI 晶片新創企業深鑒科技。具

業界人士評估，收購金額約為三億美元。 

成立於 2016 年的深鑒科技，兩年間已進

行數輪募資，產品以產品應用商業化的速度快

而著名，有消息指出，被賽靈思收購後，深鑒

科技將致力研究無人駕駛、輔助駕駛等系統。 

市場研究機構 Tirias Research 分析師

Kevin Krewell 表示，據說深鑒科技雖才成立不

久，就已經收到許多收購提案：「在今日的市

場上，很難找到優良的深度學習人才，因此最

好的方法就是收購新創公司。」 

 

6. 中國AI獨角獸寒武紀估值達25億美元 

 

寒武紀科技於 2016 年成立，目前更是中

國第一家將 AI 晶片商業化的公司，擁有終端 

AI 處理器和雲端高性能 AI 晶片等產品線，

其專為  AI 演算打造的晶片性能在相關技

術。 

在 B 輪募資成功後其估值已上看 25 億

美元，執行長陳天石也透露未來有計畫在 A 

股上市。他強調，未來將面對的是規模達數千

億的廣大市場，其業務覆蓋了伺服器、智慧終

端及機器人等產品。而在近期發佈的寒武紀智

慧晶元 Cambricon-MLU100，更適用於視覺、

語音、自然語言處理等多種類型的雲端人工智

慧應用場景。 

目前寒武紀的合作伙伴主要包括聯想、曙

光及科大訊飛，並成功打入中國的智慧手機品

牌，如華為的供應鏈。且相關業界人士預估，

其未來估值將會越來越高，作為中國 AI 技術

發展的標竿企業，其未來發展性令人拭目以

待。 

參考來源 

IThome( 陳曉莉、李宗翰 )、數位時代、與非

網、新芽科技、36 氪、EE Times （劉聖元整

理） 

 

網址： 

https://goo.gl/snLkvh 

https://goo.gl/sTCUxV 

https://goo.gl/EBXezz 

https://goo.gl/UXS9Mo 

https://goo.gl/Xqe6u9 

https://goo.gl/M36CfE 

https://goo.gl/bWkCBQ 

https://goo.gl/Ux3T8E 

https://goo.gl/uY2zB8  

https://goo.gl/gDLpWi 

  

https://goo.gl/snLkvh
https://goo.gl/sTCUxV
https://goo.gl/EBXezz
https://goo.gl/UXS9Mo
https://goo.gl/Xqe6u9
https://goo.gl/M36CfE
https://goo.gl/bWkCBQ
https://goo.gl/Ux3T8E
https://goo.gl/uY2zB8
https://goo.gl/gDLp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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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與觀點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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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專欄-連科雄】美中貿易戰及其對臺灣之

影響 

 

背景 

美國川普總統於2016年11月勝選後提出的百日新政規劃中，即明確指出其施政原則就是「美

國利益優先」，回復既有法規機制(restore our laws)，把美國工作機會找回來。對於已經簽訂的

多邊或複邊貿易協定，川普總統認為其已造成美國潛在的災難，因此將會退出 TPP，重新議定

NAFTA，並質疑目前 WTO 體系是否能發揮作用。世人普遍認定川普將會為國際經貿體系帶動

一波新保護主義，恐將不利於全球供應鏈的進一步整合。然而，隨著其執政的展開，對於美國的

貿易政策的主張日益清晰，亦即其欲推動公平(fair)、對等(reciprocal)、雙邊（bilateral）的貿易協

定，而非過往的多邊與複邊機制。川普所持的論述依據是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反傾銷、

反補貼、防衛措施等措施，並未有效解決其他國家透過保護與補貼對美國所施行的不公平貿易而

造成美國的貿易赤字與工作機會流失，因而美國應啟動其本國的相關法規，並在雙邊架構下談定

美國與個別國家重新調整的互惠待遇。 

因此，在其回歸本國法律的思維下，必然會運用法律授予總統之權限，以啟動對個別國家的

反制作為。由表 1 可看出依照美國憲法總統具有取消貿易協定的權力，依 1962 年的美國貿易擴

張法第 232 條，總統可在進口涉及美國國家安全問題時決定關稅稅率及限制進口。另就 1974 年

之美國貿易法 122 條，其可在貿易大幅失衡時設下 150 日之期間增收 15%的關稅或限制進口；

第 301 條則是當貿易對手國有貿易不公的情況下，可立即課徵關稅或設下其他進口限制，本文將

分析其運用 232 條款及 301 條款進行美中貿易戰之發展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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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國法律賦予總統之權限 

法條來源  主要描述  

美國貿易協定與  

貿易法之規定  

美國總統具有之權限  

雙邊或多邊貿易協

定  

總統具有取消貿易協定權力，如美國擬退出 NAFTA 的情況

下，只需 6 個月前通告貿易協定國，期滿後就可退出該項貿

易協定。  

1962 年美國貿易擴

張法 232 條  

如遭遇到有關美國國家安全問題時，可由總統決定關稅稅率

及限制進口。  

1974 年美國貿易法

122 條  

當面臨大幅度貿易失衡的情況下，美國總統可立即設下 150

日期間，增收 15%的關稅或限制進口。  (兩者可同時實施 )  

1974 年美國貿易法

301 條  

對於貿易對手國有貿易不公的情況下，可立即課徵關稅或設

下其他進口限制。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美國相關法規 

 

首先，回顧美國貿易史之發展歷程，其首次發動貿易戰乃是在 1929 年全球經濟大蕭條後，

1930 年胡佛總統簽署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對於 20,000 項商品提高關稅及減少免稅商品

項目，使得美國的實際關稅稅率由 1929 年的 13.5%提高至 1933 年為 19.8%，雖然彼時進口占美

國 GDP 的比重小於 5%，但由於美國當時已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及主要市場，各國為報復美國施

行之法案亦對來自美國的商品提高關稅。隨著國際貿易的萎縮，原本已處於全球大蕭條的經濟體

系更加處於景氣不佳的狀態。就美國而言，其貿易總額於 1930 至 1932 年間減少 40%，失業率

由 1930 年的 7.8%大幅增加至 1933 年的 25.1%，在此情勢下因而促成了 1934 年羅斯福總統簽署

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在此法案下美國總統擁有權力在未經國會同意下與外國協

商貿易協定並可視情況調整關稅率。藉由此一法案，美國陸續與各國談定互惠的關稅率而使得國

際貿易再度恢復活絡，美國的實質關稅率則由 1934 年的 46%降至 1962 年的 12%。 

然而，雖然自 1934 年的以雙邊形式進行的互惠貿易協定法案至 1947 年推動由各國共同參與

之多邊形式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美國之貿易政策皆為促使各國共同削減關稅以促進國

際貿易繁榮發展，其核心思維乃是美國具有先進之技術與產品的高度競爭力，貿易自由化亦是美

國打開各國市場的徒徑。隨著 1950 年代起各國陸續由戰後復甦並透過產業與貿易措施提升自身

產品的競爭力，美國之貿易盈餘逐漸縮減，1960 年代起許多原創自美國的商品亦陸續由美國生

產轉為自國外進口，例如電視機、照像機等商品，亦取代了美國的工作機會。因此 1962 年之貿

易擴張法及 1974 年之貿易法皆主張若外國產品大量銷至美國是基於不公平的產業補貼或貿易措

施，以及若有可能危及其國家安全時，授予美國總統藉由本國法規來進行調整。然而，即便如此，

在自 1975 年後美國已長達 40 餘年處於商品貿易收支赤字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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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經濟體之關稅率 

WTO 

會員  
約束關稅 -簡單平均  執行稅率 -簡單平均  貿易額加權關稅率  

全部  農業  非農  全部  農業  非農  全部  農業  非農  

美國  3 .4   4 .8   3 .2   3 .5   5 .2   3 .2   2 .4   3 .8   2 .3   

歐盟  5 .0   11.9   3 .9   5 .2   11.1   4 .2   3 .0   7 .8   2 .6   

日本  4 .5   17.4   2 .5   4 .0   13.1   2 .5   2 .1   11.1   1 .2   

中國大陸  10.0   15.7   9 .1   9 .9   15.5   9 .0   4 .4   9 .7   4 .0   

印度  48.5   113.5   34.5   13.4   32.7   10.2   7 .6   38.0   5 .6   

加拿大  6 .5   15.4   5 .2   4 .1   15.6   2 .2   3 .1   12.4   2 .3   

墨西哥  36.2   45.0   34.8   7 .0   14.6   5 .7   4 .5   20.1   3 .5   

南韓  16.5   57.9   9 .8   13.9   56.9   6 .8   6 .9   55.4   4 .0   

馬來西亞  21.3   55.6   14.9   5 .8   8 .4   5 .4   4 .3   11.7   3 .6   

臺灣  6 .3   16.4   4 .7   6 .4   15.7   4 .8   2 .2   8 .7   1 .9   

資料來源: WTO Trade and Tariff Profiles, 本研究整理。 

 

自 1995 年 WTO 成立，原本各國對於其寄予厚望，期待國際經貿秩序能在 WTO 的運作下

能更加自由開放。由表 2 可看出各主要會員體加入 WTO 之關稅減讓承諾(約束稅率)、實際的執

行稅率、以及藉由貿易金額加權之實際關稅負擔率。就約束稅率與簡單平均之執行稅率而言，美

國皆為全球最低；若以貿易金額加權得出之關稅負擔率而言，美國亦僅略高於日本及台灣，此一

情況反應的即是美國給予各國關稅優惠以增加進口，然其主要貿易夥伴除了日本及台灣外並未給

予其互惠的關稅優惠。例如，歐盟出口至美國所實質負擔的關稅率為 2.4%，美國出口至歐盟所

實質負擔的關稅率則為 3.0%。美國出口至其他會員體所實質負擔的關稅率則更高，例如出口至

中國大陸實質負擔率為 4.4%、至南韓為 6.9%、至印度則為 7.6%。至於加拿大及墨西哥，因其與

美國之間存在 NAFTA，故美國出口至加墨的實質負擔關稅率應會低於其他會員國所擔的 3.1%與

4.5%。然而，川普政府對於 NAFTA 的持續批評亦顯示出美國對於跨國的 FTA 是否有效改善美

國貿易亦是有所質疑。再者，中國大陸自加入 WTO 後，藉由其生產要素的優勢快速成長為全球

第 2 大經濟體後，然其體制面的改革依然有限，歐美各國至今仍不願認同其市場經濟地位。而中

國大陸內部則瀰漫著強國心態，例如其主要經濟策士胡鞍鋼一再發文鼓吹中國國力已超越美國，

甚至 2020 年會在主要戰略性資源全面超越美國，中國本身的宣傳片「厲害了我的國」則是宣揚

自身在過去幾年的成就，於是原本可以透過談判協商以取得互惠條件的美中貿易爭端，在過去幾

個月已在雙邊各自強烈的自我主張下惡化成為美中貿易戰。 

 

依 232 條款發動之鋼鋁產品關稅調升 

若以此次美國藉由 1962 年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而啟動對主要進口來源國的鋼鋁關稅調升

25%及 10%之事件觀之，美國原本為全球最大的鋼鐡生產國，然而隨著中國大陸於 2000 年後的

快速擴產，至今中國大陸的粗鋼產量已占全球的一半，而美國的產量僅有中國大陸的 1/10，造成

其國內鋼廠休業且工人失業之問題。另就鋁而言，美國於 2013 年之前尚在鋁的貿易上保有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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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之盈餘，然而至 2017 年其鋁進出口已有 141 億美金之貿易赤字，其中最主要來源為加拿

大的 55 億美金、中國大陸的 20 億美金。這些鋼鋁產業原本在美國之生產區位為其中西部地區，

川普由此一區域所得票數為其擔任總統之關鍵，因而需在政策上有效的回應選民訴求。若依 WTO

機制，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 21 條有關國家安全例外(Security Exceptions)的規定，允許

WTO 成員為維護國家基本安全利益的特殊條件下可採取貿易限制措施，然而各國亦可依 WTO

防衛協定(Safeguard Agreements)第 8 條進行相對的反制措施，此時依 WTO 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

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WTO

會員間若有貿易爭端欲尋求解決時，應依照 DSU 之規定進行相關程序。由於透過 DSU 所需時程

較久，川普政府難以期待在其任期內能透過 WTO 或 NAFTA 之機制有所成就，故其百日宣言即

將主軸設定在透過美國自身之法律(restore our law)來解決這些選民訴求。 

由於美國依 232 條款對鋼鋁產品增課 25%及 15%的關稅係基於國家安全之訴求，故對於來

自於全球各國的進口產品普遍性的實施，僅有澳洲、巴西、阿根廷及韓國獲得進口關稅增加之豁

免，但仍需對於進口數量進行配額限制，超過配額之部分仍須課徵進口關稅。依當前進展，美國

原本亦給予歐盟、墨西哥及加拿大等國豁免期限只到 2018 年 5 月底，自 6 月 1 日起亦排除豁免。

歐盟自 6 月起對機車、波本威士忌及牛仔服飾等 182 項、28 億歐元的美國進口產品，課徵 25％

的報復性關稅。印度、日本也分別對價值 8.49 億與 4.5 億美元的商品課稅。加拿大宣布對美進口

商品如扁軋鋼、優酪乳，肉類，果醬，撲克牌，明信片，衛生紙，水上摩托車，床墊及鋼筆等課

徵報復性關稅。墨西哥則於 6 月公告對自美進口鋼鐵和鋁製品，燈具，豬肉製品，食物製劑，蘋

果，葡萄，藍莓和奶酪等課徵關稅。至於中國大陸，由於自始至終皆未被列為豁免國家，故其自

2018 年 4 月份起即提出反制措施，主要係對自美進口 128 項產品提高關稅，包含新鮮水果、堅

果及乾果、葡萄酒、變性乙醇、人蔘根、鋼鐵管製品、豬肉及豬內臟及廢鋁等。其中鋼鐵管製品

共計 28 項產品，主要產品號列自 730410 至 730490 為止，課徵稅率為 15%。由上述名單可看出

中國大陸亦針對美國的農產品與食品加工產品增稅，顯然係針對中西部的川普總統票倉，意欲削

弱其政策支持度。 

 

依 301 條款對中國大陸產品加課關稅 

美國於 2018 年 4 月 3 日宣告宣告基於中國大陸透過不公平貿易手段強迫取得美國企業技術

移轉及智慧財產，故依 301 條款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 1,333 項產品、進口總值 500 億產品加課 25%

關稅。亦於 6 月 15 日更新名單為 1,102 個稅項，屬於原清單的共有 818 項(列為 List 1)，新增清

單則有 284 項(列為 List 2)。5依 2017 年數據，其所更新之清單項目於美國之總進口金額為 1,115.6

億美元，占美國總進口的比重為 4.63%。該類項目自中國大陸之進口金額由 2013 年之 94.6 億美

元成長至 2017 年的 146.1 億美元，占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之總金額的 2.78%，該類產品於美國

之進口占有率則由 11.2%成長至 13.1%。相較而言，美國自臺灣之進口金額於 2017 年為 57.7 億

美元，占美國自臺灣進口之總金額的 13.11%，該類產品臺灣於美國之進口占有率則由 2013 年的

6.33%降至 2017 年的 5.17%，減少 1.16 個百分點，顯見美國的進口規模擴張之際，中國大陸取

                                                           

5 經查明其清單，實為 28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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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果實增加，臺灣在美國市場之表現則相對疲弱，由於此 284 項產品具有中間財及 ICT 產品，

係我國主要出口產品，故在此分析以此 284 項產品為主。(參見表 3) 

 

表 3 美國新増 284 項對中課稅產品之進口金額與比重 

金額單位: 億美元 

  項目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進口
國  

美
國  

進口金額   845.0   937.6   943.2   974.4  1 ,115.6  

占美國總進口比重  3 .63% 3.89% 4.07% 4.33% 4.63% 

進口
來源  

中
國  

進口金額    94.6    108.6   119.5   126.6   146.1  

進口占有率  11.20% 11.59% 12.67% 12.99% 13.10% 

占自中國總進口比重  2 .06% 2.23% 2.37% 2.63% 2.78% 

臺
灣  

進口金額    53.5   59.9  52.8  50.6  57.7  

進口占有率  6 .33% 6.39% 5.60% 5.19% 5.17% 

占自臺灣總進口比重  13.62% 14.26% 12.44% 12.42% 13.11% 

資料來源: ITC Trade Map database, 本研究整理。 

 

依此次 USTR 公布之資訊，其對中國大陸之新增課稅項目劍指中國大陸於 2015 年所推出之

「中國製造 2025」，其所欲重點發展之項目，推動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積體電路及專用裝備；

資訊通訊設備；操作系統及工業軟體）、高端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

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

醫療器械、農業機械裝備等十大重點領域。6 

 

表 4 美國新增 284 項產品自中國大陸進口比重-2017 年 

進口比重  小於
1% 

1%<比重
≤5% 

5%<比重
≤10% 

10%<比重
≤20% 

20%<比重
≤30% 

比重
>30% 

稅項數目  50  47 40 54 34 58 

占 284 項進
口金額比重  

0 .21% 1.82% 18.54% 17.83% 12.38% 49.22% 

資料來源: ITC Trade Map database, 本研究整理。 

  

                                                           

6 資料來源: 陸委會，中國製造 2025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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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美國新增 284 項產品各稅則分章自中國大陸進口比重-2017 年 

稅則分章  
27 

(礦物燃
料 )  

34 

(有機界
面活性
劑 )  

38 

(雜項化
學 )  

39 

(塑膠及
其製品 )  

70 

(玻璃器
具 )  

73  

(鋼鐡製
品 )  

76 

(鋁製品 )  

稅項數目  3  3  2  146 1  6  2  

占 284 項
進口金額

比重  

0 .00% 0.03% 0.05% 15.87% 0.13% 6.27% 0.08% 

稅則分章  

84 

(機械及
零件 )  

85 

(電子零
組件 )  

86 

(軌道車
輛及零
組件 )  

 

87 

(非軌道
車輛及
零組件 )  

89 

(船舶 )  

90  

(光學器
材 )  

 

稅項數目  32 36 14 19 2  17  

占 284 項
進口金額

比重  

14.68% 52.45% 3.03% 2.99% 0.09% 4.30% 

 

資料來源: ITC Trade Map database, 本研究整理。 

 

 

由表 4 可看出美國新增的 284 項產品中，若依其占美國進口之比重區分，中國大陸各種比

重之分布較為平均，比重占 30%以上者共 58 項，其加總之比重達 49%。另由表 5 可看出，各主

要產品類別之分布如下: 

1. 塑膠及製品(39) 

稅項數目最多，共 146 項，其金額占 284 項加總之比重為 15.87%。就整體塑膠及製品之所

有稅號的中美貿易而言，依美國資料為美國存在 119.1 億美元之貿易赤字，然而就此次加稅項目

的 146 項產品而言美國則是存在 7.2 億美元的貿易盈餘，顯見美國對此類產品加稅之主要目的並

不是基於貿易赤字，而是由於美國近年來頁岩油的開採而帶動乙烯、丙烯的大量生產，使得石化

產品在美國生產的成本大幅降低，故美國提高關稅將使得中國大陸產品更不具競爭力。 

2. 電子零組件(85) 

加稅項數為 36，金額占 284 項加總之比重達 52.45%。就電子零組件之所有稅號的產品的貿

易金額，依美國資料美國對中國大陸存在 1,379 億美元之赤字，其中最主要的項目是智慧型手機

(85171200)進口所造成 435.5 億美元之赤字，但其並不在美國此波加稅的行列之中。加稅之 36

項存在 21.8 億美元之赤字，僅占其電子零組件赤字來源的 1.6%，且其中亦包含 CPU(85423100)，

此為美國對中國的電子零組件貿易主要盈餘來源產品，2017 年之貿易盈餘為 19.8 億美元，然中

國大陸亦出口 11.2 億美元至美國，產品亦逐漸成熟。由此可見即便美國針對此類產品之加稅呼

應其以「中國製造 2025」為主要項目的訴求，一方面欲保護美國之智慧財產，另一方面則是在

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茁壯之前即將其市場限縮在中國境內，尤其在中國近年透過 3,000 億人民

幣之半導體基金於國際間大舉購併半導體產業以求快速掌握此產業之際，美國係藉此機會加以整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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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械與零件(84) 

加稅項數為 32，金額占 284 項加總之比重達 14.68%。美國在整體機械設備及零件之所有稅

號產品對中國大陸貿易存在 995.3 億美元之赤字，其中最主要的項目為筆記型電腦，共計有 372.9

億美元之赤字，然其並不在此波加稅名單之中。美國此次加稅項目對中國大陸存在 7.2 億美元之

貿易盈餘，故其目標並非在於改善貿易赤字，其中的主要項目包含活塞引擎、農用機械、以及半

導體設備，中國大陸原本競爭力即遠不如美國，在此關稅下將使其市場更限縮於其國內而難以透

過出口擴張其產業規模。 

4. 鋼鐡製品(73) 

加稅項數為 6，金額占 284 項加總之比重為 6.27%。美國在鋼鐡製品所有稅號產品對中國大

陸貿易存在 116.8 億美元之赤字，此次加稅產品共有 9.2 億美元之貿易赤字，其中最主要的赤字

項目為鋼構類產品(73089095)，存在 7.8 億美元之赤字，與其欲藉由改善貿易赤字而加稅的動機

一致。 

 

綜合評估 

針對目前的中美貿易爭端，回顧自 WTO 於 1995 年成立以來，美國已鮮少動用 232 條款及

301 條款，而是多數透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以要求貿易對手國改善貿易措施。由於 WTO 之爭

端解決時程往往落後於各國所面對的立即性貿易爭端，自川普總統當選後之百日新政即是訴求回

歸本國法規(restore our laws)以處理貿易爭端，包含依貿易擴張法 232 條款針對鋼鋁進口分別加

徵 25%及 10%的關稅，除少數國家因自願配合關稅配額而獲得豁免，其他國家亦多已啟動反制

措施，或循 WTO 爭端解決機制進行處理。此次動用貿易法 301 條款則是針對中國大陸，各界普

遍比對美國於 1995 年對日本單方面實施 301 條款，針對高檔汽車徵收 100%的關稅，針對半導

體則是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出口至美國，並開放日本半導體市場予美國進入。其所施行之結果乃是

日本的高端車款轉移至美國生產，半導體則因出口規模設限而逐漸萎縮，時至今日日本於全球半

導體市場雖仍掌握半導體設備，但半導體產品則由美國、臺灣、南韓等國所主導。 

因此，從過往歷史評估美國此次針對中國製造 2025 所列出的產品項目加徵 25%的關稅，影

響所及包含: 

1. 相關產品項目之中國大陸對美出口衰退 

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之金額逐年成長，其中部份商品與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亦有競爭之情勢，

如半導體產品及設備、鋼構類產品、太陽能電池、鋰電池、活塞引擎等，此一情勢在加課關稅後

將會反轉。 

2. 臺灣具有出口擴張的機會 

由表 3 亦可看出美國進口成長之下來自臺灣之進口的比重衰退，其可能性包含臺灣出口美

國產品被中國大陸產品所替代，可能是台商在當地生產亦可能是轉由陸商生產出口，或是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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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方向由美國轉向中國大陸。若中國大陸之產品加徵關稅，則在其不具價格優勢下，在臺灣生

產之產品有機會擴張美國市場。 

3. 中國大陸仍為目前該類產品之我國重要市場 

我國此 284 項產品之出口金額達 1,057 億美元，其中有 326.7 出口至中國大陸，這些項目亦

為中國製造 2025 的重點項目，例如半導體及其生產設備，我國目前以中國大陸為重點市場，未

來則面臨其自主發展之競爭。此外則是美國本身亦己大量生產的產品，例如美國因頁油岩開採而

帶動乙烯與丙烯的生產，故其本身亦可增加五大泛用樹脂及其下游產品，對中國大陸加課關稅亦

有保護其本國市場之用意。 

4. 中國大陸可能透過非關稅貿易障礙保護其本國市場 

由於這些商品項目包含中國大陸本身欲將產業由「大而不強」轉型升級至「既大且強」，其

廣大的內需市場為其發展利基，當其外銷受阻，自然亦會藉由其他方式排除其他國家之產品進口。

依此中美貿易爭端的進展現況，雙邊皆是單方面提高對方產品進口之關稅，而非透過 WTO 爭端

解決機制以尋求解決之道，因此其 WTO 入會之關稅減讓承諾仍具效力，不會對其他國家增加關

稅，但不排除藉由非關稅貿易障礙來阻止他國進入市場。就這些產品項目而言，過去在中美爭端

仍未發酵之時，我國產品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所受刁難之例本已有之，未來可能更為頻繁，此為

我國評估此事件應注意之處。 

5. 政府應透過拓銷資源協助中小企業強化出口通路 

我國的中小企業競爭力一向著名於世，在許多縣市形成優勢的出口產業群聚，不同的產業亦

有不同的出口通路，例如，高雄的扣件群聚是透過國外經銷商下單給國內廠商後出貨或是直接與

汽車業者及航太業者簽立長約供貨；汽車零組件則是先須經過美國保險公司的安規認證後才能透

過美國經銷商供貨給售後維修市場；特殊用途的鋼鐵及鋁等金屬製品，例如電動汽車使用之電磁

鋼片、超級跑車使用之鋁圈、以及飛機座椅之鋁管等，係與國外大廠簽立供貨合約之方式出口。

由此可知，不同產業別所需的拓銷模式未必相同，政府資源應針對各個產業別提供其出口拓銷所

需的配套資源，方能協助我國廠商在此美中貿易戰的情勢不僅能守住既有市場，亦掌握住轉單至

臺灣的契機。 

本文作者連科雄博士，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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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專欄-吳孟道】新興市場貨幣的變因與憂

慮

 

美國總統川普再度對聯準會（Fed）的政策發表談話，同時指責中國和歐盟操縱匯率，再度

引爆話題。觀察今年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新興市場 5 月以來，包括阿根廷披索、中國大陸的人

民幣，相繼出現重挫行情，人民幣美元匯價還在不久前向整數關卡迫近，情勢相當危急，人民銀

行也因此推出罕見的穩定措施，力求維持匯價的穩定。 

日前輪到土耳其里拉上演重貶戲碼，新興市場的大幅貶值走勢接踵而至，整個金融市場也因

此瀰漫著恐慌的氛圍，令人不禁想起，去年間就不斷的傳出「十年一次的金融風暴，將在 2018

年出現」的警語，是否真的即將捲土重來。另一場以新興市場為主的金融風暴是否又要襲來，今

年底前都會持續受到市場的關注。 

如果以之前亞洲金融風暴的情況來對照，目前的情形，真有那麼一點風暴來襲的味道，值得

提高警覺。亞洲金融風暴當時的「重災區」，全是亞洲的新興市場，包括泰國、菲律賓、印尼及

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沒有一個逃的過，台灣在那個時候也一度被點名，風雨欲來之勢，許多

人應該都還記憶猶新。 

進一步分析當時的情況，這些國家有著最大的共同結構性問題，包括外債很多、外匯存底不

足，經常帳也處於赤字狀態。在此情況下，傳染效應自然相當顯著，一個國家重感冒，其他鄰國

就會跟著打噴嚏，從泰國開始一路延燒下來。今日阿根廷、土耳其的背景，確實與亞洲金融風暴

時的東南亞國家非常類似，值得我們提高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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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借大量美元外債的新興市場，如果貨幣持續弱化，將拉升企業成本壓力，這時候國內經濟

情勢若不如想像中穩健，Fed 又維持激進的升息步調，恐將導致資金自新興市場撤逃，促使國際

金融市場問題惡化。 

所幸台灣與目前問題嚴重的阿根廷、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往來較不密切，即使真有問題

出現，感染傳染病的機會應不大，何況我們的體質相對健康。 

但這也不代表就可以高枕無憂，因為目前最令市場關注的，是身為新興市場「龍頭」的人民

幣匯率表現，現在觀察的焦點在於人民幣美元匯價能不能「保 7」，如果真的貶破了，外界會認

為人民銀行在防守上力不從心，恐將加強市場拋售力道，進一步引發新興市場資金的逃亡潮。 

人民幣上一次頻頻破底出現在 2015 年間，當時市場同樣一片看壞聲，認為美元匯價貶破 7

元幾無懸念，最後結果貶至 6.9 元。巧合的是，這次人民銀行同樣想守住相同的價位，不久前人

民幣匯價貶破 6.8 元時，人行出了手，繼 2015 年「811」匯改以來，再度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調

整為 20%，也收到止貶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發動貿易戰以來，被攻擊的國家貨幣走勢都相當弱勢，加上美國聯準會

（Fed）9 月將啟動今年以來第三次升息，人民幣後市受到國際變數的干擾仍不容輕忽。 

本文作者吳孟道，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所長（本篇轉載自經濟日報 2018/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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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 

行政院長賴清德在 7 月 26 日主持的「行

政院科技會報第 15 次會議」中，決定 108 年

度科技預算（含特別預算）為 1,163 億元，較

今（107）年度法定預算成長 5.12%。另考量

人工智慧（AI）與太空科技發展等重要性，將

再多挹注 27.9 億元，合計科技經費投入達

1,190.9 億元，成長幅度可達 7.65%。 

賴院長聽取科技會報辦公室「重點產業創

新方案階段成果暨 108 年度科技預算配置情

形」報告後表示，第二期（108-109 年）特別

預算－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科技發展類）同意

編列經費 372.14 億元，將投入於數位建設、

綠能建設及人才培育，以強化科技發展成長動

能。 

賴院長進一步表示，108 年度科技計畫仍

持續選列 107 年度的「亞洲．矽谷」、「智慧

機械」、「綠能產業」、「生醫產業」、「國

防產業」、「新農業」、「循環經濟圈」、「數

位經濟」及「文化科技創新」及「晶片設計與

半導體前瞻科技」等 10 大重點政策項目，請

主責部會持續深化落實，並強化宣傳民眾有感

的施政成果。 

另外，賴院長責成各部會以「零基預算」

精神，確實盤點科技計畫的執行成效，去蕪存

菁並扣合政策目標，後續請行政院科技會報辦

公室及科技部強化計畫的追蹤及管考。 

今日多位委員於會中提供建言，針對委員

提出數位經濟發展對台灣未來政治、經濟及社

會等方面可能產生的衝擊，賴院長表示，請國

發會成立專案計畫並與智庫合作，或委託專家

學者研擬因應對策。台灣智慧醫療發展方面，

請衛福部就目前資料取得所遭遇的困難，提供

協助解決的方式，讓取得醫療數據更便利及有

效率，以推動智慧醫療及數位經濟發展。此外，

請經濟部注重產業界的基礎建設應用需符合

政府規劃的方向，並即時解決落差，讓整體數

位經濟推動更有效益。 

賴院長強調，孩子都是人工智慧時代的原

生代，請教育部在學童的國小時期即加強邏輯

啟發及科技教育訓練，並融入於算術、課外活

動、玩具及遊戲中，希望有利於台灣人工智慧

發展。另外也需檢討改善並持續精進大學教育，

加強跨領域及跨院學習的便利性。 

賴院長表示，為強化國家科技戰略科技力

量，並提升創新體系效能，今（107）年 5 月

20 日開始，科技會報另新聘廣達電腦董事長

林百里及益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有

德擔任委員，兩位委員在科技界的公司治理、

策略規劃、創新創業等方面皆有豐富經驗，可

為科技施政注入新思維。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表示，政府積極以

數位創新點燃「五加二產業創新推動方案」，

包含啟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加速我國邁向「智慧國家」。亞洲．矽谷推動

物聯產業創新研發，已有 Microsoft、Google、

Amazon 等國際大廠來台設置研發中心；生醫

產業方面，立法院已通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

條例修正案」與「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目前正審議「醫療器材專法」。 

科技會報辦公室指出，智慧機械產業方面，

智慧機械園區（豐洲二期）已通過 2 階環評，

未來可容納 100 家廠商進駐；綠能產業方面，

創能、節能、儲能及智慧系統整合以提升能源

自主，太陽光電累計設置 2,027 MW，風力發

1. 點燃產業創新轉型 108 年度科技發展預算較今年成長 5.12% 

關鍵字：科技預算 

日期：201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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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累計設置 697 MW，未來將強化在地綠能產

業區域性鏈結；有關新農業及循環經濟圈產業，

透過科技引進關鍵產業與提升核心技術，創造

研發實力的區域經濟。 

 

參考來源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科技產業資訊室 

網址： 

1. https://goo.gl/mRBZVN 

2. https://goo.gl/AXDj4j 

 

  

https://goo.gl/mRBZVN
https://goo.gl/AXDj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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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生技能量持續發光，第 16 屆臺灣生

技月參展於 7 月 18 日登場，攤位達 1,400 攤，

創下歷年活動新高，更吸引了中、日、韓、澳、

德、瑞、美等超過 25 間國外企業來臺參展交

流，在在展現臺灣生技產業蓬勃發展，以及連

結國際市場的動能。為此，生醫創新執行中心

(Biomed Taiwan)於活動期間特舉辦「臺灣成為

亞太生醫樞紐(Taiwan as a Biotech Innovation 

Hub in Asia Pacific)」論壇，邀請蘇芳慶執行長

精闢分享臺灣生醫群聚及創新做法，讓與會的

國際生技專業人士更加瞭解臺灣的生醫產業；

同時，也安排與美國新創公司 Akouos 執行長

Manny Simon、工研院生醫所所長林啟萬、國

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助執行長詹益

鑑，透過產官研齊聚分享經驗與交流，探討生

醫新創環境與挑戰、臺灣生醫優勢、如何邁向

市場新藍海等議題，藉此激盪創新思維，開創

臺灣生醫國際能見度，促進產業發展。 

生醫創新執行中心執行長蘇芳慶指出，為

加速臺灣產業轉型升級，追求永續發展的經濟

新模式，政府特規劃 5+2 產業創新計畫，作為

驅動臺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心，為經濟成長

注入新動能。經過兩年努力，已逐步建構更完

善的產業發展生態體系，特別是法規制度，如

通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放寬高風險

醫療器材適用範圍，同時鼓勵業者投資高風險

醫療器材；另重新檢討「藥事法」、「科學技

術基本法」及「醫療器材管理法」，使業界擁

有更寬闊的發展空間，並獲得政府直接支持。

在聚落的建構上，今年六月啟動的精準醫療聚

落—南港生技園區，補足了生醫廊帶建置最後

一塊拼圖，透過串聯北、中、南的產業聚落，

整合全臺灣的生技能量，創造更大的產業競爭

力。鏈結國際資源部分，持續與國際大藥廠合

作，如默克藥廠投資臺灣建置臺灣─默克生技

製藥產程研發暨培訓合作計畫、楊森藥廠

(Janssen Pharmaceuticals)與科技部、經濟部成

立 Janssen-Taiwan 合作計畫，將加速臺灣生醫

產業與國際接軌。未來將持續從政策著手，為

臺灣孕育具前瞻、創意的生技種子，進而讓臺

灣在國際生醫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臺灣醫材與新藥的能量持續發光發熱，

107 年度至今，臺灣 TFDA 許可證核發第二等

級醫材 167 張、第三等級醫材 16 張、新醫材

1 張；醫材產品獲美國 FDA 510(K)核准之項目

共計 24 項，其中高值醫材計 16 項；在新藥部

分，自行研發新藥在臺上市共計 4 項、獲國際

藥證新藥共計 2 項。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WEF)2017-2018 年全球競爭

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臺灣在 137 個國家中排名第 15，

在亞太地區位居第 5 。經濟學人智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 2014 年至

2018 年全球最佳經商環境排名，臺灣排名第

14 名。而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BERI)公布的

2018年第1次全球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中，

臺灣排名全球第 4。顯示臺灣生技能量在產官

學研的共同努力下，已逐步受國際肯定。 

本屆臺灣生技月是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

特別邀請東南亞生醫業、國際投資機構參與，

希望促成更多商機和媒合機會。在展覽方面，

超過 600 間廠商、展出超過 1,400 個攤位。系

列 活 動 中 ， 亞 洲 生 技 商 機 高 峰 論 壇

(BioBusiness Asia Conference，BBA)特別邀請

到 1993 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理查‧羅伯茲

(Richard Roberts)暢談基因工程及其帶給未來

生技產業、經濟社會的重要影響。此外，世界

生技產業協會 (BIO) 資深副總裁 Joseph 

Damond 受邀探討全球生技政策及政經變化之

影響；花旗集團投資銀行醫療部亞太區董事

Miron Lila 於會中預測亞洲醫療生醫投資趨勢；

2. 臺灣生技向前走，完善環境創新局 

關鍵字：生技、生醫、產業創新 

日期：201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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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st & Sullivan 資深合夥人 Reenita Das 分享

2025 年生命科學、健康產業國際趨勢及布局。

透過臺灣生技月活動，國際投資機構將更加了

解臺灣生醫產業發展潛力；另一方面，生醫創

新執行中心亦將持續串聯政府能量，推展臺灣

生技版圖與國際接軌，打造臺灣成為亞太生技

研發重鎮。 

參考來源 

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 

網址： 

1. https://goo.gl/wynB9d 

 

  

https://goo.gl/wynB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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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經濟部主辦「2018 IDEAS Show@APEC」

新創發表會暨博覽會活動，於 7 月 24 日在臺

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IDEAS Show 是臺

灣知名的新創網路服務發表平台，今年第三度

與 APEC 攜手擴大辦理，除 2018 年 APEC 主

辦國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首次來臺參與外，另

有印尼、秘魯、菲律賓、越南等經濟體代表來

台共襄盛會，一同推動區域數位經濟發展。 

經濟部常務次長王美花致詞表示，企業找

人才，人才找舞台，臺灣有很多充滿活力的優

秀新創人才及企業，在我國數位經濟的發展上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了提供新創企業更有力

的支援，除了在法制上，今年 7 月初，經濟部

完成公司法的大幅修正，賦予新創企業更大的

經營彈性及更多籌資管道，為它們的發展注入

更多的動能。同時也舉辦各種創新創業活動，

向 APEC 各經濟體展現我國對打造完善創新

創業生態圈的重視，讓各界了解到臺灣年青創

業者的潛力。 

本年度 IDEAS Show 評審團有來自馬來

西亞 Setia Haruman Sdn Bhd、紐西蘭 Creative 

HQ、泰國 TechGrind、越南 Vietnam Silicon 

Valley、美國 Plug&Play 等國際創業加速器代

表，並有新加坡創業行動社群（ Action 

Community for Entrepreneurship, ACE）、國際

大廠韓國 Samsung Venture、沙烏地阿拉伯

Arab Urban Development Institute（AUDI）育

成中心、韓國 Born2Global 及國內創投等共 14

位評審組成。此外，中華電信、 LINE 

PROTOSTAR 新星計畫特別參與今年活動成

為合作夥伴，期待於會中挖掘閃亮新創潛力股，

孕育出未來的新創獨角獸。 

今年共有臺灣、韓國、新加坡、巴布亞紐

幾內亞、祕魯、菲律賓、越南等 36 個團隊參

與，發表內容有電子商務（E-Commerce）、

從線上到線下（O2O）、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行動應用（Mobile Application）、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AR/VR）、大數據（Big 

Data）等 6 大創新創業應用領域以鏈結國際市

場。活動現場亦舉辦博覽會，展示新創團隊的

創意成果，讓大家體驗新創團隊的創意服務。 

未來經濟部將持續協助新創團隊，引進國

際間的資源與經驗，協助將商業服務業的創新

能量，擴散至國際市場。 

參考來源 

經濟部商業司 

網址： 

1. https://goo.gl/EPCLK7 

 

  

3. 「2018 IDEAS Show@APEC」新創發表會暨博覽會，發掘未來網創新星 

關鍵字：創新、數位經濟、獨角獸 

日期：2018.7.24 

 

 

 

https://goo.gl/EPCL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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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我國科研成果獲國內外投資人肯定 

為了將我國科研技術轉化為產業成長動

能，帶動教授技術創業新風潮，科技部價創計

畫挑選大專校院中具商業潛力之研發成果，首

創產學研共同創業機制，鼓勵學界延攬業界人

才籌組創業團隊，打造友善創業之學研環境。

國立中興大學楊秋忠院士「創新快速有機廢棄

物處理技術」創業團隊，研發出獨門酵素分解

技術，將有機廢棄物處理時間自 3 個月大幅縮

短至 3 小時，透過價創計畫補助結合產學研人

才建立創業團隊，成功募資為價創計畫第 1 個

出場案例，首輪募資並創高紀錄。 

本次楊秋忠院士團隊成功獲國內鑽石生

技投資公司、馬來西亞 Mega Investment Group、

富邦創投及台新金控等投資人共新臺幣 3 億

元資金，並創下科技部科研成果技術作價新紀

錄，將瞄準綠色環保商機，站穩臺灣每年新臺

幣 72 億元市場，並切入新臺幣 1 兆元規模之

全球有機廢棄物處理市場。 

十年磨一劍，獨門酵素技術將有機廢棄物

煉成黃金 

傳統有機廢棄物之處理採用堆肥法，需微

生物長時間分解。中興楊秋忠院士從日常生活

取得有機廢棄物，歷經近 10 年研究，從找酵

素開始，最後建立一套有機廢棄物快速處理解

決方案，較傳統堆肥技術效率提升百倍以上，

且具低成本及低汙染優勢。 

楊秋忠院士接受科技部經費補助，投入土

壤微生物研究多年，並曾接受萌芽計畫補助進

行創業構想的初步驗證。去年銜接科技部價創

計畫完成商業化目標，最終獲得國內外各大知

名投資人青睞，募資成立新創公司，成功將科

研成果轉化為產業新契機，開創嶄新藍海市

場。 

價創計畫開創教授創業新典範 

陳良基部長表示：「在科技研發的四個階

段──Discovery(發現)、Development(發展)、

Delivery(傳遞)及 Commercialization(商業化)中，

商業化一直是學界可以再強化的部分。楊秋忠

院士個案的例子，彰顯學界蘊藏了許多具國際

市場潛力之破壞式創新技術。目前科技部已經

從全臺大專校院中，遴選補助了 44 件價創計

畫個案，相信可以促成更多學界技術寶藏開花

結果，讓全世界看到臺灣的科研實力。」 

參考來源 

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司 

網址： 

1. https://goo.gl/2u78Tq 

 

  

4. 科技部價創計畫第一個成功案例，教授技術創業首輪募資創高紀錄 

關鍵字：創業、科研、商業化 

日期：2018.7.25 

 

 

 

https://goo.gl/2u78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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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為活絡區域創新生態系，擴散大專校院知

識影響力，教育部訂於 107 年 7 月 28-29 日假

國立臺灣大學體育館辦理「107 年大學社會實

踐博覽會（2018 USR EXPO）」。本次博覽會

特別以「希望所在」（H.O.P.E）（Humanity, Open, 

Place-based, Empowerment）作為主軸，除了傳

達「大學是希望的所在，有大學在的地方就有

希望」的理念，更希望展現教育部透過 USR

讓老師沒有後顧之憂，願意付出有使命感，融

合教學革新與社會實踐，引領學生願意探索及

解決社會永續發展問題，對未來有盼望，讓教

育創新變得更有溫度。 

為促進區域創新，培養具使命感的新世代

人才，教育部自 106 年試辦啟動「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引導大學校院重新定位，蓄積

在地實踐與跨域創新所需之能量與知識，鼓勵

大專校院以場域為教室，在真實的問題中具體

實踐，讓地方可以因為大學變得更好，更令人

期待！在大專校院與地方建立連結與互信關

係的過程，USR 計畫透過分區輔導機制與各項

培力方案，深入各個場域，由下而上形成 USR

不是單向的給予或說道理，而是一個價值共創

的歷程。教育部積極建立多元支持系統，讓大

專校院能橋接校內外之資源，並與地方政府、

企業與公民團體合作為複雜的社會問題找新

的解方，讓大學能成為地方創生與社會創新行

動的火車頭。106年試辦期核定 118所學校 170

件計畫推動；107年正式執行期核定 116校 220

件計畫推動。 

為讓更多投入社會實踐與教育創新的行

動者，分享串連，互為夥伴，一起為我們的未

來家園和下一代的教育開路，本次博覽會特別

邀請 USR 計畫在現階段有重大進展之執行團

隊一同參展。活動現場規劃設置靜態成果展示

以「在地關懷」、「健康促進」、「產業升級」

及「環境永續」等四大主題體驗區，呈現執行

計畫學校的成果與心路歷程，希望透過接地氣

有生命力的故事，能引動更多的參與及投入。

同時，本次博覽會將辦理 3 場次國際交流專題

演講，邀請國外極具推展地方創生經驗之院士

級學者專家進行分享，並安排 3 場焦點論壇，

邀請中央部會、地方政府、產業與大學進行交

流與對話，期能開創未來更多合作契機。另規

劃「夢想接力活動」，將聚焦於五大資源的引

介：資金募集、人才培訓、業師經驗、課程開

發及社群經營等主題，邀請當前活躍於各領域

的組織團體進行經驗分享與資源媒合，尋求互

助合作的共好智慧，達成跨界整合的加乘效果。

除此之外，特別設立 USR 最佳實踐獎等相關

獎項，以表彰參展學校師生對區域創新與人才

培育之卓越貢獻。 

107 年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活動現場計有

93 件計畫參與展出，本次記者會先展出 4 件

亮眼合作成果，讓社會大眾及媒體先進可以先

瞭解大學師生創意合作成果，本次記者會展出

成果簡述如下：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三漁興旺-國際藍色

經濟示範：面對漁業資源日漸枯竭及全球

氣候變遷對海洋生態、海洋生物、養殖漁

業與漁村發展之影響，學校結合海洋中心、

食品科學系、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生

命科學暨生物技術學系…等系所，組成復育

保育、食品安全、生態旅遊、生物科技、

發展研究、社會實踐等跨領域的教師團隊

專業，了解地方需求，透過開設創意創新

創業學程及博雅教育課程，引導學生在地

人文創新、漁業歷史故事，帶動地方創生

及漁業觀光發展與生態保育，另透過漁創

青創復興漁村，並以生技電商振興漁產，

成功打造循環自立之藍色經濟生態體系。

5. 「社會實踐，有感創新，培養有使命感的新世代」 

關鍵字：社會實踐、教育創新、跨界整合 

日期：201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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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本計畫實踐場域橫跨基隆市、新北市貢寮

區、高雄市林園區、屏東縣琉球鄉，並跨

海至連江縣北竿鄉及南竿鄉。 

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營造綠色水沙連-智

能×減污×循環：南投縣埔里地區在歷經九

二一地震後，暨大師生參與桃米社區的重

建，並由下而上建構出一個地方居民認同

的願景，並慢慢建立大學與社區共生共好

的夥伴關係。本計畫累積過往的執行經驗，

在 107 年計畫中將聚焦於水源保育與產業

發展兩項價值如何兼容並蓄的課題及水資

源高度關連的產業發展、生態保育、生活

空間創新與實踐行動，將透過開設社會參

與式課程、服務學習課程及專題研究課程，

引導學生參與 USR 計畫，並利用「自主學

習學分機制」或「行動獎勵金的設置」兩

項誘因，積極鼓勵參與 USR 計畫課程的同

學，共組跨領域社會實踐行動團隊，並針

對通識教育中心正在推展的 R 立方學程、

在地實踐自主學習課程來進行延伸學習，

再由大學與地方社群的共學共工平台建構，

推廣保水、節能、減污等永續環境知識與

實踐技能，同時進行水沙連區域水資源整

體的基礎資訊建構，並針對在地與水資源

高度關連的產業發展、生態保育、生活空

間進行各項創新與實踐。本計畫實踐場域

為南投縣魚池鄉、埔里鎮、竹山鎮及彰化

縣全區。 

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岸地方創生-高雄

永安區漁村為例：學校針對漁村所面臨到

的人口外流、人力老化、沿海資源枯竭及

漁產產銷結構失衡與海岸廢棄漁船閒置影

響社區觀瞻等問題，為協助高雄漁村轉型

及海岸帶運用競合問題，學校結合海洋事

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水產食品科學系、

海洋休閒管理系、基礎教育中心等資源，

對外並結合地方政府與養殖產業、在地區

漁會、社區發展協會、當地水中運動協會

等各單位的資源，帶領橫跨「水圈學院」

和「管理學院」的師生翻轉教育，透過打

造開放性水域安全教育與訓練示範場域之

策略和食魚教育、海洋文化教育的推廣，

帶動在地產業創新升級，進而提升漁村競

爭力，促進在地觀光產業發展，吸引青年

返鄉，再創漁業轉型契機。本計畫實踐場

域為高雄縣永安區。 

4. 修平科技大學－具 LBS 功能的農業創生系

統：臺灣農業面臨著缺工、產銷不平衡及

農業從業人口老化等問題，學校整合臺中

市 六 個 大 學 人 才 ， 建 置 一 個 具 有

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基於位置的

服務)功能的農業創生系統，系統包括：服

務學習人力供給子系統、產銷消平台子系

統與輔導農業在地就業創業子系統，建構

農業創生系統，平衡滿足一定範圍內消費

者需求的取貨點數量與農民生產產能，形

成在地生產、在地取貨與在地消費，至終

達成生產者獲利消費者健康的目標。並且

結合校內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電機工程系、資訊網路技術系、

工業管理系、觀光與休憩管理系、數位媒

體設計系，透過服務學習課程，根據農民

所提人力需求與換工條件，經過系統媒合

及篩選，將大學服務學習人力部分投注在

農作體驗上。同時，培育具有餐飲、農產

加工、文化創意的專業人才，以消費者需

求為核心，學生成為配銷種子協助農產品

行銷，行銷在地農產，解決在地農產品的

銷售問題，進而鼓勵青年在地創業。本計

畫實踐場域為臺中市大甲區、霧峰區、外

埔區、大里區及太平區。 

參考來源 

教育部 

網址： 

1. https://goo.gl/UANf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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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金管會表示，自 106 年 12 月放寬銀行申

請轉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下稱創投事業)及管理

顧問事業規定，預計至今(107)年底銀行將投入

約百億元資金成立創投事業，以協助國內產業

取得發展所需資金。 

金管會指出，上開規定放寬後，銀行對創

投事業之持股比率上限，可由 5%提高至 100%。

依今年 7 月調查，計有 8 家本國銀行表達有申

請轉投資創投事業之意願或已投資。投資產業

主要集中於 5+2新創重點產業(包含綠能科技、

亞洲矽谷、生技醫藥、國防產業、智慧機械、

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產業)，其中有 4 家已提

出申請並獲金管會核准，投資金額約38億元。

另有 3 家預計今年底前提出申請，預估完成申

請後，到年底總投資金額近百億元。 

金管會並表示，鼓勵銀行在兼顧風險控管

下，透過轉投資創投事業投資新創重點產業及

文化創意等產業，以營造有利產業發展之投資

環境。 

參考來源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網址： 

1. https://goo.gl/7Ku61v 

  

6. 銀行轉投資創業投資事業挺產業 

關鍵字：創業投資、創投、持股比率 

日期：201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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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MCI)部長易華仁本

(2018)年 7 月 24 日出席 MCI 常年工作計畫研

討會時表示，為發展數位經濟，落實去(2017)

年所推出之資訊通信媒體產業轉型藍圖，新加

坡經濟發展局(EDB)、企業發展局(ESG)和資

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將成立一站式數位

產業事務處(Digital Industry Office)，以支援新

加坡數位經濟發展，包括扶持無論規模大小之

海內外資通信與媒體業者，同時將整合前述三

政府機構在改善市場進入、發展產業與培養專

才及策略管理等三方面計畫。 

易華仁部長表示，MCI 將扮演推動資通信

媒體業之領導者角色，利用數位能力為新加坡

創造新商機，創建一蓬勃發展、世界級資通信

媒體產業，進而推動新加坡成為智慧國。主要

關鍵在於如何落實各項計畫，尤其須接觸並瞭

解企業需求，動員國家資源協助產業發展。新

加坡資通信媒體業預估每年可成長 6%，至 

2020 年可為專業人員、經理、執行人員和技

師(PMET)創造逾 1 萬 3,000 個工作機會。 

另為在數位科技快速發展及演變時，具備

正確技能，維持競爭優勢，MCI 依短、中、長

期制定三項發展策略： 

（1） 短期：於 2016 年推出加速培訓專才計畫，

截至目前已提供3萬9,000個培訓名額，

協助民眾迅速掌握新的資通信技能，並

進行職業配對； 

（2） 中期：更新科技藍圖，以更佳引導政府

如何在新興數位科技領域投入資源，相

關詳情將於本年稍遲公布； 

（3） 長期：增加科研項目投資，新加坡於前

(2016)年推出「研究、創新與企業 2020

計畫」，五年內撥款 190 億星元投入包

括先進製造技術、生物醫藥、服務與數

位經濟及城市方案等四個具戰略意義領

域；其中服務與數位經濟領域已獲 3 億

6,000 萬星元撥款，易華仁部長表示將加

碼撥款，然為確保資源投入高報酬專案，

MCI 正與新加坡國立研究基金會(NRF)

進行討論，日後將公布檢討結果。 

參考來源 

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 

網址： 

1. https://goo.gl/Xc2Ckr 

7.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企業發展局(ESG)和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成立一
站式數位產業事務處(Digital Industry Office)共同推動成為智慧國 

關鍵字：新加坡、數位經濟 

日期：201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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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為提高我國企業與公部門對於資訊安全

的重視，加強資訊安全軟體在產品、設備或是

場域的應用，在經濟部工業局指導下，工研院

於 7 月 27 日宣佈啟動「資安整合服務平台」，

提供包括產品安全開發檢測工具、套裝企業資

訊安全風險評估、客製化的專業滲透測試及新

興資訊安全解決方案導入等四大服務及各式

智慧應用場域測試，透過媒合產業供給與公私

部門需求，為程式應用產品或場域打造資訊安

全防護金鐘罩。 

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所長闕志克表

示，根據 IEK 調查研究，2017 年台灣資訊安

全市場產值已達新台幣 388 億元，相較 2016

年成長幅度達 10%，顯示我國資訊安全市場需

求有相當的潛力。政府積極推動「資安即國安」

政策目標，將資安產業納為 5+2 產業創新計畫

所推動的「國防(資安)」產業的一環。工研院

打造的「資安整合服務平台」，透過平台提供

的四大核心服務，強化產品安全設計，提升產

業資訊安全意識，並借鏡國際評測經驗，建立

資安產品與服務試評機制，並通過試煉場域實

證產品與服務效能，讓台灣成為全球資安產業

的創新基地。  

闕志克指出，藉由「資安整合服務平台」

提供的檢測等工具百寶箱，協助企業提升產品

設備或場域的資訊安全，除可初步健檢診斷企

業設備或產品，也可進一步提升防護程式，亦

或是無人停車場等場域也可進行資安檢測與

防護，將鎖定智慧城市（鄉）、工業物聯網、

智慧金融等各式智慧應用場域，協助資安業者

建立示範應用案例，提升技術能量，協助台灣

業者打造優質安全品牌，推動我國資安技術提

升國際競爭力。 

此計畫的具體內容，工研院資通所資深專

案經理卓傳育於 7 月 31 日在台北舉行的企業

資安主動防禦論壇中，對此說明更多的細節。 

產品安全開發檢測工具 

對於企業用戶而言，將可申請使用已上架

的安全軟體開發工具，平台上提供一定額度的

免費使用。而對於提供產品的廠商而言，工研

院將審查申請上架的產品並採購，每個廠商最

高是 100 萬個授權，透過這種議價採購與補助

的方式，提供另類的媒合作法，並希望幫助一

些產業新品能有更多試用的機會。 

套裝企業資訊安全風險評估 

協助缺乏資安人力的中小企業，可以瞭解

自己的資安環境與風險，以擬定資安策略並做

出改善。 

過去這樣的服務要委外，可能需要一筆不

小的費用，在此服務之下，將以套餐組合的內

容，包含弱點掃描、GCB 檢測與網路環境監

控等，以平台協助議價的方式，並以 IP 位址

數量為分界，例如，200 個 IP 位置以下的風險

評估，企業將只需要支付 1 萬元，大約是市價

的 1 成，其他將由工業局補助。若是企業內有

200 個 IP 位置以上，需支付的費用大約是 4

萬元。對於這項資安健檢評估，可向中華軟協

資安推動服務窗口提出申請。 

客製化的專業滲透測試 

協助企業做到基本的防護，而專業的滲透

測試，將能進一步提升資安品質。工研院期望

鼓勵企業強化核心服務系統或產品滲透測試，

當業者來申請時，找台灣的駭客公司來服務，

工業局將會補助 40%，最高上限為 100 萬元。 

8. 工研院「資安整合服務平台」啟動 

關鍵字：資安、安全軟體開發工具 

日期：20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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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新興資訊安全解決方案導入 

鼓勵產業發展新的解決方案，透過平台上

架提供服務給企業，與上一方案相同的是，將

提供 40%補助，最高上限同樣是 100 萬元。而

企業方，也將能使用到限額免費的資安解決方

案，或是享有折扣優惠。 

目前，上架的新興資安解決方案，包括了

奧義智慧的 AI 端點防護產品－Xensor 端點人

工智慧自動鑑識調查服務、安華聯網的

SecDevice SecFlow、互聯安睿的 IoT AAP 物

聯網資安檢測工具、承宏國際的網路安全演練

平台 GDPR 合規檢視工具，以及盧氪賽忒的

ArgusHack-Carrier。 

參考來源 

工業技術研究院、iThome 

網址： 

1. https://goo.gl/srcVaA 

2. https://goo.gl/19CKW5 

  

https://goo.gl/srcVaA
https://goo.gl/19CK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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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創新」乃是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重要的

動能，許多先進國家也紛紛端出各式優化創新

環境的政策與法規措施，藉以競逐國內外優秀

的創新人才與事業。因此，為了促使我國創新

環境更為友善，使各式鼓勵創新的政策更為完

善，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吳明機日前率領中

小企業處及智庫團隊，組成「台日中小企業地

域創新發展考察團」前往日本九州地區，探訪

如「先進照護」、「自動駕駛」、「創新創業」、

「科技農業」等領域的創新應用，瞭解日本中

央及地方政府如何通力合作，整合民間組織與

學研機構，將新興科技導入產業發展，使地方

產業優勢發揮倍乘效果、展現區域經濟活力，

並解決國家當前及未來將面臨的社會問題。 

「高齡化、少子化」是全世界許多國家所

面臨待解決的課題，日本自 2006 年起已邁入

「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目前

已占總人口數約 27.9％。以福岡市為例，2015

年調查的總人口數約 153.9 萬人，高齡化比例

達 20.7％，100 歲以上人口則有 597 人；以人

口結構觀之，2000 年的高齡人口（75 歲以上）

有 7 萬人，預測到 2025、2040 年將到 23 萬、

28 萬人，未來高齡者人口的增加儼然成為趨

勢。人口老化將引發的社會問題，包括：照護

者與被照護者的比例失衡加劇、勞動人口下降

而導致中小型企業徵才更為困難、勞力密集的

產業（如製造業、農業）經營負擔更重、城鄉

發展差距擴大等。 

因此，日本政府積極透過各式支援政策措

施，鼓勵產業投入先端科技研發，並導入生活

應用，例如照護機器人、自動駕駛等相關產業

應運而生；此外，政府除鼓勵年輕人創新創業

外，也注重銀髮族創業，抑或銀髮勞動力人口

再次投入職場，亦鼓勵青、銀共生共創事業發

展，將寶貴的歷練經驗傳承予年輕人，期能藉

此減緩超高齡及少子化社會所帶來的衝擊與

影響。 

本次行程拜會如株式會社 TMSUK、北九

州產業學術研究機構等實際投入創新實驗之

業界代表與學研單位，針對創新應用投入實證

實驗之長期經驗進行深入了解與交流。同時，

為了解日本地方縣市政府推動創新創業之作

法，參訪福岡市政府總務企畫局、保健福祉局、

福岡 Growth Next、福岡地域戰略推進協議會

及福岡縣事業繼承支援中心等官方單位及官

民聯合組織，了解福岡市自 2014 年起，即由

日本中央政府指定為國家戰略特區中之「國際

創業、創造就業特區」。藉由特區制度之導入，

福岡市得以推動創新創業相關之法規鬆綁，並

針對創新事業之需求提供多樣化之稅捐優惠

與財務補助。 

此外，本次參訪另一重點鹿兒島縣則是一

個以農業、食品加工業為主之地域，以最著名

的茶產業為例，同樣面臨著勞動力老化的問題，

因此由鹿兒島縣農業開發綜合中心結合企業，

共同研發出無人採茶機，除解決人力不足、農

事管理等問題外，也增加了茶業採收量，促使

鹿兒島成為全國第二大茶業地區，但在日本相

關法規管制下，無人採茶機的推動仍受到限制，

目前也整合業界成立了民間聯盟組織，希望持

續與政府進行法規調適之協商，讓無人採茶機

能真正朝向無人情境的方向發展，進而推廣至

其他農業或工業領域。 

吳明機指出，過去經濟拜訪團多側重向東

京或關西地區等產官學研單位取經，但此次拜

會了九州地區包括福岡市、北九州市、唐津市、

鹿兒島縣等地區，可發現日本地方政府相當重

視超高齡社會對未來國家發展產生之影響，因

此，在創新應用發展支援政策上，以個別產業

是否具社會影響力及創新性為重要考量，並藉

9. 中企處率團赴日考察，強化我國創新能量，借鏡九州推動地域創新經驗，強化我
國產業與地方創新之連結能量 

關鍵字：日本、創新、創業、高齡社會 

日期：20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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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由國家戰略特區所給予之各項優惠措施與法

規特例，輔以地方民間資源與能量，全方面協

助創新產業發展，期能於活化區域經濟同時，

達到解決社會結構性問題之效果。臺灣亦將趨

向超高齡社會，或可借鏡日本區域的發展經驗，

透過鼓勵臺灣的中小企業投入創新應用發展，

輔以建構完善之發展環境，於解決社會困境的

同時也帶動國家整體經濟成長。 

為因應近年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應用需

求，經濟部自 2017 年 8 月起推動「創新法規

沙盒案件申請平台」（www.sandbox.org.tw），

參考國情與我國較為相符之日本政策措施，以

其「灰色地帶解消」及「企業實證特例」兩項

制度作為借鏡，協助新創事業釐清法規適用疑

義，以降低創新事業活動與管制法規間之鴻溝。

同時創新應用若具發展潛力，亦將針對個案提

供實驗輔導，同時協助協調各主管機關，以促

成創新應用「先試先行」為首要目標。 

參考來源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網址： 

1. https://goo.gl/1fJkCq 

 

  

https://goo.gl/1fJk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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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經濟部政務次長龔明鑫於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率「2018 年經濟部美洲招商訪問團」

赴美國紐約、芝加哥及舊金山(矽谷)等地招商，

此行鎖定半導體、5+2 產業創新及我國相關重

點產業為目標，共計拜訪 9 家關鍵外商企業總

部，達成與 3 家外商簽署投資意向書(LOI)，

另與芝加哥臺灣裔美國專業人士協會(TAP)簽

署攬才備忘錄(MOU)；同時於各地共計辦理 3

場臺商座談會及 1 場外商座談會，廣宣臺灣投

資環境與商機，吸引外商來臺投資及技術合作，

同時鼓勵臺商回臺投資。此行共計促成僑外商

來臺投資金額約新臺幣 60 億元，長期可望帶

動更多衍生性投資計畫。本次美洲招商團重要

成果說明如下： 

一、 半導體招商「軟硬兼施」，全面加速建

構我半導體完整產業鏈：半導體係我國推動

5+2 產業創新的基礎支援性產業，此次招商採

「軟硬兼施」，促成由龔政務次長代表經濟部

與全球第三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 (Lam 

Research)全球執行長Ｍartin Anstice，以及全球

最大半導體設計自動化軟體大廠新思科技

(Synopsys)全球總裁兼共同執行長 Aart J. de 

Geus 分別簽署投資意向書(LOI)。在硬體方面，

科林研發將在臺擴增半導體設備翻修及新機

生產線，並擴大招募員工逾百人，預計在臺產

值將增加數倍。在軟體方面，新思科技則將在

臺擴增約百名人才，集中能量協助臺積電完成

先進製程的目標，並在臺強化 AI 領域之 IP 開

發。有助補足我國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現存缺口，

提升國際整體競爭力。 

二、 強化 5+2 產業鏈「補關鍵」，積極爭取

國際重點技術大廠來臺投資及合作：在生技醫

藥方面，計拜訪嬌生集團(Johnson & Johnson) 、

賽基藥廠(Celgene)及吉利德藥廠(Gilead)總部，

並會晤輝瑞藥廠(Pfizer)代表，分別達成雙方未

來在腫瘤、抗發炎新藥研發及細胞治療等具體

項目與臺灣擴大投資及技術合作;在航太產業

方面，拜訪美國航太產業龍頭大廠波音

(Boeing)總部，推動我國航太製造產業包括漢

翔、長榮及華航等體系與波音在民航器艙門、

座椅及客轉貨翻修等領域進行供應鏈合作，並

促成波音高階主管近期訪臺深入洽談。 

三、 加速引進 AI 前瞻發展模式，拓展我新創

投資及技術能量：美國東西岸為全球新創產業

匯集地，此行拜訪美國知名 AI 新創公司

Graphen，該公司之人工智慧運算模式可運用

於反洗錢、銀行核心監控、網路安全、不良貸

款預測等，並與該公司臺灣出身及現任哥倫比

亞大學教授之執行長兼創辦人林清詠博士（Dr. 

Ching-Yung Lin）簽署投資意向書(LOI)，將在

臺設立人工智慧研發中心，擴大至 100 名 AI

研發人力之規模，並與我相關金融及醫療單位

合作，協助臺灣培育人工智慧(AI)人才。另亦

拜訪美國市值成長率最高之智慧物流新創廠

商 Boxed，該公司從事線上零售平台，發展無

人駕駛揀貨車，大幅擴大整體物流能量，該公

司將於近期來臺與我潛力廠商洽談投資合作

事宜。此外亦與紐約 WeWork、Intersection、

New Enterprise Association(NEA)、Jackson Lab、

Intra-Cellular Therapies等 7家外商公司進行座

談，推動 WeWork 來臺投資促進新創合作、

NEA 投資臺灣優質新創團隊及 Jackson Lab 來

臺技術合作等。 

四、 加強吸納美國中西部地區優質人才：訪

團訪芝加哥期間，由龔次長見證本部投資業務

處與芝加哥臺灣裔美國專業人士協會(TAP)簽

署延攬海外人才備忘錄(MOU)。TAP 係芝加哥

最具規模的臺灣裔美國專業人士團體，成員涵

蓋金融、新創、法律領域之專業人士，投資處

鼓勵 TAP 成員未來可以加入國內攬才單一窗

口 Contact Taiwan 成為會員，並歡迎與 TAP

10. 半導體招商軟硬兼施 5+2 產業增關鍵實力 經濟部美洲招商團成果豐碩 

關鍵字：5+2、半導體 

日期：20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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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舉行攬才活動，引介有興趣來臺工作之傑

出會員及當地人才共享臺灣產業發展商機。 

五、 關切臺商海外全球佈局需求，並邀請臺

商回臺投資：訪團亦在美國紐約、芝加哥及舊

金山各辦理 1 場臺商座談會，介紹臺灣投資環

境優勢及政府各項協助措施，共計吸引百餘位

臺商代表與會，獲得大力迴響。同時亦聆聽臺

商各項需求與建言，包括肯定臺灣經濟正持續

加溫成長、對投資臺灣有信心、關心中美貿易

戰對臺美投資之影響、籲請政府應強化 AI 在

金融等領域之應用及解決回臺投資之土地需

求問題，多家臺商亦表達高度回臺投資意願，

經濟部後續將協調相關單位共同全力協助。 

本次訪團成員包括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技

術處、招商投資服務中心、工研院生醫所、光

電所、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本部航空產業

發展推動小組、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等

單位代表，主要目的在促進實質投資及技術合

作。經濟部將持續針對重點產業，鎖定擁有關

鍵技術之僑外商推動來臺投資，帶動我國產業

升級及轉型，推升整體經濟繁榮與成長。 

參考來源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網址： 

1. https://goo.gl/uZig4k 

 

  

https://goo.gl/uZig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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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創業生態大觀園 



 

168 

 創業生態大觀園 

【創業園地專欄】創業的七大地雷 

筆者最近和一個朋友聊天，意外得知了身邊的一位朋友華麗又短暫的創業過程，本篇就分享

這個血淋淋的例子，以此例來一一說明創業的七大地雷吧！  

這位朋友在韓國看到了一個產品驚為天人，當下立馬買下品嘗，覺得好喝好吃看起來又很特

別很潮，在韓國街上非常流行，於是便找了幾個朋友合資，在台北市中山區上班族中午覓食的熱

門地段租了一個店面，開始了這場華麗又短暫的“冒險”。這個產品外觀上來說，就是市售手搖飲

料杯上面加上一個精緻的餐點，餐點內容例如骰子牛肉、新鮮疏菜、馬鈴薯泥以及幾片多力多滋

的組合，當然要有漂亮的擺盤才會吸引人拍照打卡，相信許多人應該有看過相關的新聞報導了，

當然不只他一個人想從韓國複製或引進類似產品，想在台灣大賺一筆，先開一家然後找網紅宣傳，

加上消費者一定會拍照打卡，這鐵定可以造成一股流行，第一家賺了錢，搞不好還可以開加盟連

鎖店，到時候光收加盟金就賺翻了！結果是只花了三、四個月就關門大吉。這產品光看網路照片，

真的是感覺蠻好吃的，連筆者都想買來試試看了，而且就筆者的朋友轉述他們用料實在，真的好

看也很好吃，那為什麼還做不起來呢？其實筆者一點都不意外，因為上述的例子剛好完全中了七

大地雷，且讓我委委道來： 

第一雷 盲目跟風  

這絕對是最愚蠢也最常見的地雷了，從大家熟知的蛋塔一路到現在的虛擬貨幣延伸出來的區

塊鏈和再度復活的夾娃娃機，中間不知道有多少血淋淋案例。對我來說，盲從對一個創業家而言

絕對是最可怕的地雷，因為這代表已經失去一個創業家最基本的精神－創新，但為什麼還是一堆

人盲目跟風呢？很簡單，因為不用動腦，看現在流行什麼，看到別人做什麼可以賺錢就跟著做什

麼，希望可以跟著賺錢，然後一下子市場供過於求，財力不足的就一家接著一家倒，早點果決進

場的通常都有賺到錢，還可以視情況選擇留下來或是找到下一個替死鬼獲利出場，太晚進場的就

沒那麼幸運了，聰明的早點認賠殺出，不甘心的和搞不清楚狀況的，通常就是撐到回天乏術了才

含淚放手，標準的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而上述的例子則是另外一種，雖然算是進

場的早，但因為還是屬於盲目跟風而沒有做好創業一開始應有的完整評估，當然也沒有任何創新，

所以別人要複製也很快，只是他倒的更快，所以可能反而救了後面想跟進的，會踩到這個地雷的，

大部分反應出了創業者本身的性格問題，如果自己沒有自省能力的話，通常會一錯再錯而不自知，

筆者以為創業應該要有一個初衷一個信念，這不代表一定會成功，但肯定會支撐著你走的比較久

比較遠，而盲目跟風的創業者，絕大多數都是沒有初衷信念的。 

第二雷 錯誤的目標客群  

用白話的說就是你做的事業或是產品誰會買單？這個問題看似很容易回答，但其實大多數創

業者的回答都是沒有經過任何市場調查的數據或是合理的邏輯推理依據。你可能會聽到的答案是：

「這個應該很多人會喜歡」、「我朋友都覺得這個很棒」、「這個現在國外很流行」等等，來自

個人很單純的想法，往往都是真正投入之後才發現怎麼跟自己想的不一樣。就上述的例子來看，

一開始設定的目標客群就錯誤了，試想上班的外食族們在中午時段的消費模式和想法是什麼？當

然是以吃經濟實惠又吃的飽為主，所以價格就非常重要，加上附近的競爭對手眾多，以成本來說

這個商品肯定無法走低價市場，立馬損失一半的消費者，然而會購買價格在 150 至 300 元以上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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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選擇從火鍋到簡餐速食漢堡等等，全都可以坐在冷氣房和同事聊天看著電視吃午餐，為什

麼要來外帶購買這一杯需要手拿著邊走邊吃或是拿回公司吃，一個好看但吃不飽又不平價的美食

呢？目標客群設定錯誤連帶地點選擇錯誤，緊接著就引爆下一個地雷。 

第三雷 沒有成本計算和控管概念  

筆者認為成本是創業中最重要的一環，因為商品成本直接影響商品定價，而商品定價又直接

影響目標客群，目標客群又直接影響販售地點，販售地點又直接影響總成本，總成本又直接影響

營收獲利，營收獲利就直接反應了你的財務狀況和現金流。從上述例子來看，商品進貨成本、人

事成本、店面租金等等，營業總成本過高，都導致了商品定價沒有調整空間，當然在價格上也就

沒有了競爭力。就成本考量來說，唯一的亮點就是有著華麗外觀而省下的行銷成本，但光憑這點，

無力回天啊。 

第四雷 想找能力強的夥伴 

關於合作夥伴的挑選，很多人都是以能力為第一考量，畢竟如果合作夥伴沒有應有的能力也

會是一件令人感到很心灰意冷的事。但是筆者以為在找夥伴的時候，比能力更重要的是心態，因

為我相信人為什麼而來，就會為什麼而走，如果夥伴的心態和創辦人不同，那麼一旦他得到了想

要的東西，他就會選擇離開；另一種則是覺得繼續下去也得不到想要的東西，甚至離開前先進行

破壞，見不得別人好的心態或自己得不到別人也別想得到，這種夥伴就算能力再強日後也只會是

問題人物，就像是復仇者聯盟一開始遇到的問題一樣，每個人的能力都很強，但是誰也不聽誰的，

最後只會四分五裂，只有團結一致才能發揮每一個角色的能力。所以，另外一個選擇夥伴的重點

則是角色，以上述的例子來說，二個好朋友都不是做餐飲的，都覺得這個 idea 很好願意一起嘗試，

創業的資金也是一人一半，所以事情也大家一起分擔，二個人都是老闆，聽起來很正常的沒什麼

問題。但其實在筆者來看這才是最大的問題，雙頭馬車的結果通常不是意見不合不歡而散，就是

誰都不想扛失敗的責任導致問題無法解決，創辦人在選擇夥伴時，應該選擇的人是擁有自己缺乏

的能力，能夠補強自己的不足，而不是找一個跟自己能力一樣，然後職位也一樣，表面看起來是

為了公平起見，但筆者以為一個好的團隊就像是足球或是棒球等團隊運動一樣，必須要每個人各

司其職，而領導者的責任就是要了解自己團隊目前缺乏的是什麼角色，找對人，並且把人擺對位

置，才能讓夥伴發揮最大的潛力 。 

第五雷 閉門造車  

許多創業者在創業的過程中，因為怕被別人抄襲而害怕與別人分享交流，結果只能閉門造車，

往往弄了半天，最後胎死腹中，更常見的是某一天突然發現別人竟然也做了一樣的產品或服務。

 以上述例子來說，上網一查不難發現， 台中和高雄都有類似的店家， 因地點策略每個人能力

經驗等等各有不同，當然結果也不盡相同。如果創業的過程中能和不同的人分享交流，不但能參

考更多人的意見，或許也能借由別人的經驗發現原本自己想法的盲點或是沒有思考到的問題，很

可能就不會踩到目標客群和成本控管的地雷了。筆者在參加過許多創業活動之後，發現在跟許多

人分享交流的過程中，不但可以改進商業模式，也藉由別人的經驗發現自己團隊的問題，更棒的

是還可以遇到許多貴人提供意想不到的資源和幫助，在這個資訊快速爆炸的時代，創業不要害怕

被抄襲，如果別人很容易就可以複製，那說明你的 idea 門檻不高，就算讓你搶得先機先上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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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不但能夠先觀察你的情況，補強你的不足，最後要超越你更是易如反掌，所以重要的是多出

去增廣見聞，提升自我的能力和見識，你會發現世界真的太大，你絕對不是唯一。 

第六雷 過度樂觀 

會選擇出來創業的人，通常都是俱備了一定的正能量和或多或少的創業家基本特質，樂觀就

是最常見的其中一種。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樂觀是一定要的，但是過度樂觀就非常容易讓創業者看

不見盲點、看不清市場，因而做出錯誤的決策和判斷。以上述例子而言一開始就選擇在兵家必爭

之地開店就是過度樂觀所導致的，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卻選擇去承租高房租的地段，只有一個原

因就是過度樂觀，認為這個計劃一定會成功，在二、三個月內一定會賺錢，筆者認為這樣的心態

在一開始就注定了結局，創業家不是賭徒，需要的不只是勇氣，不管你是拿投資人的錢或是拿自

己辛苦存下的積蓄，事前的規劃和調查都是非常重要的，更不用說是借貸而來的資金了。 

第七雷 毫無規劃  

如同剛剛所說的，創業的規劃非常重要，不只是事前的規劃，而是從頭到尾完整詳細的分析。

規劃不只是怎麼做，誰負責做什麼而已，而是從一開始的市場調查到目標設定，從成本分析到資

金運用排程，從可能產生的問題到解決方案，從設立停損點到退場的機制。 

結語 

這當中有相當多的細節，筆者僅列出一些基本的，實際上要探討的話可能三天三夜都講不完。

創業並不是走一步算一步，更不是一場豪賭，當然除非你有一個富爸爸可以無止盡的支持你、當

你的後盾的話，那就另當別論了。創業跟任何才藝或技能一樣都需要學習，你可以找一個有經驗

的老師或是上網找創業相關的課程講座，不但可以增加知識，降低踩地雷的機率，更可以認識許

多同樣在創業這條路上努力的人，正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雖然目前的大環境和政府的相關政策

對新創公司的幫助仍須努力，但創業這條路不該也不會是孤獨的，如果你正在創業或是想要創業，

有任何問題想要尋求相關咨詢，歡迎和我聯絡哦！  

本文作者：陳駿憲（宏騰國際娛樂行銷有限公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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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T＊STAR】正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官網: http://www.letc-tech.com/tw/  

 

正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Lattice Energ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EtC”) ，於西元 2009 年 

4 月在台北成立，研發及經營管理階層來自前數位相機大廠普立爾科技  (Premier Image 

Technology Corp. -- 2006 年併入 Foxconn 鴻海精密機電光事業 群”MOEBG”)、Tier 1 

各大相機模組廠，及 LED 二次光學廠等，全球已取得及申請中的專利共有一百六十件。 

 

正能光電的目標在於提供客戶專業的「全方位光學及照明解決方案及服務」，包括光學設計及製

造、客製化燈具產品，室內外整體照明規劃，也包含監製及製造高品質的專業化燈具；此外，正

能光電的團隊間具有家人般的信任，核心價值在於:「誠信樸實」, 以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透過

團隊努力合作與對環境友善等特色，以科技的創新及優質的服務，來超越客戶的期待。 

 

 

資料來源：正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官網截圖 

 

http://www.letc-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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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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外

資源取得海外連結資源 1 筆及民間一般創業資源 1 筆。 

 海外連結資源 

編
號  活動 /計畫名稱  

執行單
位  

海外連結型
態  

概述  

9 AME 
(Asian Market 
Entry)  
https://ame.work   

iCubes  進軍日本市
場之落地服
務  
資深顧問群
人才媒合  
日本通路對
接、日本投資
家媒合  

AME 位於東京渋谷，提供企業在
進入日本市場時之落地服務。  
新創公司能否在海外市場壯大，
成敗不在於熱血的創辦人，而是
如何吸引當地產業資深人士加入
團隊，協助打通市場脈絡。透過
敝司的人力資料庫中 300 名以上
的資深顧問群 (持續增加中 )，協助
連結日本市場產業網絡、建立通
路及在地化，以加速日本事業之
成長。協助媒合日本投資家，吸
引國際資金關注。  

 民間一般創業資源 

區域  總部  機構名
稱  

簡介  地址  提供服務  網址  

北部  公司總
部 -倫
敦；  

亞太區
總部 -新
加坡  

台灣辦
公室：台
北  

IHS 

Marki t  

Ltd  

IHS Marki t  

(NASDAQ: 

INFO) 是 一 家
那斯 達克 上 市
的金 融服 務 公
司 ( 年 收 入 約
36 億美金，股
票 代 碼 是
INFO)，為各行
業領 導者 提 供
深 入 透 徹 資
訊， 支援 企 業
做 出 最 佳 決
策。 服務 適 用
對象 包括 ： 普
通合夥人、  有
限合夥人、  銀
行、 企業 、 以
及 基 金 管 理
者。  

APAC 台
北辦公
室：台北
市內湖
路一段
66 號 10

樓  

為客戶就另
類投資提供
一系列服
務 :  

未上市櫃股
票評價  

非流動性負
債評價  

咨詢及職業
性服務  

-   信用評級  

 

Officia l  

websi te 官方網
站 :  

ht tps: / / ihsmark

it .co m/index.ht

ml  

Private  equi ty 

service 未上市
櫃公司服務 :  

ht tps: / / ihsmark

it .co m/product

s/por t fol io -va l

ua tions -pr iva te

-equity.html  

 

https://ame.work/
https://ihsmarkit.com/index.html
https://ihsmarkit.com/index.html
https://ihsmarkit.com/index.html
https://ihsmarkit.com/products/portfolio-valuations-private-equity.html
https://ihsmarkit.com/products/portfolio-valuations-private-equity.html
https://ihsmarkit.com/products/portfolio-valuations-private-equity.html
https://ihsmarkit.com/products/portfolio-valuations-private-equity.html
https://ihsmarkit.com/products/portfolio-valuations-private-equ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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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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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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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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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