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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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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共有矽谷、中國二篇投資分析，主要分析 201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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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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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五篇新興領域投資與發展動向的專題分析。 

(1) 第一篇為「2019 年 36 家改變遊戲規則並讓世界更美好的創新顛覆者」，本

文將深入分析 CB Insights 選出的 2019 年 12 個領域 36 家改變遊戲規則讓世

界變得更美好的創新顛覆者，希望投資人和創業者從中看到可以獲利又能解

決全球重大問題，帶給社會與經濟更美好的創新技術或商業模式。 

(2) 第二篇為「區塊鏈領域 11 月獲投與併購掃描暨 CB Insights 趨勢觀察」，本

文將統計分析 2018 年 11 月全球區塊鏈獲投趨勢、代表性個案(不含 ICO 管

道)，以及收購事件。另外，CB Insights 在 11 月透過了他們所開發的 CB 

Insights NExTT 框架，評估了區塊鏈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將其摘譯整理，

以供讀者參考並為區塊鏈參與者增加一些信心! 

(3) 第三篇為「區塊鏈技術在中小企業融資應用的觀察」，區塊鏈技術擁有多方

驗證、公開透明、難以竄改的特性，能讓資訊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基礎，其

可改善因資訊不透明產生間接金融取得的障礙。本文將探討中小企業融資相

關的業務中，有哪些傳統上的痛點是能透過區塊鏈技術來解決的，同時該技

術的應用是否有其限制。 

(4) 第四篇為「中國科技三巨頭 BAT 的新創企業投資大夢」，百度(Baidu)、阿

里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三者又稱 BAT，其崇高的地位往往間接影響

了中國創新創業生態圈的樣貌。本文將從三巨頭的業務切入，並介紹其各自

的新創投資概況。而在最後選以 AI 晶片市場作為切入，解析三者在當中的佈

局現況為何。 

(5) 第五篇為「科技五哥併購布局暨 2018 併購個案掃描」，本文分析當今科技五

哥 Google、Facebook、Amazon、Apple、Facebook與Microsoft 在 2012-2018Q3

的併購行為，探究科技大廠併購積極度、偏好之產業類別與 2018 年最新併購

個案，希望從中觀察出新興技術中最被科技巨頭看好的應用，進而解析科技

巨頭的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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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中，就 2018 年 11 月 11 到 12 月 10 日全球熱門

領域發展動態、股權投資相關議題，整理重要的消息報導，本期包括 AWS re:Invent 

2018 大會亮點、CB Insights 發布 2019 形塑未來的 14 項科技趨勢、IDC 發布 2019

年台灣 ICT 市場十大趨勢預測、健康醫療近期發展動態與鉅額獲投案件、美國自

動駕駛立法草案曝光等最新消息。 

四、 政策與觀點評析： 

1. 【觀點評析一-黃敬翔】：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黃敬翔博士提出「由美對中關稅

清單中的訊號解讀美中貿易戰」一文，其從總體經濟預測、整體數據觀察與產業觀

察三個方向，解讀中美貿易大戰的最新趨勢與政治的意涵。 

2. 【觀點評析二-邱昰芳】：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邱昰芳產業分析師撰寫「在

美中貿易戰背景下，美中競逐 5G 主導權可能帶來的影響」一文，從中美競逐 5G

主導權、中國廠商迅速崛起出發，指出資訊安全、5G 產業主導權才是美國真正關

注的重點，並提出因應美中貿易戰持續增溫及美中力爭 5G 主導權的態勢下台廠如

何因應的建議。 

3. 【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消息】：將彙整 2018 年 11 月 11 日到 12 月 10 日創新創業

產經重要政策或計畫之動向新聞。 

五、 新創生態大觀園：包含三個主題 

1. 【新創園地專欄】：12 月號共有 3 篇專欄文章， 

(1) 第一篇「如果我是投資人，我願不願意投給我自己」，由熊老大（拿鐵多維

管理顧問工作室創辦人），透過多年創業家實戰經驗，分享「如何讓投資人

投資你」的寶貴建議。 

(2) 第二篇「18 位台灣 VC 與天使投資人給新創企業的建議」，為台經院徐慶柏

博士整理分析參與 FINDIT 媒合會之投資人，給新創企業三個建議之調查結

果，期望新創企業更能掌握投資人關注點與想法，未來募資更為順利。 

(3) 第三篇「新創企業在台募資的挑戰與因應」，根據「2018 年台灣新創生態圈

大調查」，資金取得仍為新創企業創業初期最大挑戰，台經院 FINDIT 團隊

研究員賴宜廷提出新創在募資必須注意的關鍵重點與政府可強化的方向，期

能解決新創早期募資的問題。 

2. 【FINDIT＊STAR】：每月將介紹台灣創業之星，12 月號介紹參與本計畫媒合活

動並成功獲投的 BioInspira,Inc。 

3. 【FINDIT 2018 國內新創統計】：針對「FINDIT 平台」國內新創資料庫（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止共計 3,499 家），分析各年成立的家數與領域之分布。 

FINDIT 執行團隊/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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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市場原本預期景氣將會延續 2017 年強勁復甦態勢，持續向上攻堅。不過，下半年

隨著中美貿易戰火愈演愈烈，迎面吹來的逆風也隨之加強，為未來景氣增添諸多不確定性與風險。

在這樣的環境下，國際主要經濟預測機構如 IMF、IHS Markit、EIU 及 World Bank 等，紛紛下修

明年經濟成長率，連帶金融市場震盪也開始大幅加劇。一時間，市場情緒快速從樂觀轉趨悲觀，

空氣中彷彿瀰漫著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肅殺氣氛。 

而造成這一切的關鍵因素，無疑就是中美貿易戰。即使在 11 月底剛落幕的 G20 高峰會議，

川普與習近平已達成 90 天休戰期的共識，然 12 月初華為公主孟晚舟因涉嫌違反美國制裁伊朗禁

令在加拿大被捕事件，卻又再次升高中美對抗的氛圍。市場擔憂，一旦事態往最壞的方面發展，

將讓原已脆弱的全球經貿與金融市場，再次遭受重擊。除此之外，英國脫歐、新興市場資金外逃

以及中國經濟下行等風險與不確定性，似有擴大跡象，這都讓 2019 年全球景氣展望蒙上一層厚

厚的陰影。 

面對如此詭譎多變的國際經貿與金融情勢，身處其中的早期資金市場，現階段投資力道似乎

未受到太大影響，表現依舊亮眼。根據 KPMG 發布的"Venture Pulse: Q3 2018 Global analysis of 

venture funding"報告，2018 年第三季全球創投投資金額持續維持在 520 億美元高檔，雖比第二季

的 698 億美元少掉 26%，但相較於 2017 年同期的 394 億美元，則是大幅成長 32%。此外，不計

2018 年第四季，前三季累計全球創投投資金額已高達 1,833 億美元，遠超過 2017 年全年總額的

1,710 億美元，創下有史以來新高紀錄，顯見全球早期資金市場熱度依舊。 

不過，這樣的亮麗表現在第四季或來年是否可以持續，目前仍充滿高度的變數與未知數。關

鍵就在於全球景氣在下半年所吹起的逆風，看來已從實質面擴散至金融面。不論是股市、匯市或

債市，近來波動幅度都異常加大。面對一波接著一波的衝擊，若是全球金融市場因此失序，早期

資金市場無疑也會遭受波及。正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這都是未來觀察早期資金市場脈動時，

必須特別加以留意的。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早期資金市場未來可能跟著全球景氣迎來逆風，但資金流向的趨勢短期

看來似乎不會大幅逆轉。也就是說，若把全球 VC 投資切成地區別來看，美洲地區雖仍是全球

VC 投資的主要重心所在(2018 年前三季投資金額比重高達 48%)，但趨勢卻是逐年往下。相反地，

亞太地區成長速度則是相當驚人，2018 年前三季比重已瘋狂攀升至 42%，快比肩美洲地區，更

不用說，相較於 2013 年比重僅有 14%，成長幅度更是高達兩倍。 

這意味著甚麼？美國或許還是早期投資重鎮，但就資金流向與選擇而言，顯然還有其他更佳、

更優質的選項，而非僅以美國馬首是瞻。這其實也給想要投入到早期資金市場的投資人(機構)或

新創企業一些啟發。面對未來更高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除了做好功課、慎選標的或市場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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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創業前更須三思而行，洞悉資金流向的大趨勢。而這無疑也是本刊最想要告訴大家的，更是本

刊最大價值所在。 

最後，感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給予 FINDIT 團隊很大的揮灑空間，來執行「中小企業價值創

新應用計畫」四年計畫（104-107 年度）。隨著 2018 年 12 月計畫即將進入尾聲，12 月號刊物將

是本計畫最後一期出刊，也謝謝讀者多年來的支持。期待下一個新計畫來臨，再以嶄新內容與大

家見面。 

 

林建甫/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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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圖解股權投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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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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 

一、矽谷 2018 年 11 月獲投統計 

根據 Crunchbase 資料，2018 年 11 月共有

58 家總部設於矽谷地區1的新創企業獲投，件

數低於前月的 64 件，但在軟銀願景基金

(Softbank Vision Fund)的大筆投入下，揭露之

總金額高達 37.09 億美元，超過前月的 18.96

億美元。 

從產業領域來看，生技健康仍為本月份較

受投資者關注的領域，交易件數 9 件，整體獲

投金額達 4.08 億美元；IoT 領域交易案 8 件，

獲投總金額 11.67 億美元；企業應用領域共有

7 件交易，金額達 4.22 億美元。 

募資金額上億美元的鉅額交易案在 11 月

份共計 8 件，成為推升本月交易金額的一大動

力。更值得關注的是，其中前三位的領投者均

是軟銀願景基金，分別為智慧玻璃製造商

View 完成公司輪 11 億美元的募資；披薩外送

服務公司 Zuma 的 C 輪募資 3.75 億美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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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企 業 軟 體 自 動 化 系 統 公 司 Automation 

Anywhere 的 A 輪獲投 3 億美元。 

在各募資輪次上，種子/天使輪募資案 8

件，金額 2,388 萬美元；A 輪募資 11 件，金

額為 4.31 億美元；B 輪投資案 11 件，金額 3.76

億美元；C 輪投資案 6 件，金額 7.84 億美元；

E 輪 4 件，金額 4.12 億美元；F 與 H 輪則各有

一件，金額分別為 1.69 億與 2.4 億美元。其他

來自債權融資、股權群募與公司輪等的交易案

共 5 件，金額 11.31 億美元。 

本月的焦點投資案件，首先即是本月募資

金額最高的智慧玻璃製造商 View，11 月 5 日

該公司宣布獲得軟銀願景基金的 11 億美元投

資。View 早在 2006 年即成立，早期的重要投

資者為 Khosla Ventures，從 2008 年 2 月的 A

輪 650 萬美元募資持續跟到 2013 年 6 月 E 輪

募資 6,000 萬美元。而當時的 E 輪募資是由全

球玻璃生產巨擘康寧(Corning)領投，同時 GE 

Capital 也參與投資，估值達 6 億美元。去(2017)

年 6 月的 2 億美元 G 輪募資則是由知名私募

股權基金黑石資本(Blockrock)領投。View 專

注於開發建築與辦公室用的大型玻璃，透過電

子控制奈米塗層，可自動調整明暗，最適化室

內光源與溫度，建築節能可達 20%，並可透過

終端或行動裝置控制，取代傳統窗簾或百葉

窗。 

其次是 2015 年成立的矽谷地區零售餐飲

業者，Zume Pizza。該公司提供披薩外送服務，

但與達美樂或必勝客不同的是，其透過中央廚

房的自動化流程擴大生產規模，並以無實體餐

廳的方式，將半成品披薩透過貨車上的移動烤

箱提供客戶現烤的服務。本月獲得軟銀願景基

金 3.75 億美元投資，估值達 11 億美元。Zume 

成立之初獲得美國超級天使 Fabrice Grinda 青

睞，並與其創立的 FJ Lab 共同投資這家公司；

去(2017)年 10 月 Zume 的 B 輪 4,800 萬美元投

資則是由 AME Cloud Ventures 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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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公司是 2007 年成立的

ChargePoint。該公司設計與開發電動車充電站，

整合硬體部屬與軟體應用，建構完整的充電網

絡系統，並結合智慧電網，平穩電力供需。本

月由 Quantum Energy Partners 領投，並將估值

推升至 10 億美元。值得關注的原因除了其充

電站與電網技術外，更重要的是其策略投資者

眾。2012 年 5 月 D 輪 4,750 萬美元募資即是

由 TOYOTA Tsusho Group 領投，車廠巨頭

BMW 旗下創投基金 BMW i Ventures 參與。

BMW i Ventures 更是一路跟投 ChargePoint 的

E、G、H 輪。去(2017)年 3 月的 G 輪 8,200 萬

美元是由另一個車廠巨頭 Daimler 領投，而 6

月的接續 G 輪 4,300 萬美元則是由西門子

(Siemens)投資。本月 ChargePoint 完成 H 輪 2.4

億美元募資，參與者眾，除了 BMW、Daimler、

Siemens 之外，美國電力公司(American Electric 

Power) 、 雪 佛 蘭 創 投 (Chevron Technology 

Ventures)等也都加入此輪投資。 

最 後 則 是 一 家 頗 知 名 的 圖 資 公 司

DeepMap。該公司成立於 2016 年，專注於高

精度地圖解決方案，提供可規模化的實時定位

軟體以及其他圖資數據服務，適用於不同類型

的道路，並可建構全 3D 駕駛環境模擬。

DeepMap 成立後即獲 a16z 關注，領投種子輪

700 萬美元，並一路跟投至本月的 B 輪 6,000

萬美元募資，估值亦達到 4.15 億美元。B 輪投

資名單中亦可看到一些策略性投資人的身影，

如 Nvidia GPU Ventures 與 Robert Bosch 

Venture Capital。 

 

表 1-1、201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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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健康 9 408.01 

IoT 8 1,166.95 

企業應用 7 422.21 

人工智慧 5 223.69 

汽車科技 4 315.50 

資安 3 212.70 

行動科技 3 81.31 

金融科技 3 172.30 

雲端科技 3 29.32 

媒體與娛樂 3 10.78 

網路應用 2 154.00 

能源 1 - 

AR/VR 1 50.00 

教育科技 1 6.00 

農業科技 1 13.00 

物流 1 60.00 

其他 3 383.30 

總計 58 3,709.06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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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1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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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 IoT 公司輪 $1,100 11/5 SoftBank Vision Fund 

2 Zuma Pizza 其他 C $375 11/1 SoftBank Vision Fund 

3 
Automation 

Anywhere 企業應用 A $300 11/15 SoftBank Vision Fund 

4 ChargePoint 汽車科技 H $240 11/28 

BMW i Ventures、Chevron 

Technology Ventures、
Daimler Trucks North 

America、American Electric 

Power、Quantum Energy 

Partners、Siemens AG 

5 Auris Health 生技醫療 E $220 11/28 Partner Fund Management 

6 Netskope 資安 F $169 11/13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7 TripActions 網路應用 C $154 11/8 
Andreessen Horowitz、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8 Poynt 金融科技 C $100 11/13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Elavon 

9 Wave Computing 人工智慧 E $86 11/29 Oakmont Corporation 

1

0 
Neo4j 企業應用 E $80 11/1 

Morgan Stanley Expansion 

Capital、One Peak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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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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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矽谷地區各輪次募資金額與件數 

 

 

圖 1-3、2018 年 11 月矽谷地區早期投資領域地圖 



 

10 

 圖解股權 

一、 矽谷企業獲投狀況 

(一) 生技健康 

1. Synthego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開發，提

供生技公司完整的基因檢測與分析流程服

務，提升基因編譯效率) 10/23 宣布完成 C

輪募資1.10 億美元，由 Founders Fund 領投，

Menlo Ventures、8VC 參與投資。 

2. EarLens (致力於聽力障礙的解決方案，其

研發的產品有別於一般以空氣作為傳導的

介質，而是以光傳輸的助聽裝置) 10/22 完

成 D 輪募資 8,700 萬美元，由 KCK 領投，

Windham Venture Partners、Vertex Ventures 

HC、Vertex Ventures、Sightline Healthcare 

Opportunity、Relativity Healthcare Partners、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MS Pace LP、

Lightstone Ventures、GDN Holdings 參與投

資。 

3. Terns Pharmaceuticals (生物製藥公司，針對

肝臟疾病與癌症腫瘤，研發口服小分子標

靶藥物) 10/30 完成B 輪募資 8,000萬美元，

由 Vivo Capital、OrbiMed 領投，Lilly Asia 

Ventures、上海德誠資本共同投資。 

4. CuraSen Therapeutics (小分子藥物開發，活

化大腦受體補償關鍵神經元與神經膠質功

能，減輕認知、執行、運動與自主神經等

功能障礙，用於治療神經退化性疾病，包

含帕金森氏症和阿茲海默症) 10/17 完成 A

輪募資 5,450 萬美元，由 New Leaf Venture 

Partners 領投，Tekla Capital Management、

Pappas Capital、Longitude Capital、Johnson 

& Johnson Innovation、Alta Partners 參與投

資。 

5. Carrot (結合行動技術、行為科學與醫師專

業，開發行動軟體實施 Pivot 計畫，輔導吸

菸者戒菸) 10/29 獲得私募資金 2,500 萬美

元，Johnson & Johnson Innovation 領投，

R7 Partners、New York Life Ventures、Marc 

Benioff、Khosla Ventures 參與投資。 

6. Clear Labs (團隊由軟體工程師與基因組科

學家組成，研發較傳統 PCR (聚合酶連鎖反

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更具效率的

食品檢測模式與服務，檢驗食品中可能存

在的病原體，確保食品安全) 10/30 募得 B

輪 2,100 萬美元，由 Menlo Ventures 領投，

Wing、Khosla Ventures、Felicis Ventures、

Dentsu Ventures 參與投資。 

7. Oh My Green (提供多種健康有機食品，以

及多項健康餐飲服務，如咖啡、辦公室輕

食、宴會餐飲等) 10/17 募得種子輪 2,000

萬美元，由中國真格基金、Y Combinator、

Stanford-StartX Fund 等 14 家創投共同投

資。 

8. Gauss Surgical (應用機器視覺技術，開發手

術時使用的血液流失量實時計算軟體，精

準估計病患失血量) 10/17 募得 C 輪 2,000

萬 美 元 ， 由 Softbank Ventures Korea 、

Northwell Ventures領投，Spectrum Health、

Rex Health Ventures 、 Providence Health 

Care、Polaris Partners、Orlando Health、OSF 

HealthCare、Mount Sinai Health System、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參與投資。 

9. Intabio (研發一款提供給製藥產業的技術，

Blaze 系统，可快速完成藥品質量評估，進

行實時蛋白質分析，提供關鍵藥物開發決

策，且成本較傳統系統測試低廉) 10/30 募

得 A 輪 950 萬美元，由 Northpond Ventures

領投。 

10. NowRx (結合行動科技與物流，提供處方藥

同日快遞服務，用戶可透過醫師對當地藥

局開立的處方簽，直接取得快遞藥物，並

提供藥劑師諮詢服務) 10/16 募得 A 輪 700

萬美元，由 SeedInvest 與 Joshua Montross

投資。 

11. Venn (癌症檢測與標靶藥物開發，專注於血

液與組織中所發現的特定標記(如醣蛋白)，

進 行 蛋 白 質 PTM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的訊號檢測與分類，用以開發

癌症新藥) 10/3 募得私募資金 65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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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nflammatix (針對病患的免疫系統開發敗

血症檢測技術，其 HostDx Sepsis tests 可快

速進行急性細菌和病毒感染檢測) 10/18 募

得 B 輪資金，由 Northpond Ventures 投資。 

13. Qurasense (藉由經血檢驗發現早期疾病，其

設計可收集與分析經血的 Q-pad，為女性進

行無創且定期式的血液檢查) 10/1 募得種

子輪資金，由 byFounders、Y Combinator、

Sand Hill Angels、SV Angel 等 22 家投資單

位共同投資。 

(二) 企業應用 

1. Jfrog (提供可支援多種程式語言且具高相

容性的程式開發環境，協助軟體工程師管

理 開 發 進 度 ， 優 化 CI/CD (Continuous 

integration/ Deployment)流程，確保開發品

質) 10/4 完成 D 輪募資 1.65 億美元，由

Insight Venture Partners 領 投 ， Vintage 

Investment Partners、Spark Capital、Scale 

Venture Partners 、 Sapphire Ventures 、

Geodesic Capital、Dell Technologies Capital、

Battery Ventures 參與投資。 

2. AppZen (應用人工智慧技術，協助企業進

行財務審計。建置於企業後台系統，自動

化產出費用報告、檢測詐欺事件，並針對

FCPA、IRS 與公司政策提供合規性檢驗) 

10/30 募得 B 輪資金 3,500 萬美元，由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領投，Resolute 

Ventures、Redpoint 共同投資。 

3. Numerify (提供 IT 部門一個基於雲端的數

據解決方案，建構可全天候監控的 IT 服務

基礎架構，協助企業全方位掌握與管理專

案與業務數據) 10/16 募得 D 輪資金 2,750

萬美元，由 DAG Ventures 領投，Tenaya 

Capital、Sequoia Capital 參與投資。 

4. Infoworks.io (開發敏捷數據工程平台(Agile 

Data Engineering Platform)，以自動化方式

解決作業流程中複雜的資訊來源問題，協

助企業部屬高品質的大數據資料庫，降低

時間與人力成本) 10/25 募得 C輪資金2,500

萬美元，由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領投，

Nexus Venture Partners、Centerview Capital

參與投資。 

5. Incorta (商業智慧分析平台，能高效處理企

業內數據存儲，減少佔據不必要的容量來

提升業務靈活度) 10/18 募得 B 輪資金1,500

萬美元，由 Telstra Ventures、M12 領投。 

6. Arcadia Data (提供可用於大數據的資料視

覺化分析與商業洞察平台，結合 Apache 

Hadoop、Apache Kafka 和雲端存儲等工具，

實現實時洞察所需的資料規模、分析性能

與靈活性) 10/2 募得 B 輪資金 1,500 萬美元，

由 Pelion Venture Partners 領投，Mayfield 

Fund、Intel Capital、Blumberg Capital 參與

投資。 

7. Waterline Data (提供企業大數據蒐集、整理

與分析服務，降低資料清理成本，並符合

GDPR 規範) 10/29 募得 C 輪 1,450 萬美元，

由 Partech、Menlo Ventures、Jackson Square 

Ventures、Infosys 共同投資。 

8. Ushur (可藉由大數據與機器學習來找出最

佳與客戶互動的方式，除了可減少工作量，

更可以達到建立品牌忠誠度的目的) 10/23

募得 A 輪 1,200 萬美元，由 8VC 領投。 

9. hiver (針對 Gmail 開發與設計企業協作解

決方案，包含共享郵件、分工進度追蹤、

商品銷售管理等) 10/20 募得 A 輪 400 萬美

元，由 Kalaari Capital、Kae Capital 領投。 

10. Tiny (開發與設計TinyMCE 與Tiny Drive，

分別為一開源 JavaScript 程式庫與雲端檔

案平台，網頁開發人員可在編程中嵌入

TinyMCE，簡化設計與開發流程，並透過

Tiny Drive 進行數位內容管理) 10/2 募得 A

輪 400 萬美元，由 BlueRun Ventures 領投。 

11. Promethium (數據管理和智慧商務公司，除

了能夠幫客戶(企業)自動管理數據以減少

然力與時間成本外，也確保管理之客戶的

個人資料符合 GDPR 的規範) 10/22 募得種

子輪 250 萬美元，由 Zetta Venture Partners

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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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indo (提供企業 AI 大腦的服務，整合企業

內溝通與協作工具，開發人力資源、行銷

與行政等實時 AI 工具平台，協助企業提升

營運效率) 10/9 募得種子輪資金 250 萬美

元。 

(三) 資安 

1. Arctic Wolf Networks (為客戶提供基於雲

端的資訊安全營運中心(SOC)服務，讓客戶

免於網路威脅，並推出適用於中小型企業

的低前期導入成本與短期解決方案) 10/25

募得 C 輪資金 4,500 萬美元，由 Future Fund

領投，Unusual Ventures、Sonae IM、Redpoint、

Knollwood Investment Advisory 、 Adams 

Street Partners 共同投資。 

2. Demisto (開發與設計網路安全、自動化與

回應平台，協助企業資安團隊加速攻擊事

件反應、標準化與規模化流程) 10/10 募得

C 輪 4,300 萬美元，由 Greylock Partners 領

投，ClearSky、Accel 共同投資。 

3. Area 1 Security (網路安全公司，可杜絕所

有釣魚行為，使企業免於資料被竊取的風

險) 10/23 完成 C 輪 3,200 萬美元，由 Kleiner 

Perkins 領投，Top Tier Capital Partners、Tom 

Noonan、Tim Eades、Icon Ventures、EPIC 

Ventures、Duke Management Company、Data 

Collective、AllegisCyber 參與投資。 

4. CloudKnox Security (開發雲端安全平台

Infrastructure Authorization Administration 

(IAA)，針對混合雲環境提供單一平台整合

身份授權管理，並透過行為分析來減少安

全隱憂) 10/3 完成募資 1,075 萬美元，

Foundation Capital、ClearSky 領投，Dell 

Technologies Capital 參與投資。 

5. Nyotron (防毒軟體開發公司，有別於傳統

防火牆針對已知病毒防堵，該公司針對網

路滲透行為進行分析並提供資安解決方案，

保護數據免遭刪除、洩漏、加密與破壞) 

10/11 募得公司輪 1,000 萬美元，由 Ingram 

Micro 領投。 

6. strongDM (資料庫管理工具，可確保資料安

全，並且使企業內部工程師可快速找到目

標資料) 10/12 募得種子輪 100 萬美元。 

7. Hmatix (開發防毒軟體，以分散式網路安全

架構隔絕病毒，並具備硬體設備高度相容

性) 10/3 募得種子輪 50 萬美元。 

(四)  金融科技 

1. LatAm Logistic Properties (不動產開發公司，

針對拉丁美洲地區提供物流廠房的設計、

建置與營運服務，包含場地規劃、倉儲、

物流設備等，專注於哥倫比亞、秘魯與哥

斯大黎加地區) 10/31 募得資金 7,700 萬美

元，由 Jaguar Growth Partners 領投。 

2. PayActiv (行動財務工具軟體開發與設計，

與企業人力資源整合，員工可彈性支用在

下一個發薪日前已賺取的薪水，降低員工

財務壓力，提升生產力) 10/10 募得 B 輪

2,000 萬美元，由 Generation Partners 領投，

Ziegler Link-Age、SoftBank Capital 參與投

資。 

3. BitGo (提供多元的區塊鏈與虛擬貨幣解決

方案，如比特幣安全防護、商務錢包、區

塊鏈架構建置與整合 API 平台等) 10/18 募

得 B 輪 1,500 萬美元，由 Goldman Sachs、

Galaxy Digital LP 投資。 

4. Alpaca (提供無手續費的 API 股票交易平台，

用戶可監控實時交易資訊，並可運用程式

進行演算法交易) 10/24 完成募資 300 萬美

元 ， 由 Joshua S. Levine 、 Global Brain 

Corporation、Eric Di Benedetto 、D4V、

Berkeley Angel Network 、 Archetype 

Ventures 投資。 

5. Ondot Systems (提供方便使用、客戶安全性

高、可管理支出且可自動查找購物資訊的

數位信用卡) 10/22 完成公司輪募資，由 Citi 

Ventures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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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工智慧 

1. Conversica (開發 AI Chatbot，將機器學習

技術應用在與客戶溝通的聊天機器人上，

協助企業開發潛在客戶，及提升顧客忠誠

度，降低 CRM 成本) 10/29 募得 C 輪資金

3,100 萬 美 元 ， 由 Providence Strategic 

Growth領投，Toba Capital、Savano Capital、

Kennet Partners、CIBC 共同投資。 

2. Machinify (AI-as-a-Service 企業 AI 服務，

透過實時動態數據與自動化決策擴大數據

價值，提升利潤) 10/8 募得 A 輪資金 1,000

萬美元，由 Battery Ventures 領投，Matrix 

Partners、GV 共同投資。 

3. Ople (應用 AI 技術的線上模型優化系統，

可大幅縮短模型訓練時間，協助客戶檢視

數據，分析消費者動態，擬定產品最佳定

價策略與消費者行為預測) 10/23 募得 A 輪

800 萬美元，由 Triage Ventures 領投，Hack 

VC 參與。 

4. MoBagel (開發人工智慧引擎 Decanter，可

快速建立機器學習模型，幫助產業客戶依

照數據找出消費者的行為模式) 10/22 募得

A 輪資金。 

(六) 汽車科技 

1. Aeva (針對自動導航與運輸開發新的感測

裝置，將機器視覺、3D 感測與運動傳感器

整合，提供更高的場景分辨能力與更廣的

天候適用條件) 10/1 完成 A 輪募資 4,500 萬

美元，Lux Capital、Canaan Partners 領投。 

2. Innovusion (圖像級 LiDAR 設計與生產，支

援第 4 至 5 級自駕車，透過 300 線的高解

析影像技術，研發大範圍、高分辨率的

LiDAR 產品) 10/25 募得 A 輪資金 3,000 萬

美元，由蔚來資本(NIO Capital)、F-Prime 

Capital Partners、Eight Roads Ventures 領投，

高榕資本(Gaorong Capital)參與。 

3. CARFIT (開發車用感測器，蒐集汽車運行

時產生的噪音、震動與不平順等資訊進行

分析，提出即時的汽車自我診斷報告，並

預測可能的維修需求) 10/11 募得種子輪

250 萬美元，由 Benhamou Global Ventures

領投，Plug and Play、Mobivia Groupe、

Groupe BERNARD、7 Gate Ventures 參與。 

4. Quanergy Systems (LiDAR 設計與開發，用

於實時捕捉與處理 3D 空間數據與物體偵

測識別，S3 固態 LiDAR 已進入量產階段) 

10/29 募得 C 輪資金。 

(七) 網路應用 

1. FILLD (行動加油站，24 小時提供送油到點

的服務 ，因 應客 戶即 時 性的加 油需 求 ) 

10/23 募得 B 輪 1,500 萬美元，由 Parkland 

Fuel Corporation、Calibrate Ventures 領投，

Lucas Venture Group 、 Javelin Venture 

Partners、Hallador Investment Advisors、

Cendana Capital 參與投資。 

2. YourMechanic (提供線上找汽修的服務，用

戶可透過網頁或行動應用程式預約技工到

府修車，並公開市場價格與評價機制) 10/9

完成 B 輪 1,020 萬美元募資，RBC Venture 

Partners 領投，Verizon Ventures、SoftBank 

Capital、Rick Wagoner、Data Point Capital、

American Family Ventures 共同投資。 

3. RevUp Software (利用社群媒體與數據分析

建立捐助者資料庫，針對非營利組織、學

術機構與政治組織，推薦可能的捐助對象，

提升籌款機會) 10/1 募得 A 輪資金 750 萬

美元，由 Spero Ventures 領投。 

4. Proxce (數位身分管理與應用，結合物聯網

與定位技術，用戶可透過單一數位身分登

入，解決實體活動上的身分驗證需求，如

旅館與航班登記、線下聚會與員工打卡等) 

10/1 募得種子資金 130 萬美元。 

(八) 雲端科技 

1. Snowflake Computing (雲端數據存儲與管

理服務，產品具備大數據平台的靈活性與

雲端技術的彈性，提供數據查詢，並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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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商業智慧工具進行分析) 10/11 募得 F 輪

資金 4.5 億美元，由 Sequoia Capital 領投，

Wing Venture Capital、Sutter Hill Ventures、

Redpoint 、 Meritech Capital Partners 、

Madrona Venture Group 、 Capital One 

Growth Ventures、Altimeter Capital 參與投

資。 

2. Egnyte (針對企業用戶提供安全的雲端檔

案平台，可與任何雲端存儲設備與業務應

用程序整合，優化協作環境，並可主動調

整檔案共享、管理與保護策略) 10/10 完成

E 輪募資 7,500 萬美元，由 Goldman Sachs

領投。 

3. Yellowbrick Data (提供客戶混合雲計算平

台，整合公有與私有雲端運算架構，大幅

降低資料儲存空間(97%)，提升雲端計算速

度) 10/23 完成 B 輪募資 4,800 萬美元，由

Next47 領投，DFJ Growth 參與投資。 

4. TidalScale (專注於虛擬資料庫研發，透過

由軟體定義的伺服器，整合網路各個節點

的資源，建立具效率與空間彈性的虛擬數

據庫，並應用機器學習技術，即時優化系

統資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10/9 完成 B

輪募資 2,400 萬美元，由 SK hynix 領投，

Infosys、HWVP、Bain Capital 參與投資。 

(九) 人力資源 

1. STELLARES (AI 徵才平台，讓受試者與

AI 進行談話並分析其能力及特質，可節省

雙方時間，並能從中篩選特殊技能人才) 

10/23 完成種子輪募資 350 萬美元，由

Jerusalem Venture Partners 領投。 

2. My Ally (AI 人才招募助理 Alex 開發與設

計，自動化面試安排、招聘流程管理，以

及客製化關鍵績效指標，提升徵才效率) 

10/10 完成 A 輪募資，由 Storm Ventures 領

投，Firebolt Ventures、Eileses Capital 共同

投資。 

(十) 物流 

1. Deliv (運用群眾外包的方式，完成物流的

最後一哩路。透過與各在地的零售業者合

作，建置當日送達的物流網路，已被廣泛

使用於美國各大城市) 10/30 募得 C 輪資金

4,000 萬美元，Google 領投，Clayton Venture 

Partners、UPS、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The Macerich Company、PivotNorth Capital、

RPM Ventures、Upfront Ventures 參與。 

 

(十一) 行動科技 

1. HeadSpin (協助行動應用開發者，掌握來自

客戶的使用數據，進而改善 APP 在平台上

的表現。該公司在全球 150 個地區擁有

22,000 行動裝置，可對應用程式持續監控、

辨識性能瓶頸、糾正無效的內容傳遞，確

保使用體驗) 10/30 募得 B 輪資金 2,000 萬

美元，由 ICONIQ Capital 領投，Telstra 

Ventures 、 Nexus Venture Partners 、

NextWorld Capital、GV、EQT Ventures、

DHVC (Digital Horizon Capital)、Battery 

Ventures、Alrai Capital 參與投資。 

(十二) 媒體與娛樂 

1. kimkim (提供民眾客製化的旅遊行程，包含

行程規劃、交通、訂房等，減少民眾在行

程安排上所耗費的時間及成本) 10/30 募得

種子輪資金 65 萬美元，由 Cennini Holdings

投資。 

(十三) 教育科技 

1. Jolt.us (專業課程學習平台，提供不同領域

的專業講師與課程時段，用戶可透過線上

平台搜尋並加入課程，並藉由實體教室進

行學習與互動) 10/16 募得 A 輪資金 715 萬

美元，Octopus Ventures 領投，PICO Partners、

Hillsven Capital 共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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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AR/VR 

1. STRIVR (應用虛擬實境(VR)技術提供企業

員工沉浸式訓練服務，提升員工參與度與

培訓成效，目前已被許多企業與運動團隊

使用，如 Walmart、BMW、Fidelity 等) 10/2

募得 A 輪資金 1,600 萬美元，由 GreatPoint 

Ventures 領投。 

(十五) 其他 

1. CNEX Labs (與硬體存儲製造商、數據中心、

系統客戶合作開發 PCIe 固態硬碟(SSD)控

制器晶片(ASIC)，提供低耗能、具可擴展

性和靈活性的儲存系統) 10/10 募得 D 輪

2,300 萬美元，由 Dell Technologies Capital

領 投 ， Walden Venture Capital 、 Sierra 

Ventures、M12、Brightstone Venture Capital

參與投資。 

2. Provino Technologies ( 應 用 其 網 路 晶 片

(network-on-chip, NoC)傳輸架構的專利技

術開發系統單晶片(SoC)，能夠更快速地連

接晶片內部多個處理單元，實現高效率、

低耗能的目標) 10/25 募得 A 輪資金 800 萬

美元，由 Dell Technologies Capital 領投。 

3. Orion Span (計畫建立首家太空旅館並提供

遊程服務，在 200 英里以上的太空生活 12

天，擴大太空生活的可能性) 10/29 募得種

子輪資金，由 Pear Ventures 投資。 

4. Aligned Carbon (準直性奈米碳管製造商，

並與多家學校合作進行研究，生產低成本

且效率極高的奈米產品) 10/29 募得種子輪

資金，由 Pear Ventures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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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 

本月在亞洲投資風向掃描方面，提供觀察中國 2018 年 11 月股權投資的趨勢。首先針對中國

201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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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獲投的概況。 

總獲投件數與金額估計 

2018 年 11 月份中國共有 304 件獲投事件，高於前月事件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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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12 億人民幣，約 67.88 億美元，是今年以

來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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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件投資交易活動，占總獲投件數的 16%，

其次依序為硬體 46 件(15%)以及醫療健康 32 件(11%)。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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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獲投輪次的件數分佈來觀察，11 月中國獲投企業募資階段高度集中在早期階段，占比約

68%，其中種子輪/天使輪 81 件(27%)、Pre-A 輪、A 輪、A+輪共 125 件(41%)。中期階段(Pre-B

輪、B/ B+輪、C/ C+輪)的件數共 52 件(17%)。後期階段(D 輪之後)占比約為 1%，至於戰略性投

資為 43 件，占比 14%。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2、11 月份中國各輪次獲投件數分佈 

獲投地區分佈 

在獲投企業總部所在地分佈方面，以投資件數為基礎，前五大地區分別為北京 93 件(31%)、

上海 61 件(20%)、廣東 50 件(16%)、浙江 27 件(9%)、江蘇 24 件(8%)等，合計五大地區占總獲投

件數的 84%。整體而言，中國的股權投資(Pre-IPO)案件高度集中在一線城市。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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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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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跑科技 (A 輪 20 億人民幣) 

零跑科技是一家創新智慧電動汽車公司，

由浙江大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創始

人共同投資成立。公司成立於 2015 年，總部

位於浙江杭州濱江高新開發區，公司業務範圍

包含智慧電動汽車整車設計、研發製造、智慧

駕駛、電機電控、電池系統開發，以及基於雲

端計算的車聯網解決方案。 

11 月零跑科技完成 A 輪 20 億人民幣的募

資，本輪募資由上海電氣領投，興業證券及原

股東紅杉資本跟投。本輪融資後，零跑投後估

值將超過 80 億人民幣。 

Weave Co-Living (天使輪 1.81 億美元) 

Weave Co-Living 提供共享居住空間服務，

將客廳、廚房、休憩間、健身室及早餐吧等佈

置於各住客樓層或公共康樂設施樓層，讓住客

共同享用。Weave 的物業亦鄰近公共交通網路，

並擁有完善配套設施。Weave 為住客提供的

平台不單可讓所有住客互相聯繫，更可讓大家

透過定期舉辦的活動，從而互相啟發。 

Weave Co-Living 11 月宣佈獲得專注於成

長型投資的私募股權投資機構華平投資注資 

1.81 億美元，此前 Weave Co-Living 於 2017

年 12 月時完成 6,000 萬美元的種子輪募資。 

                                                           

2三階段為 Early-Stage:種子/天使/A 輪、

Middle-Stage:B 輪/C 輪、Late-Stage 與其他:D

輪以上/戰略投資。 

小區樂 (A 輪 1.08 億美元) 

小區樂是格家旗下，提供社區高性價比產

品及服務的鄰里社交電商平台，是「社區+社

群+社交」的新模式服務，基於鄰里間的新型

零售業務。 

小區樂近日宣佈完成 1.08 億美元 A 輪募

資，由 GGV 紀源資本、Vertex 祥峰資本、SIG

海納亞洲聯合領投，順為資本、廣發信德、眾

為資本、經緯創投、真格基金、平安創投、浙

大友創等跟投。 

Middle-Stage 

地平線機器人 (B 輪 10 億美元) 

地平線機器人是一家 AI 晶片設計商，出

品兩款嵌入式 AI 晶片，分別為針對智能攝影

用的「旭日」以及自動駕駛使用的「征途」。 

11 月時傳出地平線機器人於 B 輪募資募

集 10 億美元，消息指出投資方為一家和 Intel

規模相當的晶片公司以及一家頂級汽車廠商。

此前地平線機器人的投資方包括 Intel Capital、

嘉實資本、高瓴資本、紅杉資本、晨興資本、

線性資本等，此次募資後，市場估計地平線機

器人估值將介於 30 億至 40 億美元之間。 

駒馬物流 (C 輪 15 億人民幣) 

駒馬物流主要從事城市配送服務，致力於

城市物流創新和改革。在成都、重慶、深圳、

廣州、上海、西安等 61 個城市相繼建立 137

個子公司，為順豐、天貓、海爾等上百家知名

企業提供配送服務，成為全中國專業的城配專

車服務商。 

11 月駒馬物流正式宣佈完成 15 億元 C 輪

募資，本輪募資獲多家知名機構及原股東普洛

斯、遠洋資本聯合投資，估值達100 億人民幣，

在 7 月時駒馬物流也曾獲得京東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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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360 企業安全 (Pre-B 輪 12.5 億人民幣) 

360 企業安全集團是專注於為政府和企業

提供新一代網路安全產品和服務的綜合型公

司，服務包含大數據安全分析、閘道安全、終

端安全、網站安全、行動安全、雲端安全、無

線安全、數據安全、代碼安全等全領域安全產

品及解決方案，已為包括中國中央部委以及大

型央企在內的企業級客戶提供安全保護服

務。 

360 企業安全 11 月時宣佈完成 12.5 億人

民幣 Pre-B 輪募資，投後估值達 187.5 億人民

幣，投資人包含 IDG 資本、華興創投、中信

建投資本、沸點資本、國投創合、菁英匯投資、

北京金匯金投資以及度量資本。 

藥明明碼 (C 輪 2 億美元) 

2015 年成立，由藥明康得基因組學中心

和精準醫學大數據 分析 的冰島 NextCODE 

Health 公司整合成立，總部位於上海市浦東區。

藥明明碼(明碼科技)是一個提供醫療健康服務

的平台，專注於實現大規模基因組資料查詢、

管理、儲存和共用，致力於從資料分析結果提

供專案設計到臨床測試到診斷的服務。 

藥明明碼 11 月宣佈完成總金額 2 億美

元的 C 輪募資，本輪募資由愛爾蘭戰略投資基

金(ISIF)領投，其他參與方包括原股東淡馬錫、

雲鋒基金和紅杉資本等。 

VIP 陪練 (C 輪 1.5 億美元) 

VIP 陪練成立於 2014 年，VIP 陪練首創

「真人一對一線上陪練」，專注於解決 5 至

16 歲青少年的練琴問題。 

11 月 VIP 陪練完成 1.5 億美元 C 輪募資，

由老虎環球基金領投，騰訊、蘭馨亞洲、金沙

江創投、藍馳創投、長石資本、北京華聯長山

興等原股東跟投，投後估值達 8 億美元。 

Geek+ (B+輪 1.5 億美元) 

Geek+(極智嘉)專注倉儲物流領域，透過

機器人產品和人工智慧技術實現物流自動化

解決方案。研發團隊由畢業於清華、北大、中

科院、北航、北科大等大學的博碩士所組成，

多名成員曾參加中國/國際機器人比賽並獲得

總冠軍，在機器人、嵌入式軟/硬體、軟體工

程、人工智慧等方面擁有豐富的研究和實踐經

驗，產品全部自主研發並擁有核心專利。 

11 月 21 日 Geek+創始人兼 CEO 鄭勇宣佈

完成 1.5 億美元 B 輪募資，為原股東續投，包

含華平資本、火山石資本以及祥峰投資。 

Late-Stage 與其他 

網易雲音樂 (戰略投資 6 億美元) 

網易雲音樂於 2013 年成立，是一款專注

於發現與分享的音樂產品，包含專業音樂人、

DJ、好友推薦及社交功能，為使用者打造全新

的音樂生活。 

11 月 12 日網易雲音樂宣布已經完成新一

輪募資，金額達 6 億美元，投資方包括百度、

泛大西洋、博裕資本、光大控股旗下新經濟基

金以及一家未公布的唱片公司，本輪募資後估

值達 35 億美元。 

新潮傳媒 (戰略投資 21 億人民幣) 

新潮傳媒以電梯作為中產社區的流量入

口，致力於用「智慧硬體+軟體」為客戶提供

更精準、更便宜的社區媒體流量。截至 2018

年 11 月，服務已擴及中國 100 多個城市，近

70 萬部電梯，接觸 2 億社區人群。 

百度公司 11 月宣佈戰略投資新潮傳媒，

新潮傳媒此輪募資共計 21 億元人民幣，雙方

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新潮傳媒的社區線下

智慧終端機將與百度線上資料做深度融合，提

供更加精準的媒體流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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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TinkLabs (戰略投資 3 億美元) 

TinkLabs 於 2012 年成立，在各大飯店提

供專屬手機(handy)，除了可用於客房設備操控、

客房服務外，也提供上網、通話等功能，攜帶

離開飯店時，可與飯店保持聯繫，並使飯店持

續滿足各式需求。 

TinkLabs 11 月獲得新一輪募資資金 3 億

美元，此輪募資將用於進一步拓展其國際業務。

此前 TinkLabs 已獲得富士康(透過旗下的富

智康集團）、創新工廠和天使投資人蔡文勝所

投資，去年估值已達 10 億美元。 

猿輔導/猿題庫 (戰略投資 2.5 億美元) 

於 2012 年成立，猿題庫是一個支援手機

及電腦做題的智慧線上題庫產品，而後延伸業

務包括初高中線上輔導學校「猿輔導」課程線

上輔導平台，課程包括系統班、專題課和 1 對

1 直播課程等，設有大數據分析系統，可結合

學生資料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分析學生弱點，

智慧挑選題目針對性教學，為學生提供一站式

線上輔導服務。 

近日騰訊再次向猿輔導投資 2.5 億美元，

投後估值約 28 億美元，自 2012 年設立以來，

猿輔導每年皆獲得一輪投資，過去的投資人包

含 IDG 資本、經緯中國、騰訊等。 

優客工廠 (D 輪 2 億人民幣) 

優客工廠於 2015 年成立，總部位於北京

市順義區。優客工廠是一個主打創業的共用辦

公空間，除了有定期的講座、論壇外，還可以

為創業者提供投融資對接、財務、法律方面的

服務。 

該公司於 11 月完成 2 億美元 D 輪募資，

由 All-Stars Investment 領投，CEC Capital（易

凱資本）等投資方參投，優客工廠表示投後估

值達到 30 億美元。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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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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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 

 

 

 

 

 

 

 

 

 

 

 

 

 

募資案件新增概況：2018 年 11 月總提案數超過 3,800 件 

2018 年 11 月總提案數超過 3,800 件，在各項類別提案中，

以遊戲類 623 件提案件數最高，其次為設計類的 493 件，再其

次則為科技類 397 件。 

成功案件與成功率概況：2018 年 11 月總成功案件超過

1,600 件，僅遊戲類成功案件超過 300 件。 

2018 年 11 月總成功案件超過 1,600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

遊戲類達 375 件，是本月成功案件唯一超過 300 件的類別，設

計類與科技類成功案件則分別為 273、82 件。成功率部份，以

動畫類成功率最高，戲劇類次之。遊戲、設計與科技類成功率

則分別為 60.19%、55.38%及 21.30%。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 11 月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6,200 萬美元，遊戲與設計類募資金額超過全體募資金額

的 61%。 

2018 年 11 月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6,200 萬美元，最吸金

的類別為設計類的 1,930 萬美元，其次為遊戲類的 1,896 萬美

元，第三則為科技類 657 萬美元。 

台灣募資個案：2018 年 11 月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

案以設計類與科技類居多 

2018 年 11 月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包含設計、科技

與遊戲類。其中，以 JARVISH 推出的智慧安全帽，以及 Perfect 

Cut 亟能美工刀表現最佳，目前募資金額均已超過 20 萬美元。 

 

Kickstarter 為美國最為知

名的回饋型群眾募資平

台，以下本研究分析 201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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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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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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 

 

 

 

 

 

 

 

 

 

 

 

 

 

 

 

 

 

各類別募資概況：2018 年 11 月募資案件 247 件，設計類

為募資案件最多的類別 

2018 年 11 月募資案件 247 件，設計類案件 75 件，為募資

案件最多的類別，其次為公共類的 45 件，再其次為科技類的

35 件。 

各類別成功率概況：2018 年 11 月成功案件 125 件，設計

類 32 件最多 

2018 年 11 月總成功案件為 125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設計

類的 32 件，其次為科技類的 25 件。成功率部份，以科技類成

功率 71.43%最高，創作出版類 62.50%次之，而設計的成功率

為 42.67%。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 11 月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

金額超過 1 億 6,400 萬元，設計類募資金額超過 6,400 萬 

2018 年 11 月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1 億 6,400

萬台幣，最吸金的類別為科技類，共募得超過 6,600 萬新台幣，

其次為設計類，金額超過 6,400 萬元台幣。 

提案趨勢與百萬大案分析：2018 年 11 月科技類及設計類

平均成功募資金額超過台幣 200 萬元 

2018 年 11 月台灣募資平台募資案件以設計、生活、遊戲

為主要關鍵字。集資百萬專案共計 30 件，類別部份以科技類

12 件最多，設計類 11 件次之。其中，「POIEMA 車用空氣淨

化器｜大口呼吸，安心出行」募得超過 1,700 萬元，為本月累

計募資金額最高的案件。就平台觀之，百萬募資專案來自嘖嘖

平台有 28 件， flyingV 則有 2 件。 

 

 

 

 

 

 

 

 

 

本研究匯集台灣嘖嘖、

flyingV 以及群募貝果等

三大主要綜合類型的群眾

募資平台，解析台灣募資

平台 2018 年 11 月總募資

中案件數、成功案件數、

成功率、成功募資金額、

集資百萬大案等面向進行

分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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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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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42 

圖解群募 

【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 -圖解

AngelList 獲投趨勢(2018.11) 

 

 

 

 

 

 

 

 

 

 

 

 

 

 

 

 

募資企業新增概況：2018 年 11 月登錄企業約 6.5 萬家 

2018 年 11 月累計登錄新創已超過 450 萬家，11 月約有 6.5

萬家新創企業登錄，較 2018 年 10 月減少 1,000 家。 

 

促成投資案件及金額新增概況：2018 年 11 月促成投資案

件 90 件，促成投資金額超過 2,000 萬美元 

2018 年 11 月 AngelList 平台促成投資案件 90 件，較 2018

年 10 月的 75 件增加 15 件；成功募資金額達 2,000 萬美元，與

上月持平。 

 

估值： Financial Exchange 與 Data Integration 的平均估

值可達 550 萬美元，為本月平均估值最高之領域類別 

估值部份，平均估值仍約維持在 420 萬美元，其中估值為

500-600 萬 間 企 業 家 數 最 多 。 Financial Exchange 與 Data 

Integration 的平均估值可達 550 萬美元，為本月平均估值最高

之領域類別。 

 

 

  

AngelList 為美國最為知

名的股權型群眾募資平

台，以下本研究分析 201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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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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參、新興領域早期投資動向

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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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新興領域：12 月焦點 1】2019 年 36 家改變遊戲

規則並讓世界更美好的創新顛覆者 

 

 

 

 

 

 

 

 

 

 

 

 

 

 

 

 

 

 

 

 

 

 

 

 

 

 

 

 

定義與篩選機制 

CB Insights 將「遊戲改變者(Game Changers)」定義為「因

一個事件、想法或程序的影響，使得目前做事或思考某些事情

的方式發生重大轉變。換言之，因為這些新引入的元素或因子，

顯著地改變現有的情況或活動」。CB Insights 篩選標的新創企

業是高動力公司，且其領先的技術具有讓社會和經濟轉變得更

好的潛力。 

CB Insights 利用了「CB Insights 趨勢工具」（CB Insights 

Trends tool）進行挖掘與梳理數以百萬的媒體文章，找出媒體

聲量較高的科技領域趨勢，作為改變遊戲規則的科技領域選項。

至於各領域的代表性新創的篩選機制，則是利用 CB Insights 

Company Mosaic 工具，收集民間新創最近獲投金額、總獲投金

額與投資人品質作為確認這些領域中高成長動能與快速成長

的企業。 

橫跨十二個產業技術領域 

不同以往，CB Insights 在 2019 改變遊戲規則的新創篩選，

今年的規模擴大，由原先 10 個領域 30 家新創擴增至 12 個領

域 36 家。十二個技術領域，涵蓋量子 AI (Quantum AI)、邊緣

運算 AI(AI on the Edge）、非鴉片疼痛管理（Non-Opioid Pain 

Management）、智慧警政（Smart Policing）、假消息防禦

CB Insights 從 2016 年起

著手發掘和認定具有轉換

及改善社會與經濟的顛覆

性 技 術 。 其 利 用 CB 

Insights 投資資料庫，深入

數個重要領域，找出能夠解

決世界上最大問題進而改

變世界的技術領先新創企

業。 

本文將介紹 CB Insights 選

出的 2019 年 12 個領域 36

家改變遊戲規則讓世界變

得更美好的創新顛覆者，希

望投資人和創業者從中看

到可以獲利又能解決全球

重大問題，帶給社會與經濟

更美好的創新技術或商業

模式。 

 

 

 

 

 

 

林秀英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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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Disinformation Defense)、抗老長壽(Longevity Boosters)、超級細菌殺手（Superbug Killers）、

智慧束波控制（Intelligent Beam Steering）、生態工程（Ecosystem Engineering）、零碳建築（Net-Zero 

Buildings）、車聯網 V2X 技術（Vehicle-to-Everything ( V2X) Technology）、海洋生物保育（Ocean 

Life Preservers）等十二個領域。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圖 1-1、CB Insights 2019 遊戲改變者-12 領域與代表性新創 

 

36 家新創相關統計分析 

(一) 成立年度分布-以近三年成立家數最多 

36 家企業的成立時間，以近三年成立的家數居多，共有 15 家，其次是 2011-2015 年成立，

亦有 13 家，至於 2010 年之前的家數有 8 家，其中成立時間最早的是數位疼痛管理解決過度醫療

和濫用藥物的 MyoScience，成立於 2005 年。從分布來看，大多產業遊戲規則改變者是由相對年

輕的新創企業所帶動。 

  

量子AI (Quantum AI) 邊緣運算AI(AI on the Edge） 假消息防禦
（Disinformation Defense)

運用量子電腦運算加速AI技術 在網絡邊緣進行AI處理，實現更
智慧、更快速的物聯網優化

打擊假新聞和數位宣傳活動的
傳播

智慧警政（Smart Policing） 非鴉片疼痛管理
（Non-Opioid Pain Management）

抗老長壽
(Longevity Boosters)

加強警政的合作、瞭解和調查 用於減緩急性和慢性疼痛問題的
新藥物療法

利用人工智慧來對抗衰老和與
高齡化相關的疾病

超級細菌殺手(Superbug Killers) 智慧波束控制
（Intelligent Beam Steering）

車聯網V2X技術

致力於抗藥性超級細菌的蹶起 物聯網連結、雷達感測和頻譜效
率的未來

製作具有情境感知、更智能與
更安全的自動駕駛汽車

生態工程
（Ecosystem Engineering）

零碳建築
（Net-Zero Buildings）

海洋生物保育
（Ocean Life Preservers）

管理環境惡化風險的技術 將智慧城市轉變為清潔能源的生
產網絡

保護海洋野生動物並防止海洋
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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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圖 1-2、CB Insights 2019 遊戲改變者-成立年份分布 

 

(二) 國別分布-以美國 27 家最多 

從地域分佈上來看，這 36 家新創企業主要分佈在北美，有 27 家企業總部設立在美國，2 家

在加拿大。歐洲主要集中在英國（2 家）、荷蘭（1 家），其他以色列（2 家）、印度（1 家）。 

 

 

資料來源：CB Insights，台經院整理。 

圖 1-3、36 家改變者的家數分布 

美國, 27, 75%

加拿大 , 3, 8%

英國 , 2, 5%

以色列, 2, 6%

印度 , 1, 3%
荷蘭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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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資統計 

1. 36 家新創累計募資 116 件，共 13.6 億美元，其中美國企業獲投 99 件，募得 11.74 億

美元最高 

本研究利用 CRUNCHBASE 投資資料庫數據與 CB Insights 報告，進行募資（包括股權、債

權與補助等項目）統計，截止 2018 年 12 月 1 日，這 36 家新創企業已經獲得了 116 件超過 13.6

億美元的投資與補助資金。 

從國家獲投件數與金額來看，美國企業獲得 99 件投資交易，共募得 11.74 億美元，以色列

與英國分別都獲得 4 件，投資金額則為 7,000 萬與 6,236 萬。荷蘭獲得 3 件，金額為 3,536 萬美

元，印度與加拿大分別獲得 2 與 4 件，獲投金額為 900 萬與 895 萬。 

表 1-1、入榜企業所屬國家獲投件數與金額 

國家  獲投件數  獲投金額（百萬美元）  

美國  99 1,174 

以色列  4 70 

英國   4 62 

荷蘭   3 35 

印度   2 9 

加拿大  4 9 

總計  116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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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領域別投資概況：非鴉片疼痛管理企業獲投件數（28 件）最多，獲投金額（3.53 億

美元）也是最高 

至於 12 個類別領域的獲投狀況，在獲投件數方面，以非鴉片疼痛管理的 28 件最高，其次是

抗老長壽的 14 件、生態系統工程、V2X 技術各 10 件。近年受到關注量子運算 AI 獲投件數較少，

僅有 4 件。至於獲投金額方面，也是以非鴉片疼痛管理的 3.53 億美元最多，主要是因入榜三家

的平均成立年數達 10.67 年，是所有類別中最長的，因此，累計獲投的件數與金額，相對領先其

他領域。其次是 V2X 技術 3.08 億美元，這三家 V2X 新創成立時間平均值也高達 9.67 年，加上

智慧交通、自駕車議題持續發燒，獲投金額相對較高。第三到第五名則分別為抗老長壽（1.3 億

美元）、超級細菌殺手（1.17 億美元）與生態系統工程（1.16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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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2 個領域獲投件數與金額 

領域別  平均成立年數  獲投件數  獲投金額（百萬美元） 

邊緣運端 AI 3.33 6  73 

假消息防禦  2.67 8  34 

生態系統工程  7.33 10 116 

智慧波束控制  3.33 6  93 

抗老長壽  3.67 14 130 

零碳建築  3.33 8  8  

非鴉片疼痛管
理  

10.67  28 353 

海洋生物保育  5.33 6  35 

量子 AI 2.00 4  14 

智慧警政  6.67 8  79 

超級細菌殺手  6.33 8  117 

V2X 技術  9.67 10 308 

總計  5.36 116 1,360  

資料來源：Crunchbase 數據，台經院整理。 

 

3. 獲投排行榜：衛星通訊公司 Kymeta 以 2.18 億美元募資金額奪冠，Kineta 以 13 次投

資交易件數領先其他企業 

36 家企業家累計獲投金額前五名為衛星通訊 Kymeta（2.18 億美元）、數位疼痛管理 Centrexion

（1.84 億美元）、數位疼痛管理 MyoScience（1.35 億美元）、MicuRx Pharmaceuticals（1.0511

億美元）、Pivot Bio（8,675 萬美元）。至於獲投次數最多前五名是 Kineta（13 件）、Centrexion

（8 件）、Ichor Therapeutics（8 件）、MyoScience（7 件）、DroneSeed、Kymeta、Mark43、UbiQD

各有 5 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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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runchbase 數據，台經院整理。

圖 1-4、獲投總金額與獲投件數 

 

4. 最活躍的投資人：Bill Gates（13 件）、Lux Capital（13 件）投資 13 件領先 

超過 184 家投資機構或個人投資者進行過注資，其中投資件數最多的機構或個人是 Bill 

Gates（13 件）、Lux Capital（13 件）、Kresge Foundation（8 件）、Social Capital（6 件）、Liberty 

Global（5 件）、Right Side Capital Management（5 件）、Spark Capital（5 件）、Techstars（5 件）。 

 

 

36 家新創的介紹 

一、量子 AI 

在很多應用領域，人工智慧需要擁有快

速處理資料、快速回應的能力。例如智慧駕

駛的應用場景，對於人工智慧的反應速度要

求很高。量子電腦的量子位元數量以指數形

式成長，算力將以指數的指數成長。因此，

若能結合量子運算及人工智慧技術，將可製

作出目前未能做到的複雜運算，對未來開發

更深入的應用將有重要幫助。 

2018 年以來，在量子電腦領域，諸多科

技巨頭也都有了新的進展，「量子霸權」的

爭奪逐漸白熱化。2 月時 IBM 對外展示了

其 50 個量子比特原型機，此外，谷歌、微

軟、英特爾也都在研製量子電腦及相關晶片。

中國 BAT 也都悉數入局，騰訊和百度都是

自建量子實驗室，阿里雲則與中科院開展合

作，在其公有雲之上啟動超導量子計算服

務。 

1. Xanadu 

 成立時間：2016 

 創辦人：Christian Weedbrook 

 總部位置：加拿大多倫多 

 領域：量子運算、人工智慧 

 網址：www.xanadu.ai 

 累計獲投：$695 萬美元 

 近期獲投：$695 萬美元/Seed（2018.5.8） 

Xanadu 正在開發光子量子運算（Photonic 

(light-based) quantum computing），以解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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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anad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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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學習、化學、金融、感測和藥物發現方面的

問題。  

 

2. Zapata Computing  

 成立時間：2017 

 創辦人：Christopher J Savoie, Yudong Cao 

 總部位置：美國麻州劍橋 

 領域：量子運算、軟體 

 網址：www.zapatacomputing.com 

 累計獲投：$543 萬美元 

 近期獲投：$543 萬美元/Seed（2018.5.17） 

量子運算還是一個較新的概念，目前，

只有部分研究人員可以使用相關軟體，而 

Zapata Computing 的目標就是開發可供廣泛

使用的量子軟體，將量子電腦的強大計算力

帶 向 市 場 。 Zapata 的 創 始 人  Al á n 

Aspuru-Guzik 曾是哈佛大學化學教授，開發

了許多利用量子電腦的演算法。創始團隊也

大多來自哈佛大學。目前，Zapata 已經與哈

佛大學達成了一項獨家許可協議，也與 IBM、

Google、Rigetti Computing 和 IonQ 量子硬

體製造商合作。雖然這些硬體提供商自己也

會開發演算法，但 Zapata 認為量子電腦應用

空間很廣，軟體市場仍然很大，需要更多創

新。 

 

3. Qindom Inc. 

 成立時間：2018 

 總部位置：加拿大多倫多 

 領域：量子運算、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網址：qindom.com 

 累計獲投：$200 萬美元 

 近期獲投：$200 萬美元/Seed（2018.1.15） 

Qindom 專注於量子智慧技術研究與應用

服務，期望透過量子運算技術優化底層演算法

及模型，提供可持續的量子智慧解決方案和行

業標準，實現量子智慧在各個行業的落地應

用。 

Qindom 現有團隊 20 餘人，主要由來自

美國、加拿大和中國的知名華人科學家、產

業專家及連續創業者組成。團隊中擁有量子

物理學家、數學家、優化演算法專家、人工

智慧專家、資料處理專家、軟體工程專家及

應用行業專家等跨學科、複合型頂尖人才。 

 

 

二、邊緣運算 AI 

邊緣運算 AI 指將人工智慧移往終端裝

置運用，期望透過分散式智慧網絡獲得更好

運算與快速回應的性能。讓終端設備和機器

配置 AI，可減少即時數據處理所需的頻寬，

並最大限度地減少設備端決策的延遲。 

1. Syntiant  

 成立時間：2017 

 創辦人： Melanie Matheu, Noelle Mullin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 Ir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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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AI、機器學習、晶片 

 網址：www.syntiant.com 

 累計獲投：$3,010 萬美元 

 近 期 獲 投 ： $2,500 萬 美 元 /Series B 

（2018.10.25） 

Syntiant 打造全新的超低功耗、高效能深

度神經網路處理器，目標是讓任何裝置都能輕

鬆新增語音控制。Syntiant 的第一批產品已經

成功上市，並開始研發其第二代晶片，還將擴

大 Syntiant 技術在視訊方面的應用。該晶片是

20 tera-operations/watt 的 NPD，計劃於 2019

年上半年開始提供樣品。 

 

2. Kneron  

 成立時間：2015 

 創辦人：Albert Liu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聖地牙哥 

 領域：人工智慧、晶片、物聯網 

 網址：www.kneron.com 

 累計獲投：$3,300 萬 

 近 期 獲 投 ： $1,800 萬 美 元 /Series A

（2018.5.31） 

耐能智慧(Kneron) 是由台灣青年創業家

劉峻誠於 2015 年創立於美國聖地牙哥，為終

端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的領導廠商。Kneron 自

2016 年推出該公司首款終端裝置專用的人工

智慧處理器 NPU IP 後，2018 年 3 月再度推出

Kneron NPU IP 神經網路處理器系列(Kneron 

NPUIP Series)，Kneron NPUIP 系列包括三款

產品，分別為超低功耗版 KDP300、標準版

KDP 500、以及高效能版 KDP 700，可滿足智

慧手機、智慧家居、智慧安防、以及各種物聯

網裝置的應用。由於採用了多項獨家技術，全

系列產品具備低功耗、體積小的特性，且提供

強大的運算能力。針對智慧型手機臉部辨識專

用的 KDP300，功耗甚至不到 5 毫瓦。目前已

經擁有全球客戶和合作夥伴，並為許多客戶開

始提供產品和解決方案，應用在智慧家居、智

慧安防、智慧手機等領域。 

 

3. Swim.ai  

 成立時間：2015 

 創辦人：Chris Sachs, Rao Arimilli, Rusty 

Cumpston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 San Jose 

 領域：人工智慧、晶片、物聯網 

 網址：www.swim.AI  

 累計獲投：$1,000 萬美元 

 近 期 獲 投 ： $1,000 萬 美 元 /Series B

（2018.7.17） 

SWIM 開發了 AI 邊緣分析軟體 SWIM 

EDX，將邊緣裝置數據處理和分析以及機器學

習相結合，用於為 OEM、智慧城市、物聯網

供應商、開發人員等結合邊緣運算、機器學習

和自我訓練的數位分身。該公司的軟體在分析

數據、減少數據量，並在現有設備的邊緣上共

享新資訊上具有獨特的能力，可以高效的方式

處理邊緣數據，使資訊處理與傳遞更加簡便，

交付的延遲度降至最低。 

http://www.kne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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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新聞防禦 

目前全球假新聞正在扭曲事實，大約三分

之二（64％）的美國成年人表示捏造的假新聞

對當前問題和事件的事實造成了很大的混淆。

歐美各國都計畫立法遏制假新聞的散布，也有

不少新創發展出對抗假新聞的軟體。 

1. New Knowledge 

 成立時間：2015 

 創辦人：Jonathan Morgan  

 總部位置：美國德州奧斯汀 

 領域：分析、嵌入式系統與軟體、資訊科

技 

 網址：www.newknowledge.com 

 累計獲投：$1,300 萬美元 

 近 期 獲 投 ： $1,100 萬 美 元 /Series A

（2018.8.28） 

New Knowledge 是美國德州一家新創企

業，開始是專門在網路上打擊恐怖主義內容的

公司，如今也開始協助各企業和組織抵擋不實

資訊的攻擊。New Knowledge 透過辨別假帳戶、

假新聞和宣傳活動等的相關技術，協助企業、

政治競選團隊和社會正義團體理解網路言論

可能如何被操控。該公司利用機器學習技術，

辨識出聊天機器人，並拆解不同聊天主題，以

偵測當談論某特定議題時，哪裡的網民已改變

聊天方向，此跡象顯示特定社群已開始改變立

場。New Knowledge 協助企業組織能盡早發現

假消息，並盡早採取行動。New Knowledge 自

從開始專注於處理假消息這塊領域後，半年來

營收已增加一倍。 

 

2. AI Foundation 

 成立時間：2017 

 創辦人：Lars Buttler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舊金山 

 領域：建築、機器人 

 網址：www.aifoundation.com  

 累計獲投：$2,050 萬美元 

 近 期 獲 投 ： $2,050 萬 美 元 /Series A

（2018.9.18） 

AI Foundation 將人工和機器學習相結合，

來識別欺騙人們的惡意數位內容，例如利用

AI 識 別 把 色 情 影 片 移 花 接 木 的 軟 體

deepfakes。 

 

3. AdVerif.ai 

 成立時間：2017 

 總部位置：以色列 

 領域：人工智慧、廣告  

 網址：www.adverifai.com  

 累計獲投：未揭露 

 近期獲投：未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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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廣告平台中的廣告常常夾帶假內容，

這也意味著廣告商和廣告行業可以在打擊假

新聞發揮關鍵作用。以色列廣告商 AdVerif.ai

利用人工智慧，掃描整個廣告內容，發現與標

記廣告中有問題的部份，比如文章標題與正文

內容不對應，或標題中的大寫字母太多。此外，

AdVerif.ai 還透過有數千個合法虛構新聞的資

料庫針對每一則新聞進行交叉檢查，這些合法

的虛構新聞會每週更新一次。客戶也可以評估

虛假新聞的可能性，或可能攜帶惡意軟體的廣

告。 

 

四、智慧警政 

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隨著犯罪手法

的推陳出新，警政單位也必須與時俱進，運用

數位化、智慧化的偵防設備與研究分析，以協

助員警掌握治安情勢發展與判斷，進而快速鎖

定嫌犯並掌握行動軌跡，有效提升案件偵防能

力與破獲率。因此，有些新創致力於開發智慧

警政相關技術，協助執法機構能透過技術改善

犯罪和社區關係，提昇公眾的信任和安全。 

1. Elucd  

 成立時間：2016 

 創辦人：Michael Simon  

 總部位置：美國紐約 

 領域：政府科技、執法、預測分析 

 網址：www.elucd.com  

 累計獲投：$112 萬美元 

 近期獲投：$100 萬美元/Seed（2018.1.2） 

Elucd 透過手機調查技術，用以衡量居民

對社區安全的看法以及他們對當地執法的信

任程度，以改善與警察的社區關係。Elucd 與

紐約市警察局合作，每月透過手機向數十萬市

民進行警政相關的民意調查，內容包括：社區

居民是否感到安全，當地官員是否尊重居民，

以及員警是基於事實而非個人偏見辦案。 

 

2. Mark43  

 成立時間：2012 

 創 辦 人 ： Flo Mayr, Matt Polega, Scott 

Crouch  

 總部位置：美國紐約 

 領域：政府科技,執法,公共安全,軟體 

 網址：www.mark43.com 

 累計獲投：$7,783 萬美元 

 近 期 獲 投 ： $3,800 萬 美 元 /series A

（2018.3.20） 

紐約大數據服務商 Mark43 開發一套執法

訊息管理軟體，來減少員警行政管理工作，實

現跨國家部門的行動數據輸入、分析和數據共

用。 

創始人 Scott Crouch 希望利用大數據分析

服務協助警局對抗黑幫，但發現現有的犯罪記

錄及逮捕記錄系統老舊操作複雜，難以與其他

政府部門互通，於是重新對系統進行設計改造。

Mark43 是一個為警察部門提供雲端運算的公

共安全平台，讓第一線執法的員警便於操作，

獲得可靠的資訊，並提高資料的調用速度。員

警可以在平板電腦上使用 Mark43 的平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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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調查、分析到資訊共用等工作。此外，Mark43

還在開發一個新的數位認證系統，可以將員警

機構的照相機或攝影機資料與現有資料庫的

犯罪記錄和案件檔比對。 

 

3. Magnet Forensics  

 成立時間：2009 

 創辦人：Jad Saliba 

 總部位置：加拿大渥太華 

 領域：政府科技、執法、預測分析 

 網址：www.magnetforensics.com 

 累計獲投：未揭露 

 近期獲投：未揭露 

Magnet Forensics 開發一套網絡取證軟體

Magnet AXIOM，可以從電腦、智慧手機和平

板電腦中找出或還原重要證據，透過分析儀表

板幫助法醫專業人員查找、分析和報告數位證

據。 

 

五、非鴉片疼痛管理 

過去鎮痛的藥物主要以「鴉片類」產品為

主，但在美國，這類產品的濫用而導致的高致

死率，引發一定的公共衛生危機，而受到政府

重視。2018 年 6 月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更是聲明，正努力制止網路非法銷售鴉片類藥

物。因此非鴉片類疼痛管理的市場也日益受到

重視，有些新創投身於研究開發替代性、非成

癮性的慢性疼痛治療藥物。 

1. Kineta  

 成立時間：2007 

 創辦人：Charles Magness 

 總部位置：美國西雅圖華盛頓 

 領域：生技醫藥,醫療器材,療法 

 網址：www.kinetabio.com 

 累計獲投：$ 3,487 萬美元  

 近期獲投：$706 萬美元（2018.9.13） 

總部位於西雅圖的 Kineta 在免疫學和炎

症 方 面 具 有 很 強 的 背 景 ， 其 開 發 α 9/ α 10 

nAChR 拮抗劑是一款「first in class」的新藥。

α9/α10 nAChR 拮抗劑來自一種加勒比海原生

的小圓錐蝸牛 Conus regius 的毒液。因為這種

受體只存在於外周神經系統，而不是腦和脊髓

中，所以不會有像鴉片類藥物那樣嚴重的副作

用。此種開發非上癮性疼痛藥物的獨特方法，

不僅可以治療疼痛，而且還能透過疾病改善變

革鴉片止痛劑濫用的現狀。 

 

2. Centrexion 

 成立時間：2013 

 創辦人：Kerrie Brady 

 總部位置：美國麻州波士頓 

 領域：生技醫藥、健康照護、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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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www.bensonhillbio.com 

 累計獲投：$1.84 億美元 

 近 期 獲 投 ： $6,700 萬 美 元 /Series D

（2018.1.20） 

Centrexion Therapeutics 專注於治療中度

至重度膝蓋骨關節炎慢性疼痛，同時針對這一

疾病，積極研發了一種非鴉片類的非成癮性療

法，可直接注射到關節內。在早期試驗中，研

究人員對中度至重度膝蓋骨關節炎患者進行

了藥物的單次注射，患者的疼痛狀況得到了迅

速緩解。在最近完成的 2b 期 TRIUMPH 試驗

中，患者的疼痛狀況在幾天內就會迅速減輕，

疼痛緩解時間持續了六個月左右。使用該藥物

的患者膝關節僵硬和關節功能都得到了改

善。 

 

3. MyoScience  

 成立時間：2005 

 創辦人：Lisa Elkins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紅木城 

 領域：農業、生物科技 

 網址： www.MyoScience.com 

 累計獲投：$1.35 億美元 

 近期獲投：$1,000 萬美元（2018.3.12） 

MyoScience 提供聚焦冷療法，以針對周

圍神經疾病引起的疼痛。其主導產品是 iovera

系統是一種非鴉片類藥物和非全身治療藥物，

用於阻斷來自各種周圍神經的疼痛訊號。

iovera 系統包括一個小型手持設備，該設備使

用一次性吸頭將焦點冷卻到整個身體的目標

神經。此產品已被證明是一種安全有效的獨立、

非鴉片類藥物治療疼痛的方法，可用於治療慢

性、手術期和急性疼痛。iovera 治療透過阻斷

神經傳遞疼痛訊號的能力而不影響目標神經

的結構，提供即時、持久的疼痛緩解。該系統

目前已通過美國 FDA 認證，用於阻止疼痛，

它也可用於緩解與膝關節骨性關節炎相關的

疼痛和症狀，療效長達 90 天。 

 

六、抗老長壽 

世界人口正在變老，隨著時間的推移，人

體健康不可避免地會下降，從而導致與年齡有

關的疾病。在高齡化的時代下，抗老、長壽始

終是熱門關注議題。越來越多的醫生和科學家

開始將衰老視為一種可以治癒的疾病,而現在

許多新創也在致力於研發對抗衰老的藥物。 

1. Ichor Therapeutics 

 成立時間：2013 

 創辦人：Kelsey Moody 

 總部位置：美國紐約 

 領域：生技醫藥、健康照護、療法 

 網址：www.ichortherapeutics.com 

 累計獲投：$550 萬美元 

 近期獲投：$150 萬美元/ Seed（201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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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or Therapeutics 是一家臨床前生物技術

公司，專注於衰老相關的疾病及其進程。Ichor

的投資多家公司，組成了垂直整合的研究機構，

包括小分子藥物研發公司（Antoxerene）、酶

療法研究公司（Lysoclear）、類抗體支架研發

公司（Auctus Biologics）和蛋白質工程相關工

具的研究公司（RecombiPure）。Ichor 及其投

資另一家在紐約郊區 LaFayette 設有辦事處和

研究實驗室，公司的願景是為老齡化疾病提供

下一代療法。 

 

2. Juvenescence  

 成立時間：2016 

 創辦人：Alexander Pickett, Anthony Chow, 

Declan Doogan, Greg Bailey, Jim Mellon 

 領域：生技醫藥、製藥、療法 

 網址：www.juvenescence.ltd 

 累計獲投：$5,000 萬美元 

 近 期 獲 投 ： $6,230 萬 美 元 /Series A

（2018.6.11） 

Juvenescence 是一家藥物研究公司，主要

是利用人工智慧來探索如何對抗衰老和治療

老齡化相關的疾病。Juvenescence 是一家專注

於利用 AI 尋找研製抗衰老藥物的方法。

Juvenescence 人工智慧將重點放在研究細胞衰

老的途徑，以及其對粒線體的影響，並找到代

替衰老細胞的方法， 

 

3. AgeX Therapeutics  

 成立時間：2017 

 創辦人：Michael D West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 Alameda 

 領域：生技醫藥、健康照護、療法 

 網址： www.agexinc.com 

 累計獲投：$6,340 萬美元 

 近 期 獲 投 ： $4,320 萬 美 元 / 私 募 股 權

（2018.9.4） 

AgeX 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 Alameda，

2017 年由 West 博士創立，專注於將多功能細

胞相關技術套用於人類抗衰老研究和治療年

齡相關疾病。該公司的技術平台有 3 個特點：

代表了身體中超過 200 種細胞類型的多能幹

細胞衍生的祖細胞系(PureStem 技術)；HyStem

矩陣；以及誘導組織再生(iTR)，一種新興的

技術，旨在模仿墨西哥蠑螈的再生機制，誘導

組織再生。AgeX 的技術平台套用非常廣泛。

使用多能幹細胞可以製造任何種類的年輕細

胞，用於大量疾病的再生套用。 

  

七、超級細菌殺手 

隨著近代醫學進步，許多疾病將可以靠著

醫藥發達而獲得控制，但因長期濫用抗生素，

使得許多對抗生素已產生抵抗力的「超級細

菌」，威力愈來愈凶猛。超級細菌治療困難，

不僅奪去人命，更耗損醫療資源，面對全球無

法迴避的巨大挑戰，世界各國已開始聯手對抗

超級細菌。科學家預計 2050 年世界就會再度

邁入「藥物黑暗時代」，到時超級細菌每年可

奪走上千萬條人命。目前有新創企業投入對抗

超級細菌的行列，也獲得投資人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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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uRx Pharmaceuticals  

 成立時間：2007 

 創辦人：Mike F. Gordeev, Zhengyu Yuan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 Hayward 

 領域：生技醫藥、健康照護、醫藥 

 網址： www.micurx.com 

 累計獲投：$1.05 億美元 

 近 期 獲 投 ： $1,510 萬 美 元 /Series D

（2017.12.07） 

盟科醫藥（MicuRx Pharmaceuticals）致力

於發現和開發更安全有效的治療由耐藥菌所

引起感染的新型抗菌藥。其通過化學結構方面

的精心設計的第一個創新藥物 MRX-I 是用於

治療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的新一

代噁唑烷酮類抗菌藥，該藥物可以有效降低這

類抗菌藥所造成的血液不良反應。該公司在美

國加州矽谷和中國張江設有研發實驗機構。 

 

2. BUGWORKS Research  

 成立時間：2014 

 創辦人：Anand Anandkumar 

 總部位置：印度班加羅爾 

 領域：生技醫藥、製藥、產品研究 

 網址： www. bugworksresearch.com 

 累計獲投：$900 萬美元 

 近期獲投：$900 萬美元/Series A（2018.8.13） 

總部位於印度班加羅爾的原生藥物開發

新創公司 BUGWORKS Research，正致力於開

發一種能夠抵抗細菌耐藥性的醫療解決方案，

一旦研製成功，將會為新型抗生素的開發鋪平

道路。事實上，現在很多細菌或是超級細菌已

經對抗生素藥物產生的了抗藥性，而該公司最

重要的目標就是解決這一行業最大難題。 

 

3. Adaptive Phage Therapeutics  

 成立時間：2017 

 創辦人：Carl Merril, Gregory L. Merril  

 總部位置：美國馬里蘭州 

 領域：製藥、療法 

 網址： www. aphage.com 

 累計獲投：$312 萬美元 

 近期獲投：$235 萬美元/債務融資（2018.6.4） 

運用噬菌體治療細菌感染並不是新概念，

冷戰時期，蘇聯陣營國家就有持續研究及使用

噬菌體療法（phage therapy），但由於每種噬

菌體都只對特定細菌有效，因此，必須投入相

當多時間進行比對分析。但歸功於資訊科學的

發展，現在科學家開始結合基因定序及人工智

慧技術，精確找出所需的噬菌體。生醫新創公

司 Adaptive Phage Therapeutics 研發一種機器

學習演算法，使用噬菌體及細菌基因體資料來

訓練電腦，並為病人篩選出適合的噬菌體，送

到醫院幫助治療流程。此種結合人工智慧與基

因定序，運用噬菌體來消滅超級細菌，前景看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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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智慧波束控制 

波束控制的應用很普遍，包含：更高效的

手機和物聯網連接，3D 雷達感測增強實體安

全性，更安全的自動駕駛導航等。在通訊方面，

智能波束控制讓基地站和用戶設備之間更集

中和有效的通訊。在安全方面，智慧波束控制

提供 3D 情景雷達感知，以保護關鍵基礎設施、

公共空間與智慧城市等。在自駕車導航方面，

智慧光束控制提供卓越的雷達，使機器視覺能

夠以人類的方式解讀世界。 

1. Pivotal Commware 

 成立時間：2016 

 創辦人：Eric Black 

 總部位置：美國華盛頓州 

 領域：電腦、資訊科技、電信 

 網址： www.pivotalcommware.com 

 累計獲投：$3,175 萬美元 

 近 期 獲 投 ： $1,475 萬 美 元 /Series B

（2018.9.12） 

Pivotal Commware 是一家通訊超材料研

發公司，研發一種被稱為「全息光束成形」技

術，該技術依靠電磁物理學基礎，利用具有光

束彎曲特性的超材料優勢，開發出基於軟體的

天線系統，能夠讓船舶、飛機、火車、以及互

聯汽車這些移動交通工具更輕鬆地通訊。在

2017 年獲得比爾·蓋茨名下的基金領投。 

2. Echodyne 

 成立時間：2014 

 創辦人：Eben Frankenberg, Tom Driscoll 

 總部位置：美國華盛頓州 

 領域：消費電子、資訊科技、行動裝置 

 網址： www.echodyne.com 

 累計獲投：$4,400 美元 

 近 期 獲 投 ： $2,900 萬 美 元 / Series B

（2017.5.22） 

Echodyne 是一家用於引導自動駕駛無人

機的高性能雷達製造商，該公司宣布已獲得其

EchoFlight 雷達的 FCC 認證。以前僅用於實驗

目的，機載探測和避雷能夠設計用於集成到各

種 UAS（無人機系統）平台中，並提供 C-SWaP，

範圍和精度的組合。對於尋求授權在視覺範圍

之外或自主操作的組織，EchoFlight 雷達是

UAS 任務安全的重要一步。 

2017 年 5 月獲投 2,900 萬美元投資，由

NEA 領投，其他投資者包括微軟公司兩位創

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保羅‧艾倫（Paul 

Allen）創辦的投資機構 Vulcan Capital。 

 

3. Metawave 

 成立時間：2017 

 創 辦 人 ： Bernard Casse, George Daniel, 

Maha Achour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 Palo Alto 



 

61 

 新興領域 

 領域：汽車、通訊基礎建設、電信 

 網址：www.metawave.co 

 累計獲投：$1,700 萬美元 

 近期獲投：$1,000 萬美元/Corporate round

（2018.5.15） 

毫米波雷達公司 Metawave 成立於 2017 

年 8 月，核心團隊來自全錄公司的帕羅奧多

研究中心，目前已完成整合化自動感測器解決

方案。Metawave 的自動駕駛一體化感測器模

組包括鏡頭、光學雷達、雷達，可用在多種規

格，鏡頭和光學雷達的一般探測距離分別為 

50 公尺和 150 公尺，而其研發的 77GHz 多

模態雷達可完成更遠距離的物體探測。 

Metawave 的 毫米波 雷達 產品  Warlord 

使用單個自成形天線，在 AI 演算法的強化下，

可探測所有方向的訊號光源。透過辨識微行動

形成的單一克卜勒效應，感測器可辨識、分辨

和追蹤車輛、行人、騎自行車的人、動物及遠

處的潛在危險。且與鏡頭和光學雷達相比，

Warlord 受天氣干擾較小，在雨雪和大霧天氣

也可表現良好效能。 

2017 年 9 月，Metawave 曾獲得 700 萬

美元種子輪投資，上海汽車、Khosla Ventures、

Khosla Ventures 、 Western Technology 

Investment、Alrai Capital、Motus Ventures、

Thyra Global Management 共同參與該輪投資。

2018 年 5 月 15 日， Metawave 宣布獲得 1 

千萬美元募資，投資方包括本田、豐田、電裝

等 5 家企業和機構，此次募集資金將主要用

於自動駕駛「智慧汽車雷達系統」開發。 

九、V2X 技術 

車用通訊技術(V2X)是車聯網生態系統中

最受期待，發展也最為興盛的領域；這項後勢

看漲的技術核心，主要是兩種迅速成熟且完善

的技術解決方案，兩者並皆已吸引眾多汽車製

造商和政府機構的目光。 

其一是短距離無線通訊技術(DSRC，亦稱

為 802.11p)，以可靠的真實標準為基礎，在隊

列行駛卡車和智慧城市中擁有經實證的應用

記錄；Volkswagen 和 GM 皆採用以 DSRC 為

基礎的應用版本，此外美國政府亦透過《法規

制定通告》、歐洲議會則藉由近日的報告來加

入此技術的討論中。另一個方法則是蜂巢式網

路 V2X，稱為 C-V2X，此技術以 4G 或 5G 網

路為基礎，若干汽車製造商和科技人士主要看

中其未來的龐大潛力而支持此方法。 

1. Autotalks 

 成立時間：2008 

 總部位置：以色列 Kfar Nette 

 創辦人：Onn Haran 

 領域：汽車、自駕車、硬體、運輸 

 網址： www.auto-talks.com 

 累計獲投：$7,000 萬美元 

 近 期 獲 投 ： $4,000 萬 美 元 /Series D

（2017.6.26） 

Autotalks 成立於 2008 年，總部設在以色

列中部的 Kfar Netter，Autotalks 研發無人駕駛

汽車使用的車對車（V2V）通信系統。Autotalks

的產品能實現車輛間的有效溝通，擁有網絡防

衛功能，適用於大部分車輛。該公司向原車設

備製造商和一級及二級顧客出售 V2V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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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ymeta 

 成立時間：2012 

 創辦人：Nathan Kundtz 

 總部位置：美國華盛頓州 

 領域：硬體、行動裝置、衛星通訊、軟體 

 網址： www.kymetacorp.com 

 累計獲投：$2.18 億美元 

 近期獲投：$7,358 萬美元（2017.4.6） 

Kymeta 致力於生產一種能在衛星和移動

交通工具（比如汽車、飛機和輪船）之間建立

寬頻連線的高性能天線 mTenna。mTenna 的

原材料取自一類叫做超材料的人工材料。這類

材料包括左手材料、光子晶體、超磁性材料等，

它們具有天然材料所不具備的超常物理性質。

比起傳統的衛星天線，mTenna 更加輕薄、廉

價和高效。只要把 mTenna 安裝在移動交通

工具上，就能在該移動交通工具和衛星之間建

立一個寬頻連線。 

 

3. Savari, Inc.  

 成立時間：2008 

 創辦人：Ravi Puvvala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 Santa Clara 

 領域：汽車、自駕車、通訊基礎建設 

 網址：www.savari.net 

 累計獲投：$2,000 萬美元 

 近期獲投：$1,200 美元/Series B（2018.4.24） 

除了自動駕駛、電氣化，汽車產業的另一

個 趨 勢 是 智 慧 互 聯 化 ， 即 V2X 

(vehicle-to-everything) 技術的大規模應用。汽

車通訊方案公司 Savari 致力於 V2X 技術開發，

其技術可以對資料進行快速分析，足以在事故

發生前 3 秒做出預警，給駕駛員或汽車本身以

足夠的反應時間。日前宣佈加入 5G 汽車聯盟

(5GAA)，為加速 Cellular V2X(C-V2X)等先進

通訊方案的研發和測試，讓連網車能實現完全

自動化。 

 

十、生態系統工程 

生態系統工程是透過生態學、系統學、工

程學和經濟學等學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利用

設計、調控和技術組裝的手段，對原有平衡被

打破的生態系進行修復，對會造成環境污染和

破壞的傳統生產方式進行修善，並提高其生產

能力，以至促進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友好發

展。為防制環境惡化持續的風險，有一些新創

投入生態系統工程，並獲得注目。 

1. Pivot Bio  

 成立時間：2010 

 創辦人：Alvin Tamsir, Karsten Temme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 Berkeley 

 領域：農林漁牧、農業科技、生技醫藥 

 網址： www.pivotbio.com 

 累計獲投：$8,675 美元 

 近 期 獲 投 ： $7,000 萬 美 元 /Series B

（201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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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ot Bio 為一家位於加州伯克萊的新創

企業，為美國農民推出可以生產氮的微生物處

理劑-液體益生菌，該產品將用來取代化肥，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據 Pivot 稱，如果美國

的每一位玉米農民都將化肥替換成液體益生

菌，那麼對環境的積極影響相當於減少 100 萬

輛汽車的廢氣排放。Pivot Bio 的研究人員使用

基因編輯技術，透過重新連接候選細菌的基因

表達程序，保持菌株的固氮活性。依靠這樣的

技術，農民在春天向玉米種子澆入液體益生菌，

隨著幼苗的生長，這些特殊的微生物將在它們

的根部定殖，形成毛狀節點，並將空氣中的氮

轉化為肥料。如果設想成功，那麼這些微生物

將能為每英畝玉米產生 25 磅的可用氮。 

該公司已經募集到 7,000 萬美元的 B 輪資

金，由比爾·蓋茲的突破性能源創投公司領

投。 

 

2. Aclima  

 成立時間：2010 

 創辦人：Davida Herzl, Reuben Herzl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舊金山 

 領域：定位服務、感測器、軟體 

 網址：www.aclima.io 

 累計獲投：$2,400 萬美元 

 近 期 獲 投 ： $2,400 萬 美 元 /Series A

（2018.6.26） 

Aclima 透過結合感測器、氣候科學、企業

軟體和機器學習來提供環境智慧系統，以捕捉

我們周圍無形世界的實時脈動。舊金山創企

Aclima 打造了聯網空氣質量感測器，並搭配能

分析提取數據的軟體平台。三年前和 Google

合作將感測器安置在 Google 街景的汽車上，

實時繪製室內外空氣質量地圖。Aclima 希望有

朝一日，街道空氣品質資訊就像天氣預報一樣

可以輕鬆獲得。 

 

3. DroneSeed 

 成立時間：2015 

 創辦人：Grant Canary, Ryan Mykita 

 總部位置：美國華盛頓州 

 領域：無人機、工業自動化、再生能源 

 網址： www. droneseed.co 

 累計獲投：$482 萬美元 

 近期獲投：$370 萬美元（2017.11.30） 

無人機已經被更多地用於商用，例如滅火、

高壓線巡檢、噴灑農藥，一個比較新的用途是，

無人機被用於植樹。DroneSeed 使用精確無人

機在森林和牧場等火災後的環境中，種植樹木

種子，並抑制入侵物種，使重新造林更加高

效。 

來自美國西雅圖的無人機公司 DroneSeed

宣佈，已經為無人機種樹和培植技術。這家公

司使用裝備了感測器的無人機，製作詳細的

3D 地圖，系統辨識出最佳的地點後，在那裡

種植樹木，能夠保證樹木能夠存活並順利生長。

他們利用無人機投放專門訂製的種子膠囊，還

會利用無人機運送水、化肥和除草劑等。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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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的人工植樹造林而言，無人機更有效率，

花費也更少。 

 

 

十一、零碳建築 

零碳建築是指建築物每年運作所需的能

源，完全由可再生能源提供或補償。近年，零

碳/低碳建築已備受各界矚目，全因它被認為

是一個可達致節省能源的重要策略，可減輕溫

室氣體的排放。 

1. Blueprint Power  

 成立時間：2017 

 創 辦 人 ： Claire Woo, Nicholas Squires, 

Robyn Beavers 

 總部位置：美國紐約 

 領域：能源、不動產、再生能源 

 網址： www.blueprintpower.com 

 累計獲投：$400 萬美元 

 近期獲投：$350 美元/Series A（2018.7.31） 

在過去的 100 年裡，美國的電網提供電力，

讓房地產業主付費消費。現在建築物也可以提

供能量，Blueprint Power 將建築物轉變為發電

廠並將其連接到新能源市場和客戶，為房地產

業主帶來新的收入。Blueprint Power 數據驅動

的機器學習工具軟體可以讓能源的管理、匯總、

分配與市場交易自動化，Blueprint Power 與房

地產產業合作，共同將美國的城市轉變為新的

城市能源網絡 

 

 

2. UbiQD  

 成立時間：2014 

 創辦人：Hunter McDaniel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 Los Alamos 

 領域：奈米科技、半導體 

 網址：www.ubiqd.com 

 累計獲投：$222 萬美元 

 近期獲投：$212 萬美元/Grant（2018.03.12） 

UbiQD 是一家奈米材料公司，生產量子點

和聚合物複合材料，可以實現建築一體化的陽

光採集，將窗戶轉變為動力裝置，讓窗戶也能

發電。這種量子點發光太陽能聚光器本身還能

夠節能，其過濾效果可以減少空調所需要的電

力，降低室外陽光照進屋內造成的增溫。透過

這項技術將可促使城市朝向零能耗的環保目

標邁進。 

 

3. Packetized Energy 

 成立時間：2016 

 總部位置：美國佛蒙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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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資訊科技  

 網址：www.packetizedenergy.com 

 累計獲投：$212 萬美元 

 近期獲投：$212 萬美元 

Packetized Energy 開發一套有助於能源供

需管理的演算法和產品，建立雲端服務，允許

能源使用設備（如家用電器）在需要時獲取各

式再生能源（如風力與太陽能），就像非可再

生能源一樣。隨著消費者能源需求的不斷成長，

該公司實現公用事業公司與客戶之間可負擔

且可預測的能源供需平衡。 

 

十二、海洋生物保育 

海洋為人類共同的資產，生產力高，並擁

有豐富的資源。長久以來，這些資源總被認為

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然而在人類近幾個世

紀不斷地大肆掏取之下，海洋逐漸顯現出其生

態與環境上的限制，其資源慢慢耗竭。為了維

護海洋資源的永續生存，與未來人類世代享用

海洋資源的權利，海洋資源的永續發展成為當

今各國制定海洋保育政策之終極目標。惟有保

持一個健康的海洋環境，並採取謹慎適當的開

發方式，海洋資源才能真正地取之不盡、用之

不竭。目前有一些新創投入海洋生物保育的行

列中，利用科技拯救海洋環境，並受到投資人

的重視。 

1. The Ocean Cleanup  

 成立時間：2013 

 創辦人：Boyan Slat, Charles-Eric Gascon 

 總部位置：荷蘭鹿特丹 

 領域：潔淨科技、自然資源、水資源科技 

 網址：www.theoceancleanup.com 

 累計獲投：$3,536 萬美元 

 近期獲投：$3,150 萬美元/Grant（2017.5.11） 

荷蘭青年史拉特（Boyan Slat）在 2012 年

TED 的演講中一鳴驚人，提出了他計畫清除太

平洋垃圾帶（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的

構想，不少矽谷的新貴投注鉅資贊助他的計

畫。  

2017 年宣布了這項計畫的新進展：一套

攔截海中垃圾的系統預計在明年啟用，目標是

在五年之內清除太平洋垃圾帶一半的塑膠垃

圾。史拉特的設計是利用太平洋本身的洋流，

以巨型的攔截索來搜集垃圾。這些攔截索像是

「人工海岸」一樣攔截並集中垃圾，再用船隻

定期來載運它們。此項清除海洋垃圾計畫 

2018 年啟動。 

史拉特創辦的「海洋清理」基金會（The 

Ocean Cleanup），目前有 65 名員工。他們從

2017 年測試攔截索長度 0.6 英里的原型系統，

2018 年開始正式開始收集海洋垃圾的任務。

他們最近宣布已經募集到超過三千萬美元的

資金，資金來源主要來自矽谷。主要的三大金

主包括了 Salesforce 的貝尼奧夫（Marc and 

Lynne Benioff）、PayPal 的席爾（Peter Thiel）、

以及另一個不透露姓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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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ovoNutrients 

 成立時間：2017 

 創辦人：Brian Sefton 

 總部位置：美國加州 Sunnyvale 

 領域：生物科技  

 網址：www.novonutrients.com 

 累計獲投：$1 萬美元 

 近期獲投：$1 萬美元 

隨著人類對海鮮的需求量激增，海洋中的

魚類資源正逐漸萎縮。全球超過 85% 的漁場

皆因人類過度捕撈而使生態系統過載，意即人

類捕撈的漁獲量，遠高於魚群能透過繁殖補充

的數量，其中漁獲市場上的重要魚種如大西洋

黑鮪魚等早已瀕臨絕種。面對全國漁業的危機，

各國政府與民間企業開始尋找解方。 

NovoNutrients 利 用 天 然 發 酵

（Fermentation）的機制將二氧化碳轉化為魚

飼料，其與人們熟悉的發酵加工食品如：豆腐、

啤酒、優格等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發酵的過程

中，非基改的單細胞微生物將捕捉二氧化碳，

進而生產出比自身複雜的有機物質如：蛋白質、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等。NovoNutrients 將發酵

完成的產物收集、烘乾、切粒、包裝，產品能

為養殖漁業，甚至是其他畜牧產業提供出零魚

肉成分的飼料。整個發酵的過程，都在與（水

泥等）工廠連結的數個管線中發生，並直接輸

往隔壁的魚飼料工廠。過程中，更利用太陽能

將水電解，產生的氫氣為整個系統提供能源。 

二氧化碳可說是零成本的原料，有些公司

如水泥廠、煉油廠等甚至願意付錢給回收碳排

的 公 司 ， 因 此 與 傳 統 魚 肉 飼 料 相 比 ，

NovoNutrients 的原料成本相對較低。隨著人

們對養殖漁業需求上升，魚飼料的市場也將炙

手可熱，而 NovoNutrients 的產品具相當的競

爭力。 

 

3. SafetyNet 

 成立時間：2011 

 創辦人：Daniel Watson 

 總部位置：英國倫敦 

 領域：農林漁牧、食品加工、產品設計 

 網址：www.sntech.co.uk 

 累計獲投：$6 萬美元 

 近期獲投：$6 萬美元/ Grant（2017.12.01） 

英國倫敦新創 SafetyNet Technologies 透

過設計、製造和測試電子發光設備，減少過度

捕撈，提高海洋生物永續發展。 

 

 

 

 

 

參考文獻： 

CB Insights, Game Changing Startups 2018 

掃文資訊、經濟日報、鈦媒體、36 氪、壹讀、

科技新報、每日頭條、Techcrunch、社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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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a8kt2D 

https://goo.gl/GZLuov 

https://goo.gl/HHswkZ 

https://goo.gl/j2PHXk 

https://goo.gl/Sx6b39 

https://goo.gl/Jc7Wrk 

https://goo.gl/SJe8Zv 

https://goo.gl/vDjvXW 

https://goo.gl/1yXEo4 

https://goo.gl/qs3M5n 

https://goo.gl/DfCsxz 

https://goo.gl/cR4eE3 

https://goo.gl/4JqmsD 

https://goo.gl/vtgzHk 

https://goo.gl/7G5S9F 

https://goo.gl/VxvD1K 

https://goo.gl/6hfHvE 

https://goo.gl/NJhf11 

https://goo.gl/gbWc15 

  

https://goo.gl/a8kt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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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12 月焦點 2】區塊鏈領域 11 月獲

投與併購掃描暨 CB Insights 趨勢觀察 

 

 

 

 

 

 

 

 

 

 

 

 

 

 

 

 

 

 

 

 

 

 

 

 

 

 

透過篩選與整理國際企業資料庫 Crunchbase 的資料，2018

年 11 月共有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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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億美元，已是本年度最低金額。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4 至 9 月獲投資訊最後更新

時間 2018.10.15；10 月獲投資訊最後更新時間 2018.11.5；11 月獲投

資訊最後更新時間 20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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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件，已揭露之總

金額 2,641 萬美元；A 輪募資 8 件，已揭露金額為 9,426 萬美元；

B 輪投資案 1 件，已揭露金額為 500 萬美元；C 輪投資案 1 件，

已揭露金額為 4 萬美元；其他如公司輪與其他獲投為 12 件，

已揭露金額為 5,417 萬美元。 

 

資料來源:同圖 2-1。 

圖 2-2、區塊鏈領域各輪次募資金額與件數 

11 月份的傳統創業投資以

及 ICO 募資資訊，都再次

呼應了不斷向下墜落的加

密貨幣價格。雖然區塊鏈技

術的發展本質不應受到短

期加密貨幣價格波動的影

響，特別是「無幣區塊鏈」

的發展，但這些趨勢將導致

投資資金縮手，區塊鏈新創

企業得加緊找出獲利管

道，否則就得勒緊褲帶，度

過這波區塊鏈資本寒冬。 

此外，CB Insights 在 11 月

透過了他們所開發的 CB 

Insights NExTT 框架，評估

了區塊鏈未來的發展趨

勢，我們將其摘譯整理，以

供讀者參考並為區塊鏈參

與者增加一些信心! 

 

 

 

 

 

 

 

黃敬翔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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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區塊鏈領域千萬級獲投事件掃描 

AERGO (3,000 萬美元) 

AERGO 是提供企業使用的區塊鏈開發平台，針對當前公有鏈上開發區塊鏈應用程式的缺失

與不足的部分，包含吞吐量、治理架構、開發語言、與現存 IT 系統整合等，提出改善的解決方

案，使企業內部的開發人員能快速開發與部署。AERGO 也是韓國區塊鏈基礎設施供應商 Blocko

的戰略合作夥伴，透過吸收 Blocko 過去的四年中包含三星、現代汽車、新韓金融集團以及許多

政府組織超過 20 個合作案的經驗，藉此更快完成目標。 

本次 AERGO 募集 3,000 萬美元的資金，投資人包括紅杉資本中國、GBIC、Neo Global Capital、

Dekrypt Capital、FBG Capital、Arrington XRP Capital、JRR Crypto、Rockaway Capital 和 Block 

Crafters Capital。 

Bluecoat (2,425 萬美元，A 輪) 

Bluecoat 提出用於數位版權和版稅管理的企業區塊鏈解決方案，透過智能合約規定版稅和許

可協議，同時實現各方之間知識產權的無縫即時交換。Bluecoat 的三大目標為管理媒體資產並降

低成本、減少版權侵權和糾紛以及減少廣告詐欺和中介。 

Bluecoat 公告本次完成 A 輪募資 2,425 萬美元，未公告投資人。 

Kucoin (2,000 萬美元，A 輪) 

KuCoin 是成立於 2017 年 7 月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註冊於新加坡，相較於背景相似、同樣

由中國出生的三大交易所火幣、OKEx 和幣安，KuCoin 較為低調且規模較小。 

KuCoin 於 11 月 15 日宣告已完成 A 輪募資，從 IDG 資本、經緯創投，及 Neo Global Capital

籌得 2,000 萬美元，本次募集的資金用途，將用於推出 KuCoin 2.0 平台、擴大客服人員規模、

進行全球擴張、加大研究力度、提高區塊鏈人才培養和培訓力度等。 

Mythical Games (1,600 萬美元，A 輪) 

區塊鏈遊戲公司，目前已開發一款名為 Blankos 的遊戲，預計 2019 年推出，具體遊戲方式

仍未知。Mythical Games 官網表示，數位資產的真正所有權、可驗證的稀缺性以及整合的二級市

場將催生新一代遊戲。 

Mythical Games 目前完成了 A 輪 1,600 萬的募資，由 Galaxy Digital 成立的 EOS VC Fund 領

投，OKCoin、Noris Captial、Javelin Venture Partners、Fenbushi Capital 參投。 

Dapper Labs (1,500 萬美元，A 輪) 

Dapper Labs 正是 CryptoKitties 的開發商，前身為 Axiom Zen 旗下部門，CryptoKitties 可說

是區塊鏈領域的一個指標性遊戲，透過隨機產生於數位貓咪身上的各種特徵，讓人們產生收集的

慾望，最熱門的時期甚至一度造成以太坊網路堵塞以及拉高交易手續費，Dapper Labs 目前也持

續在開發區塊鏈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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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Dapper Labs 宣布完成 1,500 萬美元的 A 輪募資，該輪投資由 Venrock 領投， 

SamsungNEXT、Andreessen Horowitz( a16z )等跟投；此外，電子競技公司 aXiomatic 也參與本輪

投資。 

Securitize (1,275 萬美元，A 輪) 

Securitize 開發了 DS Protocol，目標是為整個數位證券生命週期(從初始發行到交易、分發和

治理)中的發行人、投資者以及交易所提供無縫兼容的整合解決方案。DS Protocol 的特點是真正

達成證券代幣化的去中心化，使許多合規的條件已去中心方式完成。 

11 月 Securitize 宣布已完成 1,275 萬美元 A 輪募資，本輪由 Blockchain Capital 領投，Ripple、

Coinbase Ventures 及 Global Brain Corporation 跟投。 

StarChain (8,000 萬人民幣) 

StarChain 是針對影音娛樂為目標場景的區塊鏈，運用在明星價值營運、電影影視應用、IP

數位資産、原創內容、文娛行業應用以及去中心化交易所。 

StarChain 於 11 月 19 日宣布獲得融創資本、鏈豆資本、競創資本等聯合戰略投資共計 8,000

萬元人民幣，本次投資主要是在 STC 生態結構和區塊鏈技術基礎上發行鏈上 IP 影視資產和演唱

會資產，實現其落地及全球推廣。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2-3、區塊鏈領域新創企業地圖 

11 月份區塊鏈領域收購事件掃描 

11 月共有 4 筆區塊鏈領域相關企業收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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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ai 是一家透過支付一般人加密貨幣，使他們願意共享醫療數據讓資料科學家能製作預測

性 AI 模型的企業，該公司 11 月時收購了提供快速部署 AI 平台服務的企業 Crestle.ai。Doc.ai 計

劃將 Crestle 與醫療人員的培訓搭配，以便使更多的醫生和醫療人員可以根據提交的數據獲得預

測。 

英國聯網醫療保健軟體和服務領域的 EMIS 集團 11 月宣布收購 Dovetail Digital Limited 

(Dovetail Lab），這是一家專注於醫療保健市場區塊鏈軟體的技術企業。Dovetail Lab 成立於 2017

年 7 月，提供的軟體可以讓患者完全控制他們的醫療記錄，在不同的醫療服務和涉及患者護理的

新數位技術之間提供安全的數據交換。 

Fintech Select 是一家提供包含支付卡解決方案、手機銀行以及加密貨幣於商店使用解決方案

的技術服務企業，11 月 1 日宣布與 Mswipe Technologies 簽署意向書，收購在線支付和電子錢包

平台，該平台將與 Fintech Select 現有的 POS 核心平台進行整合。 

Subscribe Technologies Inc.，一家為中小型企業開發和投資基於雲端的分散式帳本兼容軟體

即服務(SaaS)解決方案的企業，11 月 15 日宣布收購網路視訊會議技術服務商 WebinarIgnition。 

11 月份 ICO 趨勢 

依 TokenData 的統計，ICO 募資狀況於本月再下新低，僅完成 6,500 萬美元的募資。此外依

據其他記錄 ICO 資訊的網站，包含 coinschedule、icodata.io、ICORating 等，都顯示出近半年來

非常明顯的低迷情勢。 

 

資料來源:TokenData。 

圖 2-4、ICO 完成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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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脈動- What’s Next In Blockchain 

CB Insights 在如此低迷的 11 月，以他們開發的 CB Insights NExTT 框架，評估了區塊鏈未

來的發展趨勢，我們將其摘譯整理，以供讀者參考並為區塊鏈參與者增加一些信心! 

CB Insights NExTT 框架以兩大方向解構特定領域發展的現況，分別是行業採用(Industry 

Adoption)以及市場強度(Market Strength)，前者透過新創企業的動能、媒體關注度、客戶採用程

度估算，後者由市場規模預測、投資人及其資本的數量與品質、研發投資、收益、競爭強度、併

購、戰略投資等估算。 

在 CB Insights NExTT 框架的兩軸座標下又可區分為四大區塊，本文依序說明四大區塊的意

義，以及 CB Insights 選定的用例： 

Necessary 

可觀察到廣泛的使用同時具備市場趨勢。 

法幣/加密貨幣交換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第一次購買加密貨幣正是透過交易所。法幣/加密貨幣交易所讓使用者

可用美元、歐元等法定貨幣交換比特幣或以太幣等加密貨幣，透過此類交易，交易所成為了「入

口」，結合了加密貨幣和傳統金融世界。 

在眾多交易所中，Coinbase 已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交易所，目前估值已達 80 億美元，投資

者中不乏頂級專業投資單位，並且是多次投資。但是，交易所從交易費用中產生獲利，隨著投機

交易的放緩，收入因此下降，為了維持競爭力，交易所也正在上架不同的加密貨幣、推出新的交

易產品(特別是對於大型機構投資者)以及注資新成立的創業投資機構。 

展望 2019 年，法幣/加密貨幣交易所將面對傳統金融參與者的競爭，例如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CBOE)已提供比特幣期貨，ICE(紐約證券交易所)計劃 2019 年推出比特幣期貨。大型金融企業

會從這裡開始介入並侵蝕市場。此外更重要的是，法幣/加密貨幣交易所是否能找到一種不僅僅

依靠投機來增加收入的商業模式？答案可能在於交易所是否能為加密貨幣(或相似的新興資產)

提供更廣泛的用例。 

挖礦產業 

像 Bitmain 這樣的比特幣挖礦企業是第一批有希望上市的區塊鏈公司(然而隨著幣值的下跌，

此次上市計畫很可能宣告失敗)，但挖礦企業現在面臨著日益激烈的競爭，例如許多參與者正在

籌集資金以建立更好的晶片，今年 9 月，Bitewei 籌集了 2,000 萬美元，將用於建造效率提高 30

％的採礦硬體；現有晶片製造商也正在涉足此領域，今年 11 月，GPU 製造商 AMD 宣布與礦機

製造商合作推出 8 卡礦機。此外，對於環境傷害所引發的批評也影響了此行業，比特幣使用「工

作量證明(PoW)」共識機制來維護其比特幣區塊鏈，這需要大量算力，為了降低能源成本，許多

區塊鏈參與者也正在建立其他共識機制。 

這些替代共識機制中最主要的是「權益證明(PoS)」，權益證明要求區塊鏈網路用戶抵押他

們資產，用以保證他們所挖掘的區塊是受過驗證且正確的，此共識機制可降低對算力的需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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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減少對於礦機的需求，如果更多區塊鏈架構選擇使用權益證明來達成共識，那麼挖礦公司可能

會面臨收入的降低。 

當然，挖礦公司也正在擴展到其他領域以保持其市場地位。今年 11 月，比特幣礦業巨頭

Bitfury 籌集了 8,000 萬美元用於擴展到相關領域，例如人工智慧，而 Bitmain 也表示，它正在嘗

試將 AI 作為將來擴張的領域。 

總而言之，採礦已是一個成熟且有利可圖的行業，雖然未來幾年的發展可能對現有採礦企業

構成挑戰，但基於它們過去的獲利，應有機會採取下一步的行動。 

保管 

雖然大型金融機構表示有興趣進行加密貨幣投資，但一大挑戰是監管問題，或是金融機構能

代表交易客戶持有加密貨幣的能力。 

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的運作如同數位保險箱，訪問權由私鑰控制，任何能夠使用私鑰的人，

包含真正所有者、銀行或駭客，都可以完全控制資產。這意味著銀行必須花費很大的力氣去維護

私鑰安全。一些公司透過提供離線「cold storage」解決方案來處理這個問題，如 Xapo 是一種僅

針對比特幣的交換和儲存服務，在已停止使用的瑞士軍事設施內運行，以保護用戶的加密貨幣和

私鑰，這個場所有著鋼門，可以抵抗核爆，並使用某些方法來防止電磁脈衝(EMP)攻擊。 

當然，大多數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沒有這類軍事設施可用來保護客戶資產，摩根史坦利就曾指

出，大規模投資加密貨幣領域的主要障礙，就包含了缺乏管理解決方案。當然，現況可能正在改

變，富達投資(Fidelity Investments)是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旗下管理的資產超過 7 兆美元，

最近創立了數位資產部門來處理託管服務，富達表示，這是「長期願景的第一步」，並指出 70

％的財務主管認為加密貨幣將成為未來金融業務的一部分。 

隨著越來越多的創業投資公司、避險基金和傳統金融業參與者希望獲得加密貨幣，他們將需

要託管基礎設施，對於加密貨幣獲得主流市場的青睞，可能需要值得信賴的績優公司正式參與並

準備更好的工具。 

Experimental 

處於概念性或早期趨勢，仍未受到廣泛使用。 

去中心化交易 

當前的主要交易所，如 Coinbase 或 Binance，通常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中心化運作企業。 

一些被稱為「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新計劃(可能是公司或是方案)使用區塊鏈技術在沒有中介

的情況下完成交易。該領域的一個著名項目為 0x，這是一個基於區塊鏈的協議，用於建構去中

心化交易，該公司表示，資產代幣化(tokenized assets)後可以透過 0x 進行交易而無需支付中介費

用。 

然而，這一概念正面臨法規上的挑戰，正如 EtherDelta，這是一個將智能合約用於其底層代

碼的交易所，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日前對該公司採取法律行動，EtherDelta 被視為未註冊的證券

交易所，在此法規下 EtherDelta 必須支付超過 30 萬美元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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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限制使得去中心化交易所在短期內如何運作存在不確定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網路

部門負責人表示，使用任何區塊鏈技術來創建沒有集中式營運的交易所，並不會讓原始創建者不

需負任何責任。 

聯盟 

像 R3、Hyperledger 和企業以太坊聯盟這樣的分散式帳本技術聯盟，多年來一直是新聞焦點，

但他們的產品仍然很單薄，並沒有獲得廣泛地採用。這當然有許多的原因，首先，讓競爭對手在

組織架構下的合作仍然具有挑戰性，理論上，聯盟為分散式帳本技術建立了一個可合作、中立的

試驗場，但實際上，競爭對手通常不進行協作；另一方面，目前區塊鏈技術難以整合到現有 IT

堆棧中；此外，在 DTCC 的 Fintech 研討會上，R3 的聯合創始人 Todd McDonald 談到了試驗面

臨的一些法律問題，即使技術本身沒有問題。 

但在一些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的特殊項目倒是取得了成功，例如，IBM 的分散式帳本服務

IBM Blockchain 利用 Hyperledger，與 Walmart、Kroger、Nestle 等大公司合作，整合分散式帳本

解決方案，尤其是供應鏈管理，這顯示由大公司來主導或許是當前較有機會成功的方式。 

穩定幣(Stablecoins) 

比特幣目前被人詬病的問題之一是波動性，在 2018 年初，比特幣的 30 天波動率為 7.5％，

相較之下，黃金平均約為 1.2％，主要的法定貨幣平均為 0.25％至 0.75％。 

穩定幣，加強穩定性的加密貨幣，希望能解決比特幣的波動問題。近 60 個穩定幣項目獲得

了超過 3.5 億美元的投資。這些項目分為三個類別：(1)法定貨幣和商品抵押；(2)加密貨幣抵押；

(3)基於演算法。 

(1)法定貨幣和商品抵押：這些穩定幣由法定貨幣或商品支撐，通常是指美元一對一地支持每個

加密貨幣； 

(2)加密貨幣抵押：例如 Dai 就是一個加密資產支撐的穩定幣。用以太幣作為擔保，以保持 Dai

的價格對應美元價值； 

(3)基於演算法：這類穩定幣的運作方式是根據穩定幣總需求的增減，去擴張或緊縮穩定幣的供

給，以維持其市場價格，如 Basis 已經從 GV、Andreessen Horowitz 和 Bain Capital Ventures 等公

司籌集了 1.33 億美元的代幣募資，正是透過演算法達成幣值的穩定。 

如果穩定幣獲得更廣泛的使用，或許可以實現比特幣的原始願景，即去中心化的支付工具，

但這個願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市值最高的穩定幣是法幣支持的 Tether(USDT)，市值約為

17 億美元，為了維持其穩定性，Tether 聲稱所有已發行的 USDT 均由託管於銀行的美元一對一

支持，但這一說法一再受到質疑，此外，USDT 仍然最常用於加密貨幣的交易，而不是商業活動

上。 

即使穩定幣現在看來最常用於交易和投機，但的確已達成穩定幣所宣稱的目標，即更為穩定

的幣值，接下來可能會出現更廣泛的用例。 

證券代幣(Security To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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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幣是在區塊鏈上標記特定資產，證券代幣通常對應於真實世界的資產，例如車輛所有

權或公司的股份。這些與 ICO 中普及的實用代幣不同，後者更接近於換取一項服務的使用券，

最重要的是，證券代幣須受證券監管，如股票、債券和其他類型的證券。 

證券代幣的一個優點是它們是可編程的，由於這些證券在區塊鏈上被標記化，智能合約可以

使它們在無需第三方下以某種方式運作，例如，區塊鏈上的標記化貸款可以自動進行支付，而無

需使用像銀行這樣的傳統中介。 

然而，將現實世界的資產遷移到區塊鏈並滿足各利益相關者是很困難的。例如，將房地產所

有權轉移到區塊鏈上，那麼區塊鏈是真實記錄嗎？政府又扮演什麼角色？他們自己的記錄仍然有

重要意義？法院又該如何處置？ 

證券代幣正在尋求法規遵從性，證券代幣項目也可能面臨與區塊鏈聯盟所遇到的相同障礙，

正是在具有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合作與協作，還有待更多的探討才能突破。 

非同質代幣(Non-fungible Tokens) 

非同質代幣是獨特、基於區塊鏈的代幣，非同質是指不具替代性，而法定貨幣以及一些更典

型的加密貨幣是可替代的，一美元總是等於另一美元。 

目前使用非同質代幣的一個熱門領域是遊戲類。Decentraland 正在建構一個基於區塊鏈的虛

擬世界，Decentraland 上的非同質代幣稱為「LAND」，「LAND」的所有者擁有 Decentraland

內的虛擬房地產；另一款著名的遊戲是 Cryptokitties，由於它們的稀缺性和可收集性而被認為是

一種金融投資，每個數位 Cryptokitty 都是獨一無二的，投機者希望這些「數位收藏品」有朝一

日具有更高的價值。 

非同質代幣的好處更可能超越遊戲，多個企業正在嘗試用於數位藝術、AR / VR 體驗等。非

同質代幣是建立於線上數位稀缺，這在過去是不太可能的，網路使得複製數位圖像、音樂或文件

變得容易，非同質代幣使用公有鏈記錄獨特數位所有權。 

數據市場 

要開發 AI 應用程式，企業需要獲得大量數據。例如 Facebook 的臉部辨識算法如何自動標記

新照片，或 Google 如何使用深度學習來調整其排名算法，製作這些模型需要大量的數據，這就

是為什麼擁有大量數據的科技巨頭，FAMGA 以及中國的 BAT，都是人工智慧領域的領導者。 

但對於大多數的公司而言，獲取大量高品質數據具有挑戰性，因此，新興的區塊鏈新創企業

提出擴大 AI 訓練數據使用的「數據市場」，這些數據市場有機會使得供應者-用戶或擁有大量數

據的公司，與需要大數據的需求者找到彼此。 

重要的是，支持此類數據市場的區塊鏈技術可確保共享數據安全，一個開放的分散式帳本將

無須第三方，從而降低數據洩漏的可能性並保持數據私密性。 

在不遠的將來，控制和共享數據的新方法可能會顛覆現有的商業模式，用戶可以根據需要與

廣告商共享數據、基因公司可以為貢獻者提供共享基因數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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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市場也可能導致公司之間更多的數據共享，目前，數據合作夥伴關係的過程需要數月的

來回交涉並且經常會出現數據洩漏問題，透過加密，透明的定價和使用，基於區塊鏈的市場可以

自動消除企業合作夥伴關係的摩擦。 

分散的自治組織(DAOS) 

除了轉移數據和支付等領域之外，區塊鏈技術還可能改變傳統的企業結構。透過區塊鏈，

「ownerless」公司可以在沒有股票的情況下募集資金，在沒有傳統銀行或金融基礎設施的情況下

營運。 

2016 年，DAO(分散式自治組織的簡稱)是第一個嘗試此概念的組織，使用以太坊區塊鏈創

建一個眾包創業投資基金，但是當時駭客利用代碼中的錯誤使得 DAO 宣告失敗。 

Coinbase 的執行長 Balaji Srinivasan 指出，區塊鏈公司，建立一個社群，只需要網際網路和

良好的監管環境，並且他們也是開源組織，甚至沒有傳統的銀行帳戶，這或許是未來的一種趨勢。 

身份管理 

網路巨頭作為數位身份經紀人的角色受到了抨擊，網路巨頭收集、銷售和分析用戶數據來賺

錢(例如提供給廣告商)，隨著這些公司收集數據，濫用的可能性上升。 

區塊鏈技術可能是在線建立身份的方法，身份可以在一個開放的全球區塊鏈上進行驗證，無

特定人控制並且受到每個人的信任，用戶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份，將控制權從企業轉移出去。 

當然，基於區塊鏈的身份系統也存在挑戰。首先是許多政府和組織或許不想使用，諸如社會

安全號碼之類的 ID 系統，可讓政府「監視」他們所管理的公民，政府可能不願意放棄身份證發

行人的角色；此外，由於網路效應，第二個問題是中心化平台比區塊鏈技術更方便，在用戶不太

關心隱私的情況下，用戶可能不希望切換到目前仍有限制、不具網路效益的區塊鏈上。 

Transitory 

可由市場觀察到使用趨勢，但對於市場的未來存在不確定性。 

分散式帳本技術的清算和結算 

金融機構是最早嘗試分散式帳本技術的機構之一，銀行尋求應用分散式帳本技術的其中一個

目的是改善耗時的清算和結算流程。 

在當前的流程下，從一個帳戶到另一個帳戶的轉帳必須經過複雜的中介機構系統，從代理銀

行到託管服務才能到達目的地帳戶。分散式帳本技術可以簡化此過程，交易可以直接在公開透明

的分散式帳本上進行，而不必依賴託管服務和代理銀行，這意味著銀行可以節省大量成本。據估

計，透過分散式帳本技術可以降低至少 200 億美元的成本。 

比特幣 

比特幣是一種「點對點電子現金系統」，於 2008 年首次出現，十年後，比特幣尚未被廣泛

接受為「電子現金」，絕大多數商家仍不接受比特幣，此外，交易時的費用也是一大障礙，對於

較小的商家來說，比特幣的交易費用太高了，為什麼買杯咖啡要支付 5 美元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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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也沒有在點對點支付方面發揮作用，大多數消費者更喜歡像 Venmo、Zelle 和 WeChat

這樣的傳統平台，但支持者認為比特幣仍有廣泛採用的潛力。在隨著時間的發展上，比特幣會先

被接受「價值儲存」作用，爾後才被認可作為交易媒介。在通貨膨脹嚴重的國家，人民可能會使

用比特幣進行保值，而不僅僅是投機，例如比特幣交易量隨著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通膨上升而上

升。 

另外在技術上，「第二層」網路正在擴展比特幣，以更低的成本處理更多的交易，例如閃電

網路是位於比特幣區塊鏈之上的第二層，可實現便宜、即時的比特幣支付。 

匿名幣(Privacy Coins) 

許多人認為，比特幣允許恐怖組織和罪犯繞過傳統金融監管並且可用於洗錢，但實際情況是

比特幣是可追溯的，比特幣從一個位址到另一個位址的轉移完全是公開的，其實這有助於執法部

門監控惡意交易，也有許多公司專門為執法機構跟踪此類行動。 

然而基於隱私的理由，為了創建完全匿名，許多團隊構建匿名性的加密貨幣，是無法跟踪交

易的，廣義上稱為匿名幣，主流包括 Monero、Zcash、Horizen 和 Dash。雖然匿名幣與黑市有關，

但當然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匿名幣，以追求更高的隱私保護。 

分散式帳本技術供應鏈 

現今的全球供應鏈很複雜，將農民、倉儲商、船運公司、經銷商和零售商聚集在一起，涉及

如此多的參與方也意味著涉及許多不同類型的記錄保存方法，從數據庫到電子郵件再到紙本文

件。 

隨著產品跨越從製造商到銷售的供應鏈，分散式帳本技術可用於記錄開放、分散式和實時數

據庫中的交易，這樣的系統可以降低延遲、增加透明度並減少人為錯誤。 

例如，航運巨頭 Maersk 發現，一個集裝箱需要經過 30 個不同的參與方文件，這些過程都需

要大量時間，並且經常經過人工、紙質的流程。 

Maersk 希望將分散式帳本技術作為潛在的解決方案，Maersk 與 IBM 的合資平台 TradeLens

宣布，今年將招募 94 個全球供應鏈參與者，包括主要港口營運商、航運公司和貨運代理商加入

其平台。 

隨著貿易戰和關稅對全球供應鏈產生不確定性，分散式帳本可以看作是削減成本和提升效率

的一種解決方式。 

分散式帳本技術用於物聯網 

許多公司正在轉向物聯網來數位化現實流程，在工廠和倉庫中，企業正在使用連接設備監控

機器和生產率，而分散式帳本正在成為增強物聯網的工具。 

當產品沿著裝配線或供應商之間移動時，感測器可以更新分散式帳本中的數據，這將有助於

參與方了解相關產品的狀態；分散式帳本也可使零售商在安全的數位平台中，與供應鏈合作夥伴

進行通信來提高庫存準確性，這意味著更好的庫存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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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物聯網的世界經常被駭客攻擊，物聯網安全可能是分散式帳本的另一個潛在應

用。 

但是，將物聯網和分散式帳本結合在一起，可能會帶給許多企業帶來不必要的複雜性，企業

應持續關注分散式帳本技術是否可以幫助他們提高效率，從而為他們帶來整體優勢。 

Threatening 

早期採用者已經就位，並且可能正處於獲得廣泛的行業或客戶採用的臨界點。 

ICO 

ICO 是區塊鏈企業透過銷售代幣籌集資金的方式，例如，建立新地鐵系統的公司可能會出售

有限的票券，藉此為地鐵的發展募集資金，如果地鐵成功，那些稀缺的票券需求量很大，需求增

加可能導致二級市場價格上漲，這有利於早期投資者。 

進行 ICO 的團隊認為這些票券不是證券，而且這些票券的銷售也不代表未註冊的證券發行。

然而到目前為止，美國監管機構基本上是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企業融資部門

負責人 William Hinman 在 2018 年 6 月發表演說時表示，大多數 ICO 都是未註冊的證券發行，從

那以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已經傳喚了數十家進行 ICO 的企業，其中許多已退還投資者資金

並支付罰款。 

毫無疑問，監管已讓曾經喧鬧的 ICO 市場平靜下來。全球的 ICO 將可能面臨持續的壓力，

當然，目前市場認為仍有一些解決方法，例如專門為合格投資者舉辦 ICO，以避開監管問題。 

此外，合規 ICO 的另一種觀點，就是建立一個「足夠分散」的網路，這可以使這些 ICO 代

幣更像數位商品而不是證券。Hinman 在 6 月份的評論中強調了這一點，如果代幣運行的網路是

足夠分散的，購買者不再合理地期望某些人或某些團體會使代幣價格上漲，這將可能使 ICO 被

法律所接受。 

智能合約平台 

智能合約是位於區塊鏈上的可運行代碼，它以數位方式執行合約。此代碼位於開放、透明和

分散的區塊鏈上，並在滿足預設條件時自動運行。許多在 2017 年和 2018 年透過 ICO 籌集資金

的企業正是使用智能合約來建構「分散式應用程式(dApp)」，這些 dApp 可以在不依賴於任一特

定的服務提供商下持續運作。 

最著名的智能合約平台是以太坊，數百家企業於 2017 年和 2018 年在以太坊上推出了 ICO，

該平台也擁有區塊鏈領域最大的開發者社群，然而消費者的採用仍然非常有限。 

有些人認為以太坊是一個建構不良的平台，為此，其他擁有強大團隊的智能合約平台也募集

了大量資金打算進行競爭，像 Tezos、Hedera Hashgraph、Dfinity、EOS 等，這類的公司都希望

取代以太坊成為智能合約平台「中心」，有些甚至創建了生態系基金以支助開發人員並獲得其採

用。 

雖然目前只有少數開發人員才會創建 dApp，但智能合約仍然是區塊鏈技術發展中一個令人

期待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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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圖 2-5、CB Insights NExTT 框架分析區塊鏈領域 

結語 

隨著今年進入尾聲，許多去年、今年初對於區塊鏈、加密貨幣的預測，似乎都沒有真正的實

現，導致這個現象的問題當然有許多構面，包含技術本身、當前的環境、法規問題等。 

但我們可以回顧過去網際網路的發展，所謂資訊的傳播，是花了多少時間才達到今日的規模

與便利？或許，區塊鏈技術是個過早曝光且被人過度追捧的技術，但不代表是毫無意義的技術，

隨著實際的用例逐漸浮現，進而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與體驗，才是真正展現出區塊鏈技術的價值。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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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nchbase、TokenData、CB Insights 

網址： 

1. https://goo.gl/K8TCV1 

2. https://goo.gl/DLLGXq 

3. https://goo.gl/n6yY5p 

  

https://goo.gl/K8TCV1
https://goo.gl/DLLGXq
https://goo.gl/n6yY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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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12 月焦點 3】區塊鏈技術在中小企業

融資應用的觀察 

 

 

 

 

 

 

 

 

 

 

 

 

 

 

 

 

 

 

 

 

 

 

 

 

中小企業資金融通中的間接金融，存在訊息不對稱的問題。

小企業不像大企業在會計帳與財報資訊那樣透明，使得金融機

構往往需付出不少的審核成本與承受較高的壞帳風險，因此提

供間接金融給中小企業的機率相對大企業來得低。區塊鏈技術

擁有多方驗證、公開透明、難以竄改的特性，能讓資訊擁有一

定程度的信任基礎，其可改善因資訊不透明產生間接金融取得

的障礙。於此，中小企業融資相關的業務中，有哪些傳統上的

痛點是能透過區塊鏈技術來解決的，同時該技術的應用是否有

其限制，是本研究希望探討的重點。 

 

一、區塊鏈技術的定義及其發展 

Blockchain 的由來，Block 是一組有欄位的資料集合，因

為不同的 block 以「hash 值」建立起鍊結關係 (chain)，所以

稱之為 block + chain。而區塊鏈技術是用塊鏈資料結構來保存

資料、用共識機制來記錄資料、用密碼學保證資料傳輸和身分

安全，並演化出利用智能合約來自動化執行。在上述的作業下，

其擁有不易造假、難以篡改、公開透明、快速結算等特色。 

關於區塊鏈應用的發展，區塊鏈 1.0 主要是數位貨幣應用，

其場景包括支付、流通貨幣等功能。主要具備的是去中心化的

數位貨幣和支付平台的功能，目標是為了去中心化。區塊鏈 2.0 

主要是數位貨幣與智慧合約相結合，對金融領域更廣泛的場景

和流程進行優化的應用。而區塊鏈 3.0 則超越貨幣、金融範圍

的區塊鏈應用，涵蓋了智慧化物聯網未來的各種應用場景。 

由 Gartner 勾勒出的 2018 年新興技術發展趨勢，區塊鏈已

越過高峰，其商用/落地還需要 5 到 10 年，且需建立在參與者

足夠多的條件下才支撐該應用的發展。丹麥航運業研究機構

SeaIntelligence Consulting 首席執行長表示，區塊鏈規模化需有

機制協助，無法單靠技術。另外，IBM 區塊鏈實驗室總監指出，

區塊鏈落地的挑戰是商業模式，而非技術；而最適合的應用是

把一些基於紙張的追蹤系統轉化為數位追蹤系統，進而提高效

率並實現跨產業資料分享。整體而言，區塊鏈技術要被廣泛的

應用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而要完整發揮區塊鏈帶來的效益，

規模化機制的建制是必要的。  

中小企業資金融通中的

間接金融，存在訊息不對

稱的問題。小企業不像大

企業在會計帳與財報資

訊那樣透明，使得金融機

構往往需付出不少的審

核成本與承受較高的壞

帳風險，因此提供間接金

融給中小企業的機率相

對大企業來得低。 

區塊鏈技術擁有多方驗

證、公開透明、難以竄改

的特性，能讓資訊擁有一

定程度的信任基礎，其可

改善因資訊不透明產生

融資取得的障礙。本研究

旨在觀察區塊鏈技術在

中小企業融資的應用。 

 

劉育昇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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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塊鏈技術與傳統運作的差異 

以 金 融 交 易 流 程 為 例 ， McKinsey & 

Company 的報告指出，傳統的金融交易流程

由交易發起、驗證、審批、合約簽訂、交易處

理、帳務處理至交易完成的過程中，其存在人

工發起、人工驗證、訊息分散、多方驗證單位

介入、紙本合約等作業，這使得金融交易存在

交易時間遲滯、詐欺和操作風險等痛點；然而，

在區塊鏈技術導入後，人工驗證和審批工作將

得以自動化處理，紙本合約將被智慧合約所取

代，在交易處理環節不再會因系統失誤而導致

損失發生，如此，能提高金融交易流程的效

率。 

 

 

資料來源：McKinsey & Company，本研究整理。 

圖 3-1、區塊鏈技術與傳統運作之差異 

 

三、區塊鏈於融資層面的應用 

(一)、供應鏈融資 

1. 傳統流程上的痛點 

供應鏈融資主要是以核心廠商為依托，在

上下游企業與其有真實交易往來的狀況下，運

用自償性貿易融資的方式，銀行對供應鏈上下

游企業提供融資的作業。 

銀行依核心廠商控貨和調節銷售的能力，

給予核心廠商一個信用額度，並將該額度提供

融資給其供應鏈上下游的企業使用。只是，這

個信用額度可以延伸的範疇僅限一級供應商，

二級、三級等供應商/經銷商無非直接與核心

廠商有實際的交易往來紀錄，因此，無法取得

適時的融資予以周轉。歸咎原因主要在於，銀

行對於第一級以外的供應商/經銷商缺乏資訊

來驗證其出貨/銷售的行為與核心廠商有關。

致使二級、三級等供應商/經銷商的融資需求

無法滿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2、傳統供應鏈融資流程 

 

2. 區塊鏈技術導入的個案分析 

本節針對 Skuchain、布比科技等將區塊鏈

技術應用於供應鏈融資的個案做分析。 

Skuchain 是美國企業，其打造一個涵蓋所

有協同廠商的私有鏈，透過貨品上的二維碼，

讓商品的運送過程能夠自動被記錄，是新一代

的供應鏈系統。該企業使用區塊鏈完整記錄產

品的原料及庫存訊息，可見度高、追溯性強，

能夠促進金融機構對常見的交易物進行貸款 

(如採購訂單、發票、庫存和付款約定)，並且

為 B2B 貿易和供應鏈金融市場構建了基於區

塊鏈的產品，包括 EC3、Popcodes、Brackets、

融資。Skuchain 的 EC3 平台將區塊鏈技術與

當前的企業 IT 相結合；Popcodes 為一種加

密序列化解決方案可以追蹤供貨商；Brackets 

的智慧合約 App 讓企業可以將其發票、提單、

信用狀或供應鏈交易中涉及的文件數位化；最

後 ， 由  IMT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Inventory 



 

83 

 新興領域 

Management and Trading Services LLC) 的基

金提供存貨融資。 

布比科技開發了「壹諾金融」是一個基於

核心企業信譽、保證物流中的信用傳遞，實現

供應鏈上多級供應商享受低成本金融服務。其

是一個多方參與、共建共享的業務撮合平台，

參與者主要包括資金端、資產端、信用端三方。

資金端主要由金融機構構成；資產端是中小企

業；信用端是給整個業務過程做信用保障的，

主要由產業龍頭的核心企業構成。對於中小企

業而言，只需要拿到平台上接收到核心企業的

應付帳款憑證，找到平台上的資金方，就能快

速獲得融資。實現服務範圍從服務一級供應商

向 N 級供應商延伸，獲取更多客戶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3、區塊鏈技術導入後的供應鏈融資 

 

3. 區塊鏈技術運用的優勢與限制 

區塊鏈在供應鏈融資的運用，其可以透明

化供應鏈上各節點的交易往來資訊，在多方保

證下的資訊，可讓訊息有完整性和真實性的狀

態，進而將核心廠商的信用額度擴展到 N 級

供應商使用。只是，實體資訊轉換為數位資訊

會有落差、資料最終採信的決定權仍在銀行等

是區塊鏈技術的限制。 

(二)、貿易融資 

1. 傳統流程上的痛點 

國際商會對信用狀的定義：「其係指開狀

銀行基於本身之需要，或依開狀申請人之請求

與指示，所簽發的文件」，是出口商與進口商

在國際貿易時，貨幣收付的模式之一。在此付

款條件下，開狀銀行承擔了付款的責任，即當

出口商提供出貨單據與其所開立之信用狀條

件完全符合時，開狀銀行需無條件支付相關款

項。 

此外，由於信用狀必須依其內容規定隨附

指定的出貨單據才能押匯兌現，其整體流程高

度仰賴紙本文件的傳遞及核實，須花費相當多

的人力及時間完成，且紙本文件亦有遺失及被

偽造之風險。 

 

 

資料來源：龔春生 (2005)，本研究整理。 

圖 3-4、傳統貿易融資流程 

 

2. 區塊鏈技術導入的個案分析 

本節針對中國信託商銀、Voltron、Batavia

等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貿易融資的個案做分

析。 

中國信託商銀透過區塊鏈技術的運用，成

功地加速海運及貿易融資流程。這是一項與陽

明海運合作的案例，主要為奇美實業完成區塊



 

84 

 新興領域 

鏈貿易融資的概念驗證 (Proof of concept，簡

稱 POC)。在這中間的流程，中國信託商銀主

要提供進、出口商貿易融資服務，陽明海運則

執行海運服務，兩者合作讓奇美實業由台灣出

口至東南亞的交易流程，節省進、出口商至少

2 天作業等待時間。 

Voltron 利用 R3 分散式帳本平台將紙本信

用狀數位化。Voltron 由 R3 和 CryptoBLK 領

導，並由微軟雲平台 Azure 技術支持。Voltron

已經擁有包括曼谷銀行 (Bangkok Bank)、西班

牙對外銀行 (BBVA)、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匯豐銀行 (HSBC)，荷蘭國際集團 

(ING)、聯合聖保羅銀行 (Intesa Sanpaolo)、瑞

穗銀行 (Mizuho)、蘇格蘭皇家銀行 (RBS)、

加拿大豐業銀行 (Scotiabank)、瑞典北歐斯安

銀行 (SEB) 與美國銀行 (US Bank) 在內的

12 家銀行業作為合作夥伴。而 Voltron 的信用

狀數位化，主要為了減少欺詐與加速文件周轉，

能將人工操作需要 5 到 10 天的流程縮短到 1

天 

Batavia 透過智慧合約來幫助所有參與方

在跨境貿易中追蹤和監控他們的公開交易，其

使用物聯網設備記錄「過境貨物的位置和狀況」

來追蹤「關鍵事件供應鏈」。Batavia 是建立

於 IBM 區塊鏈平台上的 5 家銀行間的聯盟，

包括：瑞銀集團 (UBS)、蒙特利爾銀行 (Bank 

of Montreal)、凱克薩銀行 (CaixaBank)、德國

商業銀行 (Commerzbank)、和奧地利第一儲蓄

銀行 (Erste Group)。在試驗期間，Batavia 將

德國汽車與奧地利紡織品進口到西班牙的過

程，讓參與者可以監控貿易商品在陸路與海路

運輸時的每個步驟。 

 

3. 區塊鏈技術運用的優勢與限制 

不同個案將區塊鏈應用在貿易融資上，其

可以透明化貿易流程上各節點的交易往來資

訊，在多方保證下的資訊，可讓訊息擁有完整

性和真實性的狀態。只是，區塊鏈技術仍有其

限制包括：實體資訊轉換為數位資訊會有落差、

資料最終採信的決定權仍在銀行。 

 

(三)、支票融資 

1. 傳統流程上的痛點 

一般支票融資的流程：(1) 開票人開立一

張未到期的支票給持票人；(2) 持票人將到期

的支票拿到銀行融資；(3) 銀行要針對持票人

執行徵信作業；(4) 銀行審核信用額度給持票

人；(5) 支票到期，相關款項會入帳到持票人

的戶頭，而持票人將之前融資的款項還給銀行。

這中間的過程，如果有背書轉讓的狀態，轉讓

的印鑑章是否清楚，對於支票驗證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清楚的話，銀行不會給予融資。 

只是，針對背書轉讓的部份，企業有被書

轉讓的需求，但銀行較不願意承作有多次背書

轉讓的支票融資。由於支票視為一個商品/服

務的支付工具，相對於拿支票到銀行貼現，企

業採背書轉讓的作法能換到同等價值的商品/

服務，因此，背書轉讓的需求是存在的。然而，

多次背書轉讓後的支票，銀行會擔心轉讓時的

印鑑驗證有問題，再加上支票融資仍需有徵信

業務需要執行，最後支票到期後，亦可能有延

遲付款的狀況。整體而言，銀行對於支票融資

承作的意願不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5、傳統支票融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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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塊鏈技術導入的個案分析 

京 東 金 融 區 塊 鏈 數 位 票 據 完 全 基 於 

Hyperledger fabric 開源代碼開發實現，項目組

部署了 4 個驗證節點分別為核心企業、財務

公司、銀行和上游供應商，在一個小的商業閉

環內形成聯盟鏈，所有參與方在票據平台上的

交易、查詢等業務操作需要使用私鑰進行認證

與數據加密。 

 

3. 區塊鏈技術運用的優勢與限制 

區塊鏈技術的運用能有效保證鏈上數據

的真實性、完整性，並增加交易的流通性。對

銀行業者而言，若支票開立以及中間轉讓的過

程，都可以在區塊鏈上被紀錄時，則銀行對於

該支票就有信任的基礎能給予融資。只是，區

塊鏈技術無法解決支票帳戶無資金可還款的

問題。 

 

四、結語 

本研究旨在了解中小企業融資在傳統流

程和區塊鏈技術導入後的差異，亦針對區塊鏈

技術的應用限制做了解，冀以了解中小企業在

區塊鏈技術導入後對其融資取得影響。由於區

塊鏈技術擁有多方驗證、公開透明、難以竄改

的特性，能讓資訊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基礎，

其可改善因資訊不透明產生間接金融取得的

障礙。 

根據本研究的觀察，區塊鏈技術的導入能

獲取的優勢包括：信用狀數位化、交易追蹤與

監控、有效保證鏈上數據的真實性及完整性。

但，區塊鏈無法解決的層面包括：實體和數位

資訊轉換會有落差、資料最終採信的決定權仍

在銀行、支票帳戶無資金可還款等。 

若要將區塊鏈技術導入中小企業融資的

應用時，數位化與規模化是關鍵。在數位化方

面，ERP、CRM、智慧機上盒等軟硬體的使用

能強化中小企業數位轉型的能量；在規模化的

部份，由於區塊鏈的建置會讓存在參與個體間

存在競合的狀態，因此，規模化區塊鏈應用的

效益，需仰賴具公信力和影響力的單位統籌規

劃。待數位化與規模化的條件具備後，建議可

先由小規模試行，若能有效益提升的狀況下，

再擴大實施。 

參考文獻： 

1. 龔春生，2005，「台商如何在兩岸貿易中

避免付款的風險」，《真理財經學報》，13，

pp. 75-108。 

2. CBINSIGHTS，“How Banks Are Teaming 

Up To Bring Blockchain To Trade Finance”，

2018/8/23，https://goo.gl/fBrC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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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12 月焦點 4】中國科技三巨頭 BAT

的新創企業投資大夢 

 

 

 

 

 

 

 

 

 

 

 

 

 

 

 

 

 

 

 

 

 

百度(Baidu)、阿里巴巴

(Alibaba)、騰訊(Tencent)對於

中國網路科技影響重大，舉 

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對於中國

網路科技影響重大，舉凡生活中所涉及的社交通訊、地圖定位、

資訊搜尋、娛樂遊戲等都脫離不了 BAT。同時，憑藉著自身業

務的壯大，BAT 有科技主導優勢與雄厚的資金，因此在中國創

業生態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近年三巨頭投資、併購新創企

業的消息更是層出不窮。 

思索 BAT 三巨頭自身的優勢業務，以窺視其對於新創企

業的企圖布局。百度的業務以搜尋引擎為主，所以其所掌握的

是使用者數據，也就是用戶搜尋了什麼網頁，對於什麼關鍵字

感興趣，亦即消費者行為；阿里巴巴的強項在於電子商務，並

且可由網路購物的流程，去思考阿里巴巴的佈局會在哪，網拍

最困擾的莫過於支付行為與貨物運送的物流，因此其主打的就

是金流與物流；騰訊則擁有一大利器：微信，微信每月活躍用

戶超過十億人，龐大的用戶與旗下發展的手機遊戲，能啟到相

輔相成作用。 

知曉 BAT 其主要業務後，下文將依序介紹近年由 BAT 所

投資、併購的新創企業，並且將介紹其所布局的產業戰場如 AI

晶片，且由當中的布局窺視中國創業生態系發展概況與強健何

在，並能檢視 BAT 對於新創企業影響程度。 

  

百 度 (Baidu) 、 阿 里巴巴

(Alibaba)、騰訊(Tencent)

三者又稱 BAT，其崇高的

地位往往間接影響了中國

創新創業生態圈的樣貌。 

憑藉著雄厚的資金與自身

業務的強健，BAT 投資了

許多新創企業。在中國，

獲得三巨頭的投資是個強

烈的訊號，如同被銀軟看

上、Y Combinator 所投資

一般。 

本文將從三巨頭的業務切

入，並介紹其各自的新創

投資概況。而在最後選以

AI 晶片市場作為切入，解

析三者在當中的佈局現況

為何。 

 

 

 

劉聖元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助

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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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體投資概況 

下圖為 BAT 對於中國新創企業的投資筆數統計，新創企業的投資在 2013 年之後有逐漸升溫

的趨勢，在近兩年更是加大投資。觀察個別投資情況，騰訊各年的投資筆數幾乎皆勝出，而百度

則是在 2016 年相繼成立百度資本與百度風投，雖然在 2017 年有明顯起伏，但在新創企業的投資

方面規模相較其餘兩者還是較小。而阿里巴巴的新創投資即使筆數不如騰訊，但阿里巴巴的新創

企業投資特色在於傾向高額的投資。 

 

註：百度為百度資本、百度風投、百度投資併購部門三者之合，且未計入阿里創業者基金投資與螞蟻金服。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4-1、2009-2018 三巨頭對新創企業的投資概況(截至 2018.11/22) 

對於三巨頭近年的投資概況有初步瞭解後，以下將針對 BAT 個別做一更詳細的介紹，在清

楚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企業特性，方能掌握其投資策略布局。 

二、個別企業 

1.百度(Baidu)  

1999 年矽谷搜尋引擎公司 Infoseek 被迪士尼所收購，於是李彥宏 2000 年回到中國創辦了百

度。百度兩個字來出於辛棄疾的詩句「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百

度創立之初就定位使命為讓人們最平等便捷地獲取資訊、找到所求，提供簡單可依賴的網路搜尋

產品與服務，並同時布局於人工智能、雲端計算、大數據等技術領域，且處於全球領先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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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百度產品大全，台經院整理 

圖 4-2、百度產品業務(截止至 2018.12) 

上圖為百度產品的業務布局，可以明顯看出在搜尋引擎與開發者服務的產品量多，且同時也

為百度的重要佈局戰地，百度知名的搜尋服務旗下以視頻愛奇藝、百度地圖聞名，同時在開發者

服務中，針對網頁流量統計與營銷產品也是發展的一大重心。另外，雖然中國支付系統以阿里巴

領域 產品名稱 產品介紹 領域 產品名稱 產品介紹

小度商城 小度AI產品的家 hao123 網址導航

簡單搜索 極速輕便的搜索app 網站導航 百度網址大全

百度百聘 更專業的招聘搜尋引擎 百度口碑 傳播更真實的評論

好看視頻 專業短視頻聚合平臺 91手遊網 手遊資訊、開測、禮包、下載

百度信譽 權威信譽資訊認證平臺 百度遊戲 玩遊戲、看資訊、找同伴

百度行銷中心 百度商業產品服務平臺 百度開發者平臺 輕鬆找到所需高品質應用

百度技術學院 做技術的學習者，讓我們更強 安卓網 安卓資訊、資源及論壇

百度人工翻譯 權威精准人工翻譯 91門戶 移動互聯網媒體平臺

網頁 搜索海量網路資料、資源 百度行銷大學 互聯網行銷學習平臺

視頻 搜索海量網路視頻 百度認證 互聯網行銷職業認證

百度翻譯 輕鬆解決語言差異困擾 百度行銷研究院 讓商業決策更簡單

音樂 搜索試聽下載海量音樂 百度腦圖工具 線上腦圖編輯工具

地圖 搜索功能完備的網路地圖 百度影音 邊下邊看，支援視頻搜索

新聞 搜索流覽新聞資訊 千千音樂 千千音樂，聽到極致

圖片 搜索海量網路圖片 百度流覽器 一款迅捷、多彩、簡潔的流覽器

百度識圖 以圖搜資訊，發現更多可能！ 百度hi 簡單的與好友聊天

太合音樂人 發現更好的原創音樂 百度輸入法 流暢輸入，更懂中文

百度財富 理財，貸款，保險，上百度財富 百度殺毒 更快，更安全

百度外賣 線上外賣訂餐產品 百度衛士 更快，更安全

百度傳課 百度線上教育平臺！ 百度五筆輸入法 百度五筆輸入法PC版

百度學術 提供海量中英文文獻檢索！ 百度取證 電子資料取證/公正平臺

桌面百度 桌面智慧助手，連接人與服務 百家號 內容變現和粉絲管理

百度教育商業服務平臺 內容行銷與教育雲服務 百度廣播開放平臺 文本即時轉換語音

百度靈犀 大資料行銷決策系統 百度VR社區 VR媒體社區

百度律師 針對中小微客戶提供線上法律服務 度秘 每個人貼心的秘書

百度大腦 百度人工智慧開放平臺 百度安全社區 百度安全產品交流論壇

百度商橋 線上溝通助力精准行銷 文庫 閱讀、下載、分享文檔

百度推薦 更專業的個性推薦引擎 百度網盤 檔案備份、分享、同步工具

搜索開放平臺 站長提交資源的綠色通道 百科 查詢、貢獻網路百科全書

站長平臺 讓百度更瞭解你的網站 貼吧 自由分享話題、參與討論

百度統計 獲取網站流量的專業分析 知道 尋找答案、回答問題

百度聯盟 與百度合作，變得更強 經驗 實用生活指南

百度推廣 獲得新客戶和合作夥伴 百度股市通 大資料選股，股票投資

風雲榜 觀熱點事件，看時尚風雲 百度錢包 安全可信賴的支付工具

百度指數 搜索權威的關鍵詞數據分析 百度閱讀 電子書世界，閱讀更方便

百度移動統計 專業的移動應用統計 百度旅遊 讓旅行更簡單

百度司南 大資料行銷決策平臺 百度眾測 用戶體驗中心

百度開發者中心 開發者一站式服務平臺 百度金融商城 綜合金融服務平臺

百度圖+ 開啟圖片的變現方案 百度社團贊助平臺 互聯網產品粉絲互動

百度雲觀測 網站健康監測中心 百度糯米 我的生活

百度商業服務市場 全新SEM工具線上集市 寶寶知道 更專業的母嬰孕育知識社區

百度輿情 互聯網口碑分析工具 百度優課 中小學教師工作必備

百度精算 大資料廣告效果衡量平臺 百度 H5 視覺化 H5 頁面製作工具

百度雲加速 為站長提供安全防護和加速服務 百度理財 投資生錢，隨時交易

APIStore 為開發者提供API服務 百度手機輸入法 點劃結合，輸入更流暢

91百通廣告 開啟您的流量變現之旅 百度手機流覽器 極速流覽，集海量應用

百度雲 百度全系列雲計算產品 百度手機助手 更新更全安卓手機應用

百度語音 語音辨識合成技術開放 百度魔圖 好玩易用掌上美圖工具

百度SSP媒體服務 媒體收益管理與優化服務 百度翻譯App 您的掌上翻譯專家

百度雲推送 免費專業的推送服務平臺 百度魔拍 手機拍照，一鍵美顏

百度移動雲測試中心 移動應用測試服務平臺 千千音樂APP 千千音樂，找歌聽歌，一步到位

百度微任務 隨時隨地隨手，輕鬆賺錢

百度手機衛士 手機防吸費，防騷擾

站長與開發者服務

軟件工具

其他服務

社區服務

新上市

搜尋服務

導航服務

遊戲娛樂

移動服務

https://www.baidu.com/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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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的支付寶為大眾使用，然而百度也有推出百度錢包(百付寶)，同時甚至推出百度遊戲。顯示縱

使三巨頭在自家領域各有強項，但產品業務重疊也是時有所聞的。 

所以百度對於新創企業的投資，可以預期的應該會與自身主打產品業務契合、互補。百度截

至目前共投資了 184 家新創企業，且近兩年的投資案件數有明顯成長。而投資領域則如下圖所示

(依投資筆數分布)，百度所投資的新創企業以企業服務為最高佔比產業類別，而隨著近年百度積

極發展自駕車，因此百度在其中的投資也是佔了一定分量，而其他則均勻分散於各領域中。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4-3、百度新創投資分布(截止至 2018.11/22) 

下表格中，列出百度戰略投資的具代表性新創企業，戰略投資的特點在於與新創業務緊密，

且擁有促進新創業務發展之能力，同時也追求長期戰略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阿里巴巴與

騰訊，百度對於新創企業的投資屬於三叉戟模式，除了本業外又分為百度風投(專注 AI 新創早期

發展)、百度資本(專注 PE 輪)，各司其職進攻新創投資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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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百度近年在娛樂圈的佈局投資值得注意，舉凡熱門的影片平台愛奇藝、網易雲音樂，可

以看出文化娛樂這塊市場同樣受三巨頭重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百度針對新潮傳媒的投資，

該新創以電梯廣告營銷流量為業務，並致力於發展線下廣告營銷。所以百度的戰略投資的意義在

於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新潮傳媒龐大的社區線下智能終端將與百度線上數據作一結合，為企

業和品牌提供更加精準的媒體流量方案，也是百度從網路廣告行銷進軍線下廣告行銷市場的一個

訊號。 

表 4-1、百度戰略投資之新創企業(精選) 

投資時間 企業 LOGO 企業名稱 行業領域 獲投金額 

2018/11/14 

 

新潮傳媒 廣告行銷 21 億人民幣 

2018/11/13 

 

網易雲音樂 文化娛樂 6 億美元 

2017/8/16 

 

中國聯通 企業服務 780 億人民幣 

2017/2/21 

 

愛奇藝 文化娛樂 15.3 億美元 

2016/6/6 
 

易車 汽車交通 3 億美元 

2014/12/17 
 

Uber 汽車交通 6 億美元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2.阿里巴巴(Alibaba)  

1999 年，在網路議題正處於白熱化階段時，有位經歷兩次創業經驗的杭州英文老師創辦了

家電子商務公司。為了註冊公司名稱，馬雲思索了許久。而在經過在餐廳用餐時的靈感，馬雲決

https://www.itjuzi.com/investfirm/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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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把公司取名為阿里巴巴，由於阿里巴巴的故事被全世界的人所熟知，並且不論語種，發音也近

乎一致。並且期許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進入全球網站排名前十位。 

上個月剛過完的雙 11 單日以 2,135 億人民幣寫下歷史新紀錄，相較於去年紀錄成長近 27%，

顯示了電子商務業務在阿里巴巴的重要性。下表阿里巴巴的業務範疇可看到，阿里巴巴在網路購

物的布局範圍廣泛且深入，同時也在物流、雲端有所布局。 

表 4-2、阿里巴巴業務範疇 

LOGO 名稱 簡介 介紹 

 

淘寶網 

中國最大的移動商

業平台 

淘寶網（www.taobao.com）創立於 2003 年，是社交商務平台，通過大

數據分析為消費者提供既有參與感又個性化的購物體驗。在淘寶網上，消

費者能夠從商家處獲取高度相關、具吸引力的內容及實時更新，從而掌握

產品與潮流資訊並與其他消費者或喜愛的商家和品牌互動。平台上的商家

主要是個體戶和小企業。易觀的數據顯示，按 2017 年商品交易額（GMV）

計算，淘寶網是中國最大的移動商業平台。淘寶網為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業

務。 

 

天貓 

中國最大的 B2C 平

台 

天貓（www.tmall.com）創立於 2008 年，致力為消費者提供選購品牌產

品的優質購物體驗。至今，多個國際和中國本地品牌及零售商已在天貓上

開設店舖。易觀的數據顯示，2017 年，按商品交易額（GMV）計算，天猫

是中國最大的 B2C 平台。天貓為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業務。 

 

全球速

賣通 

為全球消費者而設

的零售平台 

全球速賣通（www.aliexpress.com）創立於 2010 年，是為全球消費者而

設的零售平台，其主要買家市場包括俄羅斯、美國、巴西、西班牙和法國。

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可以通過全球速賣通，直接從主要來自中國的製造商和

分銷商購買產品。除了英文站外，全球速賣通經營多個本地語言的分站，

語言包括俄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全球速賣通為阿里巴巴集

團旗下業務。 

 

阿里巴

巴國際

交易市

場 

領先的全球批發貿

易平台 

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場（www.alibaba.com）是阿里巴巴集團最先創立的

業務，目前是領先的全球批發貿易平台。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場上的買家

來自全球 190 多個國家（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一般是從事進出口業

務的貿易代理商、批發商、零售商、製造商及中小企業。阿里巴巴國際交

易市場同時向其會員及其他中小企業，提供通關、貿易融資和物流等進出

口供應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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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 

中國領先的綜合批

發平台 

1688（www.1688.com）創立於 1999 年，是中國領先的綜合批發平台，

服務中國國內從事服裝、普通商品、家居裝飾和裝飾材料、電子產品、鞋、

包裝材料及食品和飲料等多個行業的批發買家和賣家。不少在阿里巴巴集

團旗下中國零售平台經營業務的商家，都通過 1688 採購產品。1688 為阿

里巴巴集團旗下業務。 

 

阿里媽

媽 

網上營銷技術平台 

阿里媽媽（www.alimama.com）創立於 2007 年，是一個匹配商家和品牌

營銷需求與阿里巴巴集團旗下平台和第三方平台各類媒體資源的營銷技術

平台。阿里媽媽通過其聯盟營銷計劃，讓商家於第三方網站和客戶端投放

廣告，從而令營銷和推廣效果觸達阿里巴巴集團電商平台以外的平台和用

戶。阿里媽媽為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業務。 

 

阿里雲 

全球三大 IaaS 供應

商之一 

阿里雲（www.alibabacloud.com）創立於 2009 年，為阿里巴巴集團旗下

的雲計算業務。Gartner 及 IDC 的資料分別顯示，阿里雲是全球三大基礎

設施即服務（IaaS）供應商之一以及中國最大的公共雲服務供應商。阿里雲

向阿里巴巴集團電商平台上的商家以及初創公司、企業與政府機構等全球

用戶，提供一整套雲服務。阿里雲為奧運會官方雲服務供應商。 

 

菜鳥網

絡 

物流數據平台運營

商 

菜鳥網絡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業務，致力於實現集團在物流方面的願景：

中國範圍內 24 小時送貨必達、全球範圍內 72 小時送貨必達。菜鳥網絡作

為一個平台，致力搭建全國性的物流網絡，運用物流合作夥伴的產能和能

力，提供國內和國際的一站式物流服務及供應鏈管理解決方案，大規模實

現商家和消費者的各種物流需求。 

 

螞蟻金

服 

專注於提供普惠金

融服務的科技企業 

螞蟻金服是一家旨在為世界帶來普惠金融服務的科技企業。螞蟻金服起步

於 2004 年成立的支付寶。2014 年，螞蟻金服正式成立。螞蟻金服以「為

世界帶來更多平等的機會」為使命，致力於通過科技創新能力，搭建一個

開放、共享的信用體系和金融服務平台，為全球消費者和小微企業提供安

全、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務。 

資料來源：阿里巴巴業務範疇 

下圖中列出阿里巴巴在新創企業的投資概況(未計入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其主要投資香港、

臺灣的新創企業)，截至今年 11/22 共投資了 250 家新創企業，投資規模在 BAT 中位居第二。而

投資產業領域方面(依筆數分布)，阿里的投資領域較為均勻分散，比例懸殊不大。本業電子商務

為投資佈局最多的領域，而企業服務領域屬次之。物流雖然也有所布局，但投資規模不如想像中

的多。此外汽車交通自駕車的戰場是三巨頭共同重視的，因此當中的投資佈局都不可小覷。 

 

https://www.alibabagroup.com/tc/about/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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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4-4、阿里巴巴新創投資分布(截止至 2018.11/22) 

下表列出數個阿里巴巴戰略投資的新創企業，阿里的線上零售業務對於傳統零售業打擊重大，

但有趣的是，屬於競爭敵對關係的傳統零售與線上零售業務也是存在合作空間的。阿里巴巴在高

鑫零售的布局是想藉由數位化轉型重新定義傳統零售，透過線上線下的整合帶給消費者煥然一新

的消費體驗。餓了麼是中國的一個線上訂餐平台，餓了麼將依托阿里集團數位經濟生態的商業基

礎設施，並成為阿里新零售戰略的一支重要力量，更在今年四月以 95 億美元併購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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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阿里巴巴戰略投資之新創企業(精選) 

投資時間 企業 LOGO 企業名稱 行業領域 獲投金額 

2018-07-23 

 

WPP 企業服務 25 億美元 

2017-11-20 

 

高鑫零售 本地生活 28.8 億美元 

2017-06-02 
 

餓了麼 本地生活 10 億美元 

2015-08-19 

 

Snapdeal 電子商務 5 億美元 

2013-04-29 

 

微博 社交網路 5.86 億美元 

資料來源：IT 桔子 

 

3.騰訊(Tencent)  

1998 年，原先在潤迅通訊公司服務的馬化騰創辦了騰訊，寓意「萬馬奔騰的資訊時代」。 一

方面，馬化騰的名字里有個「騰」字，公司和自己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騰」也有騰飛、發達

的意思。後綴為「訊」，更多是因為老東家潤訊對馬化騰的影響。 

騰訊創辦之初以成為最受尊敬的網路企業為企業願景，並致力於透過網路服務提升人類生活

品質。管理理念以員工為核心，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獎勵機制，經營理念以用戶價值為依歸。

騰訊由即時通訊軟體起家，業務拓展至社交、娛樂、金融、資訊、工具和平台等不同領域。目前

擁有中國國內使用人數最多的社交軟體騰訊 QQ 和微信，以及中國國內最大的網路遊戲社區騰訊

遊戲。 

以下列出騰訊的業務範疇，騰訊在娛樂方面的布局屬於比較多，近期最知名的當屬騰訊音樂

的上市消息了。另外騰訊在電玩遊戲產業的布局也是很可觀的，在世界級電玩公司的投資、收購

都少不了騰訊的參與，數年前更收購 RIOT 公司、投資動視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整體而言，

騰訊的業務範疇重心落在於娛樂產業上。 

https://www.itjuzi.com/investfirm/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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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騰訊業務範疇，台經院繪製 

圖 4-5、騰訊業務範疇 

 

 

https://www.tencent.com/zh-hk/syst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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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T 橘子，台經院整理 

圖 4-6、騰訊新創投資分布(截止至 2018.11/22) 

上圖中列出騰訊在新創企業的投資概況，在三巨頭中投資規模最大的為騰訊，截至今年 11/22

共投資了 556 家新創企業。騰訊對於新創企業的投資於 2014 年開始，大致上維持穩定成長，近

兩年的投資筆數更是攀升新高。而投資產業領域方面(依筆數分布)，騰訊同樣也是在汽車交通領

域有所布局，本業文化娛樂與遊戲產業為主力佈局戰場，此外也有佈局電商、金融產業等。 

騰訊相對重視早期投資，在各個領域都有所涉及，且大多不參與具體業務操作。其投資風格

屬於「全賽道投資」，也就是只要騰訊看好哪個產業，就會對產業中的各家新創企業進行投資，

這麼做雖然會增加投資成本，但是卻能避免錯失新創獨角獸的機會。 

以下列出幾個騰訊具有代表性的戰略型投資案例，廣為人知的美團點評、知乎上都有騰訊投

資的身影，其中美團點評在今年九月於港交所正式上市。今年以來，騰訊投資的多家企業皆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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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如拚多多、虎牙直播、蔚來汽車、創夢天地等，也使得昔日互聯網巨頭成為主宰中國新創企

業的投資巨鱷。 

表 4-4、騰訊戰略投資之新創企業(精選) 

投資時間 企業 LOGO 企業名稱 行業領域 獲投金額 

2018-09-01 

 

美團點評 本地生活 15 億美元 

2018-08-08 

 

知乎 文化娛樂 2.7 億美元 

2018-01-25 

 

快手 文化娛樂 10 億美元 

2017-06-16 

 

摩拜單車 汽車交通 6 億美元 

2016-10-25 
 

四維圖新 汽車交通 38 億人民幣 

資料來源：IT 桔子 

 

三、三巨頭的戰場-人工智慧 

BAT 在中國網路圈的主導性奠定了其地位所在，在未來具高度潛力的產業領域的佈局也是

少不了了。然而，具有發展性的新創企業往往受眾人的愛戴，卻也造成了投資人在當中的投資、

併購爭奪戰。 

以下選以近年 BAT 於人工智慧領域的新創投資，高盛的中國人工智慧崛起報告指出，AI 價

值的創造有四個關鍵領域：人才、資料、基礎設施和計算能力。而中國已擁有所需的人才、資料

和基礎設施三要素。而在人工智慧中，AI 晶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又被稱為「人工智慧的大腦」，

以下將介紹 AI 晶片產業整體概況、BAT 在當中的佈局。 

https://www.itjuzi.com/investfirm/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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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ldman Sachs 全球投資研究 

圖 4-7、美中英 AI 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Tractica，聯想之星 Comet Labs 整理 

圖 4-8、全球深度學習晶片市場規模預測 (2016-2025) 

全球 AI 市場規模以美國排行第一，但中國緊接在後，專利數與美國也是可以一較高下的。

顯示中國 AI 市場的潛力所在，近年中國 AI 新創企業獲投鉅額的消息更是層出不窮。另外，以

深度學習功能的 AI 晶片而言，在未來的爆發力更是足夠的，也值得期待將來 AI 新創企業的發

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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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中國 AI 晶片主要公司 

LOGO 公司名稱 成立 地點 AI 產品 技術特點 

 

寒武紀科技 2016 北京 

Cambricon-1A、

Cambricon-1H16

等 

高性能硬體架構及軟體支持兼

容 Caffe、Tensorflow、Mxnet

等主流 AI 開發平台 

 

地平線 2015 北京 
旭日 1.0 處理器、

征程 1.0 處理器 
崁入式人工智慧視覺晶片 

 

深鑑科技 2016 北京 
聽濤晶片/觀海晶

片 
基於 FPGA 深度學習處理單元 

 

啟英泰倫 2015 成都 
智能語音神經網路

處理晶片 CI1006 

基於 ASIC 架構的 DNN 語音識

別晶片 

 

百度 2000 北京 崑崙 基於 FPGA 的雲計算加速晶片 

 

華為 1987 深圳 麒麟 970 集成 NPU 專用硬體處理單元 

 

雲天勵飛 2014 深圳 IPU 採用異構計算多核 SOC 架構 

 

杭州國芯 2001 杭州 
物聯網人工智慧晶

片 GX8010 
採用了多核異構的架構 

 

西井科技 2015 上海 類腦人工智慧晶片 整合儲存、運算器 

 

雲知聲 2012 北京 
Unione 物聯網專

用晶片 
AI 加速架構 

 

比特大陸 2013 北京 BM1682 等 集成高性能 ARM 內核 

 

科大訊飛 1999 合肥 - 語音識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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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電子發燒友網 

 

上表為中國 AI 晶片的主要公司，除了傳統大廠百度、阿里巴巴、華為等之外，可以看到有

許多 AI 新創企業。以寒武紀而言，僅成立短短兩年期間，估值就上看 25 億美元，且光是 A 輪

就獲投 1 億美元，驗證了中國 AI 晶片的實力所在。而百度所設計的雲端全功能 AI 晶片崑崙，

運算效能在業界屬首屈一指，比最新基於 FPGA 的 AI 加速器，性能提升了近 30 倍。阿里巴巴

在今年宣布成立「平頭哥」半導體公司，預計明年第二季，將會生產自有神經網路晶片 AliNPU。

而對於騰訊而言，似乎就缺少了 AI 晶片的佈局？但從今年 8 月騰訊所領投的燧原科技 Pre-A 輪

3.4 億人民幣來看，騰訊的佈局不同於百度、阿里巴巴一樣自主研發晶片，而是藉由廣泛的投資

AI 領域新創，來掌握這個 AI 市場賽道。 

下圖列出 BAT 所投資的 AI 晶片新創企業，幾乎皆是成立不到幾年就受 BAT 所投資，或者

是更具有發展潛力的新創企業則是逕被收購。可以觀察出，阿里巴巴在 AI 晶片的佈局是最為積

極的，也就是自從今年宣布成立平頭哥公司之後，可以看出其在 AI 晶片市場的野心所在。將來

提到阿里巴巴的業務強項，也許除了電商與行動支付外，還能多個 AI 軟硬體項目。 

 

人人智能 2016 北京 FaceOS 基於 ARM 的人腦機芯 

 

商湯科技 2014 北京 - 人臉辨識技術 

 

曠視科技 2011 北京 - 人臉辨識技術 

 

依圖 2012 上海 YPU - 

 

瑞芯微 2001 福州 RK3399 採用四核 Cortex-A7 內核架構 

 

中星微 1999 北京 
星光智能 2 號人工

智慧晶片 
NPU 的運算能力 

 

阿里巴巴 1999 杭州 Ali-NPU 圖像影片分析等推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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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繪製 

圖 4-9、BAT 所投資之 AI 晶片 

四、結論 

BAT 在中國新創企業的投資佈局廣泛，除了能夠與之業務整合外，更可補足自身產品範疇

不足之處。而三巨頭中又以騰訊的投資規模最大，可預見的是在明(2019)年，隨著多家新創企業

走向 IPO，使得其所撒下的種子逐漸開花結果。而阿里巴巴與百度則分別鎖定鑽研人工智慧與自

駕車，並且值得期待其成果。然而，縱使今天我們見識到三巨頭的強大所在，但是在網路科技產

業的世界裡，最可怕的敵人往往是那些受到忽略的企業，畢竟即使三巨頭未來佈局都沒出錯，但

只要對手做對佈局策略就得以快速成長而竄起。 

參考資料 

1. 各大巨頭都去做 AI 芯片了，為何騰訊跟不上腳步？ 

https://reurl.cc/bkvX6 

2. 雷鋒網 BAT 關鍵字 

https://reurl.cc/Zrm1A 

3. BAT AI 芯片佈局盤點誰是“中國芯”新希望？ 

https://reurl.cc/ak3al 

4. BAT 為何紛紛布局 AI 晶片？ 

https://reurl.cc/44xND 

 

https://reurl.cc/bkvX6
https://reurl.cc/Zrm1A
https://reurl.cc/ak3al
https://reurl.cc/44x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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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12 月焦點 5】科技五哥併購布局暨

2018 併購個案掃描 

 

 

 

 

 

 

 

 

 

 

 

 

 

 

 

 

 

 

 

 

 

 

 

 

 

一、前言 

科技巨頭發展動態與產業發展關連性息息相關，現今，最

能夠主導整個世界的五家科技大廠分別是 Facebook、Amazon、

Alphabet（Google）、Apple、Microsoft，透過觀察上述科技大

廠的早期投資與併購，除了可觀察其是否積極鞏固自身優勢，

也可看到大廠是否企圖進行跨領域突破。其中，相較於早期投

資，大廠的併購交易中除了更能夠反映企業本身未來的策略布

局，也可由此探嗅出產業的發展趨勢。因此，本研究針對上述

科技五哥進行併購分析，解析最為科技巨頭所需之新興科技，

從而探討科技巨頭未來的策略布局。以下，本文首先由科技巨

頭在 2012-2018Q3 的併購案件進行觀察，以了解何者在併購布

局最為積極；此外，本研究亦針對科技巨頭所偏好併購之產業

類別進行分析，進而掌握未來產業發展趨勢；最後，則是針對

五大科技巨頭 2018 年併購個案進行盤點，整理出科技巨頭今

年的併購布局。 

二、科技巨頭 2012-2018Q3 併購案件觀察 

觀察 2012-2018Q3 Google、Apple、Amazon、Facebook 以

及 Mircosoft 等五大科技巨頭歷年併購案件，可發現五大科技龍

頭之併購案件並無持續上升或持續減少之時間趨勢，多數併購

集中在 2014-2015 年間發生。 

 

科技巨頭併購與公司未來

發展策略的關連性息息相

關，除了能夠反應企業本

身的策略布局外，也可由

此探嗅出產業的發展趨

勢。 

本文分析當今科技五哥

Alphabet（Google）、

Amazon 、 Apple 、

Facebook 與 Microsoft

在 2012-2018Q3 的併購

行為，探究科技大廠併購

積極度、偏好之產業類別

與 2018 年最新併購個

案，希望從中觀察出新興

技術中最被科技巨頭看好

的應用，進而解析科技巨

頭的發展策略。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研六所副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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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兩年科技五哥併購案件合計皆超過 40 件，主要來自 Google 與 Microsoft 的併購。就併購

總數來看，Google 併購案件高達 70 件高居科技巨頭之冠。在 2018 年併購部份，截至 Q3 為止，

以 Microsoft 併購 7 件最多。 

 

資料來源：FINDIT(2018),台經院計算整理。 

圖 5-１、科技巨頭歷年併購案件 

 

三、五大科技巨頭併購類別觀察 

在 五 大 科 技 巨 頭 併 購 觀 察 部 份 ， 本 文 透 過 計 算 各 公 司 使 用 之 所 有 類 別 在

2012-2014/2015-2017 兩期間出現次數，並依各類別出現次數進行排名，進而將各類別區分為新

興區、熱門區、萌芽區與洗牌區。經計算結果發現，五大科技大廠熱門併購企業以行動、軟體、

資安、人工智慧為主，另外，在新興技術部份，機器視覺、開發者工具、雲端資料服務、內容

建立、電子等皆是獲得五大科技廠商青睞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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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散佈圖採一對多計算。 

資料來源：FINDIT(2018),台經院計算整理。 

圖 5-2、科技巨頭併購公司類別散佈圖 

 

四、五大科技巨頭併購布局與 2018 年併購個案介紹 

在個體面來看，五大科技大廠併購布局部份會依其本業屬性而有所不同，以下分就 Google、

Apple、Amazon、Facebook 以及 Mircosoft 等五家科技巨頭在 2012-2017 年併購布局進行簡要說

明，並逐一介紹五大科技巨頭在 2018 年之併購個案。 

(一) Google 

Google 在 2012-2014 年所併購最多的公司乃與 X 部門進行整合，Google X 向來被稱 google

最神秘的部門，主要領域為人工智慧、計算神經科學、醫療衛生、生物科技等，執行的計劃包

含：無人飛機、無人車、Google 眼鏡、Project Loon 等。其次，則是在 Android 與居家相關的

Nest Lab 部門的相關併購。2015-2017 年，Google Cloud Platform 成為 Google 併購布局中著力

最深的部門，另外，Android 部門仍為 Google 極為看重的方向，第三名則為針對強化 Youtube

部門的收購。整體來看，Google 併購策略布局可歸納以下三點：(1)由機器人併購移轉至雲端；

(2) Android 作業系統為近六年布局重點；(3)深化 Youtube 影片服務的實力。 

Google 在 2018 年共計併購 4 家公司，在趨勢上， Google 延續了 2015-2017 年的布局，

雲端布局仍是重中之重，在 2018 上半年度收購的 4 家企業中，就有 3 家是提供雲端服務的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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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另外，Google 也併購透過其所累積的 Gif 動圖圖庫以及龐大的會員數的公司，Google 利

用它的資源以強化自身的搜尋引擎。以下逐一介紹 Google 在 2018 年所併購的 4 家公司： 

1. Cask 

 

 成立：2011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3,75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Battery Ventures / Ignition Partners / Safeguard Scientifics / Ericsson / 

Data Collective DCVC 

Cask 是一家提供 Hadoop 開源應用程式平台服務的公司，其主要產品是開源的應用程

式平台 CDAP，可將 Hadoop 生態系統元件整合到單一平台上，讓開發者以拖拉的方式進

行 UI 開發。Cask 不只提供加速應用程式建置的工具以及服務，也能讓應用程式保有可移

植性，透過底層資料的邏輯表現來提供 Hadoop 環境抽象化的資料。CDAP 也定義並實作

了多種 Hadoop 基礎架構整合，支援 HBase、HDFS、YARN、MapReduce、Hive 和 Spark

的應用程式與資料。對 Google 而言，CDAP 將有助提高企業在雲端以及本地端的資料處理

效率，並期待驅動 CDAP 能在更廣泛的開發者社群中發展。 

2. Velostrata 

 

 成立：2014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3,15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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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投資人：Intel Capital /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 83North  

Velostrata 為一家總部設於美國的以色列新創公司，該公司提供一個先進的混合雲解決

方案，能把儲存從計算資源中分離，並在雲端運行虛擬機器時，將儲存資源放在就地部署

的系統中。更重要的是，在公有雲、私有雲基礎架構相互串聯的混合雲中，Velostrata 能

讓企業根據需要，移動、調整工作負載或做雲端交付。對 Google 而言，本次收購將簡化

進入 Google Cloud 平台流程，並可輕鬆地將工作負載移到 Google Compute Engine。 

3. Xively 

 

 成立：2003 年 

 總部：美國  

Xively 原是 LogMeIn 的 Paas 產品，用於建構以及管理 IoT 裝置的相關服務，整套 IoT

方案還包括訊息通知工具以及儀表板等功能。Xively 可以幫助企業連接起所有 IoT 裝置的

公司，例如連結工廠中煙霧偵測器或生物辨識裝置等感測器等，平台使用者可以透過嵌入

式 IoT 客戶端代理人程式，輔以 SDK 開發 Android 或是 iOS 的手機 App 來監控裝置的狀

況，此外，系統也會在必要的情況下向使用者發出提示訊息。收購 Xively 有助於幫助 

Google Cloud 實現其物聯網野心，獲得巨量物聯網設備的資料，並進行儲存與分析。 

4. Tenor 

 

 成立：2014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3,20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Redpoint / Menlo Ventures / Tenaya Capital / OCA Ventures / Cowboy 

Ventures / Signia Venture Partners  

 



 

107 

 新興領域 

Tenor 為一家專門提供 GIF 資料庫與搜尋服務的公司，其原名為 Riffsy，除了提供網

頁版的 GIF 動態圖檔搜尋服務之外，也開發了支援 Android、iOS 與 macOS 平台的 GIF 

Keyboard 程式，使用者可直接在對話中輸入各種動態表情符號。Google 將結合其他的 GIF

搜尋工具，整合 Tenor 的功能，並強化自己的搜尋引擎。通過使用者註冊，上傳自己的 GIF

動圖共享到雲端上，可以讓其他用戶取用。目前 Tenor 可以在不同平台使用，用戶最常使

用的應該是 Facebook，可以直接用 Tenor 找到想要的圖片。另外也有 Android 跟 Mac 的

App，方便用戶使用。 

(二) Apple 

在 Apple 併購策略布局部份，2012-2014 年 Apple 併購主力在發展 Maps 功能，2015-2017

年，Apple 併購策略改變，Maps 部門的併購案件減少，與 ARKit 相關的收購成為 Apple 著力最

深的項目，ARKit 是一系列新的 iOS 開發工具，可以讓搭載 A9 以上 SoC 的 iOS 裝置，透

過相機鏡頭，在真實畫面中看到虛擬物件，例如在自己的辦公桌看到寶可夢等。此外，與人工

智慧相關的圖像辨視併購案件亦大量增加，名列第二。綜言之，比較 2012-2014 年/2015-2017

年 Apple 的併購布局，可發現：(1)MAP 相關公司併購大幅減少；(2)AR 與 AI 技術成為 Apple

布局關鍵。 

2018 年 Apple 的併購案件僅有 2 件，其中 AR 仍是 Apple 布局重點，另外則是布局數位媒

體。除了帳面上 2 筆併購案件外，2018 年 10 月 Apple 以 6 億美元買下了歐洲晶片製造商 Dialog 

Semiconductor 的電源管理 IC 業務，並納入 Dialog 300 名工程團隊，該筆併購案預計於 2019

年上半完成，此舉意味著 Apple 為自製晶片又向前邁出一步。 

1. Next Issue Media 

 

 成立：2009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5,00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KKR & Co.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Next Issue Media 是一個線上雜誌平台，網羅了約 200 多種全球雜誌，旗下的 Texture

團隊所開發的 App 採取訂閱付費制，IOS 用戶付費後，便可以無限制瀏覽觀看。Apple 將

Texture 納入數位訂閱平台並與 Apple Music 音樂服務進行整合，以期推出「大會員」套餐

服務。Apple 自從 2014 年推出了 Apple Music 音樂串流服務後，業績突破了 2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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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Apple 來說，他們想做的是「大會員」套餐服務，將音樂、線上雜誌以及新聞整合在

一起，甚至有望推出自製美劇或是原創的新聞內容，以期吸引 IOS 用戶或是新用戶的加入。 

2. Akonia Holographics 

 

 成立：2012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1,16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Acadia Woods Partners 

2018 年下半年，Apple 併購了致力於打造 AR 眼鏡專用鏡片的新創公司 Akonia 

Holographics，該公司由一群全像科學專家創立，擁有 200 多項與全息系統和材料相關的

專利。最初專注於全息數據儲存，後期則投入一種稱為單鏡（HoloMirror）的技術來生產

AR 鏡片，該項技術宣稱可以將外部視野與電腦影像完美結合。此項併購案顯示 Apple 確

實已經開始積極打造擴增實境應用裝置。 

(三) Amazon 

在 Amazon 併購策略布局部份，2012-2014 年主要是針對補強電子書閱讀器 Kindle 的併購。

2015-2017 年，Amazon 則大舉布局與雲端事業 AWS 相關的公司。另外，E-Commerce 部份也

是 2015-2017 年間 Amazon 在併購中著墨很深的部門。綜言之，Amazon 收購布局可歸納為以下

兩項重點：(1)由支援電子書、媒體走向大幅收購雲端企業；(2)布局線上線下消費，強化電子商

務運作。 

2018 年 Amazon 延續 2015-2017 併購趨勢，仍以雲端與電子商務的收購為主軸，透過加強

AWS 的隱私瀏覽安全，加強自身的雲端計算能力，以及跨足醫藥界。另外，在智慧家居服務的

布局也持續延伸，以下介紹 Amazon 在 2018 年併購的 4 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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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qrrl 

 

 成立：2012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2,65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Acadia Woods Partners / Atlas Venture / Rally Ventures / Spring Lake 

Equity Partners / Total Access Fund / Alumni Ventures Group / Matrix Partners / The 

Yard Ventures / Accomplice 

Sqrrl 是一家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網路安全軟體公司，專門針對大型企業提供進階威

脅偵測服務。其主要產品為威脅狩獵平台（Threat Hunting Platform），透過連結分析以及

使用者行為分析，整合使用者、實體、資產以及事件資料，創造出行為圖（Behavior Graph），

讓使用者瀏覽並應對安全意外，以保護企業機密。此筆交易是針對提升 AWS 安全性的收

購。 

2. Pillpack 

 

 成立：2013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1.17 億美元 

 歷史投資人：Accel / Atlas Venture / CRV / Founder Collective / Astral Capital / Entrée 

Capital / Cherry Tree Investments / Menlo Ventures / Founders Circle Capital / Sherpa 

Capital / Accomp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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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lPack 為一家總部位於波士頓的線上藥局，在全美 50 州均有服務執照。隨著人口日

益老化以及慢性疾病的盛行，PillPack 透過與藥商及保險公司的合作，每個月將處方箋藥

品，依照服用劑量分袋包裝好，再寄至患者家中，透過這樣的服務模式，省去患者跑藥局

拿藥的麻煩，也能避免吃錯藥、吃錯劑量的問題發生。此外，該公司並結合自家開發的客

戶資料管理平台 PharmacyOS，除了可知道如何安排病患的劑量外，在派發藥物時，亦會

直接與保險公司解決支付事宜。收購完成後，Amazo 如同瞬間擁有一個全國性的醫療網

路。 

3. Ring 

 

 成立：2012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2.09 億美元 

 歷史投資人：Kleiner Perkins / First Round Capital / True Ventures / Qualcomm 

Ventures / DFJ Growth / Felicis Ventures /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 Partners / 

American Family Insurance / Virgin Group / VTF Capital 

Ring 為一家智慧家居公司，有「門鈴界來電顯示」之稱，其研發的「智慧電鈴」可透

過連接網路的智慧攝影機，讓用戶在家中就能透過手機、電腦、智慧音響掌握訪客身分。

除了販售門鈴外，Ring 另有單一或無限鏡頭攝影方案，收費各為每年 30 或 100 美元，為

智慧連網家庭市場中規模前幾大的獨立公司。2018 年 Amazon 收購後的 Ring 仍會維持獨

立運作，預計未來將與智慧助理 Alexa 串接，透過簡單的口頭指令就能操作。此外，Amazon

有提供送貨入室的服務，但因先前的「Amazon Key」有系統上的漏洞，有安全上的疑慮，

此次收購讓 Amazon 提升了智慧家居服務的發展動力。 

4. Tapzo 

 

 成立：2010 年 

 總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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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獲投：2,31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Sequoia Capital India / American Express Ventures / RB Investments Pte. 

Ltd. / Runet Labs / GWC Innovator Fund 

Tapzo 為一家印度支付公司，該公司打造了印度首款綜合平台，在此平台結合了 35 個

以上的不同應用程式，包括叫車、食品、加值、帳單支付、新聞、星座等，用戶只需輕按

一鍵即可透過單一窗口使用，而無需更新或下載，目前在印度擁有超過 500 萬個使用者。

Amazon 的支付部門 Amazon Payments 併購了 Tapzo，意味著 Amazon 將在印度進一步推動

自家的支付服務 Amazon Pay。 

(四) Facebook 

Facebook 在 2012-2014 年併購布局特別鍾情於行動相關技術，除了行動之外，Conversation

是 Facebook 併購布局中的第二重心。2015-2017 年 Facebook 併購主要集中在與發展 AR 息息相

關的 Oculus 以及圖像處理相關企業。整體而言，Facebook 併購重點為：(1)大筆併購 VR/AR 企

業；(2) 強化圖像辨視、電腦識別能力。 

2018 年 Facebook 因為先前的隱私權風波而不堪其擾，因此在用戶隱私權這方面開始補強

漏洞，收購的 4 家企業中有 2 家與資安有關，收購目的都是為了減少網路詐騙、線上交易詐欺

以及帳戶盜用等不法行為。Facebook 在 2018 年併購 4 家公司，分述如下： 

1. Bloomsbury AI 

 

 成立：2015 年 

 總部：英國 

 總獲投：17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IQ Capital / Fly Ventures / Xen Lategan / Seedcamp / UCL Technology 

Fund / London Co-Investment Fund / Entrepreneur First  

Bloomsbury AI 是一家總部位於英國的新創公司，主要是讓每位客戶都能夠提出他們

想問的任何問題，只要清楚提供問題內容，無論在哪一套知識系統，都能立即獲得答案。

也就是說，Bloomsbury AI 主要在解決自然語言與機器之間的語言障礙。由於目前的自然

語言難以被 AI、機器學習系統、資料庫及搜索功能理解，並進行可靠而有效的回應，進而

阻礙整個行業的發展。為因應此一挑戰，Bloomsbury AI 開發了一款名為 Cape 的人工智

慧系統，可讀取檔案並回答與內容相關的問題。Facebook 計畫利用 Bloomsbury AI 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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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術來打擊假新聞，並解決其他問題，如協助企業在文檔中擷取資料，或提升 Facebook

搜索功能等。 

2. confirm.io 

 

 成立：2015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40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 Zelkova Ventures / Rho Ventures / Cava Capital / Meyer Keith 

總部位於波士頓的 Confirm.io 的技術可用於驗證身份證、駕照、護照等官方身份證件

之真偽，同時還提供了生物行為辨識與臉部辨識。在 2015 年，該公司利用高超的法醫學

從一張身分證中提取訊息，並借助移動生物傳感器與臉部辨識系統確認了個人的身分。

Facebook 於 2018 年 1 月收購，將團隊技術整合至臉書，保障臉書用戶隱私以及安全性。 

3. Redkix 

 

 成立：2014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1,70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 Zeev Ventures / SGVC / Ori Sasson / Salesforce Ventures / Dovi 

Frances / Wicklow Capital / Kevin Mahaffey 

Redkix 為一家以色列辦公軟體業者，該公司能將電子郵件、訊息及日曆整合成同一應

用程式。Facebook 希望通過此次收購，為企業應用建構更好的通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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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idpresso 

 

 成立：2012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12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 Y Combinator 

Vidpresso 為一家協助影片製作者在 Facebook Live 或其他社交媒體上，目前的客戶包

括 Nasdaq、TED、NBC、華盛頓郵報、路透社等大型影視內容提供商。Vidpresso 為客戶

提供技術，支援他們在直播時可清楚呈現來自 Facebook 、Twitter 、Periscope 等社交網

絡的投票、評論等資訊，直播主也可輕易地在直播中添加其他的互動功能。惟 Facebook 僅

收購了 Vidpresso 的 7 人團隊和技術，並未收購公司本身。Vidpresso 加入 Facebook 後，

預計將為 Facebook 上大批直播主提供更多的互動性工具，提升平台整體素質。 

(五) Microsoft 

Microsoft 在 2012-2014 年併購主要是以雲端業務 Azure 的發展為主， 在 2012-2014 年

Microsoft 為強化 Azure 的併購案件就高達 10 件。2015-2017 年，Azure 相關布局仍是 Mircrosoft

的併購重點， 除了雲端服務外，Dynamics 也成為 2015-2017 年 Microsoft 的發展重點，Microsoft 

Dynamics 是 Microsoft 公司面向企業的商業軟體，主要包含客顧關係管理（CRM）與企業資源

計劃（ERP）兩項產品等。整體而言，Microsoft 之技術布局為：(1)併購以雲端企業為主，加強

雲端優勢；(2)結合大數據分析商業軟體開發商或協助現場應用及企業管理之廠商。 

2018 年 Micorsoft 延續了 2012 以來的收購布局，和 Azure 相關的雲端收購仍是主軸。面

對 Google 以及 Amazon 的強力競爭下，Micorsoft 也積極佈建其 AI 實力，包含開源平台、深度

學習平台及智慧語音助理都是 Microsoft 之重要併購項目。最後，Microsoft 在 2018 年也相當注

重教育科技的布局，其於 2018 年共併購 7 家企業，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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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vere Systems 

 

 成立：2008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8,60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 Menlo 

Ventures / Tenaya Capital / Western Digital / Google  

Avere Systems 為一家提供數據管理基礎設施的企業，客戶包括國會圖書館、疾病防治

中心、Sony 及 illumination 動畫公司等知名機構，在 2015 年曾被 Google 評為最佳雲

端合作夥伴。Avere Systems 一直以來與各巨頭均有技術合作關係，除了 Google 雲平台之

外，與 Amazon Web Service、HGST 的 Amplidata、IBM 的 Cleversafe 及 SwiftStack 等

都有來往。其產品可執行於 AWS、Google Cloud Platform 上管理檔案系統軟體，方便讓企

業在處理資料時，能夠有效且快速地將資料轉移至公有雲端。該公司被併購後，將和

MicrosoftAzure 雲端平台整合，可望支援 Azure 執行複雜且高難度的作業，並對 Windows 

及 SQL Server 等企業數據產品更有助益。 

2. PlayFab 

 

 成立：2014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1,30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TSVC / Madrona Venture Group / Startup Capital Ventures / Larry 

Bowman / Barney Har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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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Fab 提供雲端後台系統服務，可以讓公司增加營收，其合作廠商有迪士尼、Rovio

等等知名大廠，團隊也提供了管理以及遊戲研發。Microsoft 透過 PlayFab 的遊戲後端服務，

能夠加強 Azure 平台的線上遊戲連結需求，增加穩定度。 

3. GitHub 

 

 成立：2008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3.5 億美元 

 歷 史 投 資 人 ： Sequoia Capital / Andreessen Horowitz / Thrive Capital / IVP 

(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 / SV Angel 

GitHub 為全球最大的程式碼代管平台，平台可以透過 Git 操作或存取。GitHub 也提供

了類似社群網站中按讚、追蹤以及評論的互動功能。使用者註冊後可以進行討論、追蹤程

式進度以及與其他的工程師高手，參與軟體共同開發。Microsoft 於 2018 年 3 月收購，藉

由 GitHub 龐大的社群基礎和技術，能夠加強對自家 AI 以及系統的開發。 

4. Bonsai 

 

 成立：2014 年 

 總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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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獲投：1,36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 M12 / Samsung NEXT / Service Provider 

Capital / ABB Technology Ventures / Siemens AG / Neu Venture Capital / Acceleprise 

Bonsai 為一家人工智慧新創公司，其定位為「面對企業的世界首家深度增強學習（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平台」，該平台提供了製造業、能源、供應鏈以及自動駕駛等領

域的深度學習。該公司致力於設計企業的深度學習工具，並應用於機器人、能源、工業和

自動駕駛等領域。2017 年 Bosai 開發了一種用於程式語言工業控制系統的新技術，執行

速度比 Google 的 DeepMind 類似方法快 45 倍。2018 年 Bosai 與德國工程公司西門子

合作，培訓 AI 模型，以較傳統方法快 30 倍的速度，自動校準電腦數值控制工具機。

Microsoft 利用 Bonsai 建立的模型，在 Azure IoT 部署管理，進而為 Microsoft 提供點到點

的解決方案。 

5. Semantic Machines 

 

 成立：2014 年 

 總部：美國 

 總獲投：2,090 萬美元 

 歷史投資人：General Catalyst / Bain Capital Ventures 

Semantic Machines 總部位於加州柏克萊，該公司開發了一種革命性的新方法來建立對

話式 AI，利用機器學習的能力，開發對話式引擎，讓使用者能以更自然的方式發現、搜

索訊息，獲得服務並與之互動。藉由收購 Semantic Machines，Microsoft 可進一步加強 Cortana

的功能，發展「對話式 AI」。 

6. Chal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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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2013 年 

 總部：美國 

 歷史投資人：cda Ventures LLC/ METEOR MCCK LLC/Wayne Chang, Jeff Seibert 

Chalkup 學術互動平台則是與教育科技相關的併購，增強 Office 部門的實力，學生可

以在平台上進行團體討論、任務的分配以及資源共享。Microsoft 於 2018 年 2 月將該公司

收購，整合到自家 Office365，打造一個全新的的 Microsoft Team 功能，能夠讓工作團隊即

時地連絡和編輯文件，這樣的功能整合，使得 Office 系統更加完整。 

7. FlipGrid 

 

 成立：2014 年 

 總部：美國 

 歷史投資人：Brightstone Venture Capital/ Arthur Ventures 

Microsoft 併購 Flipgrid 是屬於在教育科技領域的布局，Flipgrid 一個專供教育市場社

交功能的新創公司。Flipgrid 加入 Microsoft 後，立即成為免費服務，Microsoft 更宣布對先

前付費會員退費。Flipgrid 的平台就像是個教室裡的 YouTube，讓使用者針對某個或多個

學習主題，自己錄影並上傳含有解答、討論的影片，讓平台上其他使用者針對主題來看影

片、找答案。 

 

五、結論 

整體來看，2018 年科技五哥在併購上的布局與 2015-2017 趨勢大致相同。其中，雲端三巨

頭 Google、Amazon、Microsoft 在雲端併購的布局仍相當積極，開源平台、雲端資料管理與搬

移、資安都是受到 Google 與 Amazon 偏好的項目。AR/VR 則是特別重視使用者體驗的 Facebook

與 Apple 近年的布局重點，電腦視覺、尖端臉部動作辨識、眼球追踪等新技術皆已獲得大廠關

注。 

在科技巨頭個別策略方面，Google 除了在雲端部門的布局不遺餘力外，在作業系統以及

影片服務的併購著墨亦深。Apple 布局關鍵則在「雙 A」-AI 與 AR。Amazonn 除了雲端布局外，

布局相當多元，線上線下新零售、「時尚」＋科技應用、智慧家庭、不同領域電子商務（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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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都是其布局方向。Facebook 則在 AR/VR 的布局最積極，圖像辨識也是該公司一向以來的

布局重點，此外，因為先前的隱私權風波而不堪其擾的 Facebook，也開始重視人工智慧資安公

司。最後，Microsoft 的併購以雲端企業為主，另外，在 Google 以及 Amazon 的夾擊下，Micorsoft

也積極佈建其 AI 實力。此外，本年度 Microsoft 也在教育科技領域多有著力。 

綜言之，雖然各科技大廠併購策略會依其本身主業而有所不同，然而在應用層方面，以人

工智慧、雲端應用與 VR/AR 是目前最受巨頭追捧的項目，而人工智慧底層技術則包含人工智

慧演算、資訊安全技術、圖像辨識、人臉辨識等等。 

 

參考來源 

科技新報、Inside、Meet、數位時代、iThome、KKnews、掃文資訊、鉅亨網、香港矽谷 

網址： 

https://goo.gl/aw5JQY、https://goo.gl/RELW8h、https://goo.gl/u6cFz6、https://goo.gl/NPDxKd、

https://goo.gl/cdvcGb 、 https://goo.gl/yfvenm 、 https://goo.gl/GxDo3z 、 https://goo.gl/FJAF9D 、

https://goo.gl/iXFAug、https://goo.gl/NjMCX8、https://goo.gl/87wTVv、https://goo.gl/M17Bsk、

https://goo.gl/SCh5YX、 https://goo.gl/Sx7Ybt、 https://goo.gl/nmaEsd、 https://goo.gl/gYqNEb、

https://goo.gl/phjqME、https://goo.gl/7sPoCB、https://goo.gl/gWHxLw、https://goo.gl/CCNWQZ、

https://goo.gl/A86qzs、https://goo.gl/RxLD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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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 

 

 

亞馬遜 AWS re:Invent 2018 在美國時間 

11 月 26 日於拉斯維加斯正式登場，亞馬遜 

AWS CEO Andy Jassy 在 28 日 3 小時的

Keynote Speech 中 ， 以  WHAT DO 

BUILDERS WANT 為題，AWS 一口氣發布

超過 20 款雲端產品，其中半數都與雲端 AI

與機器學習切身相關，不只在客製化的 AI

與機器學習服務有相當多的著墨，還有針對

推出一年的 SageMaker 加入更多強大進階功

能，甚至還推出第一款專用的機器學習推論

晶片，以及加入增強式機器學習算法的支

援。 

Andy Jassy 近 3 個小時的演講，花了很

長時間都在談論機器學習與 AI，主要因為企

業對於雲端 AI 與機器學習需求的大幅成長，

也大大的影響到了 AWS 今年對這塊市場的

布局更加積極，光是這天發布的超過 20 款以

上的雲端產品，最少 10 個以上都是與 AI 與

機器學習相關服務。 

如果是以產品定位來分，AWS 將機器學

習分三層，最底層是基礎設施與ML框架層，

中間層是 ML 服務，最上層是 AI 服務，這

三層都是軟體堆疊而成。AWS 今年針對每一

層所面對的用戶需求，都有推出了各種解決

方案，幫助他們解決開發機器學習遇到的共

通難題。 

15 項重量級新品一覽 

1. Amazon S3 Glacier Deep Archive：雲端超

低成本的冷儲存。 

2. Amazon FSx for Windows File Server：全

托管建立在原生 Windows 視窗檔案伺

服器上的視窗檔案系統。 

3. Amazon was FSx for Lustre：全托管針對

繁重計算負載的 Lustre 檔案系統。 

4. Amazon Control Tower：提供安全合規的

多帳戶的環境，為 Landing Zone 登陸

區。 

5. AWS Security Hub：在 AWS 環境集中管

理安全和合規的服務。 

6. Amazon Lake Formation：助你在幾天內建

立安全的資料湖。 

7. Amazon Timestream：全托管快速、可伸

縮的時間串列資料庫。 

8. Amazon Quantum Ledger Database

（QLDB）：全托管的中心權威機構，擁

有分散式記帳資料庫，提供透明、不可變

更、加密的交易認證。 

9.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全托管支

援超級帳本平台 Hyperledger Fabric 和

以太坊 Ethereum 架構的區塊鏈服務。 

1. AWS re:Invent 2018 大會亮點 

關鍵字：Amazon、AWS 

日期：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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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mazon Elastic Inference：在 EC2 實例

輔以圖形加速處理，以達成低成本的快速

推斷運算。 

11. Amazon Marketplace for Machine 

Learning：提供上百可直接在  Amazon 

SageMaker 部署的機器學習演算法和模

型。 

12. Amazon Textract：可從幾乎任何檔案擷取

文字和資料的光學字元辨識服務。無需機

器學習經驗即可使用。 

13. Amazon Personalize：基於亞馬遜網站使

用的相同技術，提供即時個性化自訂和建

議。無需機器學習經驗即可使用。 

14. Amazon Forecast：基於亞馬遜網站使用的

相同技術，提供準確的時間串列預測。無

需機器學習經驗即可使用。 

15. AWS Outposts： 在本地資 料中心執 行 

AWS 基礎設施，獲得一致的混合架構體

驗。 

其中幾個值得關注的 AI 相關新產品為

Inferentia 機器學習晶片、 Amazon Elastic 

Inferenc、SageMaker Ground Truth 訓練標記

輔助服務、DeepRacer 無線電控制的自動駕

駛四輪賽車等。 

Inferentia 機器學習晶片 

為了提供更高 GPU 推論運算能力與更

低延遲需求，Andy Jassy 宣布名為 Inferentia 

的新型專屬機器學習晶片，他表示 Inferentia 

將是高吞吐量、低延遲、持續效能極具成本

效益的處理器。Inferentia 支援流行的框架，

如 INT8、FP16 和混合精度。更重要的是，

它支援多種機器學習框架，包括 TensorFlow、

Caffe2 和 ONNX。 

機器學習推論專用晶片 AWS Inferentia

在 2019 年才正式販賣，這也是稍早前 ARM 

晶片推出後，AWS 最新推出的第 2 款自製晶

片。頗有要和 Google 的機器學習晶片 TPU

較勁意味。 

 

Amazon 彈性推理 Elastic Inference 

機器學習訓練只是過程，更重要的是在

後面要用訓練完後的 ML 模型來進行推論

（inference）。為了滿足更高使用量的推論

需求，AWS 也推出了一個推論專用的 EC2

運算實例 Amazon Elastic Inference，可以提

供最多 36 TFLOPS 浮點運算能力，換作是對

照片進行推論，等於是每小時可以完成 36

萬張照片推論。每小時租用最低只要 0.22 美



 

121 

 

 新興領域 

元。Amazon Elastic Inference，這項新服務可

讓用戶將 GPU 驅動的推理加速連線到任何 

Amazon EC2 實例，並將深度學習成本降低

多達 75％。通常看到的 P3 實例 GPU 平

均利用率約 10％~30％，這對彈性推理非常

浪費。Andy Jassy 表示，現在不必浪費所有

成本和所有 GPU，Amazon Elastic Inference 

將是非常重要的產業改變者，能以更具成本

效益的方式推理，適用亞馬遜 SageMaker 

筆 電實 例 和 終端 機 ， 支 援 機器 學 習 框架 

TensorFlow、Apache MXNet 和 ONNX。 

 

SageMaker 進階服務 

AWS 去年推出 ML 自動建置和部署工

具 SageMaker 後，如今這項服務已有超過上

萬家企業採用。在這次活動上，AWS 也推出

了更多進階服務。如提高訓練資料標記品質

的標記輔助服務 Ground Truth，這是一套訓

練集標記服務。使用 Ground Truth，開發人

員可將服務指向儲存資料的儲存桶，並允許

服務自動標記，用戶可為全自動服務設定可

信標準，也可將資料傳送給人工。就好像你

討厭一個員工，就可讓  Ground Truth 標

記。 

此外，還有推出一個 AWS Marketplace

機器學習演算法市集，能讓個人或企業能在

這個市集上進行 ML 模型或演算法的買賣交

易，目前已有至少150種演算法與模型上架，

使用者購買之後，亦可直接透過 SageMaker

來完成模型部署。而且 SageMaker 不只能用

在監督式與非監督式機器學習，現在連增強

式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機器學習

也都能透過 SageMaker RL 這個新服務來完

成了。 

具備微型機器學習能力的全球自主賽車 

DeepRacer 

DeepRacer 是一款 1/18 無線電控制的

自動駕駛四輪賽車，硬體規格上，採用英特

爾 Atom 雙核處理器，車上也配有 HD 攝影

鏡頭、搭配一個方向偵測陀螺儀與加速計。

AWS DeepRacer 可以搭配來使用 SageMaker 

RL，讓開發者能利用 SageMaker RL 來建立、

訓練和部署增強式學習演算法，以便讓這部

車可以自己完成開車、直線過彎等動作，不

需要人遠處遙控。DeepRacer 每臺正式售價

399 美元，但亞馬遜預售訂單為 249 美元。

這輛車將於 2019 年 3 月上市。 

雖然 AWS 今年 AI 產品策略，特別著重

在提供更多機器學習自動化、管理及部署工

具，來減少使用者建立、測試和部署 ML 模

型的時間，不過在這之餘，還是有推出幾款

AI 新服務，包括能提供更精準 OCR 文字識

別的 Amazon Textract 以及個人化推薦等，還

有一個針對時間序列的預測性服務 Amazon 

Forecast，這是原本 Amazon 使用的分析技術，

現在一般零售業者也能夠用得到了。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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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報、iThome  

網址： 

https://goo.gl/1WGxmE 

https://goo.gl/hnN1X1 

  

https://goo.gl/1WGxmE
https://goo.gl/hnN1X1


 

123 

 

 新興領域 

 

CB Insights 的行業分析師在 2018 年 11

月回顧過去一年的簡報、資料和研究報告，

並提出 2019 年影響科技行業的技術趨勢。

報告顯示，以資料和 AI 驅動的智慧化體驗

正在影響多數行業，具有資料優勢的大公司

如 Amazon 和 Google 正在大力的佈局，以鞏

固自己的行業地位。 

此報告發佈的趨勢有 14 種，涵蓋資料科

學，醫療科技，交通能源、零售、社交網路、

教育培訓、遊戲、智慧建築等多個領域。以

下就幾個重要趨勢作一說明。 

資料科學 

1、面向個人的大數據應用 

大數據對人們工作生活的滲透越來越深，

各類科技公司對個人資料的收集越多，對資

料的分析應用也更多。2019 年，新創公司們

會跨行業的合作，為用戶提供更加精準的個

人訂製化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服務主要

覆蓋的應用領域包括音樂、汽車、食品和化

妝品等。 

Spotify 與 Ancestry.com 合作，利用 DNA

資料為個人使用者建立客製化的播放清單。

此播放清單反映了與不同種族和地區相關的

音樂，例如，印度班加羅爾血統的人可能會

在播放清單中看到 Carnatic 小提琴音樂和

Kannada 電影歌曲。 

分析個人 DNA 資料能讓新創公司給出

個性化的飲食方案。GenoPalate 通過唾液樣

本收集 DNA 資訊並分析生理成分，辨別個

體吸收某些維生素的能力或者它們能夠以多

快的速度代謝營養素。最後再根據這些資訊

與各類食物進行營養分析比對，針對個人給

出飲食方案，幫助用戶實現健康飲食。 

化妝品巨頭 L'Oreal 的專利顯示，他們

利用電腦視覺技術，通過智慧手機或店內攝

影機，收集用戶皮膚紋理、膚色等資料，並

根據這些資料開發適合某些特殊膚質或開發

適合使用者的產品。 

大數據還滲入到汽車行業，亞馬遜和蘋

果的專利都顯示，它們的技術能根據不同乘

客的資料自動為其提供個性服務。 

亞馬遜能檢測車內是否有兒童乘客，並

判定何時應該緊閉和開啟車門，提高安全性。

蘋果的專利專注於舒適性和乘客健康，能個

性化的設定車輛的加速、制動、轉彎特性；

也能監測司機和乘客的健康狀態，必要時做

出提醒。 

 

2. CB Insights 發布形塑未來的 14 項科技趨勢 

關鍵字：CB Insights，未來科技 

日期：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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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資源保護與資料當地語系化 

資料的重要性越來越高，有人把它比喻

成 AI 時代的石油，對資料資源的保護和資

料當地語系化已成為 2019 年的新趨勢。 

Alphabet 旗下的 Sidewalk Labs 在多倫多

開闢一個「智慧社區」，這需要收集大量的

居民資料，尤其是行為資料。Sidewalk Labs

計畫將資料保存在「公民資料信託」中，但

這一方案遭到來自居民的反彈，他們想知道

公司是如何收集和處理這些資料的，也擔心

Alphabet 收集的資料數量和種類比計畫中更

多，且把它們用到一些專案之外的地方。 

個人、政府和科技公司對於使用者資料

如何保護和訪問之間的衝突，在 2019 可能會

加劇。 

印度 2018 年設立法案，規定在該國境內

經營的所有非印度金融公司，例如萬事達卡

和 VISA 卡，都必須把交易資料保存在印度

境內。他們還有可能進一步加大數據當地語

系化的力度，例如讓電子商務交易和其他資

料也保存在境內。 

國際大公司，例如 Amazon、Facebook

等讓印度政府看到了資料對於技術公司的重

要性，這項措施的目的也是説明印度本土技

術公司提高競爭力。未來，政府、大公司、

使用者對於資料當地語系化的競賽還將繼

續。 

零售 

1、零售新管道：網約車和 VR 商店 

傳統線下零售商的日子不好過，但人們

的購物欲望並沒有減弱，只是零售管道發生

了變化。 

根據統計，2018 年「黑色星期五」的線

上營業額增加了近 24%，「網路星期一」營

業額增加 20%，達到 79 億美元。零售業的

新管道不僅包括電子商務，也開始滲入我們

生活的各個場景中，例如網約車和 VR 商

店。 

新創公司 Cargo 與 UBER 合作，在網約

車上設置訂製顯示器和儲物箱，乘客可以通

過手機掃碼線上支付進行購買，網約車司機

也可能因此獲得傭金。 

目前簽約這個項目的商家包括凱洛格

（Kellogg）、可口可樂等大品牌。 

沃爾瑪的專利顯示它正在開發 VR 商店，

顧客通過使用客製化的虛擬實境設備和帶有

感測器的手套進入沃爾瑪的 VR 商店，能在

任何地方視覺化的選購商品，訂單發出後沃

爾瑪由機器人運作的倉儲中心將進行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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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沃爾瑪的 VR 商店設備可能會部署

在辦公室、商場、公寓樓，大大提升其觸及

的用戶群體。 

2、無人配送車 

自動駕駛技術影響了零售和物流行業，

它第一個落地的場景可能是貨物的最後一公

里配送。相對空間更大、行駛速度更快的要

求，對安全要求更高的載人自動駕駛汽車，

無人配送車風險更小，技術上也更易實現。 

在歐美國家，貨物最後一公里配送的成

本可能占總體成本的約 30%，根據麥肯錫的

分析，把人類送貨員換成無人配送車將使配

送成本從 4.56 美元降到 1.75 美元。解決這個

行業的低效率將獲得巨大的商業機會。 

美國的主要零售商已經開始試點自動駕

駛車用於跨社區的最後一公里配送。零售商

和汽車製造商們也將合作，並把它作為戰略

的一部分。 

例如福特和 Domino’s 在密西根州進行

測試，顧客在 Domino’s 訂購食品，而福特

自動駕駛車負責配送，雖然這款車仍需要人

類駕駛員，但他們儘量減少了與顧客的互動，

顧客取餐的流程是自助化的。人類駕駛員除

了控制汽車外，還有一個職責是協助收集資

料。 

2019 年，預計會有更多公司開始開發用

於最後一公里配送的自動駕駛車輛，那些更

先進的國家，可能在未來幾年內讓自動駕駛

車配送的比例超過人類配送員。 

交通能源 

清潔能源在公車與卡車的應用 

電動汽車因為使用便利程度和成本，對

於個人消費者不算最佳選擇，但對於規模大、

管理水準高的政府或公司，由電動汽車組成

的公共交通和卡車運輸車隊將是一個具有長

期優勢的選擇。 

成本方面，以校車巴士運營商 National 

Express 為例，它們的每輛電動公車成本為

38 萬美元，遠超傳統巴士的 10 萬美元。但

它們與公用事業公司 Con Edison 合作，利用

校車閒置時間長的特點，在用電高峰時段為

當地電網供電，平衡電網負荷，也平衡自己

的使用成本。 

使用便利性方面，公共交通的路線是較

為固定的，在建設充電站等基礎設施時只要

控制好密度，就不會讓巴士出現續航不足的

情況，成本也會在可控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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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2019 年起，公共交通，尤其是校車

巴士的電氣化比例將會明顯增加。 

長途運輸卡車在線路固定、車隊規模大、

成本可控方面的特點與公共交通類似，所以

也有動力轉向清潔能源，不過它們的發展還

在早期階段。 

富豪 2018 年與 Greenlots 合作，建設用

於電動卡車的基礎設施和管理軟體。啤酒製

造商安海斯 - 布希（Anheuser-Busch）訂購

了 800 輛清潔能源卡車，不過它們使用的是

氫燃料電池，續航能力更加優秀。 

 

醫療科技 

1、服務老年人的智慧健康設備 

智慧健康設備對於老年人生活品質的提

升主要在身體狀況檢測和輔助治療方面。 

谷歌會在浴室裡裝上感測器，通過皮膚

顏色的變化監測血液迴圈是否正常，從而降

低心血管疾病帶來的風險。每一次老年人進

入浴室，都會被動接受監測，避免了人為錯

過檢測導致治療時機被耽誤。 

亞馬遜支援的智慧恒溫器 Ecobee 可以

監測老年人的日常行為資料，尤其是行為出

現變化時的資料，這有助於提前發現老年人

發病的徵兆，從而將健康危險降低，Ecobee

也鼓勵使用者匿名的分享資料，以提升公司

資料分析的能力。 

除了提前檢測之外，智慧健康設備也會

對疾病治療進行輔助，包括讓老年人在發病

時有更大機會求助。 

亞馬遜最近的專利顯示，其可以監測病

人的身體狀況，如咳嗽，咽喉痛，甚至能檢

測情緒狀態，如悲傷和興奮。若病人是壯年

人，程式會提醒其買藥，是老年人，程式會

將資料直接傳輸給他的親人或監護者，確保

他及時得到幫助。 

Amazon Echo 的插入功能允許人們直接

通過智慧設備與其它房間的人進行語音通話，

當老人獨自在房間而需要幫助時，無需拿起

電話或手機等設備，直接呼救就行。 

智慧健康設備在 2019 年將更實用化，而

不是一個概念或只能讓年輕人使用的新潮玩

意兒。技術的發展讓它們深入家庭，幫助到

更需要幫助的人群。 

2、提升睡眠品質的可穿戴設備 

健康科技設備不僅説明治療疾病，也改

善人們的睡眠品質，讓深度睡眠的時間增加。

這些設備包括智慧床墊、智慧枕頭、智慧手

錶及其它可穿戴設備。不過這一領域的設備

大部分還未獲得 FDA（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的批准。 

Beddr 的 SleepTuner 是為數不多獲得批

准的設備之一，它配備小型感測器，它能跟

蹤人們的心率、睡姿及深度睡眠的時間，並

給出睡眠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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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em 的產品是智慧頭帶，它能檢測人

們睡眠時的關鍵生物信號，如大腦活動、心

率等，Dreem 利用人工智慧工具分析資料，

並為使用者提供個性化的睡眠品質改善建議，

例如冥想、呼吸練習，還能發出聲波，幫助

用戶獲得更多深度睡眠時間。 

智慧穿戴設備上一個可落地的市場是運

動檢測相關，睡眠改善將是下一個大的場景，

除了創業公司外，蘋果等巨頭也可能開發相

關技術，並帶動智慧穿戴設備市場規模的擴

大。 

3、低成本的家用智慧醫療套件 

普惠醫療在各個國家都是現實問題，它

幫醫院、診所難以觸及地區的人們解決醫療

問題，那些地方的患者無法找經過認證的專

業人士診斷，導致病情被耽誤。 

以往解決問題的方式是遠端醫療，但它

對於廣大患者是杯水車薪，2019 年科技創業

公司會提供新的方案，即低成本的家用智慧

醫療套件。它目前能解決的病種還不太廣，

但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有 些 公 司 推 出 能 夠 對 微 生 物 組 進 行

DNA 檢測，以檢查健康風險。 

Quanovate 的 Miracare 則説明女性客戶

追蹤自己的生育週期。它通過體液追蹤裝載

和分析儀，檢測女性的生育激素水準資訊，

並在應用程式中給出建議。這些資料和建議

能説明女性按照自己的意願懷孕，提高整體

的生育率。 

未來這種家用醫療工具包可以輔助治療

更多病種，並能將售價和成本控制在大多數

人能夠接受的水準。   

智能建築 

面向辦公場景的智慧建築設備 

家庭辦公室和聯合辦公室等辦公場所，

強調的都是舒適性，良好的舒適性有助於提

高工作效率。但辦公場所的舒適性很難定義，

並非提供人體工程學辦公椅那麼簡單。 

2019 年，創業公司們用照明、溫度、濕

度等指標定義辦公場所的舒適性，並通過資

料分析來決定 HVAC（暖通空調系統）如何

調節。 

有些公司的設備會對溫度和濕度進行整

體性的調節。Ecobee 或 Envairo 的感測器能

夠收集空間內的人數，以及熱量、二氧化碳

和水分等資料，並智慧化的調節 HVAC，使

空間內的溫度和濕度達到最佳平衡狀態。 

在 2018 年，亞馬遜支持的 Ecobee 發佈

了一個佔用感測器跟蹤房間內的人數並調整

HVAC 相應的系統。 

還有一類設備則更加個性化，能讓個人

化的需求得到滿足，GreenMe 的設備可以放

在個人辦公桌上，測量照明、溫度、空氣品

質、噪音水準等，這些資料會與建築物的控

制系統聯網，從而更加精準的調節小區域內

的冷軟空調、燈光照明。西門子的 Comfy 以

及創業公司的產品 BuildingIQ 都是走的這個

應用路線。 

溫度、濕度和照明控制等智慧設備，在

個人家居市場已經有一定普及率，而它從 To 

C 轉向 To B 進入辦公空間市場將會有更大

的發展，除了高級建築外，這個領域創業公

司未來的大客戶很可能是 WeWork 等聯合辦

公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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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在 2018 年 12 月 6 日發佈對 2019

年台灣市場的十大 ICT 預測。隨著數位轉型

（DX）的步伐加快並呈指數級成長，企業正

從上到下重塑企業的發展。IDC 預測 2019

年是「重塑創新的競賽 (Race to Reinvent for 

Multiplied Innovation)」重要關鍵年。未來企

業若無法加速進行數位創新，那麼到 2022

年將失去三分之二的市場機會。在新的數位

經濟中，技術應用將是關鍵，未來的競爭將

取決於企業是否能利用數位創新平台，參與

創新溝通，採用新一代雲，敏捷部署，利用

作為新用戶界面的 AI 以及大規模安全和信

任機制重新構建 IT，同時實現現代化和合理

化，以拋棄過時系統的負荷。 

 IDC 台灣區總經理江芳韻表示：「從

2019 開始，數位轉型的新一波競爭強調適者

生存，隨著產業以及全球經濟迅速調整和越

來越著重數位創新，企業必須更積極的重新

塑造他們所需要的 IT 組織和 IT 技能，以實

現快節奏的多元化創新世界，否則可能在未

來的競爭中遭到淘汰。」 

 預計 2019 年台灣市場將受到下列十大

趨勢影響： 

 (1) AI as the new UI 

顛覆產業的新機制：新一代對話式平台 

人工智慧技術的推陳出新，正大幅改變

產業運行的方式，其中又以整合自然語言處

理(NLP)與聊天機器人(Chatbot)的對話式平

台(Conversational Platform)對產業的影響較

大。在這一波變革中，IDC 觀察到，為了更

快速的回應市場，對話式平台將進一步與機

器人流程自動化(RPA)整合，主要應用範疇

將出現在五個領域 : 個人化建議/推薦、自

動文件檢索、工作自動化、勞動力的增強與

提升，以及娛樂應用服務。若是從產業的角

度來看，則是以金融、專業服務、零售餐飲

與媒體娛樂等產業的應用最為領先。 

 強勁的市場需求將帶動對話式平台的

採用率，IDC 預估，截至 2020 年，將有超過

30%台灣企業採用對話式平台優化營運業務

與開創全新商業模式，其中，又以零售服務

產業的需求最強勁(35%)，其次是專業服務

(27%)、製造服務(17%)、娛樂媒體(9%)、金

融服務(5%)與其它(7%)。 

 (2) 群體智慧（Federated AI）生態圈

＝個人智慧＋集體反饋＋機器學習 

AI 智慧邊緣運算的普及，將引領群體智

慧搭配機器學習時代的來臨 

由於企業及消費市場對於隱私、低延遲、

安全性等要求越來越高，運算走入邊緣已是

明顯趨勢。而隨著硬體設備端的升級與演進，

晶片運算、效能利用、電源管理等發展越臻

完備，個人隱私與安全性的防護越來越高，

包括身份辨識、智慧助理、進階攝影、降低

功耗、延長電池使用時間等在過去需要手動

設定的功能與指令，在伴隨著 AI 走入邊緣

3. IDC 發布 2019 年台灣 ICT 市場十大趨勢預測 

關鍵字：IDC、ICT 

日期：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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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下，終端設備的反應也變得越來越強

大、聰明、與自動自發。IDC 預測在 2020

年，50%的智慧型手機將搭載 AI 晶片；2022

年，全球 25%的終端設備將具備 AI 邊緣運

算的功能。而透過蒐集、分析與學習這些 AI

終端設備上的動作與使用習慣，搭配雲端上

的機器學習，將更進一步幫助與加速新型態

晶片，如『類腦晶片』的開發。 

 由於邊緣運算著重個人化與離線獨立

運作，相關的使用反饋仍必須透過網路回傳

至雲端，再利用機器學習做更進一步的計算

或流程改善，未來伴隨著 5G 網路的佈建及

服務日趨完備，加上 AI 邊緣運算的普及，

IDC 預測未來各個獨立的 AI 終端設備將相

互連結，透過各類反饋資訊與機器學習，『群

體智慧』（Federated AI）將逐漸成形。預期

企業的下一步將是建立可融合大量智慧終端、

AI 邊緣運算、機器學習的應用平台，此類平

台也將為未來群體智慧生態圈建立發展基

礎。 

 (3) 微服務架構與敏捷創新驅動

Service Mesh 需求崛起 

雲端原生軟體(Cloud-Native App)的快

速成長，以及容器(Container)技術的普及，

催生微服務架構(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的興起，IDC 預測，截至 2022 年，全球將有

35%的軟體服務是雲端原生軟體，其次，高

達 90%的全新軟體服務是採取微服務架構，

微服務架構的普及，意味著每一個服務都將

由數十個、或者是上百個微服務相互串聯，

因此，若能是以傳統人工方式設定各個執行

個體(Instance)的最佳路徑，效率與效能有限，

因此，需要像服務網格(Service Mesh)這樣的

服務出現，以自動化機制處理每一個執行個

體的最佳路徑，藉此提升企業在軟體開發、

測試、佈署與更新的敏捷度，大幅提升企業

的員工生產力與市場反應力。 

 在台灣，包括金融服務、專業服務等產

業都已開始透過微服務架構優化軟體服務能

量，例如：金融服務產業的 Open Bank 策略

等，IDC 預估，該兩產業將成為服務網格的

先行者。 

 (4) 雲端原生資訊技術（Cloud Native 

IT）全方位轉化 

公有雲服務的高成長促使公有雲資訊技

術的高動能演化，且同時向多層面擴展深入。

首先為持續內化精進系統技術，雲端機房加

入更多異質專屬處理晶片，虛擬化追求輕量

化、無形化，虛擬架構轉向開放規格標準。

其次為更多運算負荷、數位工作環境採行雲

端優先、雲端唯一的運作方式。三是技術運

用不再限定於服務商機房，也可佈建至企業

端自有機房或物聯網前沿系統上。IDC 預估

2023 年台灣將有 33%極大型企業評估開放

型虛擬架構、28%大型企業採行雲端協同開

發環境，及 40%於企業自有機房或前沿系統

上佈建原生雲端技術。 

 (5) Digital Twin 創造企業核心價值 

隨著數位科技技術越來越成熟，企業導

入數位科技的比重越來越高。IDC 調查發現

全球前 2000 大企業中有 70％的比例已投資

物聯網解決方案，人工智慧(AI)投資占比亦

逐年增加，此對於未來企業走入 Digital Twin

概念建立良好基礎。Digital Twin 強調透過感

測器的資訊蒐集，導入過往數據分析與在虛

擬世界中模擬，達到虛實技術間的融合，此

對於企業在管理，溝通，協作， 以及預測上

都有所助益。目前該應用在製造業已逐漸成

形，預期將解決製造業「大量生產」與「客

製化」之間的不協調，並增加生產效率與節

省成本。IDC 預測下一個應用的產業將是服

務業，透過 Digital Twin，服務業可優化客戶

體驗、提升服務效率和維持穩定的服務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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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C 預測 2019 年台灣市場中，製造業

將逐步導入 Digital Twin，目前台灣企業落在

第一階段(Digital Visualization)和第二階段

(Digital Development)，僅達公司內部管理或

是部門數位化為主，預計未來將逐步應用

Digital Twin 朝向完善企業本身的生態系統

並增進生態系統之間的協作 (Digital Twin 

Orchestration)能力。藉此，企業將在不增加

設備的情況下，達到同步協作、提升營運效

能和掌握並預測未來動態，創造企業核心價

值。IDC 預估到 2020 年，全球有 30％的前

1000 大企業將實施 Digital Twin，並預期有

60％的製造業者導入 Digital Twin。 

 (6) 新世代資安防禦思維，「威脅生命

週 期 管 理 (Threat Life-Cycle 

Management)」實現主動防護 

近年網路攻擊事件層出不窮、自動化攻

擊手法推陳出新、GDPR 實行等…皆為企業

帶來嚴竣的資訊安全與資料保護挑戰。根據

IDC 調查，法遵 (Compliance) 、資安治理

(Security Governance) 與 攻 擊 測 試 (Attack 

Testing)是 2018 年企業認為最重要的資安工

作項目，此亦將帶動企業對於資安管理服務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需求的轉變。 

 以往企業採用資安管理服務主要進行

設備監測、升級與資安事件監控。隨著攻擊

與病毒的快速更新，服務供應商開始利用人

工智慧、機器學習等新技術，提供自動偵測、

回應與數位取證。然而，趨於嚴格的法遵環

境、數位轉型帶來複雜的數據管理，對於企

業的影響含括多個層面，企業對於資安風險

承受程度也開始降低，需要更熟練方案對應

資安管理與網路防禦，企業在防禦心態上也

化被動為主動，從資安事件發生的處理進一

步延伸至資安事件發生前、後，包括進階資

安測試、威脅情報、事件回應演練、網路安

全 訓 練 等 「 威 脅 生 命 週 期 管 理 (Threat 

Life-Cycle Management)」服務。 

 目前每兩個資安管理服務中，就有一個

採用「威脅生命週期管理」服務，IDC 預期

2024 年資安管理服務市場中，全球將有 90%

的客戶採用「威脅生命週期管理」服務；在

台灣，威脅生命週期管理需求提升將帶動企

業於資安管理服務預算擴張；同時，預期資

安服務供應商亦將透過人力擴編以滿足日漸

增長的市場，IDC 預期資安管理服務仍將是

台灣資安市場成長的重要驅動力，2018 年至

2022 年的年複合成長率將達 14%。 

 (7) FoW (Future of Work) 加速創新 

在現今企業為了追求數位轉型，以及 Y

和 Z 世代逐漸成為企業的員工主體的情形下，

企業工作環境對於彈性、個人獨特性、創意

力、行動化、互動連結體驗等要求漸高，傳

統制式化、定點辦公的工作模式已無法滿足

企業轉型及員工的新需求、未來工作環境的

轉型已是企業日後無法逃避的課題。 

 IDC 認為未來 FoW (Future of Work) 

將是企業未來發展趨勢，其包含三方面質與

量的改變，分別是工作場域、工作人力、以

及工作文化。根據 IDC 調查指出，現今亞太

有超過 60%的企業已在思考 FoW 並建立相

關規劃，預估在 2021 年，超過 60%的 G2000

的企業將會導入 FoW 概念以協助企業提升

員工產能，工作體驗及企業競爭力。而為了

達成 FoW 的精神與規劃，未來包括行動裝置、

智慧助理，擴增實境(AR)和虛擬實境(VR)、

雲端應用、人工智慧及 IoT 等將被大幅應用

以滿足企業對未來新形態辦公的需求，IDC

預估 2020 年亞太市場在相關技術的投資將

達到 6 千億美元以上。 

 在 FoW 時代，IDC 預計將會看到更多

的人機合作，行動化先決，軟體認定 IT，虛

實整合及互動等特性。這些改變將對公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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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及生產流程管理，用戶以及員工體驗產生

重大影響，並讓企業在未來發揮競爭優勢。 

(8) 列印加值服務(Print-as-a-service)將

加速企業在工作流程中數位轉型 

列印市場在各產業間相對成熟但競爭激

烈，近年來硬體與單張列印價格下滑導致企

業用戶僅能獲得維持硬體效能與遵循收費規

範的服務內容。然而不管是著重工作流程簡

化的大型企業或是成本導向的中小型企業，

都在數位轉型的潮流中開始重視非綑綁於硬

體的列印加值服務，顯然地台灣企業在列印

中無形的服務需求仍未被滿足。IDC 預估”

Print-as-a-service”將為列印產業未來重要

發展趨勢，列印加值服務於現有列印合約中

的地位將大幅提升，  

此趨勢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列印合約內

容的轉型，預計合約年限縮短與付費標準改

變將在短期內發酵，長遠服務合約則將走向

以資訊安全與智慧學習為賣點，將轉型後的

列印加值服務滲透至 Future of Work 的範疇

中展現更高的價值。第二個影響在於列印市

場的價值鏈轉型。隨者企業內連結各 IT 應用

的列印服務多元化，預計用戶會視印表機硬

體原廠為系統服務商之一，改變過去以通路

為企業服務主要提供者的模式；因此未來通

路與原廠在列印市場的競合情況將無法避免，

兩者將依據轉型後的服務內容重新定位。 

IDC 預測服務內容與價值鏈提升等兩大

影響將直接牽動企業生產力及競爭力，未來

列印加值服務對企業轉型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9) 從人工智能到環境智能 

隨者行動裝置、 IPV6、IoT 物聯網、各

類感測器佈建逐漸普及，IDC 預期人工智能

應用將從企業/消費應用往外擴散至下個階

段–環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環境智

能在於提供一個可以根據使用者的感知與反

應提供互動與回饋的環境，在其中，終端、

設備、資料、網路等交互運作，以提供使用

者(人/機器)可以完成其任務。所有的活動及

反應都是依據設備及資料運作“自然”發生，

一切以使用者為中心。 

 在環境智能架構下，因其運作必須與使

用情境/life style 高度連結，對於終端用戶的

行為及預測有高度需求，因此人工智能的應

用及導入極為重要。而為了讓“活動”更自

然的運作，環境智能中的終端及設備將必須

自然的融合在環境中，預期終端的微小化技

術(甚至隱形化)將越來越受重視。而現今 IT

環境運作多是使用者(消費者/企業)主動尋找

/定義資訊以形成決策，未來環境智能將主動

依據情境及行為提供資訊以形成決策，在此

情況下感測(sensing)網路將是環境智能成功

的重要環節。 

 未來環境智能的出現將改變現今 ICT

產業運作，使得科技運算及應用發展方向改

變，預計未來包括人工智慧、量子電腦、終

端微小化、能源採集等都將是環境智能下的

重要發展趨勢與機會。 

 (10) 5G 時代來臨，垂直市場新應用為

電信業者未來佈局重點 

期待多年的第五代通訊技術 5G 將在

2019 年登場，具備增強型行動寬頻(EMBB)、

超可靠低延時(URLLC)、大量機器類通訊

(MMTC) 三種特色的 5G，結合網 路切片

Network Slicing 技術，讓電信業者可以從過

往以傳輸數據、語音等業務為主的 Carrier

轉型成為客戶的不同需求做客製化服務的

Commun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5G 能帶來何種創新應用一直為市場人

士關注的焦點，在 2020 年電信市場採用 SA

獨立組網前，5G 初期應用會以 EMBB 所帶

來的 3D，VR/AR， 4K/8K 或 Hol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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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像投影等服務為主，這些應用均在 NSA

非獨立組網的架構上可行。IDC 預期 SA 獨

立組網 2020 年電信業者開始採用，隨著高、

中、低頻的 5G 基站佈建完整和網路切片等

技術的導入，屆時遠端遙控的無人智慧工廠、

遠距離智慧醫療、自駕車和大規模車隊自動

管理、大眾交通智慧運輸系統和智慧城市的

運作就會陸續展開。這些垂直市場未來十年

間 (2021-2030) 的 創 新 應 用 必 須 在 5G 

EMBB/URLLC/MMTC 三大條件完整的情況

下才會發生，營運商必須和垂直市場的主要

業者合作，並且具備各垂直市場專業知識技

能的人才，才能在這些創新應用服務中開創

商機 

資料來源 

IDC（國際數據資訊）新聞稿 

網址： 

https://goo.gl/JbF6ea 

  

https://goo.gl/JbF6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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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一個月重大新聞 

（一）美國 Moderna 募得 6 億美元 躍

今年美生技最大 IPO 案 

總部在麻州劍橋的 Moderna 公司首次公

開發行股票（IPO）籌得約 6.04 億美元，成

為今年美國生技公司最大 IPO 案，取得約

78.5 億美元市值。Moderna 主攻個人化抗癌

疫苗，尚無獲核可藥品。 

mRNA 藥 物 和 疫 苗 的 生 物 技 術 公 司

Moderna Therapeutics，上市前在 2018 年連

續完成二輪募資，分別是 2 月 1 日完成 5 億

美元的 G 輪、5 月 3 日完成 1.25 億美元的 H

輪募資，當時估值突破 70 億美元。Moderna

正在研究開發 mRNA 藥物和疫苗，這種全新

的藥物能夠引導機體細胞產生細胞內蛋白或

分泌蛋白，對患者和健康人有治療或預防益

處。Moderna 憑藉其突破性平台，期望解決

許多目前無可成藥的靶點或未滿足的醫療需

求。外界認為 mRNA 療法比基因療法更能有

效控制副作用，使 Moderna 獲得默克、阿斯

特捷利康等大型藥廠投資。Moderna 創業至

今推動的 21 項研發計畫當中，其中有 10 項

進入早期臨床實驗階段。 

（ 二 ） DeepMind 劃 時 代 傑 作 ！

AlphaFold蛋白結構預測擊敗人類

奪冠 

 

繼打造出打敗人類圍棋世界冠軍的 AI

程式 AlphaGo 之後，DeepMind 最近再次出

手，挑戰的是複雜的蛋白質結構預測問題，

成功打造出僅透過基因序列，準確預測蛋白

3D 結構的預測模型 AlphaFold，並在今年投

稿蛋白質結構預測競賽（CASP），在入選的

團隊中，排名第一名，該預測蛋白結構的運

算方法，更被競賽主辦方喻為史無前例的進

展。 

DeepMind 指出，此研究成果是生物學

的主要挑戰的一大進展，因為預測蛋白質形

狀，將可以了解該蛋白質在人體內的作用，

進而診斷和治療由錯誤摺疊蛋白質引起的疾

病，像是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亨丁舞

蹈症、囊狀纖維化疾病等。 

不過，從基因序列識別蛋白質結構是一

項非常複雜的任務，該任務的挑戰在於基因

序列中，只包含部分的氨基酸殘基序列訊息，

且越大的蛋白質就複雜，因為有更多的氨基

酸序列的相互作用必須納入考量，以至於難

以建模，如果用列舉所有可能配置的方式，

要找出一個典型的蛋白質正確 3D 結構，可

能要花上比宇宙年齡還要長的時間。 

DeepMind 期望透過 AI 技術來解決這道

難題，理解蛋白質的折疊，除了有助於疾病

診斷和治療、藥物開發之外，還能幫助蛋白

質設計的工作，例如，生物降解酶來管理像

是塑膠或是石油等污染物，以更友善的方式

分解廢料，同時也能降低實驗成本和時間。 

4. 健康醫療近期發展動態與鉅額獲投案件 

關鍵字：健康醫療、AI、醫療 

日期：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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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首例免疫愛滋病基因編輯嬰

兒 在中國誕生 

中國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宣布，

世界首例免疫愛滋病的基因編輯雙胞胎姐妹

露露和娜娜 11 月在中國健康誕生。 

中國科技部代管的科技日報在報導中提

出 4 點疑問：一是這次基因手術修改的 CCR5

這個靶點是不是已經公認的會感染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HIV 愛滋病毒）？敲除這個靶點

有沒有其他潛在威脅？會導致其他疾病？二

是如何能夠證明這對雙胞胎嬰兒能夠天然抵

抗愛滋病？因為也不可能現在就讓嬰兒接觸

愛滋病傳染，這是有悖倫理道德的。如果這

對雙胞胎一生都沒有經歷過可能感染愛滋病

的環境或行為，又如何證明她們天然抵抗愛

滋病？三是對試管嬰兒進行基因編輯是否有

悖倫理道德，經過什麼部門審批？一個民營

醫院就能做這樣的實驗嗎？四是中國先前有

沒有基因編輯手段用於人體的實驗？ 

（四）Pear Therapeutics 推出 FDA 核准

的數位治療處方 reSET，幫助患

者控制藥物上癮症 

Pear Therapeutics 是一家數位醫療健康

科技公司，致力於開發數位化醫療以及藥物/

數位軟體組合解決方案，旨在改善患者預後

結果，提供可操作性資料指導臨床醫生決策。

在 11 月 26 日 Pear Therapeutics 與諾華

(Novartis)旗下學名藥公司山德士(Sandoze)

合作，推出先導產品 ReSET 是 FDA 批准的

首款處方數位療法，能夠用於興奮劑、大麻、

可卡因或者酒精等藥物濫用障礙症的輔助治

療，幫助患者重新控制藥物上癮症。其他數

位療法產品包括用於治療鴨片類藥物使用障

礙症的 reSET-O 以及用於治療廣泛性焦慮症

和驚恐障礙症的 reVIVE。 

2018 年 3 月，諾華（Novartis）和 Pear 

Therapeutics 簽署了一項合作協定，為精神分

裂症和多發性硬化症（MS）患者開發數位化

處方療法。這項合作將聯合諾華神經學、床

開發和商業化的專長，以及 Pear Therapeutics

在數位化處方療法設計方面的經驗。 

數位治療是一個總稱，包括可穿戴設備，

行動的應用程式和遠距醫療平臺等技術。數

位治療聯盟（Digital Therapeutics Alliance）

將數位治療（DTx）定義為：「數位治療向

患者提供基於事證的治療措施，這些干預措

施通常由高品質的軟體程式驅動，以獨立或

與藥物或醫療設備一起達到預防、管理或治

療疾病，從而優化治療結果，改善患者的健

康狀況。數位治療產品結合了與設計、臨床

試驗、可用性以及資料安全相關的先進技術。

監管機構需要對這些產品進行審查和批准，

以解決與風險、功效和預期用途有關的產品

索賠問題。數位治療透過高品質、安全、有

效的資料驅動干預措施，為患者、醫務工作

者和支付者提供了應對疾病各種的智慧工

具。」 

 

根據動脈網的統計，在美國的數位療法

領 域， 目 前 主要 的 競 爭 者 有獨 角 獸 公司

Proteus Digital Health 以及數位療法聯盟成

員-Pear Therapeutics、Akili Interactive 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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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ller Health、WellDoc、Omada Health 和

Voluntis。 

其 中 獲 投 最 多 是 數 位 醫 療 獨 角 獸

Proteus Digital Health，擁有 450 多項專利，

累計獲投 4.87 億美元。2017 年 11 月，Proteus

的 ABILIFY MYCITE 系統獲得了 FDA 的新

藥申請（NDA）批准，成為首款獲批的針對

美國成年人的藥物與感測器組合產品，可用

於追蹤藥物服用情況，治療精神分裂症和重

度抑鬱症等。2018 年 10 月，Proteus 宣佈與

大塚製藥（Otsuka Pharmaceutical）進一步加

強在數位療法的合作，將技術用於更多的心

理健康治療。大塚製藥向 Proteus 支付了 8800

萬美元的相關股權和其他款項，並簽署了為

期五年的協定，雙方將共同組建團隊，致力

於 ABILIFY MYCITE 系統的開發和商業

化。 

公司名稱 成 立 時

間 

主要產品 累計獲投金額

(美元) 

Proteus 

Digital 

Health 

2001 年 結合感測器的數位

藥 丸 ， ABILIFY 

MYCITE 系統 

4.87 億 

Akili 

Interactive 

Labs 

2011 年 透過電子遊戲治療

認 知 失 調 ，

AKL-T01 

1.41 億 

Omada 

Health 
2011 年 慢性病管理系統，

Omada  

1.265 億 

Pear 

Therapeutics 
2013 年 FDA 批准的首款治

療藥物上癮症的處

方數位療法，ReSET 

7,000 萬 

Propeller 

Health 
2007 年 呼 吸 系 統 健 康 管

理：連接式吸入器 

6,990 萬 

WellDoc 2005 年 糖尿病數位管理系

統：BlueStar 

5,520 萬 

Voluntis 2001 年 第 2 型糖尿病數位

胰島素管理系統：

Insulia 

3,160 萬 

資料來源：動脈網 

 

（五）2018 台灣醫療科技展亮點 

被視為生醫產業年度重磅大戲的醫療科

技展-「2018 台灣醫療科技展」在 11/29～12/2

登場，今年持續驚豔演出！總計有國內 410

家醫院、企業，以及超過20家海外企業參展、

共 90 家的海內外新創企業同台 PK、35 位國

際級醫療科技巨擘講者、50 家海外醫界、科

研中心共同集合，並有高達 1,358 攤位數、

20 場產業會議和 3 千多位海外人士來台觀摩

交流，加上 200 家海外媒體報導，在在都為

生醫產業創造「含金量」。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台灣醫療科技展為

全球首個聚焦醫院為主的展覽，融合全人醫

療照護需求、電子、資通訊、生技製藥、醫

材、精密機械、精準醫療、健康照護產業，

今年聚焦三大主題，包括了效率醫療、智慧

照護、科技健康。 

一反過去低調行事，2018 年醫療展將由

各大醫院為主秀，中國附醫、北醫、台大、

秀傳、彰基等，都以結合科技、生技廠商的

戰略聯盟方式，以特色醫療概念向國際宣威，

未來可望成為「生、醫」產業聯手進軍海外

的樣板，有機會創造新商機。初步統計，今

年醫療科技展特色醫療館主打的主題概念中，

中國附醫、北醫、慈濟聚焦精準醫療；秀傳、

台北市聯醫、彰基醫院鎖定智慧醫院，而台

大和馬偕則專攻腸道菌。據了解，彰基醫院

聯手慧誠智醫、宏基大秀智慧物聯 IoT，已

被泰國、印尼、大陸等 30 家醫院指定觀展的

標的。 

 秀傳醫院聯手華碩、台灣骨王、上銀，則

是要展現世代微創開刀房，虛擬與現實結

合的未來手術室，亦是新趨勢。 

 台北市聯合醫院副總院長璩大成表示，在

宅醫療已成趨勢，聯醫布局的是智慧醫院

與遠距醫療的商機。 

 中國附醫今年結合長佳智能、NVIDIA、長

新、長陽、長聖生技等，從 AI 影像數據分

析、細胞療法、免疫治療到 3D 列印，以新

科技的跨界整合，加速精準醫療應用升級

來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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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醫學大學則是與 IBM Watson Health

合作，展出人工智能（AI）癌症治療輔助

系統、腫瘤基因檢測，依個人基因提供癌

症精準、有效療法。 

 慈濟醫院結盟的團隊，鎖定幹細胞創新應

用，布局腦中風、肝硬化、退化性關節炎，

鈦隼亦將展示並有成功臨床第一個案例的

獨創腦導航手術機器人。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守大學融合醫院實

際場域與學校研發成果，將 AI、智慧病房、

義大健康生技產品開發服務平台、亞太智

康照護雲、健康照護機器人脊椎重建手術

技術、縮胃減重手術、醫美保養等帶至展

覽現場，與全球醫療相關產業鏈業者藉此

展覽平台交流。 

 至於台大醫院則攜手圖爾思、大江、中天，

結合檢測技術、保健和新藥研發平台，解

開新陳代謝、老年痴保之謎，馬偕醫院則

是運用腸道菌相分析、大數據資料庫分析，

開發新世代益生菌。 

除了醫院外，ICT 科技大廠、生醫廠商

與工研院也推出生技醫療相關新產品。 

 ICT 科技大廠：中華電以「健康雲」為中

心，將使用者的健康數據上傳至雲端，讓

醫護人員可遠距進行診斷治療，使用者也

可透過智慧科技裝置，如穿戴式裝置等來

管理自身健康狀態，有了「健康雲」的幫

助，可透過 App、網路、MOD 隨時查看各

項數據；華碩健康展出 AI、醫療大數據、

醫療物聯網相關應用；遠傳與亞東醫院合

作以「物聯科技，數位醫療」為參展主題，

將科技藉由情境展現，包括了智慧醫院、

智慧照護、特色醫療三大情境。 

 生技醫療廠商：美吾華．懷特．安克生醫

集團也在台灣醫療科技展展出「安克甲狀

偵」，融合 AI 與癌症早期診斷技術，「安

克甲狀偵」讓病患無須執行穿刺檢查，藉

由智慧醫療影像可以判斷病患甲狀腺腫瘤

的狀況，協助醫師判斷病患甲狀腺結節屬

於良性獲惡性，有助病患早期發現，接受

治療。 

 研究機構：工研院本次在「工研院專館」

中展現預防醫學、精確診斷、精準治療、

智能化手持超音波影像系統、影像導引超

音波溶脂系統與細胞試量產平台等。 

二、最近一個月重要的獲投事件 

（一）美國醫療保險 Bright Health 完成

C 輪 2 億美元募資，估值達 9.5 億

美元 

美國醫療保險 Bright Health 成立於 2015

年 11 月，總部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主要提

供價格適中的個人、家庭、聯邦醫療保險優

良計劃等業務，其業務範圍覆蓋阿拉巴馬州、

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紐約市、俄亥俄

州以及田納西州等。Bright Health 由 Kyle 

Rolfing, Robert J. Sheehy, Tom Valdivia 三位

在醫療領域有著豐富經驗的人創立，他們與

醫療體系中的領先供應商合作，協助醫療消

費者和服務提供方建立更好的連結關係。 

Bright Health 在 11 月 29 日完成 C 輪 2

億美元募資，本輪融資的投資方為新投資者

Declaration Partners 和 Meritech Capital，以及

現有投資者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Cross 

Creek Advisors、Flare Capital、Greenspring 

Associates、Greycroft Partners、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NEA）、Redpoint Ventures 和 Town 

Hall Ventures。預計將資金用於迅速擴展新

市場，並在 2019 年將業務版圖擴大至現在的

三倍。根據 PitchBook 的數據統計，Bright 

Health 目前的估值是 9.5 億美元，該公司在

2017 年 6 月獲得了 1.6 億美元的 B 輪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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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估值還只有 4 億美元，一年多時間便翻

了一倍多。對於此次估值，Bright Health 的

首席執行官 Sheehy 並未發表任何評論。自

2016 年年初以來，Bright Health 已累計獲得

了 4.4 億美元的資金。 

近年來，風險投資公司在保險科技領域

投入了大量資金，儘管目前保險行業的新創

企業非常缺乏創新，但是這些公司在 2018

年卻獲得了 30 億美元的資金，僅僅是美國的

保險科技創企就獲得了 20 億美元的資金，這

一數字再創新高，是去年的兩倍多。資金增

長 的同 時 ， 投資 頻 率 也 一 路走 高 。 根據

PitchBook 的數據，保險技術領域在 2016 年

完成 72 次投資，在 2017 年完成 86 次投資，

而 2018 年還未結束，就已經有 94 次投資了。 

（二）手術機器人 Auris Health 再獲 2.2

億美元投資 

美國手術機器人 Auris Health 在 2018 年

11 月 28 日，宣佈完成 2.2 億美元 E 輪投資。

本輪融資由 Partner Fund Management 領投，

新投資者 Wellington Management、D1 Capital 

Partners 和 Senator Investment Group 跟投，

現有投資者 Mithril Capital、Lux Capital 和

Viking Global Investors 追加投資。 

Auris Health, Inc. 原 名 Auris Surgical 

Robotics, Inc.，成立於 2007 年，總部位於美

國加利福尼亞州，是一家開發醫療應用機器

人技術的醫療設備公司。該公司共同創辦人

及執行長為手術機器人先驅 Frederic Moll。

Moll 曾創辦 Hansen Medical 和以達文西手術

機器人系統聞名的 Intuitive Surgical。 

成立迄今已經獲投 7.33 億美元，包含

2009 年 6 月完成 12.5 千元債務投資；2014

年 3 月，該公司在其 A 輪投資中獲得 3440

萬美元；2015 年 9 月，Auris 公司 B 輪投資

1.495 億美元，2016 年 8 月，C 輪投資 4900

萬美元；2017 年 8 月，Auris 拿到高達 2.8

億美元的 D 輪投資。2018 年 11 月再獲得 2.2

億美元的 E 輪投資。 

2018 年 4 月，Auris Health 的最新產品

Monarch 獲得了美國 FDA 的批准。Monarch

是一款新型、靈活的內視鏡機器人，可適用

人體內較複雜、一般設備難以到達的組織器

官。該設備可用於診斷和治療支氣管鏡手術，

目前該系統先著眼於肺癌，未來將朝治療各

類疾病為目標。Monarch 系統不僅是一個機

器人平台，有別於過去傳統內視鏡系統的單

手操作介面，該系統以類似遊戲遙控器的介

面，使醫生能更直接的操控該設備，並集合

機器人、軟體、數據科學、視覺成像等先進

技術，使內視鏡視野有更廣的觸及範圍。 

（三）中國影像 AI 新創推想科技寒冬之

下再獲 C1 輪投資 

推想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成立於中國

北京，致力於醫學影像 AI 的高科技公司，

採用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的方法分析 DR、CT

及 MRI 等醫學影像資料，推出 InferRead™ 

全系解決方案完美融合臨床工作流程，覆蓋

腦部、肺部、骨骼等全部位元影像診斷，打

造全影像解決方案。為醫生提供精確、高效

的輔助工具，從而減輕醫生的工作重負。 

推想科技總部位於北京，執行點遍佈上

海、武漢、大連、廣州等城市，2017 年一年

內完成了北美、亞太以及歐洲的戰略佈局，

成立日本、美國、德國分公司，截至 2018

年 9 月，推想科技合作全球頂級醫院超過 200

家，每日輔助醫生完成近 20,000 例臨床診斷

工作。預計在 2019 年拓展全球更多區域。 

推想科技官方在 12 月初宣佈完成最新 

C1 輪融資，由中國頂級投資公司鼎暉領投，

海通開元、紅杉資本、襄禾資本、鴻為尚珹、

元生以及泰合資本聯合跟投，投資金額未揭

露。此前，推想科技已在 2018 年 2 月獲得襄

禾資本、尚珹基金、元生資本、紅杉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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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明創投投資的 3 億元人民幣 B 輪投資，成

立三年累計獲投超過 4 億人民幣。 

輪次 獲投時間 獲 投 金 額

(人民幣) 

投資方 

天使輪 2016 年 2 月 5,000 萬 英諾天使基金、臻雲創

投以及原快 CEO 呂傳

偉個人 

A 輪 2017 年 1 月 5,000 萬 紅杉資本中國領投，廣

發證券直投部、英諾天

使基金、臻雲創投跟投 

B 輪 2018 年 2 月 3 億 啟明創投、襄禾資本、

尚珹基金、元生資本、

紅杉資本、泰合資本 

C 輪 2018 年 12 月 未揭露 鼎暉領投，海通開元、

紅杉資本、襄禾資本、

鴻為尚珹、元生以及泰

合資本跟投 

資料來源：動脈網 

 

 

參考來源 

數位時代、iThome、中央社、環球生技月刊、

動脈網、推想科技官網、工商時報、DigiTimes 

(林秀英摘要整理) 

網址： 

https://goo.gl/X8jADQ 

https://goo.gl/uDyFqy 

https://goo.gl/QBsW3a 

https://goo.gl/EBUH3g 

https://goo.gl/F3FAEo 

https://goo.gl/Ynxv6k 

https://goo.gl/xwk2mQ 

https://goo.gl/m9Ndfv 

https://goo.gl/mduXss 

https://goo.gl/mkyGjx 

https://goo.gl/vypLkd 

https://goo.gl/aw3jAs 

 

  

https://goo.gl/uDyFqy
https://goo.gl/QBsW3a
https://goo.gl/EBUH3g
https://goo.gl/F3FAEo
https://goo.gl/xwk2mQ
https://goo.gl/m9Ndfv
https://goo.gl/mduXss
https://goo.gl/mkyGjx
https://goo.gl/vypLkd
https://goo.gl/aw3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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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媒體 The Verge 拿到的自動駕

駛草案副本顯示，美國參議院正在新的一年

到來之前，為通過最高自動駕駛汽車法案做

出最後的努力。 

目前，參議員們已經對之前的版本做了

一些修改以安撫專業人士的抨擊。但安全專

家表示，這些「努力」還遠遠不夠。 

這份名為 AV START Act 的《自動駕駛

啟動法案》已經在參議院擱置徘徊了好幾個

月，因為批評人士對該法案中規定的安全標

準非常擔憂。而且該文件存在一個非常明顯

的漏洞——消費者在發生事故或類似事件

後尋求法律幫助時，容易被迫使進入私人仲

裁程序。 

昨天，一份新的法案草案在參議院公佈，

內容中就試圖解決一些較為爭議的問題，包

括 對特 斯 拉 的自 動 駕 駛 儀 與通 用 汽 車的

Super Cruise 等半自動駕駛系統進行必要的

監管。 

該法案如果最後通過，不會阻礙無人車

公司在公共道路上測試他們的汽車，相反，

甚至會更容易實現。正如外媒 Jalopnik 之前

所報導，該立法將允許汽車製造商每年部署

多達 10 萬輛免於遵守現行汽車安全標準的

汽車，而這個數字目前是 2500 輛。 

 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仍然可以製定他

們自己的法律來規範自動駕駛汽車，這

在該法案的早期版本中並沒有提到。 

 

 限制在涉及死亡或人身傷害的事故中

使用強迫型性私人仲裁，除非與「提出

具體索賠」有關的特定安全標準生效。 

 製造商必須要測試和驗證自動駕駛系

統，使其能夠識別、檢測和響應所有同

一時間的道路使用者，包括行人、騎自

行車的人以及摩托車車主。 

 除了全自動汽車製造商，該法案還要求

採用半自動系統(L2) 的汽車製造商，

如特斯拉和通用，提交公共安全報告，

說明自己正在採取什麼措施以保證車

輛在道路上安全運行。 

 包括 L2 級無人車製造商在內，也要向

聯邦政府提交事故報告。 

整體而言，該法案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

為自動化程度更高一些的無人車系統增加額

外監管，即所謂的 L3 級甚至更高的自動駕

駛系統，這在業內是一個最大的爭議點。 

從理論上來說，L3 級及 L4 級自動駕駛

系統允許汽車進行限定條件下的完全自動駕

駛ーー只要駕駛員保持警惕和專心。 

但是一些技術公司，譬如 Google 自動駕

駛汽車測試部門 Waymo，就發現測試人員經

常在開車時睡著，因此表示這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務。 

擬議中的法案一旦通過，製造商們與技

術公司就會被要求提交更多細節的安全報告，

譬如對 L3 級無人車進行駕駛員監控，以及

報告「他們完成全部駕駛任務的準備情況」。 

 

此外，該立法還要求設立一個「高度自

動化車輛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將以研究

實操問題為目的。 

5. 美國自動駕駛立法草案曝光，細節對車廠及科技公司有利 

關鍵字：自駕車．法案 

日期：20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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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應該在農村、山區、島嶼等偏遠

地區進行測試和部署高度自動化車輛或自動

駕駛系統，以評估自然地理、人為特徵或惡

劣天氣條件造成的行動限制，並加強在這些

地區部署高度自動化車輛及自動駕駛系統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 

無論如何，實現無人車的美好願望還需

要幾十年的時間，但有趣的是，這些方案目

前正在進入立法程序。然而直到現在，該法

案是否會通過仍然懸而未決。 

參考來源 

幫趣 

網址： 

https://goo.gl/uCoj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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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與觀點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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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評析一-黃敬翔】由美對中關稅清單中的

訊號解讀美中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進展至此，很明顯地可以了解到，美中兩方存在明顯的分歧，隨著 APEC 領袖

宣言的破局、USTR 更新 301 調查的內容、G20 看起來表面和諧的停戰，但美中兩方會後的聲

明存在明顯差異、再接著華為財務長事件，這場對抗進入延長賽(或其實大家心裡都有譜，這根

本不是延長賽，是可預估的局面，只是不願面對這種走向)，同時也波及至貿易之外的範疇。 

川普的陰晴不定，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更讓人摸不著頭緒，隨著時間的推進，美方三次

關稅調整的過程，全球的各大小預測也從原本樂觀預估短期結束，再到悲觀看法蔓延，不難看

出這場對抗的撲朔迷離以及極大的潛在風險。 

對美國而言，對中貿易戰帶著川普的政治目的，以美方提出的清單可說超出純貿易戰可解

釋的範疇，許多要求與聲明更涉及到中國的內政以及戰略路線，例如，不得透過「中國製造 2025」

計劃下補貼特定產業來獲得製造業品質的提升以及產業升級，這些其實都反映出美國對於中國

經貿崛起後可能帶來威脅的憂心與不安，因此，若只由貿易赤字觀念切入，勢必感到困惑，兩

國看似多次的對話，但對於貿易戰背後真正想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解方、作法無法收斂，中國對

於美國的指控基本上不大可能真正認同與妥協，更不可能放棄發展科技，究竟最後該如何收場，

想必是個難以預估的大問題。 

本文透過觀察關稅清單中的數據，呼應當前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看法，貿易戰是幌子、貿

易戰只是個用來作為師出有名的工具，川普真正的目的，是防止中國持續在科技上的壯大，在

清單中，早就顯示了一些端倪。 

美中貿易戰的影響-總體經濟預測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 10 月份的最新預估，相對於 7 月份實的數據，對美國 2018 年的經濟成

長率預估為 2.9%，對 2019 年美國經濟成長率預估則下修至 2.5%(原 2.7%)，到 2023 年甚至降

至 1.4%。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指出，下修美國 2019 年經濟成長率預估值，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的

關稅調整措施，而中國回以報復措施，使得美國的經濟成長出現頹勢。 

中國身為貿易戰主角，自然也無法倖免。國際貨幣基金雖維持對中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預

測為 6.6%，但相較於 7 月時的預估，調降為 6.2%(原 6.4%)，到了 2023 年，預估中國經濟成長

率更將跌破 6%至 5.6%，雖然目前中國出口數據因為很多企業趕著出貨以及囤貨，表現還算正

常，但到了明年第一季，將可能出現大幅下滑現象。 

這波貿易戰，更擴大影響到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預測 2018 年以及 2019 年全球經濟成

長率皆為 3.7%，相較於 7 月時的預估，調降了 0.2%。美中互相以提高關稅對戰，自然對全球

產生負面衝擊，到 2019 年影響全球經濟成長將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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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認為，貿易戰勢必隨著時間對全球供應鏈產生重大影響，這將

導致全面性的結構重組。 

美方關稅清單的訊號-由整體數據觀察 

若比較 2017 年美中兩國出口總額，中國對美國出口額約為 5,000 多億美元，約佔中國出口

總額的 23%，美國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反之，美國出口至中國約 1,300 多億美元，只佔美

國出口總額的 8%，中國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換言之，中國更依賴美國市場，因此受關稅

的衝擊自然會較大。 

根據美國兩次三回合的關稅調整清單，第一次兩回合(宣稱值分別為 340 與 160 億美元)就

數據上來說比例並不高，500 億美元只佔 2017 年美國出口總額(約 1.6 兆美元)的 3%，佔中國出

口總額(1.8 兆美元)的 2%；但在第二次美國提出了影響高達 2,000 億的關稅清單，以及川普也提

出警告，若中國對美國採取報復措施，美國將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也就是針對剩下約 2,600 多

億美元中國商品提高關稅，這次的影響不僅對中國造成極大壓力，也明顯傷害到美國自身。 

下表為本文根據美國提出的關稅清單所統計出的相關數據，分別為 6 月 500 億美元進口商

品 301 清單以及 7 月追加的 2,000 億商品 301 清單，根據最新公告的調整清單，美國對來自中

國商品的徵稅範圍以 HS8 界定為 6,841 項，以金額來看，已經接近美國自中國進口的 50%。然

而貿易戰是雙面刃，對於美國本身而言，也將受到一定的衝擊，隨著貿易戰的演進，美國宣布

的清單其來自中國進口的比例也隨之上升，從 7.17%、12.75%，拉升至 21.02%，這代表著美國

會越來越難找到同類替代商品，對於美國這些商品的需求者而言，必須承受可能的價格上升。 

表 1 美國本次 301 調查相關關稅調整資訊 

資料來源:ITC，本文整理。 

*:實際金額來自對應美國公布之 HS8 商品於 ITC 資料庫中的貿易金額。 

本文也依據 ITC 資料，針對美國的 301 調查兩次三波清單，估算出美中之間的依賴程度。

首先定義在清單中，當 2017 年美國由中國進口的 HS8 商品，中國出口值超過 10%者，代表美

國對中國依賴度高，美國調整關稅後，較難找到替代品；反之，當 2017 年中國出口的 HS6 商

品，美國進口佔比超過 10%者，代表中國對美國依賴度高。若同時高於 10%，代表該商品的兩

國依賴性皆高，反之則依賴性皆低。  

關 稅 清 單  
宣 告
金 額  

實 際 計
算 金 額

* 

關 稅 調 整 稅 率  
HS8 商 品

個 數  

佔 美 國 從
中 國 進 口

份 額  

佔 美 國 同 HS8

碼 商 品 進 口 份
額  

301 調 查 第
一 波 執 行 清

單  

340 億  
337.94

億  
25% 818 項  6 .42% 7.17% 

301 調 查 第
二 波 執 行 清

單  

160 億  
141.37

億  
25% 278 項  2 .69% 12.75% 

301 調 查
2,000 億 清 單  

2 ,000

億  

1 ,988.1

9 億  

10%； 預 計 90

天 談 判 失 敗 將
調 至 25% 

5,745 項  37.78%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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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美國的 301 調查兩次三波清單所對應的所有商品依賴程度，其中 31.21%美中雙邊依

賴度高，20.56%美對中依賴高，換言之，總共高達約 51.77%的商品美國是相對難以尋找替代品

的，這樣的清單明顯對美國自身傷害過大，對付貿易赤字，「關稅人」川普需要做到這種程度？

還是如克魯曼所言，川普搞錯的關稅調整的影響？或是得換個角度思考，貿易赤字問題只是幌

子？ 

圖 1 美國的 301 調查兩次三波清單所對應的所有 HS8 商品依賴程度

 

    資料來源:ITC，本文整理。 

根據 Forbes 報導，第一波 340 億名單中，有 60%的關稅會由在中國經營的外國企業所承受，

其中當然包含了美國企業；另中國商務部指出：「2017 年，外資企業以佔全國不足 3%的數量，

卻創造了近一半的對外貿易、四分之一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五分之一的稅收收入。」我

們自然可以了解到，美中貿易戰將使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受到重創。若由美國真正目的是阻止中

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為出發點思考，這一切就不意外了，能因此使得美國企業撤離中國，甚至

回到美國設廠，這才是川普真正希望看到的結果。 

美方關稅清單的訊號-由產業觀察 

本文也參考我國第 10 次修訂之行業分類標準，統計出這次貿易戰的關稅清單，究竟分別落

在那些產業，以下列出影響金額較大的數個產業以及簡單的說明供讀者參考。 

依據影響貿易金額排序，前三名為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主要對應 HS2 中部

分稅號 84、85、90 項目，總貿易值達 609 億美元)、電力設備製造業(主要對應 HS2 中部分稅號

84、85、94 項目，總貿易值達 353 億美元)以及機械設備製造業(主要對應 HS2 中部分稅號 84、

85 項目，總貿易值達 290 億美元)，這三個產業類別與「中國製造 2025」有著顯著的關係，由

最終商品端、中間產品端以及生產要素端達成阻礙效果。然而最引人關注的筆電、平板、手機

等當前主流消費電子產品並未納入清單，想必川普也知道這些品項的殺傷力有多高，但依據川

普的發言，不能排除若要逼迫中國低頭，還是很有可能使出這些殺手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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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金屬製品製造業(主要對應 HS2 中部分稅號 73、82、83 項目，總貿易值達 153 億美

元)的影響也不容小覷，金屬製品製造業中有關鋼鐵的項目很大部分已被列入鋼鋁 232 調查清單，

因此是最早進入貿易戰的領域，而「中國製造 2025」中，凡舉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先進軌道

等，都與金屬製品製造業相關聯，故可說是貿易戰美國牽制中國科技發展的範疇，然而此類品

項雖然中對美依賴性高，但內需市場不低，應有機會靠內需與轉型度過危機；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主要對應 HS2 中部分稅號 85 的項目，總貿易值約 82 億美元)，正好就是發展「中國製造 2025」

相關基礎項目，等於掐住源頭的發展，未來遭受無論是加大徵稅範圍、限制投資或是針對特定

廠商的進口禁令，想必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而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主要對應 HS2 中部分稅號 84、85、87 項目，總貿易值 150 億美元)

的戰略位置較為不同，這部份很明顯的是為了讓美國汽車製造業能再次活絡而設下的項目，且

不僅針對中國，例如就 USMCA 國家，也要求提高美國的自製比例，因此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必定難以全身而退，即使關稅調降仍可能附加零件使用比例或進口上限。 

最後在家具製造業(主要對應 HS2 中部分稅號 94 項目，總貿易值達 247 億美元)、皮革、毛

皮及其製品製造業(主要對應 HS2 中部分稅號 41、42、43 的項目，總貿易值約 78 億美元)、塑

膠製品製造業(主要對應 HS2 中部分稅號 39 的項目，總貿易值約 74 億美元)，這類品項主要來

自於 2,000 億清單(前兩者更全數來自於 2,000 億清單)，且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度極高，列於清單

中的各類品項，中國出口至美國相對於同品項的總出口值比例高達二至五成，換言之，這些並

非美國優先、阻止「中國製造 2025」的主力品項，而是用來逼迫中國低頭的項目，也是未來貿

易戰趨緩時，較有可能直接解除關稅的類別，但在此之前，很可能逼迫許多生產廠商遷移至其

他國家生產。 

未來發展趨勢 

由上述的整理，可以發現到以阻礙中國科技發展的角度切入，就可以解釋關稅清單背後的

涵義，看清了川普的目的，自然更能猜測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此外，中美雙方目前也都在為自己爭取更大的聯盟夥伴，例如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轉變而成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貿易協議(USMCA)，其中一項被稱為無中國交易條款，目的就

是阻止加拿大、墨西哥與中國達成協議，如果任一方尋求與非市場經濟國家(正是暗指中國)簽

訂自由貿易協議，那麼其他各方可以雙邊協議取代原三國協議，這類協議概念也非常有可能日

後被複製於在美國與日本、歐盟所達成的貿易協定中。 

中國方面同樣地在拉攏盟友。在最新公佈的貿易戰白皮書中指出，中國將與歐盟加快推動

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中國也將加快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進程。中國總理李克強 10 月 12 日在

上合總理會議上提出，中方倡議啟動自貿區可行性研究，建立更緊密的區域經濟合作制度。 

對美國而言，貿易戰是用「七傷拳」換取可能獲勝的戰略，一方面迫使中國放棄美國所宣

稱的不公平政策，另一方面促使美國企業回流美國，改變十多年來製造業外流趨勢，重新在美

國打造高科技產業供應鏈，同時也可以壓制中國的科技發展。儘管供應鏈移回美國難度非常高，

但是貿易戰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可能逼迫部分美國企業與中國降低關聯，既使不回美國，僅是

脫離中國也算是部分完成川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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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想要的解決方案，習近平不可能點頭，特別是面內中國內部的壓力，美國要求中國做

出的讓步，這都足以讓習近平備感壓力。 

但常言道，危機就是轉機，對中國而言，若能度過此次危機，或許將加速促使中國製造業

轉型升級。中國企業正在調整期出口低端商品的產業結構，升級向中高端商品的生產，美國對

中國加徵關稅很可能會讓這類升級過程加速。 

總而言之，美中雙方都在為全球貿易體系崩潰做準備，這場對弈，或許會比大家想像來的

更久更複雜，「中國或成最大贏家」，可能得再多花一些時間了。 

本文作者：黃敬翔（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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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評析二-邱昰芳】在美中貿易戰背景下，

美中競逐 5G 主導權可能帶來的影響

前言 

2018 年以來，美中貿易戰火持續延燒，市場各界除關切美國針對自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徵關

稅對於國際貿易、產業供應鏈重組等的影響之外，而美國陸續針對中興通訊祭出禁售令，導致中

興通訊 2018 年上半年營運幾近停擺，並控告福建晉華竊取商業機密，促使晉華 DRAM 關鍵設備

導入與試產計畫陸續喊停，近期更以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措施，要求加拿大逮捕華為財務長

孟晚舟，在在都顯示美中之間的戰火已從關稅議題逐步延伸至半導體、5G 等科技領域，未來發

展備受市場矚目。 

5G 即將進入商用化階段，中美競逐 5G 主導權 

觀察全球科技產業變化態勢，歷經超過十年的發展之後，全球智慧手機市場發展面臨瓶頸，

在主要市場漸趨飽和且產品創新應用不足，導致整體市場出貨量難以明顯揚升，面對智慧手機市

場缺乏明顯的成長動能之下，國內外科技廠商均積極尋求新的成長，其中涵蓋智慧城市、車聯網、

智慧製造、VR/AR 等物聯網新興應用成為各場競逐的焦點。值得注意的是，5G 因具有高速傳輸

(eMBB)、巨量連結(mMTC)、低延遲及高可靠度(URLLC)等特性(詳見圖 1)，能提供各項物聯網

應用更趨完善的網路環境，藉以創造出更多的創新應用與市場機會，世界各國為尋求在新興科技

創新領域取得領先地位，均積極投入新一代 5G 通訊環境的建置，其中又以美國、中國、日本及

南韓等國態度最為積極，在主要電信商加速投入 5G 相關技術開發與核心設備導入之下，預計 5G

商用化時程將可望自 2020 年提前至 2019 年(詳見表 1)，亦使得美中競逐 5G 產業主導權的態勢

更趨白熱化。 

 

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8 年 12 月 

圖 1 5G 創新應用三大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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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球主要國家 5G 商轉時程規劃一覽表 

國 家  商 轉 時 程 規 劃  

美 國  Verizon： 2018 年 10 月 1 日 正 式 推 出 5G 商 用 服 務 5G Home， 首 批 啟
用 5G 服 務 的 城 市 為 休 士 頓 、 波 利 斯 、 洛 杉 磯 及 沙 加 緬 度 。  

AT&T： 2018 年 底 將 推 出 5G 行 動 網 路 ， 預 計 2018 年 底 將 在 美 國 12

個 城 市 推 出 商 用 5G 網 路 ， 2019 年 初 將 擴 大 至 19 個 城 市 。  

T-Mobi le： 預 計 2020 年 完 成 全 美 5G 網 路 覆 蓋 。  

中 國  2018 年 8 月 中 國 聯 通、中 國 電 信、中 國 移 動 及 中 華 電 信 等 主 要 電 信 營
運 商 陸 續 確 認 5G 試 點 城 市 ， 預 計 2020 年 全 面 提 供 5G 商 用 服 務 。  

中 國 移 動 2018 年 開 始 進 行 5G 試 驗，最 快 2019 年 推 出 5G 商 用 服 務 。 

韓 國  韓 國 三 大 電 信 營 運 商 SKT、 KT 及 LG U+宣 布 將 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
推 出 5G 商 用 服 務 ， 首 批 支 援 5G 商 用 服 務 為 首 爾 周 邊 地 區 。  

日 本  日 本 主 要 電 信 業 者 NTT Docomo、KDDI au、軟 銀 (Softbank)計 畫 於 2019

年 起 提 供 企 業 用 5G 服 務 ， 2020 年 起 則 提 供 消 費 者 5G 服 務 ， 並 於 東
京 奧 運 展 示 各 項 5G 應 用 服 務 。  

資料來源：科技產業資訊室、科技新報、電子時報、台經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8 年 10 月 

 

中國廠商迅速崛起，市場地位與技術實力不可同日而語 

觀察全球通訊產業的版圖變化，以往易利信(Ericsson)、諾基亞(Nokia)、阿爾卡特朗訊

(Alcatel-Lucent)等歐美廠商在電信設備市場具有主導性地位，而思科、慧與科技、Arista、Juniper

及戴爾(Dell)等美國廠商則在各項網路終端設備享有領先地位。近年來中國憑藉其龐大的內需市

場，加上政府提供高額的政策補助，鼓勵中國廠商加速投入各項通訊產品與技術的研發，使得中

國廠商不論是在網通設備或智慧手機等領域的全球市占率迅速攀升。 

在全球通訊產業的版圖中，中國廠商的市場影響力已不可同日而語，就電信設備市場而言，

華為除受惠於中國內需市場需求持續放大，加上深耕次級電信市場，逐步累積自身在設備開發與

既有系統整合的能力，透過提供體積小、功能強大的行動通訊基地台，協助中小型電信營運商降

低營運成本，提升電信網路的經營效率，並採取低價策略，加速拓展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

歐洲市場等海外市場，帶動其出貨規模不斷放大，全球市占率逐年提升。根據 IHS Markit 的調

查資料(詳見圖 2)，2017 年華為在全球電信設備市場占有率達 28%，首度超越易利信(Ericsson)，

排名全球第一。此外，中興通訊亦受惠於中國網路設備需求持續放大以及布局新興市場逐步發酵

之下，2017 年全球電信設備市占率亦達 13%，排名全球第四，顯示中國廠商在全球電信設備市

場已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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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IHS Markit、科技產業資訊室、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2018 年 12 月 

圖 2 全球電信設備市場占有率概況 

至於在智慧手機市場方面，中國品牌廠商憑藉高性價比與同步深耕線上線下通路的優勢，並

投入龐大的行銷預算，除深獲中國消費者認同之外，亦成功搶進東南亞、歐洲、中東、拉丁美洲

等市場，市占率逐年提升，根據 IDC 的調查資料顯示(詳見表 2)，2017 年包括華為、小米、OPPO

等廠商均已躍居為全球前五大手機品牌廠商。2018 年第二季華為全球市占率更進一步提升至

15.8%，正式取代蘋果成為全球第二大智慧手機品牌，且華為、小米、OPPO 市占率合計達 33.7%，

略高於三星與蘋果合計市占率，顯見中國手機品牌在全球智慧手機市場迅速崛起，對於蘋果、三

星等國際大廠的威脅日漸加深。 

表 2 全球智慧手機市場前五大品牌市占率 

單 位 ： % 

排 名  2011 年  2014 年  2017 年  2018 年 前 三 季  

1  
三 星  

(19.1)  

三 星  

(24.4)  

三 星  

(21.6)  

三 星  

(21.5)  

2  
蘋 果  

(19.0)  

蘋 果  

(14.8)  

蘋 果  

(14.7)  

華 為  

(14.1)  

3  
諾 基 亞  

(15.7)  

華 為  

(5 .7)  

華 為  

(10.4)  

蘋 果  

(13.6)  

4  
黑 莓  

(10.4)  

聯 想  

(4 .6)  

OPPO 

(7.6)  

小 米  

(9 .1)  

5  
宏 達 電  

(8 .9)  

小 米  

(4 .4)  

小 米  

(6 .3)  

OPPO 

(8.1)  

資料來源：IDC、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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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作為中國通訊設備廠商的領導者，不論是在電信設備或是智慧手機均位居全球領先地位，

使得其未來市場動向備受市場關注。華為成立於 1987 年，歷經 20 年的耕耘之下，除在中國市場

位居領先地位之外，亦積極投入海外市場的布局，2017 年海外市場銷售占營收比重高達 49%，

全球員工人數高達 18 萬人。受惠於在中國內需市場逐年成長以及海外市場布局效益逐步顯現之

下，華為 2017 年全年合併營收規模達 6,036 億人民幣(約 925.5 億美元)，淨利潤高達 475 億人民

幣，值得注意的是，為強化自身研發與技術的能力，華為每年投入的研發支出金額逐年增加，2017

年全年研發支出已達 897 億人民幣，占整體營收比重高達 14.9%(詳見圖 3)，顯示其對於產品技

術研發的高度重視。 

 

 

    資料來源：華為年報、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8 年 12 月 

圖 3 華為營收、獲利及研發費用率走勢 

 

最受市場矚目的是，華為累積多年的研發實力已逐步反映在其所擁有的專利數量，在 5G 應

用的領域上，極化碼(Polar Code)的編碼方式因可以確保傳輸品質、速度，因而成為 5G 領域競爭

力的重要觀察指標。根據全球通訊設備廠、晶片製造商、電信營運商及研究機構等向歐洲電信標

準協會(ESTI)聲明的 5G Polar 專利，可以看出華為在 5G 技術的布局明顯占有優勢(詳見表 3)，憑

藉此技術與價格上的優勢，華為積極爭取與各國的電信商進行 5G 實驗測試，截至目前為止，華

為已在全球 66 個國家與 150 家企業進行 5G 實驗與測試，企圖在即將進入 5G 商用化的階段，搶

攻市場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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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G NR 與 Polar 專利統計一覽表 

 5G NR 

聲 明 族 數  

5G NR 

聲 明 專 利 公 開 族 數  

Polar  

專 利 公 開 族 數  

華 為  1 ,481 637 51 

Ericsson  1,411 599 5 

InterDigi ta l  103 37 4  

Qualcomm 541 331 6 

LG 366 29 2  

Intel  468 321 4 

Polaran  4  4  4  

Samsung  1,082 1082 0 

Sharp  495 469 0 

Apple  11 1  0  

Blackber ry  7  7  0  

NEC 1 1  0  

註：專利統計範圍個別廠商向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STI)聲明的 5G 相關專利。 

資料來源：網易科技、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8 年 12 月 

 

資訊安全、5G 產業主導權才是美國真正關注的重點 

面對華為、中興通訊等中國廠商在全球通訊產業逐步佔有一席之地，加上即將進入到 5G 商

用化的時代，使得美國對於能否在 5G 時代持續保有產業主導權面臨挑戰。根據美國無線通信與

互聯網協會(CITA)的報告指出，中國、韓國在 5G 的投資與布局速度領先美國，美國應加快引進

5G 技術，否則將難以在 5G 時代勝出；而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近期所發布的報告更進一步指出，由於 5G 所

牽涉的應用範圍甚廣，除智慧手機之外，亦將應用於自動駕駛車、人工智慧、物聯網等各項領域，

一旦任何領域潛藏風險，將會影響整個網路環境，更不排除中國情報機構可能竊聽相關技術與設

備，華為、中興通訊等電信設備大廠在全球 5G 技術的優勢地位日益提高之下，極有可能危及美

國國家安全，因而引發美國高度關注。 

面對中國廠商的市場影響力的持續擴大，2018 年以來，美國開始採取一連串的措施，阻止

中國所生產的通訊設備進入美國市場，2018 年初阻擋華為智慧手機透過 AT＆T 等主要電信商在

美國銷售，6 月以中興通訊違反伊朗、北韓貿易制裁為由，禁止美國企業出口任何商品與服務予

中興通訊，隨後中興通訊雖以繳交 17 億美元罰款、更換董事會成員等條件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協

議，但 2018 年前三季淨虧損仍高達 78.24 億人民幣，顯見其營運已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 

在關稅議題方面，美國針對中國出口的商品分三階段加徵關稅的清單當中，在第三批關稅清

單開始涵蓋路由器、交換器、天線及相關零組件各項通訊設備及其零組件，2018 年 9 月 24 日起

加徵關稅 10%，未來不排除進一步提升至 25%，亦使得生產基地高度仰賴中國的國內外網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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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大廠開始面臨關稅成本的增加。除此之外，未來加徵關稅清單是否進一步擴大至智慧手機、電

腦等資通訊產品，亦成為市場矚目的焦點。 

另一方面，美國總統川普進一步簽署國防授權法案(NDAA)，禁止美國政府機構及與美國官

方合作的單位採用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的技術與產品，並加速實施 2018 年外國投資風險評估

現代化法案(FIRRMA)中規定的部分措施，針對涉及國家安全之航空、電信、半導體、電腦等 27

個關鍵產業的外國投資進行審查，力阻中資企業併購美國半導體、電信等相關企業。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近期已逐漸進入各國採購 5G 核心設備的關鍵時期，美國除力阻中國

通訊設備進入美國市場之外，亦積極遊說五眼聯盟(Five Eyes)之成員國及相關盟國禁止華為、中

興通訊等中國廠商參與 5G 設備的採購標案，並提供相關的財務援助，以確保資訊安全。包括澳

洲、紐西蘭、英國、日本等國陸續以確保資訊安全的理由，跟進宣布將禁止採用華為、中興通訊

之 5G 設備，且英國電信(BT)與日本軟銀(Softbank)更計畫逐步移除現所使用的華為 4G 設備。韓

國雖無明確宣示排除華為與中興通訊，但韓國主要電信商近期所公布的 5G 設備採購得標廠商亦

未見華為等中國廠商，顯示此波禁用華為等中國廠商 5G 設備的風潮在持續擴大，未來包括德國、

義大利、加拿大等先進國家的動向亦將成為後續市場觀察的重點。在此同時，美國要求加拿大政

府逮捕華為財務長孟晚舟，更明確顯示美國加大打擊中國通訊廠商的決心，顯見美中之間的競爭

已從貿易領域進一步擴大至新興科技領域。 

由此可以觀察到，美國基於國家安全考量以及力爭 5G 產業主導權之下，2018 年加速透過關

稅與非關稅的方式，力阻中國通訊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並阻止中資企業透過併購取得關鍵技術，

目標均在降低中國廠商在 5G 產業的影響力，以確保美國在 5G 以及自動駕駛、VR/AR、智慧製

造及智慧城市等各項新興科技創新應用的優勢上仍能保有領先地位。 

因應美中貿易戰持續增溫及美中力爭 5G 主導權的態勢下，台廠如何因應？ 

隨著美中貿易戰效應持續升溫，加上美中競逐 5G 主導權的態勢下，台灣科技廠商因與中國

及美國廠商的連結度相對高，因而所受的影響程度亦相對高。就關稅議題而言，面對美國針對中

國出口的網通設備加徵關稅 10%，未來不排除提升至 25%，且未來關稅加徵清單可能納入智慧

手機、電腦等資通訊產品，使得過去多仰賴中國作為生產基地的資通訊供應鏈開始出現新一波的

調整，台廠開始尋求多元生產基地的布局，第一波以網通設備廠商為主，短期陸續透過加速回台

投資新廠或擴大台灣廠區產能規模以滿足美國訂單需求。而在考量中國工資及社保成本持續提高、

環保要求日趨加嚴以及關稅成本可能持續提高下，手機組裝等供應鏈廠商亦開始尋求多元生產基

地的布局，使得過去中國作為主要生產據點的角色將逐步弱化，藉以分散風險，未來並逐步以當

地市場規模作為選擇生產基地的重要考量因素，以就近供應當地市場所需。 

另一方面，近年來，面對全球智慧手機市場發展停滯，蘋果新機銷售備受考驗，加上智慧手

機進入 5G 商轉之前的過渡時期，使得在蘋果供應鏈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台廠在營運逐步面臨挑

戰，為尋求新的成長動能，台廠均積極爭取迅速成長的中國手機品牌訂單，藉以分散風險。但在

此波美中貿易戰與 5G 產業主導權的爭奪過程當中，華為、中興通訊等中國通訊設備大廠成為美

國打擊的主要目標，導致部分參與華為、中興通訊等網通設備供應鏈廠商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

未來若美國針對華為進一步啟動禁售令，將使得衝擊程度更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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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廠而言，雖面對華為等中國手機、網通設備相關訂單可能受到衝擊，但在美國力阻中

國廠商崛起的過程中，亦使得易利信、諾基亞、三星等廠商得到拓展 5G 設備市場的機會，加上

高通與我國公平會達成和解，未來將加大對於台灣的投資，台灣廠商應透過此機會，強化與高通、

易利信、諾基亞等國際大廠的合作，擴大對於 5G 創新應用的開發，透過軟體、服務模式的加值，

提高整體產品附加價值，避免限於硬體成本的競爭，才能在此波美中貿易與科技的戰爭中，尋求

新的發展機會。 

本文作者：邱昰芳（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產業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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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 

經韓國政府在前總統李明博任內曾研議

推動大企業利潤分享計畫，因企業界及經濟

學者強烈反對而遭擱置，繼任之前總統朴槿

惠在執政期間則未對該計畫有所著墨。文在

寅總統於去(2017)年 5 月上任後，將「協助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共創成長」列為其 100 大

國政課題之一，並研議推動大企業利潤分享

計畫。 

韓國政府與執行黨共同民主黨國會議員

於本(2018)年 11 月間就共同推動「合作利潤

分享計畫」達成共識，倘本年底前能通過對

參與大企業提供誘因之法案，最快將於明

(2019)年 2 月間實施。文在寅總統於同年 11

月間主持提升經濟公平會議時表示，前述計

畫將促進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共同成長，呼籲

韓國國會於本次會期通過相關法案。 

韓國中小企業暨創業部官員表示，大企

業是否參與上述計畫將由企業自行決定，韓

國政府將對自願參與者提供獎勵，同意參與

之大企業倘達成獲利目標，須支付其一定比

率之利潤予其承包商及供應商，政府將提供

公司稅減稅等優惠。韓國企業界對政府前述

由企業自願參與之承諾感到懷疑，某大企業

高層主管對媒體表示，倘該計畫付諸實施，

未來可能會逐漸轉變為強制性規定。 

韓國經濟研究院(KERI)最近對 100 名

經濟學者進行調查，其中近 8 成受訪者表示

該計畫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KERI 並指出

目前全球尚無立法推動企業利潤分享之案例。

經濟專家認為，該計畫將損害大企業股東利

益及資本主義之基礎，且大企業可能更依賴

國外供應商，以避免其利潤被中小企業分享，

或減少國內投資，將其生產線移至海外。此

外，專家認為政府不宜將扶植中小企業之責

任加諸於大企業，應運用自大企業課徵之稅

收，研擬並推動能有效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之

措施。 

參考來源 

駐韓國台北代表部經濟組 

網址： 

https://goo.gl/w3wyne 

  

1. 韓國政府推動大企業利潤分享計畫 

關鍵字：韓國、大企業利潤分享計畫 

日期：201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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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在 11 月 19 日指出，

正研議建構電子支付、電子票證等跨機構共

用平台的可行性，因電支機構與銀行個別介

接直連的情況愈來愈多，會使支付網絡將更

加複雜，交易資訊安全不易兼顧。參考陸港

經驗，電支共用平台有助解決清算問題 確保

交易資訊安全。 

金管會擬修法，在電子支付及電子票券

條例整合時，增納相關條文，開放不同電支

機構間可以跨機構的轉帳，例如街口儲值帳

戶可以到轉帳到歐付寶的儲值帳戶等。央行

這項跨機構共用平台，可解決開放跨機構轉

帳的清算問題。楊金龍表示，電支機構的不

同用戶間如連結不同銀行帳戶並彼此進行

P2P 轉帳時，目前該筆跨行轉帳交易，多由

電支機構分別發送指令至收款及付款銀行，

再由個別銀行內的電支機構帳戶及其客戶帳

戶間互轉。楊金龍認為，國內電支機構與銀

行直連的多對多網絡作業模式，會隨著電支

機構愈來愈多，造成支付網絡日益複雜、混

亂與不便，且交易資訊安全不易兼顧。 

中國以前的電支機構清算運作模式與我

國相同，但鑑於數百家電支機構與銀行直連

所造成支付網絡的十分混亂，中國當局 2017

年推出網聯平台，解決紛亂的直連問題，現

在中國電支機構只需開立一個銀行帳戶即可

辦理客戶所有收付業務。香港於 2018 年 9

月也推出「轉數快平台」，電支機構均透過

該平台統一進行跨行款項清算。 

國內財金公司正規劃建置跨機構共用平

台。在建置跨機構共用平台方面，楊金龍說，

目前財金公司已發展 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

整合前端交易介面，至於交易後的訊息交換，

可經由財金公司規劃的跨機構共用平台即時

處理，再透過該平台串接後端現有的跨行清

算系統，達到前端交易訊息即時交換、後端

款項快速清算的效益。楊金龍建議，在遠端

轉帳部分，財金公司可思考就其零售支付基

礎設施再提供其他附加功能。例如最近財金

公司推出的行動支付結合雲端發票，民眾發

票中獎時，獎金可直接撥入銀行帳戶的做法，

就是很好的範例。 

此外聯卡中心董事長劉燈城表示，為提

高行動支付普及率，正加緊進行端末設備的

整合工作，希望做到 All in one。他說，目前

進入店家，即可以看到各種信用卡、票證、

銀行的讀卡機，對店家而言是相當困擾而麻

煩的，未來希望能整合同一台機器內，提高

商店意願。 

 

參考來源 

經濟日報 

網址： 

https://bit.ly/2EjIinG 

https://bit.ly/2Qb9ydC 

2. 國內電子支付走向整合，央行催生電支共用平台 

關鍵字：電子支付、電知共用平台 

日期：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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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關於德國數位未來，德國政府迄今僅限

討論，但日前大聯合政府已研擬數位報告，

近 80 頁的內容中涉及廣泛策略，以促進人工

智慧為中心重點。至 2025 年德國聯邦政府擬

投資 30 億歐元，支持這項未來科技。此舉應

可為計畫中的稅收研究資金帶來顯著貢獻。 

數十億歐元的投資是一項嘗試，希望在

重要的未來技術競爭中，不會失去與美國及

中國等大型競爭對手的聯繫接觸。美國在人

工智慧領域居領先地位，中國也已宣布至

2020 年將投資 1,280 億歐元，德國視人工智

慧為國家關鍵技術。依據該數位報告，人工

智 慧企 業 模 式應 發 展 為 重 點出 口 項 目，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made in Germany”

（德國製的人工智慧）應成為享譽全世界的

品質標誌。 

德國聯邦政府希望藉這30億歐元資金，

創造 100 個人工智慧領域教授職位，並資助

技術中心的擴建，以協助中小企業接近獲取

相關技術。此外，新創企業也應該得到更多

資金，公共數據應更被廣泛提供，企業資料

庫也應獲得支持。不過，路途遙遠，德國政

府的分析發人深省：德國大多數公司，特別

是中小型企業，尚未有人工智慧專業知識。 

參考來源 

駐德國台北代表處經濟組 

網址： 

https://goo.gl/6BEu3h 

  

3. 德國政府擬投資 30 億歐元發展人工智慧 

關鍵字：德國、人工智慧 

日期：201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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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長易華仁於 11 月

22 日在新加坡數位產業日（Singapore Digital 

(SG:D) Industry Day）活動時表示，新加坡政

府將推出「服務與數位經濟科技藍圖」並推

行一系列新計畫，協助企業更容易使用新興

科技與建立新的數位能力，以及掌握未來服

務生態所帶來的新機會，以實現服務 4.0 的

願景，確立新加坡經濟發展在未來三至五年

的科技推動力。 

易 華 仁 表 示 ， 資 訊 通 信 媒 體 發 展 局

（IMDA）將推行一系列新計畫，分別是

GoCloud 計畫、擴大該局於 2016 年設立的

PIXEL 工作室的範圍，以及建立新的數位服

務實驗室。服務 4.0 業是推展無縫連接服務

的 時 代 ， 利 用 新 興 科 技 提 供 端 到 端

（end-to-end）、無摩擦、具同理心以及可預

測客戶需求的服務。透過讓員工結合科技

（worker augmentation）一起工作以及自動

化，將能推動業界創造出全新與更好的工

作。 

GoCloud 計畫的目的，是協助資訊與通

訊技術（ICT）領域的中小企業，從傳統的

軟體發展做法和架構，轉向通過雲科技提供

應用或服務的架構，即所謂的雲原生架構

（Cloud Native Architecture）。使用該架構，

將讓企業能夠更快把服務與產品推出市場、

更有成本效益，並且激發創新。 

ICT 企業參與資媒局核准的服務供應商

所提供的培訓，可獲得「關鍵資訊科技資源

計畫」（CITREP）高達 90％的資助。ICT

企業也可展開短期專案學以致用，並可獲得

資媒局達 50％的資助。至於新的數位服務實

驗室是一項為期兩年的試驗計畫，目的是與

企業界合作共同開發數位工程方案。資媒局

製造的方案與技術，將作為開放源碼（open 

source），讓整個資訊通信媒體（ICM）生態

共用。該計畫將為提出問題的企業與方案供

應商進行配對，協助企業轉型迎向數位未

來。 

GoCloud 計畫在明（2019）年初推出，

新的 PIXEL 計畫與設施則從明年 1 月起推出。

新的數位服務實驗室目前已有兩項技術供企

業使用，包括全國語彙庫（National Speech 

Corpus），協助人工智慧科技業者建立自動

語彙識別系統，如聊天機器人。 

參考來源 

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經濟組 

網址： 

https://goo.gl/iSocS6 

 

  

4. 新加坡政府將推行新計畫，助企業實現服務業 4.0 願景 

關鍵字：新加坡、服務業 4.0 

日期：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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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新加坡貿工部高級政務部長許寶琨本

(2018)年 11 月 26 日宣布推出「批發貿易產

業數位計畫」，預估逾 3 萬 3,000 個中小企

業將受惠。前述計畫係屬「中小企業數位化

計畫(SMEs Go Digital)」之部分，由新加坡

企 業 發 展 局 (ESG) 和 資 訊 通 信 媒 體 發 展

(IMDA)聯合推動。 

「批發貿易產業數位計畫」提供一套指

南，協助相關中小企業評估是否已作好數位

化準備，包括：(1)基本數位方案；(2)可與國

際貿易生態連接之數位方案；(3)可協助中小

企業提高跨界貿易優勢之先進數位科技等三

階段數位藍圖。 

在上述計畫下，新加坡漁業工商聯合會、

新加坡魚商總會和榜鵝魚商公會與 vCargo 

Cloud 簽署合作備忘錄，建立海鮮企業對企

業(B2B)電子市集，透過改善營運效率和更親

近海外市場，強化新加坡海鮮業者競爭力。 

批發貿易業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 16%，

其中 97%為中小企業。由於該領域逾八成營

業額來自海外，企業市集、區塊鏈和人工智

慧等新趨勢將影響其發展。 

參考來源 

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經濟組 

網址： 

https://goo.gl/eSVcCv 

  

5. 新加坡推出「批發貿易產業數位計畫」，逾 3 萬 3,000 個中小企業將受惠 

關鍵字：新加坡、數位計畫、中小企業  

日期：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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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科技部 11 月 28 日於松山文創舉行「法

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會」，由科技

部匯集國內 9 大頂尖研發法人機構，整合部

內「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生醫

創新聚落整合推動計畫」以及「推動綠能科

技產學研整合服務案」等 3 項計畫能量，以

「法人」作為學界與業界的重要橋梁，挹注

法人專業研發能量及產業經驗，協助學界研

發成果貼近業界需求。 

我國各大專院校內蘊藏著許多優秀且具

前瞻性的研發技術，為促成更多具潛力研發

成果的產業化，除持續邀集各領域專業法人

機構加入，協助學界產出跨領域技術成果。

未來，法人鏈結計畫更將結合各校國際產學

聯盟，共同挖掘學界潛力技術，並以法人前

期新創輔導鏈結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

計畫-價創計畫」，鼓勵法人輔導產學計畫投

入新創企業，期望藉由跨計畫的投入，提升

產學合作的活力，創造亮眼的產學合作新氣

象。 

科技部次長許有進表示，科技部致力於

推動台灣科技創新，也緊密地跟學界站在一

起，不僅在研究經費上補助基礎研究，更透

過許多計畫資源的投入，協助學校老師的研

發成果進一步具體產業化。而法人鏈結就是

希望運用法人專業研發能量與豐沛產業經驗，

協助學校潛力技術突破產業化的瓶頸，並推

展至業界，整合跨單位力量，組隊一同打拼，

為台灣的產業創造更高的價值。 

為深化與學界之連結，法人鏈結計畫由

國內 9 家法人單位共同組成產學媒合服務團，

主動出擊拜訪學校和業界，提供產學諮詢服

務平台，運用法人專業能量與資源，協助學

界研發技術進行加值與產業化。產學媒合服

務團自成立以來，已拜訪全國 261 家大專校

院系所，提供超過 820 件諮詢服務，未來將

持續於學界「挖寶」，鏈結法人能量，挖掘

更多具產業化潛力的明日之星。 

本計畫自 104 年推動以來已有豐富經驗

與成果，累計 158 件輔導案源，增加學校收

入 3.2 億元，促成簽訂產學合作/技轉合約 193

件，開發新產品與新應用 142 件，並成立 13

家新創公司，成果豐碩。未來也將持續透過

跨計畫與單位資源的投入，結合學界與法人

的專長和優勢，積極地創造機會，槓桿更多

資源，貫徹「小國大戰略」的思維，為台灣

產業發展盡一份心力。 

法人鏈結技術擴散 推動產業升級 

科技部於本次活動展示近 70 個產學合

作成果，並邀請其中 2 件技術團隊分享其技

術特點與法人加值後之研發成果。其中，高

雄科技大學王敬文教授與資策會團隊合作之

「滑雪運動專業護目鏡智能光電檢知系統」，

以教授的鏡片瑕疵檢測處理核心技術，透過

資策會協助商品化加值，完備開發原型系統

以協助鏡片相關傳統產業升級，並與廠商製

造端共同研發出具環境感知、自主檢測、安

全人機及自主決策能力的工業 4.0 先進設備，

為國內第一部具備瑕疵即時檢出功能的滑雪

運動專業護目鏡智能光電檢知系統，系統判

讀正確率可達 99 %以上，並已與廠商簽訂合

作契約，促成學校收入 2,773 萬元。 

國立臺灣大學顏炳郎教授與國家實驗研

究院合作之「骨科手術之手持式機器人」，

以醫學影像處理為基礎，結合術前規劃軟體、

微型化平台手持式手術器械，輔以力學回饋

6. 科技部集結 9 大法人扮產學鏈結推手，4 年促成產學收入 3.2 億元，成立 13 家新
創公司 

關鍵字：產學鏈結、新創 

日期：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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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安全機制及自動補償功能，協助醫師安全有

效的進行脊椎微創手術。藉由精準微創手術

縮短患者療程，讓醫療資源得以充分利用；

同時提升醫療院所及醫師的服務價值與品質，

達到患者、醫療院所、醫師三方效益；本年

度已成功技轉廠商，且輔導廠商進駐竹北生

醫園區，並獲投資金額新台幣 2 億元。 

參考來源 

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司 

網址： 

https://goo.gl/paSm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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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為探索東南亞市場，並加強科技部位於

台北小巨蛋國際級科技創業基地”Taiwan 

Tech Arena(TTA)”的國際鏈結，優化台灣科

技創業生態圈，科技部 11 月 29 日協助台灣

新創團隊參加越南年度新創盛會 Techfest，

增進兩地新創合作、資源鏈結，期望開拓新

南向市場新契機。 

Techfest 為越南最大官方新創展會，從

2015 年開始辦理，至今邁入第 4 屆，今年將

於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於峴港(DA 

NANG)舉行，今年展會主題將專注於工業

4.0、電商平台與綠能科技領域，並規模擴大

至鄰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與韓國；

且越南政府近年亦扶持科技產業發展，與我

國產業互補，加上我國於越南投資比重高，

有助於我國新創產業於越南發展及新南向市

場鏈結。活動期間除參與新創展會外，科技

部亦安排新創團隊拜會越南國家新創技術商

業發展局(NATEC)及越南國家科技創新基金

(NATIF)等單位代表，期望深化雙方新創合

作。 

本次活動團隊徵選係依據市場潛力、產

品差異化、營運穩定性等指標，最後由起而

行 綠 能 (eTreego Co.,Ltd.) 與 漢 穎 科 技

(HAN-WIN Technology)兩隊脫穎而出，起而

行綠能為電動車充電控制模組設計公司，其

非均流充電控制技術，可在 6 分鐘內提供電

動機車 50km 以上里程電量，大幅縮短平均

1 小時充電時間；漢穎科技則為台灣動力鋰

電池管理系統廠商，研發 Inno-Safety』技術，

提供『高安全性』、『高效率』、『長壽命』

與『低功耗』之鋰電池電源產品，目前已供

應產品予電動自行車、儲能、路燈、電動園

藝工具等廠商。由於越南政府逐漸致力於減

碳與永續發展，其油電混合車與電動車生產

應用計畫 (NAMAS)目標在 2020 年 6 百萬電

動車上路。在越南車輛電動化潮流趨勢下，

本次擁有電動車相關技術之團隊起而行綠能

及漢穎科技皆有望於該展會嶄露頭角。 

TTA 今年成立以來，積極鏈結各國科技

創新資源整合，從舉辦全球新創競賽中選出

優質團隊到國際投資媒合會的資金挹注，

TTA 平台規劃並辦理各項產業接軌、技術與

人才媒合及國際行銷等，全力打讓臺灣成為

全球科技新創團隊接軌世界的重要平台，以

臺灣為據點鏈結國際而成為新創生態圈的重

要一員。 

參考來源 

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司 

網址： 

https://goo.gl/yf7iqA 

  

7. 科技部協助科技新創，開拓越南新契機 

關鍵字：科技、新創、越南 

日期：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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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行政院於 11 月 30 日召開「行政院地方

創生會報」第 2 次會議，邀集中央部會、地

方政府及關心地方創生的民間產業負責人與

學者專家，包含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張董事長

淑芬、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董事長志尚、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周董事長俊吉、

全球品牌管理協會陳理事長春山等委員，一

起為我國地方創生的推動，進行把脈及獻

策。 

今日會議由賴院長清德親自主持，由國

發會報告「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草案)」，

與會委員皆認同及肯定規劃的計畫內容，賴

院長在聽取報告後指示，地方創生在定位上，

是國家安全戰略層級的國家政策，本次國發

會所報戰略計畫符合「均衡台灣、生生不息、

永續發展」的大方向，原則同意。請各部會

用同樣高度看待本計畫，全力配合，並應跳

脫既有窠臼與框架，鬆綁不合時宜的法規，

為本計畫的戰略目標共同奮鬥。 

與會委員分享他們推動地方創生相關經

驗，包括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張董事長淑芬對

於偏鄉服務協助；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

董事長志尚對於透過農產品契作協助偏鄉產

業發展；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周董事

長俊吉對於社區營造及推動相關教育等經

驗。 

院長並針對與會委員所提寶貴意見，請

國發會及相關部會未來在推動地方創生時務

必加以重視： 

1. 生態系的建立是地方創生成功的必要

條件，如具備相關生活機能環境，包括：教

育、交通等；另地方資源包括文化歷史、自

然環境等特色，應整合發揮最大效益。 

2. 透過大數據分析或驗證地方創生是否

成功，或缺乏何種關鍵因素，並透過成功的

示範點，帶動其他地方，逐步擴大整體成果，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3. 地方創生 KPI 的選擇，應以地方人口

數、地方居民收入及學校人數等作為地方創

生 KPI，以彰顯地方創生的具體成效。 

4. 透過銀行合作提供政策性貸款，以協助

地方創生事業落實推動。 

5. 通傳會應與交通部共同合作，強化地方

網路的佈建，讓農山漁村或原鄉等較偏遠的

地區，具備與大都會區相同的網路通訊品

質。 

參考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 

網址： 

https://goo.gl/7GqXkX 

  

8. 2019 年全面啟動地方創生 

關鍵字：地方創生 

日期：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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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時 支 付 服 務 (TIPS ，  Target Instant 

Payment Settlement)是歐洲央行(ECB)首度推

出支付服務，挑戰 PayPal、Google、蘋果、

臉書、亞馬遜和中國的阿里巴巴、騰訊等科

技公司非接觸、超快速線上支付服務的「電

子錢包」。ECB 市場基礎設施及支付部門主

管拜爾迪傑斯（Marc Bayle de Jesse）表示：

「歐元區的銀行正面臨科技業者的競爭壓力，

TIPS 則是他們保有競爭能力的方式。」為了

滿足需求，歐洲各地的銀行已自行開發即時

支付服務，但僅限國內使用。ECB 希望提供

單一、跨國，可透過智慧手機、個人電腦和

店內支付點操作的方案，解決不同系統整合

雜亂無章的狀況。ECB 表示，TIPS 初期將開

放歐元區的個人、銀行和企業使用，未來可

能擴展到其他國家和貨幣。 

這套系統能夠快速結算的關鍵在於直接

連結 ECB 資金，因為商業銀行間的查核有時

候相當耗時，連「數位錢包」也無法避免這

個狀況。拜爾迪傑斯說：「這表示 TIPS 相

當於現金，受款方也沒有信用風險。」，預

期 TIPS 將很快地成為超市、加油站等地點

的完美支付方式，也將在短期內證明其在日

常生活中的價值。 

TIPS 的推出可謂左打區塊鏈，右打

PayPal。ECB 理事會成員梅許(Yves Mersch)

表示，消費者想要一套泛歐洲地區的安全、

有效率和簡便的支付服務，而歐盟官員希望

銀行能部署可支援即時交易的新技術來對抗

分散式帳本技術，TIPS 即符合此一需求，它

的交易在 10 秒內就能完成跨國支付，而且前

兩年的每筆交易手續費只需 0.002 歐元。至

於基於分散式帳本的交易時間至少要花費 1

小時，而且手續費高達 30 歐元。梅許強調，

歐洲央行追求的是效率而非技術，且注重結

果。另一方面，TIPS 也是為了迎戰在歐洲日

益茁壯的 PayPay、支付寶及微信支付等外來

的支付服務，解決在支付市場中獨缺歐洲參

與者的問題。 

歐洲中央銀行表示，目前已有法國、德

國及西班牙的 8 家銀行業者加入該系統，他

們可打造支援 TIPS 的各種解決方案來吸引

零售業者及消費者。 

參考來源 

經濟日報、iTHOME 

網址： 

https://bit.ly/2KRHEOH 

https://bit.ly/2EjIqUc 

  

9. 歐洲央行推即時支付服務(TIPS)攻電子支付，啟用泛歐即時支付結算系統 

關鍵字：歐洲央行、即時支付、TIPS 

日期：20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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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園地專欄一】 

如果我是投資人，我願不願意投給我自己 

跟大部分的生意人不同，我從做教育的身分進入社會，幾年後開了一個小小的補習班，大

一點之後藉著入股或併購，管理與經營了更多的補習班，然後開始想著是不是還能投資別的事

業。 

創立了幾個小的事業跟品牌之後，接著自己建置加盟體制，然後經營更大的事業，建置更

大更遠的加盟，一路走來需要多學習，要多懂多做的事情，幾乎是呈現等比級數地跳躍，當過

老師的人學習與理解能力相較好些，但一般人要怎麼熬過這些過程? 我必須放棄了所有的興趣

與休閒，婉拒朋友與家庭聚會，犧牲假日和每天休息時間，全心全力甚至不眠不休專注在創業

路上，終於獲得了一點成績，連創業成功了的人也都會心想：「這過程中有人帶領提供指導該

有多好！」政府與非官方的資源也是歷史新高了，政策與氛圍對於創業都是支持的，那麼問題

到底出在哪兒呢？為什麼創業者往往還得如此辛苦，卻又不一定能收割成功稻穗，是不是還有

什麼資源跟協助是我們創業路上的必需品呢？ 

那個當過老師的靈魂跟性格，又顯現出來了，結合多年來累積下來的經驗與人脈、有能力

與經驗的戰友、絕對信任我們眼光的資金，成立拿鐵多維管理顧問工作室來承接多維度的創業

與品牌建置、事業健檢，希望能完整給創業家實戰經驗，也更願意透過任何管道分享給每一個

有衝勁的新創業英雄。 

從創建、經營，到成功階段，大多有幾種需要資金的階段或時機點，創業初期的「集資」、

經營過程的「募資」、擴大事業的「增資」。 

一、要怎麼讓人家願意「投」這個「資」？ 

「大多數人總是以經營者的角度來端方案，自己口沫橫飛，卻終告失敗。應該從投資

人的角度來看，如果我是投資人，我願不願意投給我自己？」 

筆者初期負責經營事業，頗有心得後開始自己創立事業，走過辛苦也嘗過成功；看過失敗

也渡過意外，直到累積些戰功後，更得以受人委託，開始負責操盤來投資事業。白話文說，朋

友或投資人出錢，由筆者來負責做投資或創建品牌，因此又補強了全面的連結，深知每個角度，

每個不同的立場，所在意的項目，要找的那一點訣。 

如果您打籃球，如果您看灌籃高手，想必對於全國大賽中山王工業的河田雅史，這位劇情

中一路壓著大猩猩赤木的第一中鋒印象深刻，從高一到高三，因為身高劇烈改變，因此熟悉每

個位置，從後衛、前鋒到中鋒，始得培養出全面的身手。 

在資金這件事情上，筆者打過每一個位置。取得、獲得、募得；給不給、給多或給少。希

望您能相信我的建議，全是親身經歷，是第一線肉搏戰，並且，仍在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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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了才能「贏」，即便不小心「輸」了，也有輕傷跟重傷的區別。 

「同樣一筆資金，如何可以使用更久，或發揮得更遠更廣。同樣失敗了結，如何能夠

拿回更多，而不至於血本無歸。」 

簡略地把取得／投入資金這件事分成三個時段，有本文前述開頭的前、中、後期；如果再

輔以觀察面向簡略分為三個角度，我會分別看行業、看產品（服務）以及看主事者，其中，我

更覺得看主事者最為重要，看人看準了，成功就八九不離十了。 

討論分析市面上各個行業別，教導講述各式新舊產品（服務）的文章比比皆是，但好的行

業好的產品交給不好的人，一樣成不了氣候，結果可想而知。反之，一個具備成功條件的人，

即便資金不足，他還能有機會創造出最大的收益；即便產品（服務）美中不足，他才會有能力

適時地做翻轉或變革。退萬步言，就算鎩羽而歸，也才能盡量地保住投資者的資本，把重傷變

成輕傷。 

二、有以下這些特質的創業家千萬不能投： 

(1)過去沒有任何失敗經驗的人 

或許他願意當小白鼠，但是我們禁不起他的失敗，也不應該把寶貴的資金與投資人的期盼，

變成他成長的養分，把創業當成一場有趣的實驗。 

失敗過還想拚一場的人，勢必要有所體認，募資時敢提自己過去的失敗經驗且不閃躲，將

深刻覺悟化為助力，能說得出如何修改，才能成為下一個事業的寶貴經驗，這樣的創業者，比

較少說夢話。 

若遇到過去滿滿成功經驗的人，並非絕對安全，得判斷其成功原因與條件是否來自於主事

者本人，只是參與投資，或非一己之力，或總如有神助，或因時勢所趨，只是這樣賺到附身財、

大運財、時機財的，不代表可以是創業家，但可以當吉祥物供著。 

(2)自己沒有付出足夠資金的人 

這點大家都明白，創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事業，憑什麼讓別人相信，但若「看似」

創業者出了資金，甚至是大部分的資金，難道就是安全的嗎？在此還要多考量幾個情況，是屢

見不鮮，且非常危險的。 

資金可能是父母贊助、親戚投資，可能不會馬上要你還，最美好的狀況是直接把這筆錢當

作送給你的一桶金，但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就是會在創業的過程中產生很多對主事者下指導棋

的人，不但是長輩還算是股東，吃的鹽比你吃的飯還多，若用不客觀也狹隘的眼光來教導你，

主事者該聽還是不聽？這些用關心的外衣包裹著的錯誤建議，造成的殺傷力難以想像。 

來自於銀行借貸、標下民間互助會，則是會讓創業者有固定還款的壓力，一旦事業沒有立

刻大獲利，每月日子一到就是又一筆資金得還出去，心裡一急，就很難理性與冷靜，進而做出

不正確的判斷或是急功近利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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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說話沒有習慣事實佐證的人 

常言道，說話要有憑有據，做事業更要有正確的資訊與資料，聽人家說做什麼很賺錢，就

去做那個生意，聽人家說哪裡熱鬧，就去那裡找店面，聽說，變成了習慣，失敗了，難道能找

當初說給你聽的人討公道？ 

對方或許會回答：「我，也是聽說的。」 

創業者並非就不能聽說，變得剛愎自用也不好，兼聽則明，能廣泛採納意見，但需要逐一

求證，確認了事實有了依據再去執行，配上 SWOT 分析、列得出客觀的企劃書，自己要能說服

自己，才能說服投資者。 

觀察創業者平常說話是不是有好的習慣，不一定僅只在於討論公事或事業，從生活瑣事以

及觀點看法都能有憑據地敘述，見微知著，那麼把事業做得好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昇了。 

(4)總是忽略理想現實差距的人 

多數人總是一廂情願，想到了一個天才點子做發想，後面就能建構出一個王國，如伊索寓

言中賣牛奶的女孩，頭頂著牛奶去市集，想著換了母雞回來，接著雞會生蛋，蛋再孵出雞，小

雞長大了生更多的蛋，女孩因此變得富有，再也不用辛苦照顧牛隻，甚至打扮美麗與王子共舞，

然後打翻了頭頂的牛奶，夢醒。 

故事大家都聽過，若是把這個寓言就當作小女孩的創業，就算她不打翻牛奶，順利買了雞

回來創業，也該計算一下母雞的時價，餵養所需要的飼料成本與成長時間，一隻雞一生能下多

少顆蛋？飼養多少隻母雞達到獲利的極大值等會煩死小女孩 CEO 的事情。 

此時，我們還得提醒小女孩 CEO 必須準備去拓展人脈、上進修課程，因為現實中的創業，

可能得加入公會才能在市集賣蛋，且城堡裡的國王規定要有產銷履歷也得繳納營業稅。她還得

學製圖軟體與拍攝技巧，才能讓客人覺得她的蛋比較有競爭力，不然為什麼要買小女孩的蛋，

而不是我家母雞自己也能下的蛋呢？ 

(5)總是怪別人自己都沒錯的人 

要成就一個事業，或許得當中的一百個條件都辛苦完成；但搞砸一個事業，只要幾個條件

沒做好就輕鬆完成了。 

講出問題跟推卸責任看起來常常很像，創業主事者戰敗回來到投資人面前匯報，總是怪天

怪地、怪對手水準低、怪這季太多雨，卻鮮少覺得自己才是責任最大的人，見過很多，聽過更

多，幸好一直保有這個原則，所以投錯的不多。 

常見的有，怪對手削價競爭，自己卻束手無策；怪員工不尊號令，自己卻朝令夕改；怪廣

告投放無效，自己卻墨守成規。自己從頭到尾只會低頭蠻幹，最後失敗怪股東作壁上觀沒有幫

忙；自己從不比較不多找預備供應商，最後怪廠商品質低落但又不敢更換。 

覺得命苦就怪父母，生意不好就罵政府，凡事推給大環境，但從沒檢討過自己的人，從平

常的談吐對應就能窺知一二，即便眼前有點小成就，也註定無法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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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性無法接受質疑挑戰的人 

所謂當局者迷，自己總是看不到自己架構的盲點，當我要建立一個事業的時候，總是會不

斷地講給身邊每一個人聽，請大家一起找麻煩，如果我能一一回覆，對答如流，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牆梯，大事可成也。若是遇到答不上來的，便知道自己想得還不夠周全，幸好目前修正

還來得及。 

可惜，遇到無數次創業者用閃亮的眼神、飛舞的唇舌敘述完之後，遭遇到一丁點疑問，就

皺起眉頭，滿心的不悅，覺得他自己被小看了，懷才不遇還要被外行質詢等等，要不是我手裡

握有資金投注的決定權，應該就被掃地出門或罵出口了。 

這些不只代表創業者的心胸氣度，也代表著創業者是否真的已經準備好了可以創業，手中

掌握的各項條件是不是一廂情願，還是完全忽略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一定是比月球還要遠

的。 

有的是覺得開了店客人就絡繹不絕，卻說不出是哪裡來的信心，臉書發分享文就是行銷、

貼出紅紙就是徵才，心裡訂個優惠方案就能翻出兩倍業績，這些難以置信的說法，遇過的經驗

數量，若要單獨紀錄，可以寫出一本厚厚的書。 

這類創業者的特點就是「只想到好的，其他的一概覺得不會發生。」 

事實總是證明「除了那些好的，其他的全部都會輪流或同時發生。」 

三、要能把自己的人生過好，才能把自己的事業做好 

「經營自己日新又新的人，才有把事業做好的條件。縱容自己得過且過的人，在經營

事業也難有條理。」 

我會觀察，有前述這些狀況的主事者，對於投資他的事業，會令人充滿著擔憂，反之，如

果上述的幾點都能呈現出好的作為，相反地走向正確的方向，不但成功的機會大大提升，遇到

困難的狀況，也才能有克服的可能。 

掌握住重點，等於掌握到資源，投資者總有自己的一套觀點與公式，需要資金挹注的人要

多換位思考，不要怪人家勢利，若換成自己，可能更急功近利呢！ 

本文作者：熊老大（拿鐵多維管理顧問工作室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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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園地專欄二】 

18 位台灣 VC 與天使投資人給新創企業的建議 

新創事業在種子及創立階段往往面臨資金及各項創業資源缺口，天使投資與早期創投扮演

填補缺口的要角。為活絡早期資金市場以協助新創企業發展，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託台經院執

行「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除建立 FINDIT 資料庫平台，提供線上新興領域發展、投

資趨勢、名家專欄、與活動訊息等資訊服務外，也整合線下活動，例如：領航講座、募資輔導、

國際峰會、投資人論壇，以及每年每季固定辦理的資金媒合會，為優質的新創企業與早期投資

人服務。 

在各類型活動中，媒合會是新創與投資方最引頸期盼的重點活動；希望藉著活動增進投資

人與新創企業的互動交流，協助創業團隊取得所需的資金。整體媒合會之辦理包含：潛力案源

推薦、進入媒合會之案源篩選、媒合案源之輔導、媒合活動辦理、會後追蹤、新創數據分析等

六大工作內容；在公正與客觀的前提下，協助新創與投資方進行有效率的交流，提升募資成功

機率。然而要進行有效率的交流，投資雙方必須在訊息與認知上必須在一定的範圍之內，若是

訊息與認知缺口過大，投資交易成功機會勢必大大降低。為協助投資雙方能有進一步的了解，

FINDIT 研究團隊針對經常參與 FINDIT 平台相關活動的天使投資者與創投進行調查，詢問 18

位早期投資者對於台灣新創企業未來發展的想法，並提出 48 項具體建議，這些建議可進一步歸

納成 11 個類別；以下將針對這 11 個類別佔比順序進行說明。 

資料來源：FINDIT 調查統計。 

圖 1、18 位天使與創投給台灣新創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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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視野(市場開發)：佔比 20% 

由於台灣地理位置與人口規模因素，服務或商品的早期採用者規模相對較小，不易撐起新

創事業營收擴大階段的營業額(對投資者的吸睛度不足)；資金供給者是事業發展的好夥伴，但

回歸到做生意，投資也是一門生意，需要奇貨方能賣出高價，獲利退場。新創企業或許能賺錢，

但是能賺錢的企業對早期投資者來說並不一定是好的投資標的；早期投資九死一生，要靠著”

一生”拉回投資報酬，一定要投資高成長企業，而高成長背後也表示要有足夠的市場支撐。因此，

如何「Think Big」，並實踐它，被早期認為投資者認為是台灣新創企業的首要挑戰。 

2. 心態(合作、找解決方法、執行力)：13% 

早期投資主要投資的是「人」(團隊)，對於新創團隊來說效率、向心力、尋找對的市場痛

點並執行、解決問題，比競爭對手快做到想法實現，是投資人相當看重的關鍵之一。再好的想

法，再好的產品始終是要人來運作，新創公司給不起太高的薪資，卻又著急用；好不容易看上

了，別人又看不上公司；若是胡亂妥協，將招致團隊的不穩固，雇傭關係與創業夥伴間的界線

何在(例如：工時與責任歸屬)?也是難題之一。但是心態(mindset)關乎是不是對的人，這是本質

上的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對於台灣創業生態系或商業的教育來說，創業家精神與是整

體社會可以努力的方向。 

3. 財務規劃(財測、營收與 milestone 連結、邏輯、估值)：13% 

一份募資簡報，與公司產品/服務簡介、創業競賽、申請補助的簡報最大的差異之一，就在

於財務規劃。公司發展的階段行目標應該與財務規劃的呈現扣合，並符合邏輯。例如：新創企

業說明並提及公司發展規劃，希望 2 年內達到 2 倍以上的營收，並到中國大陸、東南亞發展。

這些描述有幾個檢核方向；首先，營收倍增，在人力編制上有沒有足夠的 BD 人員、相關資歷

與能力如何?如果現在沒有，找尋適合人員可能要半年，等上手後又要加上幾個月，說不定一年

就過去了，如何在一年內營收倍增?再者，中國大陸不是單一市場，東南亞國家更是，如何業務

拓展更是問題重重，新創企業在論述邏輯上應反覆思考與查驗。另一個財務相關的議題則是估

值，公司價值、股數架構應考慮現實面問題，不應過於堅持股數，自抬股價，嚇走初次會談的

投資者。此外，募資架構應因地制宜，不宜一味效仿美國制度或文化；換個角度想，投資是對

價，要有美式估值，也要提出美式 KPI 才行。 

4. 商業模式(精煉、設計、可行性) ：13% 

老生常談，商業模式與營利模式有所不同。針對要解決的問題，主要 TA 與關係人要相當

清楚；營收或收費模式關乎金流，5 個金流來源表示要經營 5 條營業線，在資源有限下哪一項

業務是主要收益來源?如果同時並行，表示商業模式中解決 5 個 TA 問題，這個訊息同時也隱含

有很大的機率：新創企業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或首先要做什麼)。因此如何精煉問題，在有

限的資源下進行可行性試驗，驗證市場對商品或服務的接受度與需求掌握的工作，相當重要。 

5. 核心技術能力加強：11% 

過往普遍的認知是台灣技術力表現不錯，是的平均而言是的；然而細分到各技術領域時，

就不全然是如此。因此，如何定位好自己的公司是研發類型且技術力領先，或是技術應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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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特色類型的公司，須加以定位。若是前者，訴求公司技術力很高，記住，要做好競爭分析，

避免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投資者除非有興趣的案子，否則投資方大多不會太過熱心的提點，

多與人討論增廣見聞、刺激靈感，是快速掌握技術相對位置的絕佳方法之一。 

6. 產業/市場認識(產業知識力、深度、優勢) ：9% 

如果不是連續創業家或是有一定工作經驗的創業者，對於當前產業內的生態，產業鏈上下

游關係，甚至是生產投入的原料供給穩定度等問題的掌握，必然有限；對於知識力的汲取，需

要更加強烈。除對產業深度以及企業優勢的掌握，跨領域的知識與合作可能會帶來更多發展契

機。 

7. 資源串接與槓桿(政府、線上資源、平台)：7% 

新創企業自身所擁有的資源有限。近年由於創業風潮盛行，同時也是當前政府的施政重點，

各單位都有提供對應的創業資源，諸如：業師、財會、法律、專利、BP 撰寫、政府資源申請，

甚至於是海外發展協助等，都有相關單位執行對應的業務與提供相關資源。新創企業應更加積

極在網路商找尋可以用的免費或低成本資源；如：創業圓夢網、FINDIT 平台…等，發揮借力

使力，槓桿資源的功效 

8. 簡報能力(英文、表達方式)：7% 

如何正確表達創業的想法與解決的問題，以彰顯企業價值，是吸引投資的第一步；不必要

追求國外加速器的各式花招，或是道出創業競賽的迷人故事，最重要的是企業價值創造與如何

幫投資者獲利的表達。當然，國際視野或國際市場開發很重要，所以能以流利的英文是必要的(有

口音沒關係)。 

9. 人才養成：2% 

企業擴張階段，除了業務的擴張，投入面的要素也會隨之增加；其中人力或團隊成員的擴

張就是其一。有好的 HR，可以省去很多的前期工作，但是留才與育才就關乎企業文化與發展

前景。對於渡過死亡之谷後的新創企業，新的考驗將接踵而來；創業初期可以靠著熱情來彌補

很多的不滿足，但是隨著企業擴張與成長，制度與誘因的角色將日漸增加。 

10. 投資雙方關係：2% 

有很多的時候，新創企業遇到的都不是適合的投資者；如果創投看 100 件案子只投 5 件，

表示有 95 家新創企業遇到這個狀況，其有可能是投資階段、產業領域屬性不合、新創企業本身

的問題…等等因素所導致。但是現階段不合適並不代表永遠沒機會，加上投資人間相互推薦案

源頻次高；因此，如何維護好潛在投資者關係，定期更新企業發展概況，主動釋出問題並討論，

是相對積極的方法之一。 

11. 擴大策略合作能力：2% 

新創企業所需要的資源類型很多，資金僅是其中之一；早期資金供給者是事業的前輩，可

以提供諮詢與人脈；除此之外，新創企業要做的是：一間真正可以運行的商業組織。因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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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做生意，維持營運與生存，策略性合作夥伴就很重要；無論是通路、技術、生產、營銷，甚

至是未來併購的機會等，都有可能存在合作的對象。但在此之前，如何取信於潛在合作對象，

就要靠實績與佐證(例如：成功案例、MOU、產業上下游的看法等)，並仔細思考合作的必要性

與誘因為何。 

感謝詞 

在此感謝長期參與媒合會的投資界朋友以及新創企業的支持；特別是為新創企業提供意見

的雙魚創投、國聯創投、台安傑國際天使投資、富厚投資集團、台杉投資管理顧問、Infinity 

Venture Partners、祥峰創投、Google、美商中經合、華登國際管理顧問、菲諾克斯創投、智先

國際、眾用車材製造、國泰創投、守護天使、天使創投、捷享投資。 

本文作者：徐慶柏（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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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園地專欄三】 

新創企業在台募資的挑戰與因應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創新創業，希望健全台灣創新創業生態系，協助具技術創新及擁有好

的商業模式之潛力新創企業蓬勃發展，不但能創造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解決方案，還能提供更多

工作機會，為台灣經濟挹注新的成長動能。 

根據「2018 年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資金取得仍為新創企業創業初期最大挑戰；此外，

CB Insight 亦分析 101 個創業失敗案例後列出創業失敗的 20 個常見原因，其中，現金用盡為新

創企業創業失敗的第二大主因(占比 29%)，即在公司持續支出的情形下，無法順利取得資金，

導致新創公司在燒完資金後，自然面臨倒閉一途。 

而對新創企業而言，有各種取得資金的管道，包含向親友或銀行融資、申請政府補助、參

與政府舉辦的創業競賽贏得獎金及獲得政府及投資人投資。首先，以政策供給的角度來看，目

前政府在政策性融資、獎補助等方面已推出相當多的措施。 

再者，以資金取得的本質而言，新創企業向銀行融資或申請政府獎補助之資金，主要提供

新創企業營運及研發所需，金額通常不大。但當新創企業已發展到一個程度，需要更多資金來

協助新創企業擴大業務規模，加速成長時，尋求外部投資人的資金及專業協助，對新創企業而

言，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項。但投資人在決定是否要投資新創企業時，考慮的因素較多亦較複

雜。若新創企業不清楚投資人在投資新創企業時所考量的主要因素，會增加其成功募資的難度。

因此，本文先分析新創企業在募資時遇到的主要困難及挑戰，並進一步提出新創企業的因應之

道；隨後剖析目前整體創新創業資金環境的問題，並對於政府如何完善創新創業生態系，協助

新創企業進行募資提出政策建議。 

投資人投資新創企業主要考量因素及新創企業因應之道 

首先，投資人要對新創企業進行投資評估時，考量新創企業可能尚未有成熟且高獲利的商

品，使得投資人在投資較早期的新創企業時，主要考量因素是「人」。由於人並非完美，一個

人可能是擅長某個領域，無法面面俱到。因此，投資人在投資新創企業時，會希望此新創企業

團隊完善互補。因此，新創企業在建立團隊時，應該要招募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讓此新創團

隊完善互補，才能讓投資人相信此新創企業能夠解決創業過程中面臨的各種考驗。 

其次，由於新創企業的業務及商業模式是否能夠順利推動很大一部分是仰賴創業團隊的創

業企圖心及能力；創業團隊的道德操守及人格特質亦是投資人在投資新創企業時會考量的主要

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投資人無法僅仰賴新創企業提供給投資者的營運計劃書(Business Plan，

BP)中，精準觀察出新創企業創辦者的創業態度及人格特質。據此，投資人需透過探詢市場或

其他投資人對於此新創企業過去的風評及為人，使得投資人評估是否要投資此新創企業時，有

更多的參考依據。由此可知，新創企業團隊要有好的信譽，才能使投資人和新創企業建立良好

的合作關係，增加新創企業後續募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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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創辦人產業資歷須完整且連續，讓投資人相信此創辦人在此業界擁有豐富的人脈，

並了解其所屬產業的痛點，可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進而增加此新創企業募資的說服力。因此，

在職員工若想要創業，並順利獲得投資人投資，應要累積自身在其所屬產業資歷及相關人脈，

並在對投資人進行募資簡報時，呈現創辦人產業資歷完整且連續的亮點。 

第四，對投資人而言，任何創意想法在未實作及市場驗證之前，都是美好卻遙不可及的夢

想，其市場價值自然也很難衡量。因此，新創企業最好是完成最小可行性產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MVP)，並完成初步市場驗證，產生實際交易數據，讓投資人能夠更清楚知道此新創

企業目前推出的產品及營運模式的市場接受度，也更容易去衡量此新創企業目前的市場價值，

有利投資人進行投資評估決策。 

第五，投資人在投資新創企業時，希望新創企業要有合理的財務預測。即投資人要在新創

企業列出的財務預測中的收入及支出編列，了解該新創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因此，新創企業

應強化自身的財務知識及管理能力，使得投資人能夠信任此新創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進而增

加該新創企業募資機會。 

第六，投資人在投資新創企業也希望新創公司能穩健經營，獲得下一輪募資，讓投資人可

以順利退場。因此，投資人希望投資的新創企業能夠將其所擁有的資金用在本業，而非用在大

舉裝潢辦公室或是創辦人購買新車。因此，新創企業若有穩健經營的決心，並將所得資金運用

在本業，將讓投資人相信此新創企業有好好經營公司的意願，也會讓投資人比較放心投資此新

創企業。 

整體創新創業資金環境問題及政府可協助之處 

上文先說明新創企業在募資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並提出新創企業的因應之道。但目前我

國整體創新創業資金環境仍有許多結構性的問題，仰賴政府協助建構更健全的創新創業生態系，

讓新創企業在此生態系中，能夠蓬勃發展。首先，創投在投資新創企業時，多有其偏好投資的

產業、金額及輪次。但是由於新創企業在進行募資時是私募市場，在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新

創和適合投資他的投資人沒有接觸機會，為新創企業在此階段募資困難的主因。 

其次，為鼓勵創新創業，目前政府雖已積極推出包含獎補助、共同投資等諸多資金協處措

施。但是目前政府對於創新創業的協助措施，大多是針對個別對象的資金供給，雖然創造出很

多頗具亮點的標竿企業，但是無法解決目前創投基於績效壓力及管理成本考量，傾向投晚期；

及天使投資人稀少且隱密，導致我國創新創業生態系早期投資資金不足之問題。 

綜上所述，為解決投資人及新創企業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建議政府可持續舉辦投資媒合會，

增加新創企業及適合投資此新創企業的投資人彼此接觸及交流機會，以增加新創企業後續募資

機會。此外，為促進早期投資，政府應鼓勵國內天使投資人組成組織架構較緊密的天使投資團

體與協會，透過分享頂尖天使的觀點與實務經驗，確保更明智的投資決策。再者，藉由舉辦高

峰會議、研討會、行業別聯合投資等活動，加強天使投資人彼此合作及交流機會，增加天使投

資人共同投資的可能，有助建立良好天使投資環境，讓台灣新創企業在 A 輪前更容易募到資金。 

鑒於資金的支持是協助新創企業持續發展重要的關鍵，政府能做的除了提供獎補助等資金

協處措施外，亦透過協助新創企業在資本市場順利募資，讓台灣的創新創業生態系持續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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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更多的新創企業。期望在萬中選一之中，能夠找到有未來價值或潛力的新創企業，協助台

灣產業轉型升級，進而為台灣經濟找到下一波的成長動能。 

本文作者：賴宜廷（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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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T＊STAR】BioInspira,Inc 

 

官網: http://www.bioinspira.com/   

 

BioInspira,Inc 為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生物奈米材料實驗室及勞倫斯柏克萊國家級實驗室開發

出的特殊化學材料，針對各種不同的氣體產生不同的反應機制，藉此原理來偵測空氣中的化學

成分，以此材料開發出低成本、高靈敏度、壽命長且低功耗的感測器，適合用在物聯網大規模

的應用範圍，以取代現有單獨運作的手持氣體感測器。 

目前產品是偵測天然氣洩漏的聯絡網，目標市場以天然氣及石化產業上，中，下游的氣體洩漏，

污染偵測及早期偵測預防服務為主。 

 

資料來源：BioInspira,Inc 官網截圖 

http://www.bioinspi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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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T 2018 國內新創統計】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團隊定期依據政府計畫、民間加速器、國內外競賽、新聞報導、國內

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等來源盤點統計更新國內新創企業，並於「FINDIT 平台」國內新創資料庫

(https://findit.org.tw/twCompanyList.aspx)進行建檔，期能完整國內新創輪廓。截至 107 年 11 月

20 日止，國內新創共計 3,499 家。產業別遍布資訊科技與應用、金融、企業產品與服務、休閒、

交通運輸、農林漁牧、公共、生活消費與服務、工業、環境與能源、網路技術與應用、媒體與

文創、行動與通訊、教育、風險與安全、電子、生醫與健康照護。 

資料來源：FINDIT 平台國內新創資料庫(https://findit.org.tw/twCompanyList.aspx) 

圖 1、國內新創企業清單頁面 

https://findit.org.tw/twCompanyList.aspx
https://findit.org.tw/twCompany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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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INDIT 平台國內新創資料庫(https://findit.org.tw/twCompanyList.aspx) 

圖 2、國內新創企業簡介頁面 

 

國內 3,499 家新創團隊/企業3家數自 2010 年政府鼓勵創新創業起，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並於

2014 年達到高峰，共有 516 家成立，之後則呈現逐年遞減，一方面是因為創業熱潮趨於冷靜，

另一方面亦有缺乏早期資金之新創倒閉。 

若僅看 2012 年以後成立之新創企業共有 2,664 家，其中多為資訊科技與應用產業，共 583

家，佔比為 21.9%；其次為生活消費與服務(B2C)，共 404 家，佔比為 15.2%；第三位為網路技

術與應用，共 377 家，佔比為 14.2%；第四為生醫與健康照護，共 317 家，佔比為 11.9%；第五

為企業產品與服務(B2B)，共 265 家，佔比為 9.9%。 

                                                           

3 包含新成立之新創企業及研發創新產品之中小企業。 

https://findit.org.tw/twCompany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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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 FINDIT 團隊（2018）整理與繪製 

圖 3、國內新創企業成立年份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 FINDIT 團隊（2018）整理與繪製 

圖 4、2012 年後成立之國內新創企業產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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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INDIT 平台 

圖 5、2012 年後成立之國內新創企業產業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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