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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2016 年第三季的「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中，涵蓋以下幾
個重點：
(1) 巨量資料動態觀測：本季追蹤國內外股權型與回饋型 2016 年第 3
季群眾募資資料，分析之平台資料包含回饋型的 Kickstarter、
FlyingV 與群募貝果等平台之募資績效，以及股權型 AngelList 平
台創業、投資趨勢等。


根據 Kickstarter 募資資料統計，2016 年第 3 季新增募資案件
數超過 1.3 萬件，募資金額則超過 1.4 億美元，募資金額大增
主要來自設計、科技與遊戲類的貢獻，此三類別於 2016 年第
3 季成功募資機率分別為 35%、20%與 38%。



國內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部分，FlyingV 群眾募資平台第 3 季
新增募資案件為 116 件，募資金額超過 2,300 萬新台幣。最吸
金業別為設計類與公共類，單季募資金額皆達 600 萬新台幣
以上，此二類別於第 3 季成功率分別為 95%與 46%。群募貝
第 3 季共新增 29 件提案，募得超過 600 萬新台幣，第 3 季募
得超過 100 萬新台幣的類別為出版、公益與驚喜，成功機率
皆高於五成。



AngelList 平台第 3 季募資總額超過 1.1 億美元。募資的新創
企業以資訊科技、消費端與企業端服務模式最多；第 3 季登
錄平台之新創企業家數成長最快速的業別則為健康與保健、
健康照護與金融。醫療照護與清潔技術的投資人最多，第 3 季
投資人數成長最快速的則為物聯網。估值分配部份，平均為
420 萬美元，以在 500 至 600 萬美元間的新創企業家數最多。

(2) 股權投資趨勢觀測：本季安排三篇股權投資觀測分析，首先安排
「新興領域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四）～H1’16 總覽篇」
，主要提供
投資人與新創企業掌握 2016 上半年全球 VC 熱門投資領域。其次
為「新興領域投資趨勢觀測系列（五）～金融科技篇」
，提供讀者

掌握顛覆全球的金融科技領域與次領域獲投的新趨勢。除了新興
領域外，本季也增闢「傳統產業大改造-實體零售與餐廳科技的創
新模式」議題，鎖定二個亟待轉型升級的傳統產業，分析備受全
球創投青睞的科技創新解決方案與代表性新創企業，作為國內零
售與餐廳的中小微企業轉型參採的參考，也提供給有意進入此一
領域的新創企業，瞭解市場趨勢與投資人偏好。
(3) 重要議題評析：本計畫在 2016 年 9 月 6-7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
中心 201 室舉辦「2016 國際天使與早期投資峰會～跨越早期資金
鴻溝 引領新創企業成長」
，邀請美、英、中天使投資人分享天使
投資的運作實務、投資輪廓與前瞻洞見。本季重要議題評析將介
紹峰會中三位專題演講者的談話與投影片重點，包括：美國天使
資本協會執行董事 Marianne Hudson 的「美國天使投資-協助新創
邁向成功」、英國商業天使協會執行長 Jenny Tooth OBE 的「英
國天使投資面貌-願景與趨勢」與長年在大陸投資的智碁創投陳友
忠合夥人「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
，期望讀者掌握全球三個最
重要地區的天使投資概況。
(4) 消息報導：分別就 2016 年 9 月份全球創新創業、群眾募資、股權
投資、重要產經政策等議題，整理或摘譯重要的消息與專欄內容。
另外，彙整相關活動與創業資源資訊報導，提供給新創企業與中
小企業。
「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季報」是一有系統蒐集與分析全球早期
資金流向與創新創業趨勢的報告，提供創業者或中小企業與投資人即
時綜覽全球創新創業與投資的動向。本計畫團隊期望能與台灣接棒的
新力量共同努力，翻轉與改變我們的未來，敬請不吝給我們批評與指
教。
台灣經濟研究院 計畫團隊
2016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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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巨量資料動態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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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之巨量資料觀測
（一）Kickstarter
1. 2016 年第 3 季 Kickstarter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第 3 季提案超過 13,000 件提案，創造超過 1.4 億美元募資績效
自 Kickstarter 2009 年 4 月 28 日成立至 2016 年 9 月止，共有
112,635 個成功募資專案，相較於 2016 年第 2 季的 108,113 個成功募
資專案數，增加 4,522 個成功專案，平均每個月約能夠增加 1,500 個
成功募資專案。總募資金額突破 26.3 億美元，成功募資總額突破 22.8
億美元，第 3 季共創造超過 1.4 億美元募資績效，與第 2 季募資績效
相近。2016 年 9 月累計贊助人數達 1,167 萬人，較 2016 年第 2 季的
1,114 萬人增加 53 萬名贊助者，平均每月約能增加 17.6 萬名贊助者。
整體而言，Kickstarter 平台 2016 年第 2 季募資提案數、贊助人次增
額及贊助金額皆較 2016 年第 2 季為高，足見此平台之市場規模仍在
穩定成長中。第 3 季最多提案業別為遊戲類，其次依序為科技類與電
影類，提案數成長最快的則是餐飲類。最吸金之業別則為設計、遊戲
與科技類，此三類別於第 3 季創造超過 1.06 億美元募資額，占整體
募資金額的 76%。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 2016 年第 3 季 Kickstarter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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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第 3 季 Kickstarter 平台各業別提案概況
 遊戲與科技類第 3 季提案件數最多
累計至 2016 年 9 月為止，Kickstarter 平台以電影與影視類最多，
已累計超過 5.8 萬個提案，占整體提案數的 18.20%，音樂類提案案件
數則達 4.8 萬件，占整體提案數的 15.12%，出版第三，提案數達有 3.3
萬件，占整體提案數的 10.55%。募資金額最高的遊戲類則有 2.6 萬件
提案，占整體案件數的 8.44%。
2016 年第 3 季，Kickstarter 提案件數超過 1,500 件的類別包含遊
戲、科技、影視。其中，遊戲與科技類提案件數相近，分別為 1,623
與 1,622 件。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2 累計 2016 年 9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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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3 2016 年第 3 季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3.2016 年第 3 季 Kickstarter 平台各業別募資概況
 設計類、科技類與遊戲類第 3 季募資占整體募資金額的 76.03%
若依專案類型分，以遊戲類成功募資金額最高，2016 年 9 月成
功募資金額突破 4.84 億美元，占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21.26%。設計
類募得 4.51 億美元，占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19.79%。科技類於 2016
年 9 月總成功募資金額已達 4.3 億美元，占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18.88%，並且不斷升高。影視類居第四，達 2.94 億美元，音樂類則為
第五，成功募得 1.63 億美元，其餘業別成功募資金額皆未達 1 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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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4 累計至 2016 年 9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
統計
若就第 3 季募資金額觀之，設計類、科技類與遊戲類為單季吸金
前三強，此三項占整體成功募資金額比重高達 76.03%。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5 2016 年第 3 季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統計
9

若就平均成功募資金額觀之，以科技類最高，累計平均成功募資
金額為 8.94 萬美元，設計類次之，成功募資專案平均可募得 6.03 萬
美元，遊戲類第三，平均募資金額為 5.50 萬美元。在 2016 年第 3 季
各類別表現部份，以科技類與設計類較歷史平均表現高，足見此兩項
類別在第三季表現突出，屢有佳作，其中，科技類平均成功募資金額
超過歷史平均 2.52 萬美元，設計類則超過 2.08 萬美元，其餘業別則
與過去相去不遠。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6 2016 年第 3 季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平均成功募資金
額統計
4.2016 年第 3 季 Kickstarter 平台各業別募資成功率
 提案件數與募資金額高的科技類成功率僅 19.13%
在各業別累計成功機率部份，以小額募資之業別成功募資機會較
高，其中，舞蹈類成功機率更是超過六成。手工藝類則例外，其平均
募資金額低，成功機率卻僅為 23.15%。募資金額前三高之遊戲類、設
計類成功率分為別 32.73%、32.75%。科技類則因本身風險較高，加
上，本季提案數大幅增加 1,622 件，成功率下降至 19.13%。在第三季
各業別單季成功率部份，募資金額高的遊戲、設計與科技類成功率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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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歷史平均為高。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7 累計至 2016 年第 3 季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成功率
5.2016 年 9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募資 Top5
Kickstarter 平台於 2016 年 9 月份募資結束的專案中，最吸金募
資專案 Top5 主要集中在設計類與科技類專案，其中，設計類 3 件，
科技類 2 件。設計類商品中，不具任何科技配備僅是針對上班族舒壓
設計的多重手感小骰子募得超過 500 萬美元，該專案之募資金額，甚
至較科技類專案還多。此外，諸如過去幾個月明星募資案的觀察，強
調「多功」
、「便利」的商品依然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例如 9 月的
FaceCradle 多功能旅行枕與 ADV3NTURE 多功能外套等在本月亦有
亮眼的募資表現。在科技類部份，強調輕巧的桌上型水刀切割機與透
過手指通話的 Sgnl 智慧錶帶亦有百萬美元募資水準。
(1) Product Design－Fidget Cube: A Vinyl Desk Toy (舒壓小骰子)
Fidget Cube 是針對上班族舒壓所設計的小骰子，涵蓋 6 種不同
手感設計，裡面沒有任何電子零件，也沒有任何實際功能。骰子的 6

11

個面手感功能分別是 a.5 個手感按鈕，其中 3 個有聲，2 個無聲；b.滑
行按鈕；c. 開關設計；d. 凹面設計；e. 密碼鎖與滑鼠球轉動設計；
f.凸位按壓設計。Fidget Cube 的預售價為 19 美元，在 Kickstarter 推
出幾天已經突破 500 萬美元，126,146 人贊助，達標率 34,590%。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

(2) Wearables－Sgnl - Make Phone Calls with Your Fingertip (Sgnl
智慧錶帶-用手指按住耳朵即可進行通話)
Sgnlo 智慧錶帶是由南韓初創企業 Innomdle Lab 開發的商品，
可以安裝在傳統手錶、 Apple Watch 及 Samsung Gear 等智慧或非智
慧手錶上。使用者只要配對好手機，即使沒有耳機，亦可以手指接聽
電話，配合錶帶內置的麥克風 ，即可進行通話。Sgnl 之所以能夠實
踐用手指進行通話，主要是配備 BCU（Body Conduction Unit）身體
傳導部件，只要透過藍牙連接到手機，當接聽電話時 BCU 即讓通話
直接透過手指傳到你的耳朵，不但可以提供更清晰的聲音，亦可以避
免被其他人竊聽到內容。除獨特的通話方式外，Sgnl 同時還會推出一
款專用 app，可以額外提供健身追蹤及來電、短訊及其他 app 的通
知等。電池續航力方面提供 7 天的待機時間或是 4 個小時的通話時
間。利用 Micro USB 充電，僅需 1 個小時的時間就能充飽。Sgnl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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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kstarter 上募資之預售價為 139 美元，此專案目前共募得超過 115
萬美元，6,503 人贊助，達標率 2,307%。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

(3) Fabrication Tools－The First Desktop Waterjet Cutter (桌上型水
刀切割機)
WAZER 是第一個可以適用於任何工作室的桌上型水刀切割機。
工能面上，WAZER 水流可透過高壓方式噴出的水柱去切割物體，由
於沒有熱應力，因此可在無高溫的切割過程中，被切割物沒有化學變
化，也不會變形等，同時具備低噪音操作功能，此外，WAZER 採用
的數位控制，提高裁切準確性，降低傳統水刀專人控制帶來的誤差風
險。WAZER 除了在準確性優於傳統水刀切割機外，在價格方面傳統
水刀切割機通常要價 10 萬美元以上，然而，WAZER 在 Kickstarter 平
台的早鳥預購價卻只要 3,599 美元，提供需進行裁切之工作者更加優
惠的價格。整體而言，WAZER 具備體積小，不占空間、價格低，入
門容易與精準高，降低偏誤等三大優點。WAZER 於 2016 年 9 月 12
日在 Kickstarter 平台發起募資，目前已成功募集超過 114 萬美元，贊
助人數已達 802 人，達標率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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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

(4) Apparel－The ADV3NTURE Hoodie with 23 Features!（多功能
外套）
「The ADV3NTURE Hoodie with 23 Features!」專案為一多功能
外套提案，許多功能類似曾募得超過 900 萬美元的 BAUBAX 外套，
包含多款不同用途的口袋設計以及睡枕功能等，最大的不同點在於
ADV3NTURE 外套尚具備雨衣功能，帽子也做了加大設計，足以容納
下兩人共用。此外，ADV3NTURE 特別適合在寒冷的冬天使用，除使
用大量毛絨外，亦增加手袖功能，手掌也能夠獲得充份的溫暖。有別
於 BAUBAX 外套的運動風，ADV3NTURE 走的是帥氣時尚風，在設
計上更具都會風格，此專案共募得近 92.5 萬美元，7,065 人贊助，達
標率 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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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

(5) Product Design－FaceCradle Travel Pillow - Upgrade to Sleeping
Class! (FaceCradle 多功能旅行枕)
搭乘飛機經濟艙長途旅行最大的困擾便是無法在坐位好上好好
休息，尤其是針對體型高大者，趴睡則更難在小小的經濟艙實現，由
澳洲提案人 David Scrimshaw 所開發的 FaceCradle 多功能旅行枕則克
服了上述問題，不儘能夠在飛機上使用，亦可於火車及公車上使用，
作者旅者的旅行好伙伴。在功能上，FaceCradle 多功能旅行枕提供使
用者以下五種不同的睡眠：a.傳統頸枕模式；b.60 度側睡模式；c.趴
睡模式；d.前傾式深度睡眠模式；e.側面深度睡眠模式等。此專案已
募得超過 60 萬美元，2,701 人贊助，達標率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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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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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lyingV
1. 2016 年第 3 季 FlyingV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新增募資提案 116 件，募資金額超過 2,300 萬新台幣
截至 2016 年 9 月底為止，FlyingV 群眾募資平台已累計 1,809 件
提案，其中 857 個案件為成功募資專案，整體成功率 47.37%，募資
總額近 3.5 億新台幣。
在 2016 年第 3 季募資績效部份，新增募資案件為 116 件，其中，
以設計類 35 件最多。募資金額則超過 2,300 萬新台幣，公共與設計
類單季募資金額超過 600 萬。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8 2016 年第 3 季 FlyingV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2. 2016 年第 3 季 FlyingV 平台各業別提案概況
 設計類提案增加 35 件
累計至 2016 年 9 月為止，FlyingV 平台以公共類的提案最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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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429 個提案，占整體提案的 23.71%。設計商品類提案案件數居次，
達 312 件，占整體提案的 17.25%。藝術類第三，計 184 件，占整體
提案的 10.17%，科技類亦有 176 件，占整體提案的 9.73%。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9 累計至 2016 年 9 月份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2016 年第 3 季，FlyingV 平台新增提案以設計類的提案最多，計
35 件提案，占第 3 季提案的 30.17%。其次為公共類的 20 件提案，占
第 3 季整體提案的 17.24%。在地類提案則有 15 件，占第 3 季整體提
案數的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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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0 2016 年第 3 季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3. 2016 年第 3 季 FlyingV 平台各業別募資概況
 在地、遊戲與旅行第三季平均成功募資金額高於歷史平均
在成功募資金額部份，最吸金之募資業別前三強，亦正為 FlyingV
平台提案數最多之前三項業別，分別是公共類、設計與科技。截至 2016
年 9 月份為止，設計類已募得超過 1.05 億元新台幣，占平台整體成
功募資金額的 30.1%。設計類居次，目前已有超過 8,399 萬新台幣的
水準，占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24.06%。科技類第三，共計募得超過新
台幣 2,768 萬，成功募資金額卻僅占整體平台的 7.93%。

19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1 累計至 2016 年 9 月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統計
若就第 3 季募資金額觀之，設計與公共皆募得超過新台幣 600 萬。
在地、藝術、遊戲與音樂類皆有募資百萬水準。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2 2016 年第 3 季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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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累計平均成功募資金額觀之，則以運動類最高，平均成功募
資金額為 81.8 萬元，主要是由 2013 年的 Zombie Run 殭屍路跑、
Attack on Flour 等兩項募資超過 600 萬的專案所帶動。科技類次之，
成功募資專案平均可募得 58.9 萬元，設計商品類第三，平均募資金
額為 57.9 萬元。但若觀察 2016 年第 3 季各類別平均成功金額，則僅
在地、遊戲與旅行較累計平均成功金額為高。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3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平均成功募資金額統計

4. 2016 年第 3 季 FlyingV 平台各業別募資成功率
在各業別累計成功機率部份，音樂類成功募資機會最高，成功率
達 70%以上。公共類提案最多，成功率亦有超過 50%的水準。至於商
業價值較高的設計類成功率則為 45.71%，科技類則約 27.17%。若觀
察 2016 年第 3 季各類別成功率，則除了在地、影視、運動與設計成
功率較累計成功率低外，其餘皆較累計成功率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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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4 2016 年第 3 季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成功率

5. 2016 年 9 月份 FlyingV 平台募資 Top5
有別於過往觀察，2016 年 9 月份 FlyingV 平台最吸金募資專案
Top 5 主要集中在設計類，包含主打母嬰市場的「夢幻尿布生產計劃」
、
強調防衛與便利性的「PackChair 多功能椅子相機包」等，其餘募資
金額較高的專案則以捐贈性居多。
(1) 設計－【呵護寶貝．體貼媽咪】夢幻尿布生產計劃
量子音樂─巴布豆的夢幻尿布，是由台灣量子音樂委託中國大
陸巴布豆尿布工廠客製化生產的寶寶尿布。透過工廠直送，讓消費
者得以一片不到 7 元的低廉的價格，享用來自美、日、德、港、台
等國家最高級的進口原料。同時，加上媽媽們想要的功能例如：厚
度減薄、側翼預翻、低染印底膜、加高腰圍等改良，創造台灣媽媽
的理想尿布。此專案已募得超過 143 萬新台幣，785 人贊助，達標
率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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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

(2) 設計－PackChair 多功能椅子相機包
PackChair 是由 Friendly-Life 團隊設計的一款結合
「防身」
和「坐」
的功能的背包，其設計概念來自 2014 年捷運攻擊事件，設計團隊開
始著手設計讓使用者可以隨身攜帶，並且在危急情況時，能夠提供有
效防衛包包，在開發過程中，發現通勤族，對「坐」的需求很大。綜
合上述，堅硬的結構設計就成了 PackChair 多功能椅子包設計的核心
概念，定位為城市旅行的盾牌和椅子。此募資計畫共吸引 283 人贊助，
共計募得超過 127 萬新台幣，達標率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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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

(3) 公共－梨想家園-賣大梨救小校
近年人口外移及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衝擊各地偏鄉小校。中原
大學為搶救位處苗栗偏鄉瀕臨廢校的雙連國小，在 FlyingV 平台發起
群眾募資，期盼透過行銷當地生產的雙連梨，活絡在地經濟及社區，
將獲利回饋、搶救恐遭廢校的雙連國小，建立以社會企業模式為偏鄉
小學尋找生機的公益案例。截至目前為止，獲得 218 人贊助，成功募
得超過 57 萬元，達標率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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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

(4) 藝術－第 16 屆花樣年華全國青少年戲劇節-自由夢土
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已連續 16 年投入青少年表演藝術教育主辦
「花樣年華全國青少年戲劇節」已獲廣大好評，素有青少年的「小金
馬獎」
。舉辦一次花樣年華全國青少年戲劇節約需花費 200 萬完去進
行是師資邀請、交通補貼、硬體租借等工作，然而今年受到公部門藝
文預算縮減、企業贊助也不熱絡，使得青藝盟籌辦花樣戲劇節需承受
約 60 萬的資金缺口。在不向參加團隊收費的情況下，青藝盟選擇在
FlyingV 平台募資，彌補資金缺口。截至 9 月底為止在，此專案在
FlyingV 平台共募得約 44 萬新台幣，204 人贊助，達標率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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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

(5) 運動－王國勳-挑戰 AUDL 飛盤爭奪賽的最高殿堂
王國勳是台灣的飛盤爭奪賽選手，今年 12 月中將前往美國參加
2017 年 AUDL 飛盤爭奪賽聯盟隊伍測試，募資金額有 90%用在食宿
與交通，10%用於購置回饋商品。截至 9 月底為止，此專案已募得超
過 33 萬新台幣，162 人贊助，達標率 112%。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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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募貝果
1. 2016 年第 3 季群募貝果整體募資績效
 第 3 季新增提案 29 件，成功募得超過 600 萬新台幣
群募貝果為遊戲橘子之子企業，目前平台所提供之群眾募資專
案類別為藝術、出版、音樂、影視、設計、科技、遊戲動漫、驚
喜、公益與運動休閒等十類。在募資績效部份，自 2014 年 9 月 23
日至 2016 年 9 月為止，群募貝果已累積 129 個專案，成功募集超過
1,400 萬元。 在 2016 年第 3 季募資表現部份，群募貝果新增 29 件
提案，平均每月約新增 10 件，成功募資金額則超過 600 萬新台幣。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3 2016 年第 3 季群募貝果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2. 2016 年第 3 季群募貝果平台各業別提案概況
自 2014 年 9 月 23 日至 2016 年 9 月為止，群募貝果平台以公益
類提案最多，共計 36 件，占整體平台的 27.91%。次者為設計類，共
計 29 件提案，占整體平台提案數的 22.48%。科技類專案居第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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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件提案，占整體的 12.4%。在 2016 年第 3 季新增提案部份，分別
是公益類 8 件、設計類 6 件、影視類 5 件較多，驚喜、音樂與運動休
閒則未新增任何提案。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台經院整理。

圖 1-1-14 累計至 2016 年 9 月群募貝果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台經院整理。

圖 1-1-15 2016 年第 3 季群募貝果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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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 年第 3 季群募貝果平台各業別募資概況
 公益、出版類占整體募資金額的六成以上
若就專案類型觀之，群募貝果平台公益類提案數最多，成功募資
金額亦最高，至 2016 年 9 月為止，累計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478 萬元，
占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33.06%。出版類募資金額居次，共計成功募
得 305 萬元，占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22.49%。遊戲動漫、驚喜與影
視皆亦突破新台幣 100 萬。若就 2016 年第 3 季募資金額觀之，出版
公益、遊戲動漫與驚喜皆募資超過 100 萬。在平均成功募資金額部份，
則以驚喜類最高，平均成功募資金額約為 47.3 萬元。出版類次之，成
功募資專案平均可募得近 43.6 萬元，2016 年第 3 季因「包包流浪記」
募資案獲得巨大的成功，也得使出版類第 3 季之平均募資金額躍升至
超過 170 萬，相較過去整體平均水準高出近 130 萬。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6 累計至 2016 年 9 月群募貝果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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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7 2016 年第 3 季群募貝果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統計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8 2016 年第 3 季群募貝果平台各類專案平均成功募資金額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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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年第 3 季群募貝果平台各業別募資成功率
 七成類別成功率超過五成
在各業別募資成功率部份，截至 2016 年 9 月份為止，群募貝果
平台共有 129 件專案，其中，55 件成功，成功率 42.6%，七成類別成
功率超過 50%。運動休閒、藝術與驚喜類基數較低，成功率較高。提
案數最多的公益類成功率為 47.22%，設計類成功率則為 27.59%，提
案數第三的科技類，成功率僅 18.75%。募資金額較高的出版類成功
率為 50%。2016 年第 3 季，遊戲動漫與影驚喜類募資分別為 2 件與
1 件，皆為成功募資，其餘業別成功率走勢則與歷史成功率相近。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9 2016 年第 3 季群募貝果平台各類型專案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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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 年 9 月份群募貝果平台亮眼提案
 公益－「袋我回家」貓咪中途資金募集
「袋我回家」貓咪中途資金募集是由中華動物希望協會(Hope for
AnimalAssociation)發起的活動，希望提供貓咪良好的收容環境，給予
適當的醫療照護，其中增加送養玻璃屋讓收容量增加以及醫療費用等
等相關中途所需費用皆為此次群募所需大眾贊助的項目。截至 9 月底
為止，此專案已募得超過 20 萬新台幣，此專案提案者粉絲團按讚次
數超過 2,396 次，141 人贊助，達標率 102%。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

（張嘉玲/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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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之巨量資料觀
（一）2016 年第 3 季 AngelList 平台募資概況
1. 2016 年第 3 季 AngelList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新創企業登錄家數再創新高，募資金額則為本年度以來最低
截至 2016 年第 3 季為止，AngelList 上現有 1,893,825 家公司註
冊，較第 2 季增加超過 90 萬家。其中約有 28 萬家公司提出募資需求
（Claimed Companies），較第 2 季多出 3.1 萬家。人力招聘部份，第
3 季共計約 2.1 萬家企業於 AngelList 平台進行徵才。2016 年第 3 季
線上促成的募資（Online Investment）企業家數為 100 家，募資總額
已超過 4.4 億美元，單季募資金額約 1.1 億美元，較第 2 季為高。在
投資者部份，活躍領投人已超過 200 名。

資料來源：ＡngelList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2-1 2016 年第 3 季 AngelList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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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年第 3 季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募資輪次分佈
 種子輪企業最多，第 3 季增加超過 3 萬家
2016 年第 3 季 AngelList 平台以種子輪企業最多，共計 34,190
家。A 輪募資公司則有 1,102 家，B 輪募資公司 476 家，C 輪募資 183
家，被收購公司則增加 491 家。

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2 2016 年第 3 季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募資輪次分佈
3. 2015 年第 3 季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業別分佈
 健康與保健、健康照護與金融類登錄企業數成長最快
若由產業別觀之，截至 2016 年 9 月為止，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
業以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最多，共計 145,208 家，2016 年第 3 季
一共就增加了超過 1.1 萬家。其次為 Consumers 為 98,718 家，本季
增加 7,077 家。第三則為 Enterprises 共計 62,153 家，增加 5,137 家。
本月新創家數前十大業別家數成長率約介於 6%至 11%間，其中，又
以 Health and Wellness、Healthcare 以及 Finace 登錄企業家數為雙位
數成長。

34

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3 截至 2016 年 9 月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家數業別分佈

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4 2016 年第 3 季 AngelList 平台新增新創企業家數業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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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年第 3 季 AngelList 平台投資人偏好業別分佈
 健康照護（Health Care）
、清潔技術（Clean Technology）最受投
資人青睞
累計至 2016 年 9 月，投資人投資業別部份則以健康照護與清潔
技術最受投資人青睞，投資人數分別為 12,926 人與 12,103 人。其中，
健康照護也是 2016 年第 3 季，投資者人數增加最多的業別。除了健
康照護與清潔技術投資人數突破萬人水準外，其餘投資人數前十強之
業別皆為千人投資規模。若與 2016 年第 2 季數據相較，投資人數成
長最為快速的業別則為 IoT。

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5 累計至 2016 年 9 月 AngelList 平台各業別投資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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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6 2016 年第 3 季 AngelList 平台各業別新增投資者數
5. 截至 2016 年 9 月 AngelList 新創企業估值分佈
 平均為 420 萬美元，估值落在 500 至 600 萬美元間的家數最多
截至 2016 年 9 月，AngelList 平台所登錄廠商資料，5,469 家廠
商列有估值資訊，第 3 季共多出 302 家列示估值資訊。其中，平均估
值為 420 萬美元，高於 550 萬美元之新創企業佔全體新創的 25%，最
多企業之估值集中在 500 至 600 萬美元。第 3 季則以估值在 100 至
200 萬美元與 300 至 400 萬美元估值之新創家數增加最多，分別為 60
家與 5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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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7 截至 2016 年 9 月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估值分佈
5.2016 年 9 月份 AngelList 平台獲投企業介紹
(1)GitLab 開源工具 Git 作為代碼管理平台獲投 2,000 萬美元
Git 是很多開發團隊管理代碼的方式，而 GitLab 則是針對開發人
員設計的代碼協作平台，使用開源工具 Git 作為代碼管理工具，主要
用於倉庫管理系統。2014 年，GitLab 由 Y Combinator 扶持創立，從
最初的 9 人發展到如今的 100 人，2016 年 9 月 13 日，GitLab 宣布獲
得由 August Capital 領投，現有投資人 Khosla Ventures 和 YC 加速
器跟投的 2000 萬美元 B 輪募資，預計在未來的 12-18 個月內，該公
司將更加壯大。

資料來源：GitLab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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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ku 行動支付獲投 1,375 萬美元
2016 年 9 月 2 日全球行動支付公司 Boku 宣布獲得了 1,375 萬美
元的融資，此輪募資由英國投資者 Andrew Black、Robert Markwick 組
成的財團領投。公司之前已經獲得由 Khosla Ventures、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Index Ventures、Benchmark 以及 Andreessen Horowitz 等
提供的近 7,725 萬美元融資。Boku 使得行動支付也可以採用運營商
代收費方式，而不是使用傳統的信用卡以及銀行帳戶支付方式。雖然
運營商代收費模式在美國尚未風行，但在全球市場裏，諸如蘋果、谷
歌以及微軟這樣的公司開始將運營商代收費的功能逐漸添加到自己
的服務中，運營商代收費這項業務正在以飛快地速度發展起來。目前，
Boku 在 55 到 60 個國家內擁有上億美元的交易額。公司最大的市場
有英國、德國、日本和台灣。

資料來源：AngelList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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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itmovin 解決 VR 影片緩衝等待問題 1,030 萬美元
今年以來 VR 領域發展一直是最受眾人注目的焦點，然而，VR
影片在線播放長時間加載及緩衝等待等負面問題卻仍需被克服，2015
年畢業於 Y Combinator 的 Bitmovin 即為研發自適應流媒體技術，改
善 VR 影片緩衝等待問題。2016 年 9 月 2 日，Bitmovin 獲得由 Atomico
領投，Unity 創始人 David Helgason、Netflix 和 YouTube 前工程部副
總裁 Chris Kaiser、Cisco 前首席技術官 Edward Kozel 等投資者跟投
的 A 輪募資 1,030 萬美元。

資料來源：AngelList 網站。

（張嘉玲/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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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股權投資趨勢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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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興領域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四)～H1’16 總覽篇
根據國際知名投資大數據分析機構 CB Insights 的數據，綜整 2016
年上半年全球新興領域科技新創企業獲投資訊，提供新創企業與投資
人掌握新興領域的投資脈動與最新的投資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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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興領域投資趨勢觀測系列(五)～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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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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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統產業大改造-實體零售與餐廳科技的創新模式
根據《2015 中小企業白皮書》的統計，國內中小企業家數最多的
前三大行業分別是批發零售業（49.40％）
、製造業（10.48％）與住宿
與餐飲業（9.93％）
。至於 2014 年新設中小企業家數以批發及零售業
所占比率最高，達 43.60%，住宿及餐飲業、營造業分居 2、3 位，比
率分別為 15.92%、9.64%。但 2014 年新設中小企業家數減少的 4,853
家中，也主要集中在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約占減少的新設
中小企業家數的 6 成 5。若以銷售金額占比前三大產業則為製造業
（36.52％）、批發及零售業（36.03%）、營造業（11.92%）。
上述的資料點出幾個問題：
（1）批發零售業、住宿與餐飲服務業
占整體中小企業家數的 59.33％，但總銷售額僅占 39.17％，顯示每家
的營收規模低於整體中小企業平均水準，價值有必要再提升。
（2）批
發零售業、住宿與餐飲服務業新設中小企業家數減少最多，占整體中
小企業新設家數減少的 65％，顯示行業雖進入門檻低，但生存競爭不
易，使得新設家數大幅減少。
若探究上述的問題，批發與零售業過去大多以實體店為主要銷售
通路，隨著競爭愈來愈激烈，面臨管理成本愈來愈高，毛利愈來愈低
的問題。同樣地，住宿與餐飲服務業也面臨員工數有限與數位轉型的
問題，包括：行銷、管理與金流等問題。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我們也看到愈來愈多新創企業致力於
解決上述痛點，包括：電子商務、LBS 行動廣告等創新解決方案，批
發與零售業或餐飲業的店家可透由「線上網路」對應到「線下實體」
，
透過「O2O」經營模式，讓網路購物時實體化，將虛擬通路與顧客整
合，提升顧客體驗與接觸到新的潛在客群。或是透過系統可收集消費
者數據，提供企業精準行銷，並提升業績及營業額。另外，也有新創
企業開發看板行銷系統與行動 POS 系統導入餐飲業者，亦可協助行
銷、客源擴展、支援餐廳從點餐到結帳流程的需求，節省人力與成本。
在解決製造業缺乏自我行銷能力與銷售通路方面，亦有不少跨境電子
商務行銷服務解決方案的新創企業，提供影音行銷與微電影行銷模式，
66

與海外在地電商接軌，協助臺灣中小型業者發展跨境 B2B2C 商機，
可以推動中小型業者走到國際市場、縮短通路鏈結並提升出口利潤。
這些新創企業因創新的模式與具成長潛力，備受早期投資人青睞，
往往反映在其募資成績上。因此，若能透過觀察特定行業新創企業獲
投的趨勢，便能掌握行業中新興的創新模式與解決方案。
由於中小企業/微型企業以及新創企業囿於規模與資源的限制，
前者無法自行研發、創新或行銷，而後者有解決方案，但往往不易找
到適用的客源。若能整合雙方的需求，介接各部門輔導資源與能量，
將可為協助上述重點產業的傳統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導入科技應用
及創新商業模式，減少成本、增加客源，提升服務品質及增進服務效
能，進而創造營收與新價值。
基此，本文鎖定在批發零售業與餐飲二個業別，透過國際 VC 股
權投資大數據資料，剖析備受投資矚目的新創企業與其創新模式，作
為傳統產業的中小微企業進行轉型升級的參考，也提供有意提供創新
解決方案的新創企業，瞭解市場競爭者與投資人偏好。
（一）實體商店的未來：改造實體商店的新創企業與模式
實體零售是一個高賭注的業務，雖然目前電子商務似乎在零售行
業佔上風，但美國人 90%的購物還是發生在實體商店中。事實上，零
售業最新趨勢之一是網上電子商務公司也開啟了實體商店，包括
Amazon, Warby Parker 和 Birchbox。
為了幫助零售商家降低數位落差，追上電子商務這個競爭對手，
許多新創企業已經開發支援實體商店營運的各種技術，包括：從貨架
庫存機器人到擴增實境顯示器、收集購物者行為數據的 Wi-Fi 基礎的
定位信標（Becons）技術等。許多公司專注於透過雲端軟件和行動 app
的預測，優化現有存儲運作，還有幫助零售商家管理員工排班、行動
支付、優惠券和貨架庫存的解決方案。其他另有佈局於數據收集與分
析購物者停留路徑與行為。許多新創企業甚至利用前端技術，如人工
智慧、AR/VR 與物聯網，協助分析與行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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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體零售科技定義
CB Insights 對「實體零售科技」定義為將數位科技帶進傳統實體
商店的零售體驗，包括：連結感測器追蹤店內客流量、利用數位和 AR/
VR 進行商店視覺化廣告、利用 Beacons 進行近端行銷、商店 POS 系
統軟體，也涵蓋收集實體店的電子商務數據，提供即時分析儀表板。
2. 實體零售科技的創新模式類型與新創企業代表
這類提供實體商店數位工具體驗的新創企業，可區分為以下幾類，
見圖 1 所示。
Beacon數據分析與行銷

實體商店POS融資

視覺化貨架
監測

連結購物推車
數位看板

商店管理軟體

互動通道顯示器
顧客忠誠度

POS結帳評等與行銷
AR/VR工具

智慧試衣間
數位商店助理

員工通訊工具

存貨管理

全通路數據分析
顧客Wi Fi
支付平台

音樂管理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2016)，台經院翻譯。
圖 1、實體零售科技新創企業的市場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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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VR 工具（Augmented/Virtual Reality Tools）
這類的新創企業運用 AR/VR 幫助零售商家進行商店佈局和設計
促 銷 顯 示 裝 置 。 如 InContext Solutions 已 與 Walmart, Nestle 與
Kellogg’s 合作，進行品牌視覺化行銷的概念，測試讓消費者在虛擬實
境中購物的新體驗設計，同時，在設計推出之前評估其有效性。另一
家 Augment 主要協助商家進行品牌行銷，General Mills, L’Oreal 與
Coca-Cola 都利用這家的新創企業的 app，透過對自動販賣機或其他
商品顯示拍照，就有虛擬有趣畫面和效果出現，例如會出現可口可樂
經典的北極熊。

（2）Beacon 數據分析與行銷（Based Analytics and Marketing）
這類新創企業主要提供硬體和軟體來幫助商家追踪造訪消費者。
許多新創企業聚焦在資料收集與分析，如進行商品追踪監測促銷，進
而調整人員編制。以 Euclid Analytics 為例，追蹤造訪者與監測促銷活
動的效益，以更佳瞭解消費者造訪商店的時間與促銷資訊之間的關係。
也有專注於近端行銷的新創企業，當消費者接近商家時，推播商家廣
告。例如，Estimote 透過 beeacoms 裝置，當消費者接近商家時，以手
機傳送提供有關產品或促銷活動的通知給消費者。另外，Kimetric 用
感測器來識別顧客的年齡、性別、眼睛的焦點與面前注視的服裝風格
等資訊，作為推出個性化的行銷。此類別包括獲投最多的公司，如
RetailNext，獲得$1.89 億的資金，主要提供客流量感測器、顧客路徑
圖與行動行銷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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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連結購物推車（Connected Shopping Carts）
這類的新創企業主要讓購物推車搭配數位功能。例如：Gatekeeper
與 Carttronics 二家提供購物車搭配 RFID 標籤，追蹤購物推車與防
止盜竊。

（4）顧客忠誠度（Customer Loyalty）
這類的新創企業主要為零售商家提供顧客獎勵與忠誠度專案服
務。例如：Thirdshelf 提供白牌零售商忠誠度計畫軟體（white-label
loyalty program software）
；另外，Dealyze 安裝平板收銀平臺，無論是
小商店還是其他高檔咖啡廳，客戶可以個性化訂製帶有自己 logo 的
APP 和優惠卡，無需大費周章投入其他額外的開發精力，就可以進行
顧客忠誠度計畫。LevelUp 也是一家提供結合忠誠度、行動及付款解
決方案的廠商，LevelUp 提供開放的 API 和 SDK 服務，讓商家接入
LevelUp 的 QR 碼支付、忠誠管理服務等。LevelUp 提供商家「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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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費 + 免費硬體 + 收費的顧客忠誠度管理」的「免費加值」模式。

（5）數位實體商家助理（Digital In-Store Assistants）
Fellow Robots 與 Simbe Robotics 將機器人帶到零售行業，推出
客戶服務機器人，用以檢查店內的貨架商品，幫助消費者在實體店內
找到他們想要的商品。Fellow Robots 最近啟動 Navii robot，在加州 11
家 Lowe’s stores 使用。另外，Simbe Robotics 研發全球首例貨架商品
自動清點機器人 Tally。Satisfi 則是提供了一個行動應用 app，利用人
工智慧技術，幫助在商店內購物者；最近與 IBM 華生集團在 Macy’s
試行 app 應用測試。

Simbe Robotics – Meet 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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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數位看板（Digital Signage）
這類新創企業主要提供商店連網數位看板，進行店內商品的廣告，
提供消費者獲得商品資訊，或者讓店面調整商品即時訂價。例如，Blue
Bite 最近募得 250 萬美元，Blue Bite 專有 mTAG 平台協助廣告商佈
局即時監測，有助於進一步掌握消費者的移動行為；並透過近場通訊
（NFC）
、二維條碼（QR）
、簡訊服務（SMS）
、藍牙和地理防護（定
位軟體）等各種技術，促進品牌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
Blue Bite 與紐約 Adspace Digital Mall 合作數位看板

（7）員工使用的工具（Employee Tools）
這類新創企業提供多種通訊工具或是零售店人員排班規劃平台。
以 Branch 為例，這家 6 月剛從 TechStars 加速器出來的新創企業，提
供零售實體商店內部員工的通訊網絡軟體。另外，Salesfloor 則是提供
跨連鎖商店之間軟件，保持對外顧客關係維持的統一性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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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顧客 Wi-Fi （Guest Wi-Fi）
這類的新創企業主要對零售業商家內的顧客提供免費的 Wi-Fi，
並透過 Wi-Fi 來追踪顧客提供商店客戶的分析。例如：Zenreach，為
一家企業軟體提供商，為餐館和咖啡店提供按月訂購的 WIFI 硬體。
同時，利用消費者登陸 WIFI 所用的郵箱地址，為客戶提供電子郵件
行銷服務。該公司宣稱，他們打造了堅實的防火牆，可以確保公共
WIFI 的安全性。Zenreach 還提供小型商家提供了重要的客流量記錄
數據。只要消費者第二次走進了這家店，他們就可以給店家發出消息。
目前已經獲得 5,000 萬美元投資，投資人包括：投 First Round Capital,
Bain Capital Ventures, 與 8VC。

（9）室內地圖(Indoor mapping) –
這類新創企業透過連結裝置的優勢，打造商店和購物中心的詳細
室內地圖。零售商利用其 appv 協助用戶找到合適的項目，並引導他
們到促銷活動。如芬蘭軟體發展商 IndoorAtlas，獨家授權百度開放
IndoorAtlas 的室內地圖平台，該平台可以幫助零售商追蹤顧客在商店
中的移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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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店 POS 融資（In-Store Point-of-Sale Financing）
這類新創企業提供商家快速申請貸款或 POS 裝置計畫。例如：
Blispay 是一個為註冊商家提供融資計畫的平台，這些零售商家只需
在平台掛牌，並向客戶解釋說明自己需要的融資即可。如果客戶不希
望立刻支付這麼多資金，他們也只需通過手機在 Blispay 上簽訂合同，
分期支付款項。目前 Blispay 已經獲得 1,400 萬美元的投資，投資人
包括：NEA。

（11） 互動式通道顯示器（Interactive Aisle Displays）
這類新創企業主要提供互動數位顯示與販賣機（kiosks）
，通常以
站立式平板顯示器型態，放置商店走道，提供顧客使用來查詢商品價
格與產品資訊等。例如：Ksubaka 提供超市“playSpot” 觸控螢幕的遊
戲台，提供遊戲功能來進行促銷產品的廣告。每個遊戲會提供獎勵，
並帶有一個 O2O 組件，一旦成功地完成了一個遊戲，就收集獎勵或
優惠券。Ksubaka 每天通過 PlaySpots 遠程發布小遊戲，次數多達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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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每場比賽約持續 30 秒。根據 Ksubaka 的點擊率或曝光率顯示，
平均每天有 8%的商場消費者駐足遊戲台。Ksubaka 生成的調查數據
和其他活動指標，非常吸引廣告商，目前已與大品牌建立合作關係，
如可口可樂、高露潔、德芙、海尼根等。

（12） 存貨管理（Inventory Management）
這類新創企業透過雲端軟體，協助商家追蹤庫存與優化商品銷售。
例如：Celect 與 Blue Yonder 利用 AI 提供商品銷售預測分析。

（13） 全通路分析（Omnichannel Analytics）
這類新創企業整合實體商店與電子商務的分析，提供無縫購物體
驗。例如：ShoppinPal 協助零售商家進行數位化、支付管理、整合實
體店與電商平台上虛擬商店的存貨。OneView Commerce 也是提供零
售業者更好的全通路分析之新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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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音樂管理（Music Management）
這類的新創企業主要協助商家管理店內音樂的播放，如 ATMO

（15） 支付平台（Payment Platforms）
這類的新創企業主要提供零售商家顧客支付處理服務軟體。由於
支付平台是一個巨大的類別，在此僅列入專注零售商店處理付款程序
的新創企業。
（16） POS 評等與行銷（Point-of-Sale Reviews and Marketing）
這類企業主要提供商店內顧客數位支付評價系統。例如：
TruRating 與 Wyzerr 的支付評價系統，讓顧客在商店內進行支付時候，
對客戶體驗、服務、環境、產品等指標進行快速評比，規定只有刷卡
消費的顧客才能留下評論。另外，MessageWrap 在商場（如 Target and
Safeway）的結帳輸送帶上加入視覺化廣告。FlexReceipts 與 Ecrebo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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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的收據上加入個人化優惠與誘因，吸引顧客回流。

（17） 智慧試衣間（Smart dressing rooms）
Oak Labs 創設了一個互動、觸控屏鏡，可以讓購物者選購新商品
時，調整試衣間燈光與提供搭配建議。鏡子採用 RFID 技術進行感測
顧客帶進房間的產品，並呈現相關產品，以及儲存購物者線上帳戶的
項目，或顯示相關的產品項目。

（18） 商店管理軟體（Store Management Software）
這類企業主要提供零售商家管理商品、處理付款、管理員工等管
理平台，讓商家可以從單一應用平台處理商店許多操作流程。這類企
業包括募資最多的 Revel（獲得 1.29 億美元的投資）
、 Lightspeed POS
（獲得 1.26 億美元投資）與 Shopkeep POS（獲得 9,700 百萬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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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

（19） 視覺化監控貨架（Visual Shelf Monitoring）
這類的新創企業協助包裝式商品進行品牌監測，呈現商品在貨架
上情況，追蹤店內促銷活動的結果與提供視覺化顯示。有些新創企業
則是藉由店內攝影機與人工智慧功能，收集商家與顧客相關資訊。這
類企業包括 Eversight、Quri、Shelvspace 等。

3.實體零售科技新創企業獲投的概況
根據 CB Insights 的統計，近幾年實體零售科技新創企業獲投的
金額穩定成長，預計 2016 年，投資件數將大幅成長 59％至 153 件，
投資金額可達 6.25 億美元，較 2015 年略增。就整體獲投趨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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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科技的需求大，投資人看好此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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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實體零售科技新創企業獲投的概況

（二）創新科技強化餐廳數位體驗與價值創造
1. 科技新創企業解決餐廳與消費者的痛點
根據美國普查局的資料，2015 年美國人在餐廳的花費首次比在
雜貨商店高，主要歸因於食品雜貨價格下跌與餐廳愈來愈多人上門光
顧有關。但在 2016 年第二季餐廳銷售下滑，甚至有人預言「餐廳衰
退」即將來臨。另外，也傳出因美國主要市場的最低工資增加，認為
自動化將是餐廳的未來。
Eatsa 為美國舊金山全自動餐廳，自開張以來便吸引許多媒體爭
相報導，最大的特色在於餐廳內幾乎接近自動化，消費者只需要用現
場提供的平板電腦點菜並刷卡付費，幾分鐘後就能拿到健康的餐點。
雖然餐點以素食為主，但仍透過有趣的消費體驗與低廉的價格吸引了
廣大的消費者。
雖然不是所有的餐廳目標都是要數位化，但新創企業幾乎針對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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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營運的每一個面向提出解決方案，從客戶關係管理（CRM）到行動
支付平台、追蹤客流量與庫存管理等。以前我們看見實體零售商店透
過 AR 產品的展示與購物定位追蹤的 Beacon 技術進行大改造，現在
我們已經確定了類似的新創企業也正鎖定餐飲業。
餐廳科技領域的新創企業解決消費者預約或排隊過久的問題，也
為餐廳擴大客源觸及度、媒體廣宣與建立顧客忠誠度方案，並帶進金
流系統、資訊流（食材存貨與訂購資訊）的軟硬體設施。同時，可大
量複製在連鎖餐廳或各類餐廳，深具擴大規模的成長潛力，相當吸引
眾多科技公司的目光，舉例：去年阿里巴巴[微博]集團與螞蟻金融服
務集團聯合宣佈，將之前收購的「口碑網」重新打造為本土生活服務
平台公司。另外，美國支付系統廠商（Heartland Payment Systems）也
曾收購不少專注餐廳支付系統的新創企業。2014 美國甲骨文為擴大
其商業版圖跨足服務與零售產業軟體領域，收購 POS 軟體開發商
Micros Systems，這筆交易案金額高達 53 億美元。最近，有消息傳
出，IBM 可能收購 iPad POS 平台 Revel Systems，收購價至少 5.4 億
美元。
2. 餐廳科技的定義
我們將「餐飲科技企業」的定義為提供餐廳運營 B2B 硬體和軟
體的企業，包括：POS 軟體、顧客自行操作的 kiosks、員工訓練與排
班調度的軟體到監控客流量的精準定位技術 beacons 等。
3. 餐廳科技的創新模式類型與代表性新創企業
在餐廳科技市場圖的新創企業如圖 3 所示，此 99 家餐廳科技新
創企業合計募得 16 億美元，以下就細類別與代表性新創企業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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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B Insights (2016)，台經院翻譯。

圖 3、餐廳科技新創企業的市場佈局
(1) 自動點菜與支付裝置（TABLE-TOP SELF-SERVICE
ORDERING & PAYMENT DEVICES）
這一類公司如美國 E la Carte 推出名為 Presto 的平板電腦點菜系
統，包含四個核心功能：點餐、遊戲、付費與後端處理。該系統提供
圖像化的點餐操作流程，由消費者自由選配套餐內容；同時，由於餐
飲有個人化差異服務的需求，例如：「我不要加辣椒醬」等可能的附
註，因此系統上也提供了讓消費者主動註記的功能。在消費者點完餐
後，系統會自動通過無線網絡回傳到後台廚房並列印出工單。E la
Carte 已經獲得 6,850 萬美的投資，Applebees 與 Outback Steakhouse
都裝設 Presto 的平板電腦點菜系統。透過“Presto”平板電腦幫助用餐
者點單及付帳，將可解放餐廳服務生，使他們可以更多地專注於消費
者體驗。根據 E la Carte 表示，安裝該公司平板電腦的餐廳銷售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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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成長約 5%，而翻桌時間則減少了 7 到 10 分鐘。

(2) 智慧手機支付平台（SMARTPHONE PAYMENT
PLATFORMS）
這一類新創企業如 Tabbedout 開發手機結帳應用程式，用於簡化
酒吧和餐廳的付款系統。該公司還與餐廳 POS 機供應商 MICTOS
Systems 合作，目前全球 90 個城市的酒吧和餐廳可透過手機上的系統
接受付款 TabbedOut，已獲得 4,100 萬美元投資。

.

(3) 無線充電站（PHONE-CHARGING STATIONS）
許多新創企業提供餐廳、咖啡廳、活動場地無線充電站設備，讓
顧客可以使用其設備進行行動電話充電，這類廠商如美國的 Powermat，
率先在 2011 年獲得 8,000 萬美元的投資，並與星巴克合作，在所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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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提供 Powermat 無線充電的設備 Powermat Spot。2014 年以來，
Powermat 一直服務星巴克、三星、通用汽車、寶潔、麥當勞等公司，
為這些客戶的提供無線充電裝置。

(4) 提供顧客 WI-FI（GUEST WI-FI）
美國 Purple Wifi 與 Zenreach 以及中國 WiWide （邁外迪）免費
為咖啡館、西餐廳、機場等商家提供 Wi-Fi 上網設備以及安裝和維護
服務。可以透過顧客登錄與結束 Wi-Fi 系統，協助商家追蹤顧客類型
與廣宣。這類商業模式通常是透過在登錄頁面上投放廣告獲得收入。
目前 Purple Wifi 已獲得 810 萬美元股權投資，Zenreach 已獲得 5,000
萬美元股權投資，中國邁外迪也獲得超過 5,000 萬美元以上的股權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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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待名單管理（WAITING LIST MANAGEMENT）
這類的新創企業透過行動電話的 app，讓顧客加入數位等待系統，
並透過手機接收相關通知，協助餐廳減少排隊人潮。NoWait 是美國
賓州匹茲堡 2010 年成立的企業，整合顧客分析與樓層地圖，透過 No
Wait app 讓顧客“虛擬排隊”，不需提前到店門口辛苦排著長隊候餐。
目前 NoWait 已經被 50 個州 4,000 家餐廳使用，並且同時被全國連鎖
店和小型企業使用。累計的融資總額為 2207 萬美元（包含 Yelp 最新
的 800 萬美元投資）
。

(6) 顧客忠誠度(CUSTOMER LOYALTY)
這類新創企業主要提供餐廳實施顧客忠誠度計畫，提供紅利點數、
獎勵制度給客戶選擇，另外，提供分析和營銷方案給餐廳。代表性企
業有 FiveStars（獲得$9,000 萬投資）
、LevelUp （獲得 5,300 萬投資）
與 Belly（獲得$2,600 萬投資）。以 FiveStars 為例，成立於 2011 年舊
金山， 瞄準的中小型餐商或商戶，提供餐廳 FiveStars Card 通用的會
員卡，綁定顧客手機號碼，顧客在結帳時以刷 FiveStars 卡或報上手
機號的方式就能獲得商家給出的相應優惠。
餐廳家願意使用 FiveStars 的原因是：首先，FiveStars 將會員認
證與管理系統整合到 POS 系統，商家無需額外配置系統或設備。其
次，商家不用花費大量人力、財力去推銷自己的會員卡，直接就能共
享 FiveStars 的會員。第三，商家直接在 POS 系統中就能查詢到用
戶檔案及照片，並能根據每個顧客的消費習慣制定個性化的優惠或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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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方案。

(7) 廣泛的餐廳管理軟體（BROAD RESTAURANT
MANAGEMENT SOFTWARE）
這類 SaaS 新創企業提供餐廳管理平台，協助庫存、員工、行銷
與財務管理。
(8) 平板 POS 平台（TABLET POS PLATFORMS）
這類新創企業提供餐廳平板 POS 系統，主要讓服務人員與收銀
員更快與更移動自如的方式來處理點餐或結帳。(這套系統是提供給
餐廳員工使用，而非顧客）。
(9) 員工排班（STAFFING）
這類新創企業如 When I Work，提供一款餐廳員工排班的 app，
同時，員工可以使用智慧手機打卡上班或進行通訊，管理者也可以將
其運用到工資機制中，目前已經獲得 2,400 萬美元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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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白牌餐廳配送平台（WHITE-LABEL DELIVERY
PLATFORMS）
我們都很熟悉外賣網站 Seamless，線上供餐者很多只做外送，沒
有實體店。因此，有些新創企業提供這些無實體店面的白牌餐廳創建
和管理自己餐廳的網上訂貨和交付系統。代表性新創企業是 Olo 提
供給顧客與員工使用 app，幫助餐廳的品牌傳遞更快、更精確與更個
人化的服務給顧客，並建立顧客忠誠度與改善餐廳的營運。目前服務
超過 150 個品牌與 25 萬用戶的業務量。如果用過 Five Guys 的 app，
撥打 1-800-CHIPOTLE，或在線上訂購 Wingstop，那麼就用過 Olo 的
app 產品。目前 OLO 已獲得 6,200 萬美元的投資。

(11) 餐廳音樂（RESTAURANT MUSIC）
這類的企業主要提供餐廳和咖啡廳的智慧音樂系統。以
TouchTunes 為例，1998 年在紐約成立，TouchTunes 首次引入了全球
首個數位下載、按播放次數付費的商業點唱機（digital jukebox）。現
在，在北美超過 3.5 萬多家酒吧、餐廳、零售店和其他場所中，
TouchTunes 網路大約每天播放 150 萬首歌曲。TouchTunes 擁有包含
200 萬首授權唱片的數位音樂庫，涵蓋了所有主流唱片公司、獨立音
樂發行商以及許多獨立音樂公司。目前累計募得 6,500 萬的股權投資。
另外，Rockbot（$600 萬的資金）提供客戶音樂電台的數位音樂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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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如：麥當勞、Panera, 與 Buffalo Wild Wings 等餐廳。

(12) 行銷與顧客關係管理（MARKETING & CRM）
這類公司專注於餐廳行銷，如 Fishbowl 是餐廳業領先的線上顧
客關係行銷軟體，目前 Fishbowl 獲得 2,300 萬美元的投資。透過使用
Fishbowl 的產品與解決方案，使用者可以獲得更多的顧客、銷售以及
利潤；合作的客戶包括：Jamba Juice, Planet Hollywood 與 Buffalo Wild
Wings，希望透過 Fishbowl 取得行銷資料與預測。其他的 CRM 平台
如 Upserve 使用人工智慧追蹤常客，記錄最愛吃的菜和訂位資料，進
而協助餐廳設計個性化的行銷活動，目前獲投 4,000 萬美元。

(13) 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
LumaStream 為餐廳設計低電壓的 LED 照明系統，獲得 1,300 萬
美元的投資。Small Box Energy ($4M) 提供雲端的暖氣、通風與空調
控制系統（HVAC）給餐廳、便利商店，減少能源與維護成本，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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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 400 萬美元的投資。另外，Powerhouse Dynamics 與 Burger King,
KFC, Hooters, Bertucci’s 與 Au Bon Pain 合作，提供 HVAC 控制系統
與照明系統（SiteSage）
，用以降低能源使用，目前獲得 1,600 萬美元
的投資。

(14) 採購與庫存（PURCHASING AND INVENTORY）
這類的公司如 BlueCart 主要協助餐廳追蹤庫存水準、簡化與供
應商的溝通，彙整不同供應商的訂單與分析成本。目前募得 400 萬美
元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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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餐廳科技新創企業獲投的概況
根據 CB Insights 的統計，餐廳科技領域投資熱潮越來越火熱，過
去 7 個季中有 6 個季投資交易數量超過 25 件，截至到 9 月 6 日，餐
廳科技已經吸引了 4.03 億美元投資（69 件交易）
。按照這個速度，
2016 年該行業獲投金額將接近 6 億美元，超過去年並創造新的紀錄，
但是投資交易量可能低於去年水準，預計交易件數為 1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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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B Insights（2016），台經院整理。

圖 4、餐廳科技新創企業獲投的概況
2016 年迄今，投資交易件數較去年同期減少，但獲投金額則較
高。因此，2016 平均募資規模為 640 萬美元比 2015 年 540 萬美元更
高，投資金額中位為 150 萬美元。但是，去年有兩件超過 5,000 萬美
元以上的投資交易案，分別是上海「美味不用等」推出排隊點菜 app
9Now，獲得 7,900 萬美元 C 輪投資和紐約 Shopkeep 推出 iPad 終端
POS 和零售管理軟體服務，獲得 6,000 萬美元 D 輪投資，而 2016 年
只有 1 件鉅額投資，即加州餐廳會員平臺 FiveStars，提供整合 POS 機
進行客戶忠誠度管理，獲得 5,000 萬美元 C 輪投資。
相當值得國內注意的是，美味不用等是中國專業智慧餐廳管理系
統，集“排隊等位、餐位預訂、點菜支付、CRM 大資料”等功能於
一身，提供給用戶智慧便捷的用餐體驗，同時提高餐廳到店率、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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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為餐廳多平臺引流，提高經營管理效率，為餐廳實現大幅度
增收。目前，已經中已有 200+個城市 20,000 家知名餐廳使用美味不
用等的餐廳管理系統，大幅度提高營業收入。
美味不用等提供的產品與功能

商家後

商家排

台管理

隊系統
 全程無線連接
 自助取號（POS排隊機），服務員
發號（平板）
 電腦合成語音叫號，無需人喊。

系統

美味不用
等app






 商家管理更新餐廳資訊，設置
排隊隊列
 排隊顧客資訊雲儲存，忠誠客
戶識別
 流失率、就餐率、等待時間等
統計分析

手機取號，取號排隊 即時查詢最新排隊進程
距離5個號，推送提醒
手機流覽功能表，自助點菜
推送餐廳優惠活動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圖 5、「美味不用等」餐廳管理系統的創新模式

（三）結語
面對市場競爭壓力，台灣傳統產業的中小微企業應加速運用科技
強化傳統營運模式、運用科技轉型為數位化營運模式或運用科技創造
全新營運模式，拓展企業營收並提升競爭力，進行產業升級與轉型，
強化長期競爭優勢。
1. 塑造全新商業模式，掌握數位轉型關鍵
企業或商家掌握數位轉型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快速且精準地掌握
核心價值，建立真正的差異化策略，勇於開創全新商業模式，挑戰產
業傳統，帶給消費者更多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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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力拚數位化轉型，定義企業未來發展
數位轉型不僅能讓企業或商家以全新的營運模式提供服務，維持
企業於產業內的穩定成長，也能同時拓展營收及企業競爭力，提升其
市場價值和整體營運效率，讓企業迅速獲得出色的商業成果，進而促
進台灣整體科技發展，為台灣產業創造更多商機。
（林秀英/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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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議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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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企業為經濟成長的活水，但在發展初期往往面臨資金及多種
資源缺口，而具有「智慧資金」
（Smart Money）特性的天使投資者與
早期創投不僅能彌補財務缺口，並能提供營運經驗、關係人脈與各種
協助，協助新創企業成長。OECD 更在 2011 年呼籲會員國著手促進
天使投資或早期投資的發展措施。
近幾年國內創新創業風潮興盛，部分天使投資團體紛紛成立，同
時，創投企業投資早期階段企業的案例也逐漸增多。為了能促進天使
或早期投資的風氣，活絡國內創業生態系統的資金市場，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於 2016 年 9 月 6-7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
議中心 201 室舉辦「2016 國際天使與早期投資峰會～跨越早期資金
鴻溝 引領新創企業成長」
，期望藉由國內外早期智慧資金的運作實務、
投資經驗與前瞻洞見分享，並搭建舞台增加投資人與新創企業曝光度
及互動交流，帶動國內早期投資的風氣與優化創業生態系統。
活動內容涵蓋：
（一）專題演講；
（二）觀點交鋒；
（三）投資人舞
台；
（四）快速約會等 4 種活動類型；邀請至少 5 位國際投資人參與；
（五）涵蓋至少 30 家新創企業參與展示會，透過演講、對談、單位
介紹、會談等多元模式，讓新創企業接觸到國內外更多早期投資人，
掌握投資人的想法與洞見。
以下歸納此次峰會中，專題演講者的談話與投影片重點。

一、 2016 國際天使與早期投資峰會-ACA 專題演講紀要
Angel investment in the U.S.– helping startups be successful
美國天使投資-協助新創邁向成功
主講人：美國天使資本協會執行董事 Marianne Hudson
 ACA (Angel Capital Association)簡介：
1. 天使資本協會(The Angel Capital Association，ACA)是由北美投資高
成長與早期創業的天使團體與個人投資者所成立的協會。提供天使
投資團體、家族與個別投資人專業發展的服務，代表天使社群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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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政策制訂。目前 ACA 擁有超過 13,000 名合格天使投資人與
240 個天使組織與合格平台，ACA 會員投資超過 10,000 家的創業
公司。
2. ACA 大部分的天使成員位在美國東半部，其中不乏許多知名的天
使投資團體與平台，如 AngelList、Sand Hill Angels、New York Angels。
資料來源：Marianne Hudson，Angel investment in the U.S.– helping startups be
successful 簡報資料。

3. ACA 的天使成員們過去投資了許多成功的企業，並且完成退場，
如提供簽帳卡(Debit Card)服務的 Green dot，現在已是上市公司。
4. 天使投資團隊在進行投資時，不能僅僅只會開立支票。如何建立健
全的新創團隊？如何讓新創團隊順利運作？都是天使投資人的重
要課題。ACA 在北美共有 13,000 位合格投資人，也有許多天使團
體。ACA 的重要工作就是連結這些人脈網絡，教育天使投資人，不
但讓天使投資獲得良好報酬，更讓投資者間建立信賴關係，共同投
資。ACA 的成員們過去共投資了超過 250 個項目，如 Pinterest、
Facebook 等。
 募資階段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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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企業募資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 FNBY (First National Bank
of You)，來自創業者本身的資產或貸款；FNF (Friends and Family)，
來自親友的支援；Angel Investors (AI)，來自合格天使投資人的投資；
VCPE (Venture Capital/Private Equity)，來自創投與私募股權基金的投
資；PPSS (Private or Public Stock Offerings)，來自私募或公開股票市
場的投資。

FNBY

FNF

AI

VCPE

PPSS

資料來源：Marianne Hudson，Angel investment in the U.S.– helping startups be
successful 簡報資料。

一般來說，美國一年有 50 萬家新創公司成立，其中 20 萬家主要
是靠親友資助，規模大約 600 萬美元。超過 5 萬家由天使投資人資
助，1,000 至 2,000 家是由種子期基金投資，僅約 500 家是由 VC 投
資。約有 30 萬家企業是以自己的資產或貸款支應，亦即超過 50%以
上的新創企業未運用外部資金，如 Facebook、Google 等，均是如此。
 新創企業帶動就業
新創公司的快速成長與擴張促進就業，根據卡夫曼基金會
(Kauffman Foundation)所做的研究，1977 至 2005 年間，若扣除新創
企業所帶來的工作機會，當年度的總就業創造將是是負的。而觀察
ACA 成員所投資的企業，也可以看到每間新創公司平均雇用勞工人
數為 41.4 人，中位數為 17.5 人。整體而言，超過 50%的新創企業，
雇用 11~50 位員工。
 天使投資輪廓
1. 至 2015 年美國天使投資規模達 240 億美元，71,000 筆交易件數，
30 萬名天使參與。對新創公司，除了親友資助之外，約有 90%的資
金來源來自於天使投資人。平均來說，個人天使投資的金額為每筆
1~5 萬美元，市場交易總額為 34.5 萬美元，新創企業市場估值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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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萬美元。天使團體投資金額則為 85 萬美元，企業估值則與個
人天使相近，約 300 萬美元。

資料來源：Marianne Hudson，Angel investment in the U.S.– helping startups be
successful 簡報資料。

2. 天使投資與創業投資有所區別，根據 2016 年 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NVCA)的年報資料，在投資規模上，30.5 萬名
個人天使投資金額達 246 億美元，718 家活躍的創投公司投資金額
則達 591 億美元。在交易件數上，天使投資達 71,000 件，其中 17,750
件為種子期，31,950 件為早期階段，19,170 件為擴張期企業。相對
於此，創投交易件數則僅 4,380 件，其中 186 件為種子期企業，2,219
件為早期階段，1,975 件為擴張期。另外，在交易前估值(pre-money
valuation)上，天使投資中平均種子與早期階段企業估值為 260 萬美
元，創投則達 510 萬美元。平均每件交易投資金額，天使投資為 34.7
萬美元，創投則高達 1,36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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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Capital

Angel Investors
•
•
•
•
•
•

$24.6 billion
71,000 deals
17,750 seed
31,950 early stage
19,170 expansion
305,000 individuals

•
•
•
•
•
•

$59.1 billion*
4,380 deals
186 seed
2,219 early stage
1,975 later/expansion
718 active firms

資料來源：Marianne Hudson，Angel investment in the U.S.– helping startups be
successful 簡報資料。

3. 過去，天使投資人有些是具備創業背景的企業家或銀行家，而現在
美國天使投資的多樣性越來越明顯。過去是 50 幾歲的人投入天使
的行列，現在則有不少 20 多歲的天使投資人，同時近年來女性創
業者與天使都持續的增加。天使投資人的學歷與經歷都很重要，相
關的技術背景、投資經驗，且對支持創業家抱有熱忱，均是成為一
位天使投資人的要件。另外，雖說天使投資的目標最終是要獲利，
且是在高風險下追求高額報酬。但近來，許多天使投資人除了追求
獲利外，亦會針對具備有社會回饋意義的新創公司進行投資。而成
為一位優秀的天使投資人，重要的是不能與市場脫節，應持續的學
習與維持網絡關係。
4. 天使投資所設定投資新創企業標的屬於具高成長潛力的公司，在短
期間內可快速成長，5 至 7 年內能被大企業或策略性投資人收購。
基於此，天使投資人多半會問以下問題，如創辦人是否願意將公司
賣出？親友是否參與公司經營？是否願意分出(多少)股權給外部投
資者？是否接受外部投資者參與決策？創業者的想法是否有商業
價值？能否獲利？是否為原創產品？天使將依序檢視這些條件，進
行投資決策。美國僅有不到 10%的公司符合這些條件，而我們可以
看看台灣的新創企業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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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國近 4 年的天使投資約 1/3 集中在軟體產業，其次是健康照護，
第三是生技醫藥。資訊硬體雖然也又投資，但相對金額不高，所占
比重亦僅 2~3%。而在天使輪投資規模上逐年成長，2012 年中位數
為 50 萬美元，2015 年已達 85 萬美元。但天使持有的股權比重則
相對穩定，約 20~25%。雖然很難斷定 85 萬美元是高或低，但為免
天使投資過熱，50 萬美元左右應是較為正常的水準。

資料來源：Marianne Hudson，Angel investment in the U.S.– helping startups be
successful 簡報資料。

6. 由於個人天使資金有限，為籌足天使輪的資金，往往需要天使團體
的投入。天使團體的投資規模 42%為 25 至 50 萬美元之間，23%為
15 至 25 萬美元之間。在部分 VC 不足或天使興盛的地區，天使投
資的交易件數比重較高，如加州天使投資佔總交易件數比重達
20.9%，中大西洋地區則僅 4.1%。隨著更多的天使及創投的投入，
種子階段的交易前估值中位數從 2014 年的 300 萬美元，增加至
2015 年的 460 萬美元，成長 53%。
7. 天使投資管道趨向多元，在各管道中仍以非正式的個人投資居多，
但隨著網路的興起與資訊傳遞的便捷，線上投資模式亦愈加發達。
另外，透過加速器投資的模式也越來越多，如參與 500 Startup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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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基金。除此之外，天使投資團體也很重要，透過組織的運作，
讓天使投資人之間互相交流與學習，從經驗的分享增進自身的投資
技能。
8. 天使投資團隊都有正式的組織，每年或每季交流一次，接受創業者
的提案，了解新創企業的問題，進行投資評估。ACA 的天使投資人
超過一半加入天使組織，而組織的成員規模差異很大，2015 年 ACA
成員中的天使團體平均成員數為 68 人 (2012 年平均為 52 人)，亦
有約 20%的天使組織成員超過百人。2014 年每個天使團體平均投
資件數為 10.3 件，但亦有約 40%的天使團體全年投資少於 5 件；
平均投資金額 246 萬美元。
Angel Group Investment Size

$500K to
$750K

over
$750K
under
$150K

4%

8%

23%

$250K to
$500K

$150K to
$250K

42%

23%

資料來源：Marianne Hudson，Angel investment in the U.S.– helping startups be
successful 簡報資料。

 天使投資運作
1. 美國天使投資偏好上，以股權為主，其次是可轉債。在絕大多數的
領域中，投資偏好具備產品研發與客戶吸引特性的新創公司，而估
值則不限於產業領域，地點亦是決定性要素。另外，在董事會中佔
有關鍵席，以及避免大規模外部募資的企業，均為天使決策的考量
要素與投資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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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使投資是一個萬事親自動手的投資過程，投資人不僅需要開支票，
亦要從投資至退場，一路協助創業者，從客戶吸引、發展策略、提
供與找尋資源等等，均要有所投入。其次，投資時需要考量創業團
隊的潛力，篩選審案，進行審慎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與創
業者進行投資條件談判。與加速器或育成中心的合作，以及大專院
校的技術移轉，都是天使投資人可能需要處理的事情。另外，合格
的線上投資平台出現，讓天使投資者有機會成為跟投者。
3. 根據 3,000 個退場案例統計，整體而言，天使投資可獲得 2.6 倍的
回報，平均持有期間 3.5 年，內部年化報酬為 27%。然而其中投資
績效表現的差異很大，35%的天使投資所獲得的倍數是 0x，亦即血
本無歸。但亦有天使投資於稀有的獨角獸公司，獲利的倍數驚人。
因此，天使投資需要注重風險分散，才有可能在整個投資組合中獲
取 5~10％報酬。也因為風險很高，天使投資人會花更多的時間幫助
新創公司。此外，報酬也與持有期間有關，持有 3 年的天使投資約
占 50%，獲利倍數小於 1x。反之，持有 6 年的投資案所佔比例甚
低，但能創造出高於 30x 的績效。
60

3 yr
50

Overall Multiple: 2.6X

Percent of Total Exits

35% - 0X血本無歸

Avg Holding Period: 3.5 years

40

3.3 yr

Average IRR: 27%

30

20

4.6 yr

10

4.9 yr

6 yr

0

< 1X

1X to 5X

5X to 10X

10X to 30X

> 30X

Exit Multiples

資料來源：Marianne Hudson，Angel investment in the U.S.– helping startups be
successful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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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天使投資趨勢可歸結於幾點的觀察，首先是「獨角獸思維」所
帶來的問題，導致估值膨脹；其次，社會網絡成為天使評估新創公
司是否值得投資的重要依據，如 LinkedIn；第三，天使投資的模式
與管道多元，如有組織的天使團體投資、線上投資平台的興起、非
股權型群眾募資、加速器所發起的種子基金等；第四，跨境投資的
崛起；第五，更多女性投資者與創業家的出現；第六，政府對就業
創造與中小企業發展的關注。
 打造新創生態系統
1. 打造一個良好的新創生態系統需要各方面的投入及參與，生態系統
的運作始於「創業者」，並需要創新與研發的支持；資本市場的成
長與退場管道；種子的育成與栽培；新創企業需要足夠的曝光；一
個支援新創成長與規模化的環境；有經驗的創業家與投資者；各項
資源的連結與合作；同時兼顧資本形成與保障的市場環境；對投資
者與新創企業友善的租稅環境。
2. 新創生態系統的建立，政府扮演關鍵角色，而美國政府有許多對新
創支援的政策，如 Regulation D 讓新創企業更容易在市場上進行募
資，簡化行政程序；認知市場創新，於證券交易規範是進行對話；
1986 年，美國修法調降資本利得稅，以提供低於所得稅率的方式刺
激投資；各州支持對創業者與天使投資人的教育與輔導；研發與創
新創業補貼(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與州政府的補貼方
案)。
3. 其他支援新創生態系統的做法則有，投入研究能量，累積相關資料
與數據，提升對新創的了解與認識；透過天使與創投的活動，增加
曝光機會，如 demo days；補助天使團體與組織，降低營運成本，
促進活動的辦理與資訊的推廣，如 Wisconsin Angel Network；將天
使與創業導師引入早期資源，如大學技轉中心或育成中心；對投資
創新創業的租稅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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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ACA 年會
2017 年 ACA 將在舊金山辦理天使峰會，時間為 4 月 26 至 28 日。
ACA 每年舉辦高峰會議，邀請大師演講、進行主題論壇與頒發卓越
天使投資人獎項，為美國最大的天使投資會議，2016 年峰會匯集超過
全球 700 位天使參與。該場合提供與全球天使建立連結的機會，與會
者亦能透過此次論壇，掌握目前全球早期投資趨勢與美國創業圈發展
方向。
(台經院記錄)
 詳細簡報資料請見：
http://findit.org.tw/news.aspx?intNewsId=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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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6 國際天使與早期投資峰會-UKBAA 專題演講紀要
The Landscape for Angel Investing in the UK - Visions and Trends
英國天使投資面貌-願景與趨勢
主講人：英國商業天使協會執行長 Jenny Tooth OBE
(一) UK Business Angels Association (UKBAA)簡介與天使投資趨勢
1. UKBAA (英國商業天使協會)於 2012 年成立，協會成立宗旨在於建
立與連結天使生態系統，作法上包含四個面向：提供市場智慧與領
袖觀點、分享具價值的投資項目、代表天使社群向政府與政策決策
者發聲、提升投資品質與投資教育。目前 UKBAA 的會員有 18,000
位，包含 60 個天使團體，12 個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22 個創投基
金。

資料來源：Jenny Tooth OBE，The Landscape for Angel Investing in the UK - Visions
and Trends 簡報資料。

2. 英國天使投資正在成長的階段
2015 年個人天使投資者投資規模達 16 億英鎊，投入 3,105 家小
型企業。平均天使輪的交易金額為 10~50 萬英鎊，但最近亦有鉅額交
易達 150 萬英鎊。絕大多數的交易是由天使團體發起，在匯聚資源、
技術與資金下，天使團體投資的領頭者通常是由行業專家擔任。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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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使投資者，投資規模一般介於 5,000 至 5 萬英鎊之間。
近年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崛起，天使投資大眾化，2015 年股權型
群眾募資規模達 3.32 億英鎊。天使投資的資金來自 VC、銀行與群募，
並透過後續輪次的資金挹注，協助企業規模化。這些天使投資者必須
具備耐心，通常投資期間長達 5~8 年，無法在短期內退場。
因為政府的支持，2012 年金融危機結束後，政府開始推動創新政
策支援，在 2015 年英國有 330 萬新創企業。其中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對新創企業提供優惠政策措施，協助科技創業者發展，如 Start Up
Britain Campaign 與 7 千英鎊的新創貸款(Start Up loans)，加上導師資
源。政府亦透過銀行對中小企業提供補貼與優惠貸款方案，政府部分
承擔銀行的風險。此外，英國出現科技公司的群聚，類似美國的矽谷，
而群聚並非僅在倫敦，聚落間彼此交流，刺激科技聚落的成長，如
TechCity 與 Tech UK。另外，多元化業務亦逐漸開展，許多由企業設
立的加速器快速成長，而線上展示平台也提供創業者曝光的機會。
3. 天使資金生態系統
天使資金生態系統，在 POC (Proof of Concept)與初創階段，由親
友借款、個人貸款與補貼開始。其次在種子與早期階段，為育成中心
或加速器的資源與資金投入，投資額約 10 萬英鎊。有些新創公司直
接與加速器合作，彼此間有連帶關係，加速器可以有稅務協助和法律
支助。而當新創公司測試過市場水溫後，天使投資人與共同投資基金
加入，投資額約 10 萬至 200 萬英鎊。之後在早期成長階段，具成長
潛力的新創企業擴張，VC 與超級天使基金加入，投資規模達 100 萬
至 3 百萬英鎊。部分天使基金在此時期退場，VC 與 PE 進入後，策
略目標則是被大型企業收購或 IPO 上市，以英國來說，新創公司可於
AIM 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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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enny Tooth OBE，The Landscape for Angel Investing in the UK - Visions
and Trends 簡報資料。

4. 天使投資樣貌
過去英國的天使投資人多為已累積一定財富的退休者，現在則多
為專業的金融人員、律師等，在自己本業之外，進入投資領域。因此，
天使投資者趨於年輕化，許多投資人不到 45 歲。而在天使投資人的
投資期限較長下，可與公司有更長時間的相處，亦可為公司帶來更多
的資源。此外，雖然比例尚低，但女性投資者的成長也是一值得重視
的趨勢。英國的女性的投資人較少，約 14.1%。在英國有許多的女性
創業家，尤其是在科技產業，女性投資者能對這些創業者能有切實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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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enny Tooth OBE，The Landscape for Angel Investing in the UK - Visions
and Trends 簡報資料。

資料來源：Jenny Tooth OBE，The Landscape for Angel Investing in the UK - Visions
and Trends 簡報資料。

另一關注趨勢則是跨境投資，過去投資人多認為應刺激英國本國
的發展，但現在有許多天使投資人投資於海外新創企業。而海外也有
很多創業者，來到英國創業成功後，回到母國投資。此外，隨著群眾
募資平台的興起，透過平台投資的天使越來越多，而這群投資者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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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跟著 VC 及銀行投資的族群，普遍較為年輕。
(二) 天使投資展望
1. 對於經濟前景的看法，天使投資人具有信心，根據 UKBAA ERC
(Enterprise Research Centre)的調查，63%的天使投資人認為未來 UK
天使市場將維持合理的成長，45%則認為有強勁的成長動能，22%
在 2015 與 2016 年間退場。很多產業有好的投資機會，天使投資人
都很看好他們投資的公司，大家對經濟前景看好，不會急著退場，
投資人信心持續上升
2. 天使投資關注領域
首先是金融科技，從 2012 年起有許多金融科技方面的應用出現，
解決傳統金融產業的問題，如讓民眾透過網路平台進行借貸、支付款
項等，而此領域也有許多加速器投入。其次，網路安全技術產業也持
續成長。另外，物聯網發展、大數據的蒐集和應用，將用以支持其他
的產業領域。未來將有許多的討論集中在大數據與區塊鏈的技術，此
亦吸引很多天使的投資。
而電玩、多媒體，也是英國的強項之一，以遊戲技術開發新的商
機。健康護理與數位醫療產業，需要較高的開發成本。而在英國健保
制度下，不論是在診斷、治療、新藥開發都有支助，這些新開發的醫
療商品均須通過法規，檢核後才可上市。除此之外，零售科技的發展
也是令人期待。隨著網路零售平台盛行，相關的物流業的成長也會受
到激勵。教育科技發展亦相當快速，透過網路進行遠端教學，實現數
位學習。最後，英國天使投資人亦開始關心新創團隊對社會帶來何種
影響，從而影響力投資出現，藉由天使投資，對社會帶來正向影響與
貢獻。
(三) 政府驅動天使投資
1. 天使投資稅賦減免：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 (EIS)
英國政府體認到應鼓勵民間投資，因而設計投資誘因機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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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的抵減，並於 1993 年施行 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 (企業投
資計畫)。在 EIS 的項目下，投資成功，投資者可以獲得 30%的稅賦
減免，若是投資失敗，投資者還是可以獲得 45%的損失抵減。投資人
的資本利得若是再投入於 EIS 的項目，則可獲得納稅展延的優惠。投
資者每年有 100 萬英鎊的投資額度，企業則有 1,200 萬英鎊。而在限
制條件上，EIS 計畫限於新投資，且投資者至少須持有該公司股份 3
年以上。另外，可投資於海外企業，但該企業需有具規模的基地設於
英國。
2. 種子期企業稅賦減免：Seed 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 (SEIS)
為刺激種子階段的投資，並鼓勵新創業者，英國政府提出種子期
企業投資計畫(SEIS)。投資者可最高享有 50%的所得稅稅賦抵減，而
資本利得部分若再投入新創企業，亦有 50%的租稅優惠。投資者每年
最高投資額度為 10 萬英鎊，而對中小企業投資總額最高為 15 萬英
鎊。被投資企業限制在 25 人以下的早期企業，或總資產低於 20 萬英
鎊的公司。與 EIS 相同，項目失敗下，投資者還是可以獲得 45%的損
失抵減。
3. 政府共同投資基金
英國政府於 2012 年成立 1 億英鎊的天使共同投資基金，與天使
投資人合作，投資新創團隊與小型的新創公司，目標為促進天使聯合
投資。該基金是由英國商業銀行(British Business Bank)管理，與天使
共同投資項目規模介於 10 萬至 100 萬英鎊，持有比例最高 49%。該
基金的投資條件與天使無異，投資決策則是由具經驗的天使委員會決
定，故該基金的運作如同一超級天使基金。合作的對象限於堅實的天
使組織，(擁有具歷練的領頭天使)，以及相關盡職調查的地區基金，
如規模達 7,500 萬英鎊，擁有 10 個嚴選天使團體與 VC 的倫敦共同
投資基金(The London Co Investment Fund)。
(四) 國際連結的機會
1. 目前英國天使投資面臨重大挑戰，政府雖提供好的優惠措施，但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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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所侷限。加上剛通過的脫歐公投，英國的天使與創業者邁入國
際市場，將是未來的必要路徑。面對全球更多的投資與交流機會，
必須積極建立互信關係，掌握跨境合作的機會，而這正是作為一個
島國的必經之路。
2. 伴隨電子商務與行動商務龐大的跨境商機，以及線上平台所創造的
跨境投資機會，天使投資者應放眼國際，尋求跨境投資的機會。
UKBAA 亦希望能透過此次的活動，與台灣的天使投資者進行交流，
建立關係。今年 11 月 1 日 UKBAA 將在倫敦辦理天使峰會，希望
與所有的天使投資人連結，交換意見。尤其針對脫歐談判的影響，
天使投資人必須共同討論，達成共識，尋求最佳的因應之道。

資料來源：Jenny Tooth OBE，The Landscape for Angel Investing in the UK - Visions
and Trends 簡報資料

(台經院記錄)
 詳細簡報資料請見：http://findit.org.tw/news.aspx?intNewsId=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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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6 國際天使與早期投資峰會-智碁創投陳友忠合夥人
專題演講紀要
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
(一) 中國創投產業發展大勢
1. 創新創業提升到國家戰略
2015 年 3 月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以
1,000 多字說明雙創政策，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成為中國重要的經
濟話題。同時，推動「互聯網+」行動計畫，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2. 外資創投曾主導大陸的創投產業
中國的創投市場，資金進入容易，但出場困難。因此，過去外資
創投多半採取「兩投在外」的投資模式進入中國。當外資看到好的項
目時，透過境外的創投基金投資於該項目的境外控股公司，並由境內
的 VC 管理公司對境內所投的項目進行投資管理。此時，股權交易全
部 發 生 在 海 外 ， 而 境 內 被 投 資 項 目 成 為 全 外 資 企 業 (The Wholly
Foreign Owned Enterprise，WFOE)。
VC管理公司 創投基金

投資管理

投資

項目的境內全資企業
(WFOE)

項目的境外控股公司
（股權交易全部發生在境外）

境內 境外

資料來源：陳友忠，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簡報資料。

3. 境內人民幣投資目前主導創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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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 2009 年之前 VC/PE 多是由境外公司主導，2010 年以後，
大陸的 VC/PE 已改由境內的人民幣基金主導，在募資、投資及退出
上，都超過境外的美元基金。也因此，更多好的創業項目，不再註冊
為境外項目。

資料來源：陳友忠，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簡報資料。

4. BAT 主導的互聯網產業
中國的互聯網產業，形成以 BAT 為首的百度、阿里巴巴及騰訊
等三集團軍混戰的局面。另小米、京東、奇虎、樂視、滴滴等二軍隨
後。百度現在市值下滑，僅有阿里巴巴的 1/4。而阿里巴巴集團中，
單螞蟻金服估值已有 650 億美元，與百度並駕齊驅。

資料來源：陳友忠，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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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陸生活離不開 BAT，
在 App Store 前十名的應用程式背後除了樂視影視與酷狗音樂屬
於獨立運作之外，其他均是由百度、阿里巴巴及騰訊等三間企業掌握。
因此，在中國投入軟體創業，一個可能出場路徑，就是被 BAT 併購。
BAT 去年投資超過 200 家公司，透過戰略投資及結盟，以補全及擴充
主營業務線，並建立產業生態鏈，佈局廣泛，包括視頻、地圖、搜索、
智慧硬體、社交、電子商務、移動分發、互聯網金融、物流、大數據、
安全、遊戲、本地生活 O2O 以及線上旅遊服務等。BAT 的股權及影
響力，也促成老大與老二的合併，如滴滴-快的、58-趕集、美團-大眾
點評、攜程-去哪兒等。

資料來源：陳友忠，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簡報資料。

6. 躍進的新三板
2009 年 10 月創業版在深圳啟動，2013 年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
系統(新三板)在上海揭牌。新三版是經國務院批准的全國性證券交易
場所，掛牌的是非上市的公眾公司。開版後一個月 400 間初創企業上
市，然而卻缺乏交易，超過 300 家公司沒有交易，未見股權交易的效
益。至 9 月 2 日，新三板掛牌 8920 家，但流通性問題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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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停辦的戰略新興板
面對市值超過 2.5 萬億美金的 1,200 家紅籌及 VIE 架構的中國企
業，中國希望通過戰略新興板(戰新板)的推出，為新興經濟與中概股
企業回歸提供便利的管道，並以螞蟻金服、大眾點評、愛奇藝等為目
標。按上海證交所的意圖，戰新板定位高於創業板，低於主板，形成
適當競爭。然於 2016 年兩會期間，人大刪除「設立戰略性新興產業
板」。
中概股回國上市，註冊制及戰略新興版是必要的政策條件，而註
冊制緩慢的行政流程，戰新板停辦，對已啟動私有化的中概股以及拆
除 VIE 的海外私企衝擊甚大。
8. 互聯網 MNC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中國」與「非中國」市
場
8 月 1 日滴滴「收購」優步(UBER)在中國的全部業務、資產及品
牌，優步與滴滴互相交叉持股，程維及 Travis Kalanick 也互成為對方
的董事。優步在中國奮鬥三年，去年虧損 10 億美元，從優步的觀點，
似把全球市場分成兩塊：China 及 ex-China，與滴滴分而治之。此為
很大的變化，值得我們思考。
在傳統產業也有一樣的狀況，春華資本與螞蟻金服投資 4.6 億美
元於百勝中國，在其母公司百勝餐飲集團(Yum Brands)的品牌授權下，
經營在中國的 KFC、Pizza Hut 及 Taco Bell 業務，並在紐約證交所獨
立上市。麥當勞也分拆了中國及香港業務成為獨立公司，據悉，中信
集團和 Carlyle 正參與競價投資機會，交易額在 20 到 30 億美元之間。
9. 媒體屬性的 MNC：一個沒有中國的世界
中國的互聯網项目，很多是 C2C (Copy to China)，模仿美國的業
務模式，並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發展壯大起來。如百度之於 Google、
優酷之於 Youtube、WeChat 之於 Twitter、微信之於 What’s App 等。
有媒體屬性的國外互聯網公司，望著中國市場興歎，基本上是一個「沒
有中國的世界市場」。而正因為很多來自美國的 App 都可被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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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替代，整個中國互聯網產業逐漸青出於藍，現在反而許多美國互
聯網企業都正在學習中國模式。1
(二) 中國天使投資數據與發展現狀(2016 年上半年數據)
1. 中國天使投資趨勢
2016 上半年有 818 間公司拿到天使投資，投資總額為 51.85 億人
民幣。受到去年 6 月的股災影響，投資案例與金額均較去年下滑。在
行業比較上，按投資件數，前三大主要投資領域為互聯網、IT、電子
及增殖業務；按投資金額，前三名則是互聯網、IT、金融等。在地區
的比較上，北京為首都，因而吸引了大部分的人在當地投資。北京也
是創業環境最完整的地區，創業氣氛熱烈，其次則是上海與深圳。在
中國天使投資基金的募資上，2014 年為其轉捩點，2014 年之後投資
額大增。

Video“How China is Changing Your Internet,” The New York Times, Aug., 9th,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AesMQ6VtK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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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使投資人的資質及角色
天使投資人多半具有行業背景、產業歷練及人脈網路，更多已有
成功創業經驗，有樂於傳承的經驗協助他人創業。
「理想」的天使投資人扮演了諸多不同的角色，如新創專案的「保
姆」
，從出生到成長，協助業務模式、團隊組成及戰略方向；具「師傅
Mentor」心懷，有「共同創辦人」的參與與歸屬感；帶入初期發展迫
切需要的啟動資金；協助理平公司治理、董事會運作、財務管理；作
為未來與 VC 及資本市場溝通的橋樑。
3. 中國特色的天使投資：基金機構化、活動多樣化
一個中國特色：天使投資不完全是個人行為，更多以基金及企業
等形式出現。在大陸的投資泡沫環境下，更多資金進入天使投資領域，
政府設立天使引導基金及優惠政策推動早期投資，民間也遍設孵化器，
掀起全民創業的風潮。
天使投資也進入社會化、網路化，各大城市的天使投資協會、俱
樂部、投資聯盟及百人會等相繼出現，為投資人們搭建交流互動平臺，
分享資源，傳授經驗。除了豪華氣派的眾創空間(孵化器)，天使投資
也結合了眾籌、媒體、培訓、創業學院、創業 Café,、DEMO Day、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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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推介、Roadshow 等活動，天使投資業務多樣化。知名的創業聚落
如中關村創業大街，過去街道幾乎都賣書籍，如今則集結 20 多家孵
化器及創業咖啡廳，如車庫咖啡、3W Coffee.com、氪空間(36Kr)、亞
傑會創始人俱樂部、聯想之星、創投圈、北大創業訓練營、黑馬會、
飛馬旅、天使會 Angel Crunch、Binggo Café、創業家等。中關村內，
還聚集了北大、清華、中科院等科研院所、各大 MNC 研發中心及微
軟加速器與創新工廠等，是一個人才、資金與創業點子交流的地方。

來源：陳友忠，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簡報資料。

在雙創、四眾等國家戰略指導下，各地政府紛紛推出孵化器或眾
創空間扶植政策，孵化器在中國遍地開花，據稱已達 4000 多家。雖
然都以美國的 Y Combinator 作標杆，希望能孕育出像 Airbnb 這樣的
獨角獸。但提供的服務基本相同，大都是免費或低價的場地、工商代
理及簡單秘書服務等，同質化嚴重。因此孵化器需要更多的加值服務，
如創業輔導、人力服務、專案路演、融資搭橋等。
4. 天使與 VC 界線 日趨模糊
在投資過熱及競爭下，VC/PE 機構的投資階段，往前移動，也開
始在種子期等天使階段佈局，如君聯資本、深創投、達晨創投、創東
方、戈壁創投等都有天使投資佈局。而天使投資機構化後，募集的天
使基金規模越來越大，投資階段逐漸向後期移動，與 VC 業務重疊、
競爭。如阿米巴基金，第一期天使基金 1.5 億人民幣，第二期 8 億，
投資 B 及 C 輪，更像是一個 VC 基金。由於天使與 VC 界線逐漸模
糊，2009 年天使與 VC 共同設立創新工廠，提出「投資+全方位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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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模式，具顛覆性的、機構化的、創新型投資機構。

資料來源：陳友忠，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簡報資料。

(三) VIE：到大陸創業的特殊架構
1. 大陸的新經濟企業大都以 VIE (Variable Interests Entity，可變利益
實體)架構在海外融資及上市，境外人士參與創業的項目也作類似
安排。
以新浪為例，說明 VIE 結構。大陸限制外資經營的項目(互聯網、
無線應用、媒體、廣告等)，因此外資先在開曼等避稅天堂設立控股公
司，作為融資與上市主體，再透過「新浪」架構等協議，控制境內的
業務實體(VIE 人頭公司)，達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目的。在
中國的私募股權投資及證劵市場還不發達的年代裡，把中國企業的投
資及上市退出，
「外包」給了國外的 VC 同行及華爾街，這是具有中
國特色的產業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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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 VIE 結構圖
VC管理公司

VC管理公司 創投基金

（代表處）

投資管理

投資

WFOE

項目的境外控股公司

境內的SPV公司
（以取得營運執照
並記入收入）

境內 境外

WFOE: Wholly Foreign Owned Enterprise

資料來源：陳友忠，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簡報資料。

2. 阿里巴巴對 VIE 的風險提示
中國外資要做這樣的生意，都是要符合以下的安排：
(1) 在中國運營不同網站的許可證和牌照，都是由 VIE 持有，而
後者又是由中國公民控制，並非由上市主體阿里巴巴公司控
制。
(2) VIE 所持的牌照對該公司業務至關重要。
(3) 這些合同安排可能沒有直接所有權控制有效。
(4) 其 VIE 結構滿足中國相關法律規定。但不能保證中國政府監
管機構對此有其他理解，也不能保證未來法律法規變化導致
存在法律問題。
(5) 如果 VIE 結構被判定非法，阿里巴巴的業務可能會遭到巨大
損害，公司還可能需要支付巨額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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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友忠，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簡報資料。

(四) 案例介紹
1. 跨海峽的創業(活動行)：目前台灣與中國最大活動平台。
2. 從臺灣出發往南發展(SweetRing)：跨國發行的婚友軟體，可能是台
灣最具國際化的項目。

資料來源：陳友忠，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簡報資料。

3. 北大小黃-ofo 共享單車：與 Ubike 不同，ofo 共享單車隨處皆可停，
只要登入 WeChat 租借即可騎乘，於 WeChat 登出即可解除出租狀
況。主要以二手車作為租借腳踏車，並鼓勵以捐贈方式換取免費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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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的服務。於北京大學非常常見。
(五) 結語與展望
1. VC/PE 引領經濟發展及產業轉型
為引領整個經濟發展，VC/PE 與政府所關注的方向是一樣的。
VC/PE 關注的行業是 TMT、新經濟、節能環保、醫療健康、先進裝
備製造、大消費等朝陽產業，與中國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關注點及
去產能、調結構等不謀而合。
大陸十三五時期(2016-2020)，
「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是國家戰略，
政府將持續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促進互聯網與各行業加速融合。
產業升級的背後是人力、物力、財力等各種資源的轉移、集結與重分
配，而 VC/PE 所承擔的，就是先導性及持續性的資金引導和流入。在
中國經濟的轉型與優化過程中，私募資本的運作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
克服困難，穩健前行。
2. 創業項目募資將有更多選擇
現在創業募資有越來越多的選擇，如在海外募集並註冊在海外的
純美元基金，由境外基金發起並結合內資 LP 成立的人民幣合資基金，
以及完全由內資 LP 投資成立的人民幣基金。
3. 持續「摸著石頭過河」的投資環境，尤其是 VIE 等「代持」的運
作風險。
(台經院紀錄)
 詳細簡報資料請見：http://findit.org.tw/news.aspx?intNewsId=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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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消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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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創新創業
（一）一般性
1. 成為天使投資人的八個步驟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1-31
創新創業-商業策略、投資管理
成為天使投資人的八個步驟
2016.09.13
如果你已累積一定的財富，你想必一定有聽過「天使投資
人」的傳聞，或者考慮過當天使投資人。這不僅能協助創業家，
同時也是快速得到財務報酬的方式。但真的要直接進行投資你可
能還是會有所顧慮：到底天使投資人都是如何起步的？要如何知
道自己是否適合當天使？以下列出八個步驟。
1. 確實符合具信譽的投資人標準
凡年收入達 20 萬美元、或者淨值至少 100 萬美元(主要居住場
所不計入)即可算是具信譽的投資人。這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新創
企業和具信譽的天使投資人進行募資，可免除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或者各州規範的道德操守調查。因此筆者個人認為達一定標準的收
入為天使投資人所必備的條件。

2. 瞭解投資創業家的風險
天使投資人報酬雖然豐厚，但也伴隨著高風險。研究調查也指
出一半以上的天使投資人可能會失去一半或者全部的財產，但當然
也有許多投資人可藉此得到驚人的報酬，有些甚至遠超出其他類型
的私募股權。因此，在起步之前，你必須心理有所盤算，甚至和另
一半也討論清楚：你能接受的底線是多少？請確保你所要進行的投
資和你的底線相符，否則對你而言就並不合適。
3. 自我教育
隨著天使投資愈加廣為人知，經驗豐富且能獲得高報酬的天使
投資人也整理出許多教材能增強投資技巧，不妨參考天使投資協會
(ACA)或其他相關網站，從影音、書籍文章以及部落格分享中吸取
經驗，同時也建議參加工作坊和各類型活動，這些都是和創業家接
觸的絕佳場合，可以從他們的簡報展演中了解你感興趣的產業，以
及投資人在投案之前會問哪些問題。
4. 和資深的天使投資人尋求建議
和資深的天使投資人尋求建議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步驟。成為天
使投資人有太多獨門知識，因此提問成為一項核心的天使文化。提
問不僅是為了取得實戰經驗，更是為了建立關係、拓展之後共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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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天使網絡。
5. 加入天使團體或者天使平台
天使團體、俱樂部、網絡、基金和平台是學習天使投資的最佳
起跑點，也可以幫助釐清你是否真的適合進行天使投資。Sierra
Angels 的創始人曾指出，「新天使」可以加入具備你所熟悉領域知
識的天使團體，因為單打獨鬥往往容易增加投資風險，反之如果能
得到更多不同的意見和見解，成功的機率反而較高。
6. 整理一套投資策略
想清楚為何你想要當天使投資人？什麼樣的交易案會讓你充
滿成就感？你希望能進行多少筆天使投資？Rain Source Capital 的
執行長 Steve Mercil 曾說明，許多成為天使投資人的初衷都是希望
在賺錢收取報酬的同時，能將自己的知識經驗同步傳承下去。他們
希望能夠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所學，協助創業家解決他們所面臨的挑
戰，因此 Steve 建議初來乍到的新天使不妨思考，自己願意投入什
麼產業、什麼階段、甚至國家也可以納入考慮，再進一步思考自己
願意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冒多少風險來協助創業家？
7. 積極參與發問
深入了解天使投資往往從創業家簡報完畢、會談結束後進入問
答的階段開始。了解投資潛力的最佳方式就是提出問題：不用擔心
你所提出的是一個太過基礎淺陋的問題，因為你想問的可能也是其
他天使投資人想知道的，或者如果不方便在公開場合提問，也可以
私下進行交流時再進行發問。
8. 準備好後大膽投資
到一定程度後你會覺得萬事俱備，就是缺少一個「合適的投資
案」
。到這個時刻，大膽進行你的第一次投資，就筆者和許多天使投
資人接觸的經驗，進入這個階段大約會是在你決心成為天使投資人
的六至七個月之後。
持續學習永遠是最重要的，天使投資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永遠都
有進步的空間，那種恍然大悟的感覺通常出現於你終於弄懂一項你
一直不清楚的知識時，且你會樂於精益求精。這樣的洞察不僅是充
實投資履歷的要件，更是促進報酬、達到趣味與成就感雙收的關鍵。
來源
網址

Forbes (楊孟芯摘譯整理)
goo.gl/9SMG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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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裁員了!－微軟的死亡收購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1-32
創新創業-投資分析、併購趨勢
裁員了!－微軟的死亡收購
2016.09.18
2011 年微軟以 85 億美元收購 Skype，為微軟併購史上第二高
金額。科技網站 PCworld 列舉微軟要買下 Skype 的主要原因：1.企
業協作、2. 帶動 Bing、3. 推展 Windows Phone 7、4. 使 Skype 遠
離 Google、5. 打造品牌效應、6. 吸引 Mac OS X 用戶、7.與 FaceTime
競爭、8. Kinect 平臺帶來跨入遊戲界的機會、9.價格適當。2016 年
收購最高金額出現，微軟宣佈以 262 億美元成功收購 LinkedIn。
LinkedIn 的收購微軟可慮的因素有: 1.有機會通過領英的管道銷售
繼續發展現有業務、2. LinkedIn 上的簡歷和就業資料以及業務等資
料價值、3. 優秀的管理團隊。
90 年後微軟重要併購案彙整
年度

收購對象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1
2008
2008
2008
2007
2006
2005
2003
2002
2002
2000
2000
1999
1998
1997

LinkedIn
Teacher Gaming
TouchType
Xamarin
Solair
Wunderlist
Mojang
NOKIA
Yammer
aQuantive
Skype
FAST
Greenfield Online
Danger
TellMe
Massive
Groove(Zikera)
Placeware
Navision
Rare
Bungie
Great Plains
Visio
LinkExchange
WebTV

收購金額/
億美元
262
未知
2.5
未知
未知
1-2
25
72
12
60
85
12
4.86
5
8
2.8
1.71
2
14.5
3.75
0.2-0.4
9.4
13
2.65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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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商業社交平臺
教育軟體開發商
鍵盤生產力應用軟體
行動跨平臺開發工具
物聯網平臺
手機軟體開發
遊戲軟體開發商
手機製造商
企業社交網站
網路廣告
社群軟體
企業搜索服務
互聯網市場調查公司
移動軟體發展商和服務
自動語音技術開發
遊戲內置廣告技術開發商
音樂串流服務
虛擬會議服務商
財務軟體開發商
遊戲軟體開發商
遊戲軟體開發商
財務軟體開發商
設計製圖軟體開發商
付費搜索公司
網路電視服務

4-5 網路電子郵件服務
1.74 資料庫軟體開發商

1997 Hotmail
1992 Fox
資料來源: 台經院整理

除 LinkedIn 與 Skype 外，併購第三高金額屬 NOKIA 的 72 億
美元，其餘超過兩位數的億元收購案包括: aQuantive/60 億美元、
Mojang/25 億美元、Navision/14.5 億美元、FAST/12 億美元、Visio/13
億美元、Yammer/12 億美元；合計有 9 件。
在情投意合後，是否都有好的下場? 外媒華爾街見聞、騰訊科
技訊等點名的經典 10 件失敗案例則是 NOKIA、Yammer、aQuantive、
Skype、Danger、Massive、Great Plains、LinkExchange、WebTV、
Hotmail。此外科技媒體 Tech Times 報導指出微軟去年 7 月宣佈計
劃在 2017 年裁員 2850 名員工，若將在倫敦的辦事處取消，預計將
有 220 位員工失去工作。在 9 月上旬，微軟在全球已裁撤 300 多位
員工，大多位於華盛頓州。這不是大量裁員的第一宗事件，2014 年
7 月微軟宣佈在 2015 年削減 18,000 位員工，大部分的員工被微軟
收購前都是諾基亞一份子。2015 年 7 月微軟又計劃額外削減 7,400
多位員工，其中大部分是其手機硬體業務。在 2016 年 2 月則又提
出原定削減 7,400 位員工的追加計畫；2016 年 9 月微軟宣佈新一輪
的裁員員額為 1,850 人。
LinkedIn 的員工們，是否要準備騎驢找馬了!
來源
網址

Tech Times、科技新報、數位時代、PCworld、 eWeek 、華爾街見
聞(徐慶柏摘譯整理)
https://goo.gl/nMQkJh
https://goo.gl/0bHoJY
https://goo.gl/dIxslZ
https://goo.gl/XXpskk
https://goo.gl/wfZtu2
https://goo.gl/xaq5IO

3. Facebook 正在尋求與收購的新創對象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1-33
創新創業-商業策略
Facebook 正在尋求與收購的新創對象
2016.09.20
Mark Zuckerbeg 曾經表示收購公司不只是為了獲取對方的技
術，有更大的原因是為了獲得優秀人才，例如過去(2013 年以前)蒐
購 的 公 司 Parakey( 瀏 覽 器 創 業 公 司 ) 、 FriendFeed( 社 群 網 站 ) 、
Octazen(移動系統開發商)、Divvyshot(照片分享網站)、Sharegrove(檔
共用服務)、Nextstop(社群旅行推薦網站)、Chai Labs(內容服務)、Hot
Potato(社群網站)、Drop.io(檔共用服務)、Rel8tion(行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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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uga(訊息發送服務)、Snaptu(手機應用開發)、DayTum(資料收集)、
pursuit(人才招募網站)、WhoGlue(社群網站)、Instagram(圖片分享社
群)…等。
2013 年以後令人矚目的收購案則是 Osmeta(手機軟體開發商)，
2014 年除收購 WhatApps(社群通訊軟體)、little-Eye-labs(手機軟體
應用開發)外也收購了 Oculus VR，Facebook 正式跨足硬體產業。不
同於過去對人才、社群本業發展佈局的考量，收購 Oculus 除其應用
多元外(如教育、醫療、娛樂、商業銷售等)也帶有新互動模式發展
的預期成分。2016 年 5 月收購沉浸式音響公司 Two Big Ears 之後 9
月更宣佈併購 Nascent Objects。
Nascent Objects 主要致力於開發 3D 列印模組化平臺，以解決
電子垃圾。該平臺基本上是一個軟體程式，可加快硬體開發，包括
對 3D 列印成品的支援。該系統利用可重構組件，包括感應器、相
機和電池等小工具或功能的附加，除容易使用更不需要電子設計或
製造等專業知識，就可依據想像力進行組合加以應用。更重要的是
用戶無須重複購買複合式機具設備或有重複功能的電子用品；在利
用完模組的元件後之後，不用把它丟掉，可以進行拆解，將部件重
新組合，做成另一個設備。Nascent Objects 的併購將有助於加速
Facebook 的硬體研發平臺發展，更能加速硬體研發過程，甚至在幾
周之內設計並建構出新硬體商品。
可預期的是不遠的未來 Facebook 仍將持續對硬體開發與應的
投資或併購。

來源
網址

資料來源: Tech Times
Tech Times、壹讀、engadget、Tech News、Game Spot (徐慶柏摘譯
整理)
https://goo.gl/xFqoN4
https://goo.gl/PZlf4G
https://goo.gl/n5lc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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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ympbH
https://goo.gl/qt1gtM

（二）熱門領域
1. IoT／智慧燈泡－監視＋通話＋音響＋…＋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2-50
創新創業-物聯網
IoT 燈泡－監視＋通話＋音響＋…＋
2016.09.22
隨著 IoT 世代來臨，過往非電子設備逐漸與 ICT 結合，成為電
子產品的一員；除此之外絢麗的新外表或是新功能的產生是否有加
分的效果，仍要看使用者是否買單而定。
燈泡，過去主要是照明用途，透過新技術運用結合了許多新的
功能；以下是針對近年所開發的智慧燈泡進行整理。

Sony/ LSPX-100E26J
(折合台幣約 6,200)

Philips/ hue
(折合台幣約 2,099)

Sony 推的藍芽 LED 燈泡音箱燈泡部分
是一個 360 流明的 LED 燈，可透過智
慧手機控制音樂聲音大小和燈泡亮度、
具有 NFC 跟燈泡配對的單獨遙控器功
能、內置麥克風(可作為家庭對講通訊
系統應用)、具備紅外線運動感測器(檢
測到使用者是否在房間)還有 microSD
卡槽等；以上這些所有的功能都可以通
過智慧手機 App 來控制。
麥克風的植入是否有足夠的收音效果?
透過手機定位功能，hue 可以在回家或
外出時，自動地開燈、關燈或是改變燈
光顏色；通過設置定時提醒功能，hue 可
以讓每天的生活更有規律(如早上通過
讓屋裡的燈光逐漸變亮，而晚上燈光會
提醒人們入睡等類型情境式設定與運
用)；此外也可遠端遙控及查看家中的
照明設備，提升家居安全。hue 的套件
包括 3 個 LED 燈泡以及一個連接器，
可以同時支援 50 個燈泡。
連燈泡都知道你在哪了，想必竊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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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t 最大的特色是能支援數百萬種顏
色的組合，可進行情境式設定與運用。
由於 Misfit 為穿戴式裝置廠商，因此這
款 燈 泡 可 以 與 Misfit 的 產 品
MisfitShine(智慧手環)、Flash(智慧手環)
和 Beddit(睡眠追蹤器)配合使用。Bolt 燈
泡可透過手機 App 控制，無需配備控制
中心即可使用。
Misfit/Bolt
(折合台幣約 1,333)

Sengled/Pulse 系列
(折合台幣約 1,199)

Elgato/Avea
(折合台幣約 1,400)

PayEast/ Miima
(未定價)

我睡了，歡迎光臨!?(又一家…)應該不
會有人常常家家裡變成夜店吧。
Pulse 系列的最大賣點是內置 JBL 多聲
道無線揚聲器，內置藍牙功能可進行設
備間音樂串流。除了可控制音量和音樂
播放以外，還有 6 種內置等化器可調整
音樂的撥放模式。
耳朵尖的消費者，下一頁!
Elgato 是一家專門從事電視機收視，錄
製設備的廠商，透過其研發的智慧家居
控制裝置 Elgato Eve，能夠結合其他產
品來監測和控制家中的空氣品質、溫
度、濕度、氣壓、水電用量等。關於 Elgato
Avea 智慧 LED 燈泡的應用，使用者須
透過 Elgato Eve 以調節控制照明。
要搭配中控系統阿!多花一筆咧~
該服務通過 Wi-Fi 及 3G 等訊號將 LED
燈泡的亮燈情況傳送至伺服器，對監護
物件進行 24 小時監控。如果 LED 燈泡
長時間未亮，或者持續亮，就判定監護
物件是否異常，並根據事先設定的訊息
發送給家屬、監護人等。Wi-Fi 無線模
組等安裝在 LED 燈泡內部，不需要設
置新電源也不需要另外佈線；建議的安
裝場所為生活上需要頻繁開關燈的地
方。燈泡的管理和設置可通過電腦、智
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設備進行。
24hx365 天是吧!電費不知道付起來心
情是否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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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燈座設定，電燈開關打開時持續供
電，燈泡內建電池，讓燈泡在斷電狀況
下還能發亮，只要一回電，電池就會自
動充電。隨時能從燈泡身上看到顯示電
量。此外，BeOn home 可以透過手機藍
芽連結來操作。
BeOn home
(折合台幣約 2,250)

只是想開關電燈罷了，有需要一直掏手
機嗎?電池老化很快阿，可以拆下來換
嗎?
GE 智慧燈泡，分為 C Sleep 與 C Life。
C Sleep 主打情境式設定與運用。C Life
燈泡，則是款標準型智慧燈泡。GE C 系
列智慧燈泡可透過藍芽進行連線，使用
者可透手機 App 調整燈泡的亮度與開
關燈。
恩，很中規中矩，不該有的都沒有；唯
一的問題只剩下一般家庭使用手機藍
芽連燈泡頻率高嗎?

來源
網址

GE/C 系列
(折合台幣約 1,500)
除上述燈泡應用與開發外，LiFi 的出現使燈泡作為無線路由器
變成可能。LiFi 利用光線替代無線電波來傳輸資料，在 LED 燈泡
上加裝微晶片後，可以控制燈泡以每秒數百萬次的頻率閃爍，再通
過特定的光敏感測器，就可以傳輸到燈光下的手機、平板等設備上
（採用光作為傳輸載體）。
以燈泡+應用來看，IoT 與智慧居家的設計仍需多與消費者溝
通，避免在使用情境的設計與消費者實際使用有落差，畢竟要實用
阿!。
Amazon、Tech Times、Electronics 360、科技新報、數位時代(徐慶
柏整理)
https://goo.gl/1Mn8jr
https://goo.gl/ceYZ3V
https://goo.gl/7f5jtC
https://goo.gl/YP8FgT
https://goo.gl/0Jj1CT
https://goo.gl/mQY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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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材料的應用－醫療與衣料案例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2-51
創新創業-材料
新材料的應用－能源與醫療案例
2016.09.20、2016.09.21
新材料的應用往往為人類福祉與發展帶來莫大影響，以下是兩
項令人覺得驚豔的應用案例。
1. 石墨烯與醫療
英國物理學家從石墨中分離出單層石墨(即石墨烯)並因此獲得
2010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石墨烯是由二維單層碳原子組成的六角晶
格物質，是世界上最薄、最好的導電和導熱材料，主要應用在電子
設備或零件上(如:手機電池)。
除電子零件外石墨烯還可應用於生物醫療領域，如藥物傳送、
癌症治療和生物傳感等。例如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研究人員發現，石
墨烯氧化物可作為一種抗癌藥劑來對抗特定癌細胞。配合當前的療
法，有機會使腫瘤收縮。現在科學家更發現石墨烯能成為治療脊髓
受損的關鍵材料，研究學者將其實際應用在小白鼠的實驗上，發現
小白鼠受損的脊髓竟能在 24 小時以內恢復部分功能，經過兩個禮
拜後，其脊髓幾乎恢復全部功能。除上述案例外，伊朗國家納米技
術振興委員會（INIC）指出，使用聚合物納米纖維和石墨烯進行合
成，可用於修復受損肌肉組織的支架。該實驗室製作的支架，可以
在實際治療中用於修復受損的肌肉組織。
2. 廚房包材與衣料
當一個人在休息時身體的熱量消散是透過紅外輻射線散至大
氣中，在寒冷的季節讓蓋上暖和的毯子和衣服可以透過捕獲輻射來
維持溫暖。然而，先進的材料可以捕捉更多紅外輻射線，並保持人
們溫暖。
Stanford 的研究人員選擇聚乙烯材料(可以想像就是保鮮膜)進
行試驗，然而這材料是透明的，人們可不希望再公眾場合裸體。因
此，研究人員使用製造電池中的聚乙烯變種，其有不透明的特性。
其後的問題是，聚乙烯不允許水通過，但人體卻會不斷散出水蒸氣。
關於水氣與降溫問題，可經過化學處理來改性工業聚乙烯，使水蒸
汽分子通過塑膠納米孔蒸，使塑膠能像天然纖維那樣呼吸。接這可
以考慮新的織法。
撒哈拉銀蟻會在中午陽光最強烈時在撒哈拉沙漠裡覓食，而沙
漠表面溫度高達 70 攝氏度。研究小組發現螞蟻身體覆蓋有三角形
截面的獨特形狀的毛髮。這些毛髮具高度反射性，可以卸載多餘熱
量，以冷卻身體。下一步的研究或許可以參考生物結構與紡織技術
的結合，以研發出新系列的面料，讓人們在炎熱天氣不需空調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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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涼爽。如此，可以讓人們在溫度較高的環境下正常活動，以減少
空調的使用，延緩能源消耗友善環境。
來源
網址

Tech Times、科技新報、engadget、RICE、Phys.org (徐慶柏摘譯整
理)
https://goo.gl/FZ1TmO
https://goo.gl/LYs0zY
https://goo.gl/FN9MKX
https://goo.gl/idaIAM
https://goo.gl/P8FKUn
https://goo.gl/LPq65p

3. 新一波的運輸革命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2-52
創新創業-無人車、互聯網
新一波的運輸革命
2016.09.18
緊跟競爭對手的步伐是 Lyft 的一貫宗旨。在 Uber 提出自己
的無人駕駛計程車後，這也讓 Lyft 聯合創始人 John Zimmer 決定
讓 Lyft 加速以引發「第三次運輸革命」(美國第一次運輸革命為馬
車為主的背景，轉而使用運河和鐵路組成的龐大運輸網；第二次運
輸革命則是汽車的應用與其應用的擴大)，為此他列出 Lyft 的 10
年發展計畫。Lyft 希望能依靠無人駕駛車，讓人們都不需要擁有汽
車(第三次運輸革命)。透過自動駕駛的應用可以避免人力的投入，
也因此可以降低成本並創造更多的便利。在十年計劃中 Zimmer 規
劃三個階段以期能達到上述遠程目標。第一階段是在兩年內，Lyft
將為用戶提供半自動駕駛汽車，這些車輛能夠沿著固定路線行駛。
第二階段則是無人駕駛汽車可利用地圖導航規劃路線及行程，最高
行駛速度的規範則是不超過每小時 25 英里(約時速 40)。第三階段
預計在 2021 年前達成，此時無人駕駛車將全面上市，完全取代私
家車。
2016 年 1 月，Lyft 聯手與通用汽車（GM）開發無人駕駛車，
並獲得了 5 億美元的投資(Uber 也與 VOLVO 達成協議，於 8 月在
匹茲堡進行了無人駕駛汽車道路實測)。除了無人駕駛汽車之外，通
用汽車還計畫讓 Lyft 及其司機團隊成為 Chevrolet Bolt 的主要客戶。
根據美國加州州長 Jerry Brown 9 月簽署的一項新法令，Uber
和 Lyft 等乘車應用的司機將面臨更嚴格的背景審查。如有違規事項
最高罰鍰 5,000 美元。這項法律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其禁止 Uber 和 Lyft 與具有性侵或暴力性侵害犯罪前科的司機合
作，無論這些犯罪是在以前何時發生。依據加州現行法律規定，Uber
和 Lyft 目前只需對司機過去 7 年的歷史進行背景審查。除此之外，
具有輕罪前科、酒精或毒品或是家庭暴力等背景的司機也可能遭到
排除。而 Uber 和 Lyft 則表示，一直以來他們都將具有這些犯罪記
錄的司機排除在外。背景調查一項都是十份困難的事，自動駕駛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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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出現可以全面性的解決這個問題。

來源
網址

Tech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BGR、MIT Technology Review、
Medium (徐慶柏摘譯整理)
https://goo.gl/tofHq4
https://goo.gl/pyhTMP
https://goo.gl/Re7Vy1
https://goo.gl/C75GCN
https://goo.gl/pqKP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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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絢爛歸於平淡，VR 寒冬浮現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2-53
創新創業-VR/AR
從絢爛歸於平淡，VR 寒冬浮現
2016.09.05、06、14、27、28
隨著全球知名大廠的投入，創投的積極參與，就在數個月前，
2016 被稱為 VR 元年，更是資金成長爆發的一年。但才時隔幾個
月， VR 寒冬卻又成了創投圈的熱門話題。過去資本的快速湧入，
但在短期內未見投資回報下，這些投資者們迅速轉入保守階段。
根據 CB Insights 的研究，全球 VR 投資數量在 2015 年 Q4 達
到頂峰，但今年已是連續兩季的下滑。2015 年底，眾家投資銀行與
研究機構紛紛發佈 VR 產業報告，對 VR 市場給出了非常樂觀的預
期。然而，到了 2016 年，市場的冷淡卻是直接給這些業界人士與
產業專家們潑了一盆冷水。
首先觀察的是中國市場的由熱轉冷。中國過度炒作的 VR 市場，
許多 VR 企業在缺乏核心技術或仍未成熟的情況下，強推產品。非
但未能獲得消費者青睞，由於無法建立足夠的進入門檻，做出差異
化，能維持足夠金流營運的業者只是少數。
2016 年中國 VR 線下體驗店將擴張到 3,000 至 4,000 家，然而
經歷一輪競爭之後，存活下來的 VR 體驗店已不能僅提供單一服務。
而現在主流是以「HTC VIVE +體感設備」配置為主，在內容上則包
括購買授權、與內容團隊合作分潤、自行研發等幾種來源。以樂客
為例，其提供外設硬體的統一控制系統與內容集成，通過 VRLe 內
容分發平台，將軟體內容分發給各加盟商，並與內容製作者、體驗
店合作分潤，為 VR 內容開發團隊打通變現管道。然而，體驗店需
要在設備和內容上持續投入，軟硬體的增加與更新是基礎，亦才能
持續存活。
另外，VR 頭戴式顯示器(HMD)中國並無生產優勢，一方面是
因為國外在技術上普遍比領先。再者，中國的生產優勢在於其產業
鏈齊全，人力成本低，可以將產品價格降低。如手機市場的切入，
因產品成熟，在價格壓低下，仍能滿足基本需求。但反觀目前 VR
HMD，在技術仍未成熟下，一台便宜的 VR HMD 無法帶來完善的
體驗，自會被消費者束諸高閣。而對於平台，目前內容仍然偏少，
很難撐得起一個平台，而且市場競爭又很激烈。但當 VR 開始普及，
平台價值顯現時，類似 BAT 等的大企業佔據入口，更是不利於新
創企業的生存。
另一項數據將更加打擊 VR 的發展，遊戲內容平台亦是 HTC
Vive 的合作對象 Steam 發佈了一項調查報告，僅有 0.3%的 Steam
用戶擁有高端 VR HMD，約為 45 萬人。另根據科技社群平台 Reddit
公佈的使用者問卷調查顯示，HTC Vive 與 Oculus Rift 雖然是 PC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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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HMD 的翹楚，但目前也僅有 0.18%與 0.1%的 Steam 用戶分別
擁有 HTC Vive 與 Oculus Rift。
從好處想，目前已有約 10%的 Steam 用戶(約 1,500 萬使用者)
的電腦配置達到 VR HMD 的要求，但其中購買頭盔仍僅 3%。因
此，價格並非唯一因素，缺乏殺手級應用也是原因之一。
VRDC (Virtual Reality Developers Conference) 發 表 VR/AR
Innovation Report 針對超過 500 名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專家及開發
者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以開發平台而言，HTC Vive 最受
開發者青睞，有 48.6%開發者選擇 HTC Vive。而以市場現況來看，
「暈眩感」
、
「價格」與「缺乏殺手級應用」是 VR 能否普及消費市
場的三大關鍵因素。
而接下來成為 VR 市場能否持續發展的重要觀測指標，即是
SONY PSVR 的銷量了。預計在 10 月 13 日發售的 PSVR，不同於
Oculus Rift 與 HTC Vive 需要配備一台價格高規電腦，PSVR 仰賴
PlayStation 4 的運算能力。因此，在 PS4 已打下家用遊戲機的市場
下，PSVR 的前景比起 Oculus 與 Vive 都要樂觀。目前 Oculus Rift
與 HTC Vive 的銷量並不盡如人意，眾人皆期待甫開放便預購一空
的 PSVR。但反之，若連 PSVR 的成長都不如預期，VR 寒冬恐怕
還得要持續下去。
來源
網址

TechNews、動點科技、投資界、36 氪 (范秉航綜合整理)
https://goo.gl/Nxbvuz
https://goo.gl/mR4rRK
https://goo.gl/ZnMk3D
https://goo.gl/6n1Ywv
https://goo.gl/xIwf3l

4. 高階 VR 頭戴式顯示器的硬傷與突破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2-54
創新創業-VR/AR
高階 VR 頭戴式顯示器的硬傷與突破
2016.09.04、10、12、13、14
Oculus Rift 與 HTC Vive 等高端 VR HMD 雖然可以提供令人驚
豔的 VR 體驗，但除了價格令人難以下手、缺乏殺手級軟/硬體應用
之外，在硬體設備上，高端 VR HMD 的硬傷就是那條在頭盔後方，
連接電腦的長辮(數據連接線)，以及足以承受 VR 運算的沉重高階
電腦。
基於此，數家廠商正想方設法解決這項硬傷。首先是號稱電腦
界的燈具大廠雷蛇(Razer)推出的新一代筆電，縮小 VR 所需的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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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雷蛇基於去年 Blade Stealth 的基礎，推出了兩款新的升級版，
型號分別是 QHD 與 4K。另外，打造了一個市場少有的 Razer Core
戰核外置顯卡擴充槽，可以毫無壓力驅動 VR 設備與軟體。
升級後的 Blade Stealth 均採用 12.5 寸的 16：9 解析度螢幕，
支援 LED 背光，電容多點觸控，最大 170 度可視角度。QHD 版本
的解析度是 2560 x 1440，具備 70% Adobe RGB，而 4K 版本的解析
度為 3840 x 2160，具備 100% Adobe RGB。處理器均採用了 Intel
Core i7-7500U，標準顯卡配備 Intel HD Graphics 620。在顯卡的升
級上，Razer Core 戰核透過 USB Type-C 介面進行資料傳輸，PCI-E
3.0 X4 通道最高可達 40 Gbps 的傳送速率，不但可以滿足大多數顯
卡的需求，亦不會降低顯卡的性能。Razer Core 同時支援 AMD 與
NVIDIA，高至 AMD Radeon R9 Fury 與 Nvidia GeForce GTX Titan
X。有了 Razer Core 的幫助，升級後的 Blade Stealth 可以輕鬆驅動
VR。除了打造可驅動 VR 軟硬體的設備外，雷蛇亦正佈局 VR 產
業，雷蛇的 OSVR (Open-Source Virtual Reality，開源虛擬實境系統)，
支援軟體外掛程式，如 Unity 3D、Unreal Engine 4 與 HeroEngine、
輸入硬體及其他虛擬實境的設備，包括 Oculus Rift DK2 與 Vrvana
Totem。另外，雷蛇亦進軍創投行業，推出了一個規模達 3,000 萬美
元的 zVentures 風險投資公司，專注於投資物聯網、大數據、VR/AR、
機器人，以及安卓遊戲領域的新創公司。
除了雷蛇，過去曾介紹過，正在積極開發 VR 向背包電腦的微
星(MSI)，在 9 月推出了新一代的產品。這台背包電腦解決了「辮
子」問題，而 MSI 亦針對前一版產品的缺失進行了改造與優化。首
先是重量，從超過 4 公斤降至 3.6 公斤。其次是電池，其配置了 2
個電池模組，充滿電約可以持續 90 分鐘的遊戲時間，取下電池則
可以當作普通電腦使用。第三是噪音與散熱，新款背包電腦運行僅
41 dBA，同時雙風扇與 9 根散熱管的獨特設計也控制整機溫度，不
至於過熱。性能方面，採用了 Intel Core i7 與 Nvidia GeForce GTX
1070 顯卡，足以應付高端的 VR 遊戲和應用。視頻界面有 HDMI，
Mini DisplayPort，同時還提供了 Thunderbolt 3 (USB Type-C)，另外
還有 4 個 USB 3.0 埠，滿足 VR 和多用途需求。
在 VR 領域，連接線也好、背包電腦也罷，均是過渡性硬體，
最終仍是追求無線的境界。Intel 的 Alloy 即是如此，將需要用到的
運算晶片、感測器、攝影裝置等集結於 HMD 中，一次解決所有煩
惱。
另一個解方則是在 9 月初來自保加利亞的 VR 開發團隊宣佈的
消息，其正開發一款無線 VR 原型產品 Quark VR。其將與 Valve 合
作研發一款無線版本的 HTC Vive，並且表示今年將會進入測試階
段。目前常見的無線方案是 WiFi，但 WiFi 頻寬有限，穩定高速的
VR 體驗必要條件，難以藉由 WiFi 滿足。有鑑於此，Quark VR 的
解決方案是透過一個口袋大小的 WiFi 傳輸盒，帶上 HMD，將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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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放到口袋，透過 WiFi 連接電腦。該團隊表示理論上其 IEEE
802.11ac 的傳輸協定能夠達到傳輸標準速度。
來源
網址

動點科技、36 氪、TechCrunch、engadget (范秉航摘譯整理)
https://goo.gl/IHdpGZ
https://goo.gl/GES3eV
https://goo.gl/QBnVX0
https://goo.gl/sE1mH4
https://goo.gl/q4s5TC
https://goo.gl/EcqU1l

5. 區塊鏈效益逐漸具體，業者步入合作試驗階段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2-55
創新創業-FinTech
區塊鏈效益逐漸具體，業者步入合作試驗階段
2016.09.19、21、23、25、26
專注於區塊鏈技術開發的 Ripple 於 9 月 26 日獲得 5,500 萬美
元的 B 輪投資，此輪投資者包括 Standard Chartered Bank、Accenture、
SCB Digital Ventures、CME Ventures 等 10 家投資者，並由日本知名
金融集團 SBI Investment 領投。之前投資過該公司的多家創投，如
Google Ventures、A16Z、IDG 等，也都參與了本次投資。截止目前，
Ripple 共獲得了 9,360 萬美元融資。
於 2012 年創立的 Ripple 架設一即時支付結算系統(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RTGS)，該系統奠基於分散式的開放源碼網路協
定，對於分散式的支付、交易與匯兌提供一致的程序，亦是全球第
三大的加密貨幣(XRP，瑞波幣)，僅次於比特幣(Bitcoin)與以太幣
(Ethereum)。Ripple 協議讓銀行的跨境支付更為便捷，銀行業務需
要處理大量且低價值的跨境金流交易，由於轉帳流程繁瑣耗時，使
得這些交易的成本很高，但利潤低。基於此，Ripple 表示其技術能
讓銀行在支付中減少 33%的成本，且在數秒內即可完成交易。
區塊鏈是 Ripple 的技術基礎，而與比特幣不同，Ripple 的帳本
需要允許才能加入，即銀行不用擔心匿名方插足交易之中。而且
Ripple 的分布式帳本不需要使用自家的數位貨幣 XRP 就能運作。
9 月下旬，Ripple 宣布與全球各大主要銀行共同建立基於分散式金
融技術的全球支付同業組織「全球支付管理系統」(Global Payments
Steering Group，GPSG)，成員包括美國銀行、西班牙桑坦德銀行、
義大利聯合信貸銀行、渣打銀行、西太平洋銀行與加拿大皇家銀行
等。GSPG 為一全新的銀行同業交易網路，其角色類似 SWIFT，但
有更即時的結算速度。GPSG 將負責建立及維護 Ripple 的支付交易
規則，提供實際使用 Ripple 的標準與支援導入 Ripple 的各種行動，
GSPG 主席 Donald Donahue 表示，該組織讓全球銀行首度合作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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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制定以區塊鏈技術來管理金錢交易的政策。
除了 Ripple 動作頻頻外，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IBM 亦宣布
將與中國銀聯合作，推出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會員紅利點數交易
系統，建立跨行紅利點數清算機制合作計畫，以期節省傳統跨行清
算時所耗費的成本。目前中國各大銀行、航空公司、飯店品牌多半
都有自家的會員紅利回饋制度，但多半相當封閉，無法透過本行的
紅利兌換其他企業紅利活動的產品或服務，銀聯與 IBM 打算利用
區塊鏈機制來解決跨行紅利交換的清算問題。
IBM 近期積極建立區塊鏈的標準，目前已自行研發一套區塊鏈
的解決方案，並與包括美國銀行、東京三菱 UFJ 銀行等合作採用區
塊鏈技術的服務。其他區塊鏈技術供應商或顧問業者如 GFT、
Axoni、Digital Asset Holdings、Accenture 等，近日也都發表了在區
塊鏈市場的新動作。
從通信層面看，區塊鏈是一種網路通訊協定，如同網站程式設
計須遵循 HTTP 協議，否則網站無法互通，電子信箱須通過 SMTP
協定進行資訊通信。從資料存儲方式看，區塊鏈採取分散式非中心
化儲存系統，如同一個分散式的帳本，所有的記錄由多個節點共同
完成，每個節點都有完整帳目，所有節點參與監督交易是否合法，
沒有任何節點可單獨記帳。在區塊鏈中，任何參與者都是一個節點，
每個節點有對等許可權。除此之外，區塊鏈為保證帳戶資訊的安全
和隱私，採用加密演算法。交易資訊公開，但帳戶資訊是被保護的。
其次，為了保證記錄有效性，區塊鏈設有共識機制。多個記帳節點
須達成共識才能確認記錄有效，如比特幣採用的共識機制是 POW
(Power Of Work)。區塊鏈還有智慧合約機制，根據真實資料記錄，
達到預定條件時，自動執行特定條款。
高盛(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的區塊鏈研究
報告指出，由於區塊鏈機制是安全、透明、高效率的，所以，使用
區塊鏈可以大幅降低資本市場上的交易成本。其以美國現金股權投
資(US cash equities)交易成本為例，其流程大致有執行、清算和結算
等三個步驟。高盛認為，區塊鏈技術將可改善「清算」與「結算」
環節，減少或消除交易錯誤，簡化後台工作流程，縮短結算時間。
高盛進一步估計區塊鏈的引入能節省多少成本，藉由清算與結
算環節的資源節省，薪酬與技術費用下降。以目前美國現金股權投
資市場的傭金收入，現在約是每年 110 億美元，薪酬收入比重為
35%，因此員工薪酬約 39 億美元。而在 39 億美元薪酬給付中，高
盛估算 33%為後台支出，約 13 億美元。技術部分，全球銀行業 IT
支出是 212 億美元，其中現金股權投資相關的 IT 支出約 10 億美
元。高盛估計，區塊鏈的出現可使後台人員薪酬與 IT 成本降低 60%。
換言之，針對現金股權投資，區塊鏈技術能節省 14 億美元的支出。
另外，由於區塊鏈降低資本囤積時間，刺激資本活化，可進一步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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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近 5 億美元的收益。目前美國投資交易均於 DTCC (The Depository
Trust & Clearing Corporation)集中存管，並分為存託公司(DTC)與全
國證券結算中心(NSCC)。高盛估計，DTCC 中來自于現金股權投資
交易依季節調整後的存管資金為 67 億美元，而區塊鏈技術的引入
可釋放 75% (50 億美元)的資金，而根據行業平均投資收益率 10%
來計算，這些釋出的資本可產生 5 億美元的收益。
目前區塊鏈技術仍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對行業真正產生影響
需要時間，但其代表的是更高效率產出與效益，諸多相關業者的投
入將進一步帶動其發展與普及。
來源
網址

36 氪、新金融、iThome、TechNews、Crunchbase (范秉航綜合整理)
https://goo.gl/wpceID
https://goo.gl/IRTYB1
https://goo.gl/N8HxGb
https://goo.gl/S9z9yR
https://goo.gl/cdhOLl
https://goo.gl/TFEfxP

6. 台灣行動支付邁向普及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2-56
創新創業-FinTech
台灣行動支付邁向普及
2016.09.01、02、05、07、08、14、19、22、30
金管會於 9 月 30 日確定開放國際行動支付業務，並且從即日
起接受台灣合作銀行申請，Apple Pay、Samsung Pay、Android Pay
等行動支付服務最快將可在年底前進入台灣市場運作。而這些開放
的行動支付模式以信用卡支付為主，需要合作銀行的配合，包含中
國信託、國泰世華、玉山銀行與台新銀行都已準備遞交申請。在裝
置終端的部分，目前 Apple iPhone 6 以後的機種均支援手機感應支
付；Android 平台部分也必須內建 NFC 才能使用感應支付；Samsung
方面目前為 Galaxy S 系列、Note 系列或特定 A 系列機種支援
Samsung Pay。隨著新一代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這類型行動支付模式
版圖將可望持續擴大。
行動支付的應用直接面向龐大的消費族群，普及化所帶來的效
益驚人，各家業者無不積極搶入市場，欲在行動支付領域占下一席
之地。Apple 已在全球 9 個市場推出 Apple Pay 服務，包括美國、
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法國、新加坡、香港及中國。而在
9 月 7 日 Apple Pay 亦隨著 iPhone 7 的發表進入日本市場，在日本
銷售的 iPhone 7、iPhone 7 Plus 與 Apple Watch Series 2 將支援 FeliCa
Type-F NFC 非接觸式技術。預計 10 月份日本消費者就可透過上述
裝置使用 Apple Pay 服務，整合了同樣基於 FeliCa 技術的 Suica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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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卡)，同時支援日本境內眾多的信用卡及預付卡服務，涵蓋 AEON、
Credit Saison、JCB，日本三大電信營運商 KDDI、NTT Docomo 與
Softbank，以及 iD 及 QUICPay 等。
FeliCa 是 Sony 公司推出的一個感應支付解決方案，支援 Felica
協議的讀卡器等設備在日本為一主流的通訊技術，能夠快速完成交
易。而一旦 Apple 的行動裝置支援 Felica，將可以應用於日本眾多
便利商店、自動販賣機等設備。
另外，Google 的行動支付「Android Pay」也將在今年秋季進入
日本市場，並將會和三菱日聯金融集團進行合作。
在中國，行動支付更是處於百家爭鳴的狀況。小米更在 9 月加
入戰局，與中國聯銀(China UnionPay)合作，於 9 月 1 日推出小米
支付(Mi Pay)，支援 MIUI 8.0 以上的系統，以及小米手機 5 與後續
具備 NFC 技術的機型，提供使用者透過手機中的小米錢包 App 就
能完成支付。小米支付在一台裝置中可綁定最多 8 張信用卡，在安
全性方面，則提供使用者軟體安全檢測、硬體加密儲存信用卡或簽
帳卡資料，以及指紋驗證。
目前，小米支付與中國 20 家銀行的信用卡和簽帳卡合作，包
括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華夏銀行、招商銀行、交通銀行、北
京銀行、上海銀行等，而支援小米支付的商店有家樂福、星巴克、
IKEA、麥當勞、肯德基、全家便利商店、7-Eleven 等。另外，小米
支付除了可以在商店結帳時使用，也支援中國 6 個地區的公共交通
卡，包括了深圳、上海、北京、廣東、武漢和蘇州，目前深圳和上
海的小米支付公共交通卡服務已開通。
除了支付通路的開展外，行動支付技術的升級亦值得關注。阿
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螞蟻金服以約為 7000 萬美元收購位於美國密蘇
里州堪薩斯市的生物辨識驗證技術新創公司 EyeVerify，將為其網
路支付交易服務增加資安防護機制，此為螞蟻金服在美國進行的首
樁併購。EyeVerify 研發 Eyeprint ID 技術，可透過擁有 100 萬畫素
以上相機的裝置拍照，再藉由軟體分析辨識眼白中的血管模式以及
眼睛周邊的特徵，建立一組超過 50 碼以上的複雜密碼，進而達到
安全登入的目的。
無獨有偶，建立於 Samsung 所擁有的虹膜辨識技術之上，
Samsung Pay 新功能將支援鏡頭掃瞄用戶眼睛，認證身份，進而完
成付款，但這項新功能目前只限供 Note 7 使用。
而台灣在今年 1 月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在法規上
給予行動支付業者發展的空間，但以行動支付取代實體貨幣，其最
重要的關鍵在於支付通路的普及。
目前已有 5 家業者拿到電子支付執照，分別為歐付寶、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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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付寶、國際連與藍新。歐付寶早先推出的代收代付「行動支付」
App 可在全台 4,000 多家全家和萊爾富便利商店使用；屬於網家集
團的國際連，集團中的「Pi 行動支付」可以在全台 5,000 家 7-11 便
利商店使用，9 月 19 日更宣布與全家便利商店合作，合作通路突破
8000 家，Pi 亦可以繳台北市停車費與少部分醫院的批價費用；屬於
橘子集團的樂點行動支付最大的合作夥伴為台灣大車隊 1.6 萬輛計
程車，另外還有股東如三商集團、中興保全、花蓮美侖等的支援，
不過目前仍在試營運階段尚未對民眾開放。
除此之外，街口支付今年以來亦積極擴大使用通路，包括各大
商圈店家、台灣大車隊、微風集團等，9 月則是再添全家便利商店，
一口氣增加超過 3000 個使用據點。同時，除了每筆提供 2%的街口
幣回饋。
近年中國電子支付業者在台灣的布局亦相當快速，因為主要服
務對象為中國人，因此拓點目標鎖定在中國人來台旅遊消費時的重
要據點，如支付寶能用在寧夏夜市、六合夜市、新光三越、微風百
貨、九份商圈等；微信支付布局的範圍包含台北 101、士林夜市、
日月潭、阿里山、六合夜市、墾丁、花蓮國際觀光夜市、九份、西
門等熱門景點和商圈。微信支付甚至提供廣告、微信公眾號，協助
店家進行網路行銷結合線上與線下(O2O)模式。
隨著諸多業者擴大在台灣的服務場景，不論是綁定信用卡的
Apple Pay、Samsung Pay 等，抑或是以掃 QR Code 進行支付的台灣
與中國業者，未來可以想見台灣行動支付的發展將持續擴大。
來源
網址

TechCrunch、iThome、TechNews、Inside、36 氪、數位時代(范秉航
綜合整理)
https://goo.gl/ls1ylu
https://goo.gl/82US90
https://goo.gl/zijwvm
https://goo.gl/dR5wKR
https://goo.gl/hQM0an
https://goo.gl/JJ8iRw
https://goo.gl/QgOQP0
https://goo.gl/c6aAuR
https://goo.gl/oapznn
https://goo.gl/PSNa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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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醫療大數據健康照護之路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2-57
創新創業-健康照護
醫療大數據健康照護之路
2016.09.19
醫療大數據的議題近幾年已成為國內生技業者間的熱門話題，
但目前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仍停留在「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的階段，然而觀察大數據在歐美各國的現況，我們可以發現對他們
來說醫療大數據已不再是「未來式」而是「進行式」了，並且已經
逐漸發展出實際可行的商業模式。回到台灣，國內的醫療數據系統
仍相對較為封閉，如何整合這些資源，發展雲端平台，實為台灣醫
療大數據下一步的重要課題。
醫療大數據的建立主要係由於醫療設備科技數位化及電子病
歷的建置，然而醫療設備科技數位化及電子病歷的基礎正是需要有
良好的 ICT 產業的支持，過去台灣的 ICT 產業為台灣經濟創造了
輝煌的年代，而今為了下一個輝煌的經濟成長，可以將 ICT 產業
運用到醫療科技，以醫療科技搜集醫療數據，再把醫療大數據分析
帶進健康照護的領域。
根據 KPMG 全球最新研究的調查報告結果（Digital Health:
heaven or hell）發現，醫療機構正藉由科技改變醫療照護的模式，
並且由科技累積病患經驗以提升照護的品質，所以健康照護正在邁
向科技之路是無庸置疑的，但是要能夠成功的建置科技化的照護產
業是有些困難要克服，例如：現行的健康照護機構都有科技化及運
用 ICT，但都做得不夠智慧（SMART）
，主要係只是將資訊科技強
加在現有的架構及工作模式上，使得健康照護無端的增加了許多工
作，讓健康照護機構人員面臨挫折而造成數位科技照護的推動遲緩
或轉型失敗。
因此在建置科技照護的策略中我們應該要注意以下的工作：
照護機構的工作流程及運作模式應配合數位科技重組，將機構
流程要先轉型。
2. 重視機構人員面對科技化的問題而加以解決，負責人要具備數
位科技及健康照護的能力，並且要將第一線照護人員的專業，
訓練其運用科技，所以系統應考慮第一線使用者。
3. 發展能在臨床或非臨床的系統中資料分析的技術與軟體開發
能力，並且要重複的發掘與持續學習改善流程。
4. 建立可以適當客製化而且可以跨系統介面支援的系統，同時架
構有效的資訊管理及資料保全程序。
如何將健康照護產業與數位科技結合並且建置醫療大數據提
升健康照護的品質，數位科技與健康照護產業的結合，KPMG 提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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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面向來探討：
1.

2.

3.

4.

5.

6.

7.

來源
網址

決策輔助系統及標準化流程：臨床決策輔助系統可以與電子化
醫囑登入系統結合，除了可以減少時間花費及安全地存取資料
外，尚可以提供更多資料的來源給其他有需要的人員，再加上
標準化作業及一鍵流程的簡單設計，讓健康照護人員可以輕鬆
使用而無科技壓力及恐懼。
實際健康照護應用：被照護者可以藉由「門戶」
（Portal）取得
自己的各項醫療資訊及與照護機構或人員互動。而且可以建置
健康網路讓被照護的人員得以即時於線上找到對相關解答及
建議。
更主動及目標性積極的照護：運用到遠距照護的服務系統來監
測數據，進行預測性分析及健康分析，以監控重要生命徵象及
針對有風險的徵象及早預警。
採用更佳的協調性照護：即時地分享連續性健康或社會照護紀
錄，將照護紀錄與醫療及遠距監測資料互相比對，建立更完善
的數據分析，可以讓健康照護更加全面且減少重工。
獲取專業照護的改善：被照護者可以有更多元化的管道接觸醫
療及照護資訊，以及和醫療人員溝通，相關的網路建置、行動
裝置及遠距照護諮詢與會診的監控視訊裝置等，改善照護者與
被照護者間的接觸。
改良現有照護資源的管理：照護機構及單位可以運用軟硬體配
合 E 化（E- rostering）及機動性工作（Mobile Working）
，達成
最有效率的人員調度及配置。更可利用現代科技來管理被照護
者，在醫療體系可以追蹤病房數、醫療設備的配置運用、病患
人數及等待時間，更可以追蹤照護人員之位置、整合 GPS 系
統、救護車及社區服務等。
持續之學習及不斷改良：在數位科技、醫療數據與健康照護的
融合過程中，必須要持續的改進與學習，使得病患可以得到最
適切及滿意的照護，也可以從中節省照護成本。在健康照護的
領域上，醫療大數據結合 ICT 技術與醫療器材的創新應用可
以運用於長期照護、醫療照護、健康促進及智慧醫療，也可透
過龐大的資料串流與儲存創新醫療應用系統、電子病歷系統及
醫療電子化影像系統的整合，提供資訊與實體結合的數位健康
服務。運用醫療大數據的技術改善醫療照護及長期照護現有的
品質，並且建構一個優質的健康照護體系，為國家經濟發展創
造跨業跨界的健康產業。

經濟日報 KMPG 專欄（KPMG 安侯建業生技暨長照銀髮產業服務
團隊執業會計師郭欣怡）
http://goo.gl/bQz8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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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工智慧幫助推進精準醫療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1-2-58
創新創業-人工智慧、精準醫療
人工智能幫助推進精準醫療
2016.09.21
癌症一直是人類最需要迫切解決的醫學難題之一，由於同一類
癌症的每位患者表現也各不相同，因此可以說每位患者的癌症都是
一種獨立的疾病，即便是醫生擁有豐富的經驗也很難做出 100%準
確的分析和判斷，更別說相對個性化的精準醫療了。因此微軟亞洲
研究院一直將數字醫學影像識別作為主攻方向之一，希望通過計算
機視覺領域的最新技術加速推動精準醫療。
從 2014 年起，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團隊開始鑽研腦腫瘤病理切
片的識別和判斷，通過細胞的形態、大小、結構等，去輔助分析和
判斷病人所處的癌症階段。而近兩年在該領域我們基於「神經網絡
＋深度學習」的模式取得了兩大突破：
首先，實現了對大尺寸病理切片的圖片處理。通常圖片的尺寸
也就是 224*224 像素，但腦腫瘤病理切片的尺寸卻達到了 20 萬*20
萬、甚至 40 萬*40 萬像素。對於大尺寸病理切片影像的識別系統，
我們沒有沿用業內常用的數字醫學圖像數據庫，反而在 ImageNet
這個計算機領域最為成熟的圖片數據庫的基礎之上利用儘可能多
的圖片，通過自己搭建的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算法不斷進行大量訓
練而成，最終實現了對大尺寸病理切片的圖片處理。

對大尺寸病理切片圖片通過神經網絡與深度學習算法進行處
理的流程
其次，在解決了細胞層面的圖像識別之後，又實現了對病變腺
體的識別。所謂腺體，可以簡單理解為多細胞的集合體，它更接近
於「器官「的概念。相對於細胞病變，腺體病變的複雜性和可能的
組合都呈指數級增長，但對腺體狀態的準確識別，則可以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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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癌症分析的準確程度，意義更加深遠。
對病變腺體的識別，主要是基於醫學角度三個可以衡量癌細胞
擴散程度和預后能力的指標：細胞的分化能力，腺體的狀況和有絲
分裂水平。我們針對這三個角度，通過多元管道（Multi-Channel）
的數據採集和分析，希望在未來幫助醫生實現對病人術後、康復水
平乃至複發的可能性做出預估和判斷。

腺體圖像經過計算機處理後被抽象成不同的結構，以便於計算
機進一步識別與判斷。
以往醫生都是憑藉」肉眼」和經驗去觀察病理切片影像並判斷
病情，如今人工智能中的兩大核心技術：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則讓
計算機系統能夠自動學習惡性腫瘤細胞與正常細胞間的差異以及
癌症病情的分析和判斷標準，同時能夠在掃描病理切片之後，給出
判斷結果，供醫生參考。計算機強大的運算能力彌補了部分醫生由
於經驗不足引起的誤判，或是對罕見病及疑難雜症的思慮不周。而
且計算機還能發現人眼不易察覺的小細節，並總結出一些出乎醫生
意料之外的規律，從而不斷完善醫生和計算機系統的知識體系。因
此，正是人工智能技術讓精準醫療能夠繼續向前推進。

不同種類的惡性腫瘤切片經過算法處理後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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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人工智慧）+HI（人類智能）=超級醫生
可以看到，無論是圖像識別還是自然語言理解，計算機領域的
很多技術都可以與醫療應用密切結合。而隨着計算能力的日益強
大、人工智能技術的穩步發展，未來計算機將能夠對更多複雜、高
級的信號進行處理，人類的醫療水平也必將邁入新的時代。
但是，醫生永遠不會被替代。在醫療這個專業科學與藝術相融
合的領域，人工智能技術將成為醫生的「左膀右臂」
，幫助醫生更便
捷的獲取信息並輔助醫生做出更加正確的診斷，而醫生除了積累豐
富的專業知識，還需要更多地發揮高情商的能力與病患溝通交流。
最終，計算機的人工智能和醫生的人類智能將互相結合，成為一個
既有精準的專業判斷又有情感交流的「超級醫生」。讓我們共同期
待人工智能所引領的醫療發展新時代！
來源
網址

雷鋒網 (作者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 張益肇)
http://goo.gl/G8T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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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群眾募資
1. 法國 P2P 平台 Unilend 獲得來自 NewAlpha 250 萬歐元融資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2-2-30
群眾募資
法國 P2P 平台 Unilend 獲得來自 NewAlpha 250 萬歐元融資
2016.09.09
法國中小企業有相當大的融資需求無法被法國銀行體系所滿
足。首先，像其他歐洲銀行，法國銀行的貸款能力受到銀行和保險
法規的嚴格限制，如 Basel III。例如，銀行無法讓保險公司給無擔
保商業貸款保險。然而，這正是中小型企業所最希望的貸款類型。
中小型企業的貸款申請往往沒有有效擔保物。他們正在尋求無擔保
貸款以融資一組混合的投資和與開發專案相關的費用，像是檢修工
作、招聘新員工、以及購買小型機床等。此外，銀行貸款申請過程
時間太長，這對中小型企業的企業家亦是緩不濟急。
Unilend 是於 2013 年在法國推出的個人對企業 P2P 借貸平台，
擁有超過 1 萬名借貸者，平台貸款利率上限設定為 10%，對中小型
企業是一個比較有競爭力的利率。營運第一年便已成功為中小企業
融資 700 萬法郎。2016 年 2 月 Unilend 宣佈與 Groupama 銀行合作，
並同意在未來 4 年內透過 Unilend 平台向法國中小型企業借出 1 億
法郎及與其他借貸者平等競爭，不享有任何特權。雖然，相較於
Unilend，Groupama 銀行屬於一個較大的金融機構，但就一般商業
銀行而論，其規模仍相對較小，在其區域農業根基之外並沒有很大
的拓展，透過與 Unilend 合作，能夠幫助 Groupama 銀行參與到成
長快速的股權群眾募資市場，同時，也可以接觸到來自法國所有部
門和地區的中小型企業。2016 年 Unilend 也獲得來自 NewAlpha 250
萬歐元融資。

來源
網址

Crowdfundinsider(張嘉玲編譯)
http://goo.gl/y93eem
http://goo.gl/hcHX53

148

2. 新加坡群眾募資平台 CoAssets 上市澳洲證交所，首日成功融資
500 萬美元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來源
網址

News-2-2-31
群眾募資
新加坡群眾募資平台 CoAssets 上市澳洲證交所，首日成功融資 500
萬美元
2016.09.05
新加坡群眾募資平台 CoAssets 成立於 2013 年，主要業務為房
地產公司以及中小企業提供債務型群眾募資服務，借款額度在 7.4
萬到 370 萬美元之間。地產開發商以及企業可以在 CoAssets 的平
台上發佈自己的投資需求，而借款人則可以在平台上尋找投資機
會。目前 CoAssets 已經擁有 5.5 萬多名用戶，在 75 次交易中成功
籌集到了 3300 萬美元，藉由透過從融資總額中收取 3%-5%的費用，
以此作為公司獲利的商業模式。在營收部份，2016 年 CoAssets 營
收為 160 萬美元，較去年成長 167%。稅後淨利則是虧損，究其緣
由則與其在 NSX 以及 ASX 上市所需要的一些專業費、許可成本以
及公司的早期發展、員工配備、營銷等內容有關。未來，CoAssets
將在本地區域內繼續擴大自己的業務，並且探索東南亞、中國以及
澳洲的市場。目前 CoAssets 已經在澳洲證券交易所（ASX）上市。
CoAssets 以每股 0.3 美元的價格成功募資 500 萬美元。除了籌集
到的 500 萬美元以外，CoAssets 還從私募融資以及 2015 年在澳大
利亞全國證券交易所（NSX）的股權融資中籌集到了 730 多萬美元。

Business (張嘉玲編譯)
http://bit.ly/2dcTlRE

3. 中、美、英三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狀況對比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2-2-32
群眾募資
中、美、英三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狀況對比
2016.09.13
在過去的短短幾年裡，以 P2P 和群眾募資為主體的互聯網金融
發展勢頭席捲全球。本文主要比較中國、美國、英國的新型金融發
展模式中的 P2P 與群眾募資。
(1)中、美、英 P2P 模式比較
中國、美國和英國的 P2P 的定義包含兩個共同點，一是以互聯
網技術平台為資金借貸載體，二是借款人是傳統金融服務難以覆蓋
或無法覆蓋的群體。
中國 P2P 種類較多，借款人的抵押物可以是個人信用、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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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設備等。美國 P2P 則主要由學生貸、消費貸和小企業貸款等
構成，其中消費貸在美國 P2P 市場中佔據主導地位。據相關報告，
2015 年美國消費貸交易量（約為 288.3 億美元）在該國同期金融科
技行業交易總量中的占比接近 80%。機構投資者在消費貸中的投資
占比較高，投資金額水準接近 60%。在英國 P2P 中，機構投資者的
投資占比不高，平台上多表現為個人投資者投資給個人或中小企
業。英國有 45%的網路替代金融平台宣佈機構資金參與；2015 年
P2P 商業貸中，有 26%的資金來自機構投資；同期 P2P 消費貸中，
有 35%的資金來自機構投資。
英國 2015 年 P2P 的市場規模約為 27.2 億英鎊，約為 242 億元
人民幣。英國 P2P 商業貸所占市場規模最大，該模式分為只含房地
產和不含房地產。2015 年英國 P2P 房地產商業貸的市場規模達到
6.09 億英鎊，而不含房地產的 P2P 商業貸市場規模約為 8.81 億英
鎊。P2P 房地產商業貸在英國成為一個獨立的發展模式。
(2)中、美、英群眾募資模式比較
中美英三國的群眾募資定義相似。英國 2015 年群眾募資規模
約為 3.86 億英鎊（約為 34.3 億元人民幣）
，股權型房地產群眾募資
在 2015 年的市場規模達到 8700 萬英鎊，而不含房地產的股權型群
眾募資市場規模為 2.45 億英鎊，所以股權型房地產群眾募資在英
國也是一個獨立模式。這表明股權型房地產群眾募資有成為重要細
分市場的潛力。美國與英國相似，2015 年美國房地產群眾募資的市
場規模約為 4.84 億美元，同期美國群眾募資市場規模總計約為
19.56 億美元。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 2015 年人民幣平均匯率
為 1 美元兌 6.2284 元人民幣，則 2015 年美國群眾募資市場規模約
為 121.8 億人民幣。據不完全統計，中國 2015 年群眾募資市場成功
籌資規模約為 114.24 億人民幣。
(3)中、美、英 P2P 與群眾募資績效
2013 年到 2015 年中美英三國 P2P 和群眾募資的市場規模均呈
遞增趨勢，其中，中美市場規模是加速遞增。中國 2015 年的市場
規模大約為 9937.24 億人民幣，美國市場規模約為 361.7 億美元，
約為 2252.8 億人民幣，約占同期中國市場規模的 22.7%。英國的市
場規模成長在 2015 年明顯放緩，2015 年市場規模（約為 284.6 億
人民幣）同比成長率略高於 2014 年同比成長率的一半。鑒於英國
今年 6 月宣佈脫歐，其市場規模成長可能在 2016 年繼續放緩。
中美英的新型金融平台分佈呈現顯著的“海洋性分佈”特點。
2015 年中國 P2P 和群眾募資平台由北向南主要集中在北京、山東、
江蘇、上海、浙江以及廣東六個地區。除北京外，其它五個地區全
部位於沿海一帶。廣東平台數量最多，約為 550 個；北京 375 個、
山東 339 個、浙江 321 個、上海 256 個、江蘇 143 個。美國平台主
要分佈在加州、紐約州以及德州，這些地區同樣全部位於沿海一帶。
150

其中加州平台數量最多，超過美國傳統金融中心紐約州。加州的矽
谷是美國乃至世界科技產品研發的中心，這裡坐擁許多全球知名的
科技公司，也有多如牛毛的創業公司，對資金十分渴求，這可以解
釋加州的 P2P 和群眾募資平台的數量為何多於紐約州。在英國，許
多平台的總部開設在倫敦，倫敦的投資活躍度和籌資活躍度在全英
網路替代金融市場中排名第一。
此外，中、美、英三國 P2P 規模（或主要細分領域）在傳統金
融借貸總額中的比重越來越高，且大體呈現加速成長趨勢。
2015 年中國 P2P 餘額規模約為 4395 億元，總金額十分接近同
期全國小額貸款公司貸款餘額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小額貸款公
司貸款餘額在 2015 年並未延續之前的快速成長勢頭，相反還略微
下降。另外，2015 年 P2P 餘額是 2014 年水準的 4 倍強，其加速成
長趨勢明顯。
2015 年美國金融科技行業企業融資總額只是美國傳統商業貸
款餘額的 1.26%，但融資總額較 2014 年的水準成長 152.7%。更為
明顯的是，在以消費型經濟模式為主導的美國社會中，2015 年金融
科技行業的消費貸規模約占到傳統消費貸規模的 12.46%，這一占
比在 2014 年還只是 3.81%，可以判斷美國金融科技行業中占主導
地位的消費貸的市場規模同樣呈現加速成長趨勢。
與中國、美國的新型金融市場規模發展相比，英國稍有不同。
英國 P2P 商業貸（含房地產）在中小企業新增貸款金額中的占比由
2013 年的 0.9%上升到 2014 年的 3.3%；P2P 商業貸（不含房地產）
在小企業新增貸款金額中的占比從 2013 年的 3%提高到 2014 年的
12%，不過，2015 年該模式的占比水準可能是 13.90%，反映出成長
趨勢有所放緩。加之英國在 6 月宣佈脫歐，受政策不穩定影響，英
鎊匯率擾動可能會進一步抑制英國網路替代金融市場規模及其細
分領域的成長勢頭。因此，英國市場的發展狀況仍需觀察。
(4)中、美、英 P2P 與群眾募資展望
雖然中國 P2P 和群眾募資市場的總規模和成長速度遠遠高於
美英兩國，但應該看到，美英兩國市場是在一個比較完備、成熟的
金融法制環境下成長的，加之美英兩國內同樣存在大量渴求資金但
又不易從傳統金融機構手中獲得貸款的中小企業和個人。所以，美
英兩國，尤其是美國金融科技市場的長期發展趨勢明顯看好。
再看中國互聯網金融市場，鑒於近期銀監會、公安部、工信部、
互聯網資訊辦公室聯合發佈《網路借貸資訊仲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
暫行辦法》
，規定同一平台個人最多借款 20 萬元，同一法人或其它
組織最多借款 100 萬元；不同平台個人最多借款 100 萬元，同一法
人或其它組織最多借款 500 萬元。這項規定大概率會抑制 2016 年
P2P 成交量的成長。考慮到 1 至 7 月 P2P 交易總量已經突破 1 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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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幣，預測 2016 年全年 P2P 成交量突破 2 萬億元會有相當大
難度。不過，就算達到 2 萬億元的規模，互金行業總交易量在 2016
年同比成長率也剛剛超過 100%，低於 2015 年的 289.76%，成長趨
勢明顯放緩。監管新規究竟會如何影響互金行業的成長，尚需時間
觀察。
來源
網址

眾籌之家(張嘉玲整理)
http://bit.ly/2cxkTS9

4. 關於小額投資選擇股權群眾募資適當性的討論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2-2-33
群眾募資
關於小額投資選擇股權群眾募資適當性的討論
2016.09.07
隨著互聯網金融業務的規範化、合法化，原有金融機構開始將
大量線下業務搬到網上，比如各大銀行的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有
的自建網路平台，有的借助成熟平台搭設介面。新興的互聯網企業
也蜂擁進入金融市場，比如支付寶、財付通、易寶支付、快錢、百
付寶、網易寶等支付平台，魚龍混雜的 P2P 借貸平台，網上股權群
眾募資融資平台等。借助互聯網，我們可以不去銀行、保險公司，
通過網上認證和操作即可完成相關業務辦理，節約了時間和精力。
同時，利用互聯網進行投資也快速興起，逐漸成為人們理財投資的
首選管道。
投資指的是經濟主體為了在未來獲得收益，在一定時期內向一
定領域投放資金或實物等價物的經濟行為。傳統個人投資品種主要
有房產、債券、股票、貴金屬、保險、基金、銀行短期理財產品、
信託、錢幣古董的收藏、民間借貸等。其中民間借貸內容豐富，操
作簡捷靈便，但其風險大；借貸雙方僅靠所謂的信譽維持，借貸手
續不完備，缺乏擔保抵押，無可靠的法律保障，一旦遇到情況變化，
極易引發糾紛。
上述投資管道，均可線上或線下交易，或者二者兼具，區別就
在於是否利用互聯網實現不見面即達成投資關係。舉例來說，購買
保險，你是到保險公司營業點辦理，還是利用互聯網在家定保付錢、
完成後由保險公司郵寄保單。很多投資管道需要較專業的知識儲
備，如股票、貴金屬、錢幣古董的收藏，或者相當數量的資金數額，
如房產、信託。而民間借貸內容豐富，種類繁多，門檻相對較低，
但其中面臨著很多法律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缺乏資金安全保障。所
幸，創新性的互聯網金融的興起，投資既不需豐富的專業知識，也
不需大額資金，投資者通過查驗交易平台的可靠性，利用常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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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投資，極大地提升了小額投資的便利性。
股權群眾募資融資平台主要是起中間人的作用，為投資者和融
資者架起溝通的橋樑，投資標的明確，專案公開信息較多。股權群
眾募資過程中，投資者會與項目方簽訂相應的投資協議，對資金流
向、償付機制、資金安全等進行約定。除上述資金安全保障外，平
台依託的法律法務也能給投資者決策提供較為完備的保障體系。實
際操作中，投資者一般會將資金分散在不同項目中，風險承受能力
也會由此增強。就群眾募資的模式來看，發起者懷著產品方案驗證
與功能測試的目的。投資者/顧客參與專案、產品或服務及其他業務
創新的整個生產週期。換言之，群眾募資不僅是一種新的融資和投
資方式，還可能改變企業業務模式。可以說，投資者對群眾募資項
目的接觸會比較頻繁，對產品會有持續的瞭解和監控。期間，投資
者可對專案前景進行判斷，需要的話，可以按約定退出。因此，選
擇優質股權群眾募資平台投資，其投資風險可控制在較低水準，並
且，較投資 P2P 風險低得多。
綜上所述，股權群眾募資平台是小額投資者的首選，通常進入
門檻才 5000 元。接下來，我們要確定選擇什麼樣的股權群眾募資
平台？投資的關鍵是風險控制，首先對平台進行調查，要選擇那些
市場定位清晰、已群眾募資成功的優質項目占比高、對項目估值定
價比較清晰、創業團隊可信度高、項目退出週期明確且較短的群眾
募資平台。
來源
網址

眾籌之家(張嘉玲整理)
http://bit.ly/2cxlW4C

5. 股權群眾募資風險及其防範之道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2-2-34
群眾募資
股權群眾募資風險及其防範之道
2016.09.05
隨著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通過網路實現股權群眾募資的融資
業務飛速成長。尤其是自 2015 年以來，在政府支持和認可下，京
東、阿里、平安等大機構紛紛進入群眾募資領域，股權群眾募資成
為民間融資的重要途徑之一。但是，股權群眾募資在暴發式成長的
同時，應該特別注意到其間存在諸多風險，進而規範股權群眾募資
健康發展，防止投資者利益被侵犯。
股權群眾募資多屬天使投資階段，當前群眾募資專案以 TMT
（科技、媒體和通信領域）居多。風險投資退出往往需要等待下一
輪投資進入或專案成功 IPO，其中耗時短則三至五年，長至十年左
右。以近年興起的影視群眾募資項目《大魚海棠》為例，該項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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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完成群眾募資，經過攝製和後期製作，直到 2016 年年中才
上映，預計 2016 年年末方可向投資人兌現利益分紅，前後長達三
年半以上。對大眾而言，股權群眾募資項目資金缺乏流動性，往往
使之成為少數人的遊戲。
在影視群眾募資領域，中國每年上映的電影大概有 5 千部，最
後經過審查以及成功在院線上映的也就只有 200 部左右，就算這
200 部能夠成功進入院線放映，最後能夠獲利的電影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股權群眾募資專案迄今順利退出並盈利的成功案例很少。根
據大家投 CEO 李群林提供的資料，90％的天使投資項目最終以失
敗告終。
首先，當前部分股權群眾募資專案存在投資人大眾化趨勢，這
與天使投資“小眾化”的本質矛盾。群眾募資平台在推送專案時，
應在官網以及正式合同文本中向投資者做充分風險提示，給投資者
留有一定的猶豫期，並適當提高投資門檻，以免誤導投資者。
其次，股權群眾募資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在實踐中，有些股
權群眾募資項目的投資者和同一項目的其它投資者（比如投資機構
或大額投資個人）難以做到同股同權。一家在國內比較知名的股權
群眾募資平台曾為此發生過糾紛，投資者到平台所在公司，指責平
台發佈的項目沒有做到同股同權，因此引發極大爭議。因此，平台
應盡可能從投資者，尤其是從小額投資者利益保護角度出發，推動
項目發起方在合同中的權利義務作相應約束，確保同股同權。
群眾募資項目投資者少則數十人，多則上千人，多數人投資額
度不過幾千元或數萬元。一旦專案方違約，投資人為此專門維權的
成本可能非常高昂，甚至得不償失。從投資人利益保護角度出發，
平台可以預先約定，由投資人授權平台代為行使維權的權利，或者
在合同中預先約定對項目方違約的懲罰條款。同樣的，每個特定的
群眾募資專案往往在融資成功後，將成立相應的有限合夥企業。合
夥人眾多，每個合夥人投的錢可能有限，一旦出現專案方違約的情
況，個別合夥人或者很多合夥人都不大可能共同起訴專案方，因此
也需要有限合夥企業有一個特定的執行人，或者委託群眾募資平台
代為行使訴訟的權利。
此外，中國股權群眾募資亦涉及單個專案的融資額度問題。
2014 年央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對群眾募資做了界定，即群眾募
資專案發起方理應是募集“小額資金”。股權群眾募資限定為小額
融資，這在國內外監管機構中基本成為共識。但是，近年來三部知
名的影視群眾募資項目（《十萬個冷笑話》、《大魚海棠》、《大聖歸
來》）
，它們募集的資金都在 200 萬元至 500 萬元左右，這恐怕很難
說是小額融資。有的股權群眾募資平台甚至出現過單筆融資額度高
達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超級項目。如果參考海外成熟國家的相關
法律，這種巨額融資已經遠遠背離國家法律支持創業專案的初衷。

154

鑒於創業項目很高的失敗率，這有可能造成單個項目給眾多投資者
帶來巨額損失的風險。這是股權群眾募資平台以及法律研究者需要
思考的問題。
最後，股權群眾募資還面臨著潛在的法律風險，這種風險至少
在當前沒有辦法完全規避。在現實中，一旦特定股權群眾募資項目
發生巨大風險，給投資者造成巨額損失甚至影響社會穩定，那麼項
目發起方仍然可能被監管機構查處甚至移交司法機構，最後有可能
被司法機構援引“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為由，追究專案方的
責任。這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相關案例。
雖然，股權群眾募資對促進民間投資，對於推動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對於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均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價值，
然而，投資人的保護亦需兼顧。因此，這就需要法學界、律師實務
界以及眾多股權群眾募資機構共同發出更多的聲音，及時推動相關
各方修訂法律和司法解釋，在保障投資人權益前提下，去除不必要
的法律障礙，為股權群眾募資融資提供一片自由的合法空間。
來源
網址

眾籌之家(張嘉玲整理)
http://bit.ly/2d2spDY

6. 股權群眾募資平台的錯誤在於將高風險資產匹配給低風險承受能
力的人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2-2-35
群眾募資
股權群眾募資平台的錯誤在於將高風險資產匹配給低風險承受能
力的人
2016.06.06
目前中國之股權群眾募資平台大體分為兩大類：一是背後有大
集團支持的群眾募資平台，如京東金融、螞蟻達客、360 群眾募資、
百度百眾、蘇寧群眾募資，36kr 也大體可以算做此類；這類股權群
眾募資平台的優勢在於擁有巨大的投資人流量來源，故而募集速度
快；二是創業的平台，比較有影響力的包括天使匯、天使客、智金
匯、大家投、雲籌等大多數網站。然而，受到大型集團支持之群募
平台擠壓，上述創業派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亦在 2016 年悄悄轉型。
其中，天使匯拋棄了線上群眾募資這一模式，而轉為線下的閃投，
更像 FA 機構、天使客基本轉型做上市公司的定增群眾募資，天使
類股權項目群眾募資很少了、智金匯則是上線了不少影視類項目的
群眾募資。
雖然中國的股權群眾募資平台發展迅速，然其本質上的錯誤是
將高風險的資產匹配給了低風險承受能力的人。為什麼說股權群眾
募資是高風險的資產？首先，天使投資專案具有失敗率高的天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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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眾所周知，天使投資的成功率是 10：90，甚至 1：99。從 2015 年
10 月到現在，因為做要找 B 輪後的股權轉讓賣家，拜訪了大量天
使投資機構，事實上大多數天使機構手中到 B 輪的項目數量也十分
少，就更別說後續的上市和併購了。此外，股權型群募也存在著嚴
重的檸檬市場問題，主要是因為股權群眾募資平台的專案絕大部分
是天使類專案。投資行業的人大多都知道，這些天使類項目普遍是
在見過了大量機構投資人，且得不到機構天使或知名個人天使的投
資後，迫不得已才選擇股權群眾募資平台融資，這個比例可能不低
於 90%。機構天使投資的項目風險尚且如此之高，而那些被機構天
使放棄的專案，其成功概率有多高可想而知。最後，為什麼股權群
眾募資投資人是低風險承受能力的人？股權群眾募資平台的投資
人，比 P2P 和固定收益的人群風險承受能力高，但一定比投股權、
投天使項目的投資人風險承受能力低。首先是個人資產規模有限。
股權群眾募資平台的多數投資人，個人資產規模可能在小幾百萬，
能拿出數十萬或小幾百萬用來投資股權；這些錢虧了，對他們是有
一定經濟影響的。其次是項目判斷能力相對弱。可以說大多數股權
群眾募資的投資人，更多是相信平台的背書、領投方的背書，自己
缺乏對項目的判斷能力。再者，一般投資人很少涉及股權投資，被
媒體上股權投資的神話迷惑，對未來收益預期太高，對風險的評估
太樂觀。
在股權群募平台部份，長期底下亦可能陷入惡性循環，作為一
個金融平台，其長期發展的核心是為投資人持續的賺錢。只有當投
資人跟著平台賺了錢，才會在平台投資更多錢。而當投資人在平台
虧了錢時，且持續的虧錢時，對平台的不信任就會不斷擠壓，從而
進入惡性循環階段。股權群眾募資平台，在目前看來，幾乎還沒有
為投資人賺錢的案例，即使賺錢，也是十分個別的項目，當投資人
在平台長期投入，卻始終看不到回報時；且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
多項目暴露出或倒閉、或虧損、或跑路的消息時，投資人的怒氣找
不到發洩的對象，自然只會找平台的責任。而這種惡性循環一旦形
成，恐付出再大的成本都難以扭轉。
來源
網址

眾籌之家(張嘉玲整理)
http://bit.ly/1Sdn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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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權投資
（一）整體性投資
1. Q2’16 早期股權投資: 歐盟科技企業獲投件數上升，北美與亞洲則
下降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3-1-50
股權投資-歐盟科技、股權投資
Q2’16 早期股權投資: 歐盟科技企業獲投件數上升，北美與亞洲
則下降
2016.09.23
歐盟科技公司股權投資概況
自從 2009 起可以看見歐洲科技領域的新創企業獲投資件數持
續成長，到 Q2’16 已達 700 件，平均年成長率超過 50%。投資的
金額則自 2015 年起每一季相當一致，最近 6 六季中有 4 季的投資
金額都超過 30 億美元。整體而言，自 2011 年起，投資歐洲科技企
業的件數已超過 8,000 件，投資金額達 370 億美元。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歐洲 VC 支持的企業，在 2016 年資金豐沛，
顯示在歐洲地區科技企業具彈性。

歐盟科技企業早期階段股權投資概況
近期歐盟科技企業獲投成長主要歸因於早期投資變強勁，下
圖中可以看出歐盟種子/天使輪與 A 輪交易件數，在 Q2’16 大幅躍
升，已超過歐盟該季整體股權投資交易件數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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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與亞洲科技企業早期階段股權投資概況
在 2016 年，北美與亞洲科技企業投資活動轉弱，而歐洲地區
相對強勢。Q2’16 北美與亞洲二個地區的投資交易活動下滑，但投
資金額因有幾樁投資共乘公司的大型案件而回升。
值得關注的是亞洲的投資件數與歐洲相差不多，但平均投資
規模高出歐洲甚多，因為許多鉅額交易案件發生在亞洲。歐洲的投
資件數與北美地區比較，則是相形見拙，北美自 2014 年起早期投
資件數超過 1,500 件，而歐洲單季投資的件數峰值仍低於 800 件。

北美科技企業早期階段股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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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科技企業早期階段股權投資
2016 年歐洲投資交易金額前三名
2016 年起（截至 2016 年 9 月 9 日），歐洲科技企業獲投的交
易中，Spotify 在 2016 年 3 月 30 日以可轉換短期債券獲投 10 美元
排名第一。其次亞軍為 ION 投資集團獲得 4 億美元的 PE 輪投資；
第三名為 Global Fashion Group 募得 3.40 億美元少數股東股權投
資，此輪獲投後的估值為 11 億美元，僅為 2015 年前一輪的 34 億
美元估值的三分之一。
許多歐洲獨角獸在 2016 年獲得投資超過 1 億美元的投資，包
括 Skyscanner, Deliveroo, Farfetch, and MindMaze。
來源
網址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http://goo.gl/R4Y1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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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場趨勢: 科技新創企業募得愈多資金，推升退場估值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3-1-51
股權投資-退場趨勢、估值
退場趨勢: 科技新創企業募得愈多資金，推升退場估值
2016.09.20, 2016.09.21
H1’16 VC 支持的科技公司退場家數減少，但第二季上升
根據 CB Insights 統計 VC 支持之科技退場（包括 M＆A 與 IPO
模式等）資料，2016 年共有 1,590+ 家科技企業退場，較 2015 年
同期減少 17％。若以季為單位，Q2’16 整體退場活動為 820 件，
較 Q1’16 成長 6％。經過退場低迷的 Q1’16 後，在 Q2’16 有 16 件
科技 IPO，包括： NantHealth 與 Twilio 都公開上市。

超過 ¼ 的公司退場估值中位數落於$50M～$200M
根據科技公司退場的估值，4% 的科技公司退場估值是 10 億
美元以上，也就是所謂獨角獸退場。同時，超過 50％以上的科技
公司退場估值是小於 5,000 萬美元。

28%的印度科技退場是行動領域，較 2015 年稍微上升
每個國家退場規模前 5 大公司，大多為網路產業，包括印度
與加拿大 2016 年上半年行動科技企業的退場家數占比都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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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Q1’09 - Q3’12 與 Q4’12-Q2’16 二期間 VC 支持企業退場前 100 大
最近 7 年中巨頭投資流向科技新創企業，已經還清投資高調
退場。但自 2009 年以來，資金回流到科技產業時，這些頂級 VC
所支持之企業在退場趨勢上有何轉變？
根據 CB Insights 資料分析 Q1’09 - Q3’12（以下稱期間 I）與
Q4’12-Q2’16 以下稱期間 II)二個期間美國 VC 支持的企業退場前
100 大，前一個期間看到 Facebook, Groupon 與 LinkedIn 透過 IPO
退場，而後一個期間中，看到 Whatsapp 被 Facebook 收購退場，
Twitter 則是 IPO 退場。利用 15 季為一個週期的資料，瞭解最成功
的科技退場在不同指標發生何種變化，包括獲投、估值和地理的改
變。
二個期間的 VC 支持的企業退場前 100 大的變化分析，發現
以下趨勢：











獲得股權投資金額：這些頂尖表現的新創企業在退場之前，獲
得股權投資金額呈現增加趨勢，期間 I 的獲投金額中位數為
5,300 萬美元，到了期間 II 已成長 72％至 9,100 萬美元。
退場時的估值：當退場之前的獲投金額上升，退場的估值也同
樣增加。二個期間的退場時估值中位數由 5 億美元增加至 8.06
億美元，成長 61%。
退場前 100 大的估值總和：期間 I 的前 100 大退場的估值高
於期間 II 的總和，有一半以上是因 Facebook 以超過 1000 億
美元公開上市。
首次獲投到退場的時間：二個期間，退場前 100 大公司從首
次獲投到退場的時間中位數約為 6-7 年。
IP 退場：儘管近期科技企業退場呈現乾涸現象，在最近 15 季
中，看到超過一半的科技企業透過 IPO 退場，在期間 I 透過
IPO 退場的比重少於一半。
B2B 企業退場：在二個期間，B2B 企業退場占了大部分，比
重由期間 I 的 66％上升至期間 II 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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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址

退場前 20 大：二個期間的退場前 20 大，B2C 企業占比超過
一半以上。
退場地區別分佈：總部在加州的退場企業，在二個期間的退場
占比都超過一半。第二大的地區出現轉變，在期間 I 的退場家
數中，德州占 1/10；在期間 II 則是紐約躍居第二名的位置。
伊利諾州與科羅拉多州退場家數，在期間 II 上升至第四與第
五名。麻州在二個期間都排名第三。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http://goo.gl/w83Y2i
http://goo.gl/c5Ss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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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熱門領域
1. AI 新創企業獲投金額在 Q2’16 達新高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3-2-65
股權投資-AI
AI 新創企業獲投金額在 Q2’16 達新高
2016.07.17，2016.09.21，2016.09.30，2016.08.01
CB Insights 將人工智慧的類別定義為包括直接應用 AI 解決方
案到垂直領域的公司，包括醫療、安全、廣告和金融等；以及那些
正在研發中的通用的 AI 技術。
AI 新創企業獲投概況
根據 CB Insights 的報告分析，AI 領域新創公司（不包括育
成中心、加速器投資）的投資交易數目從 Q1’11 的 11 件到 Q2’16
已經超過 120 件，儘管 Q2’16 的 121 件，較上季下降了 10%，但
投資金額卻達到歷史新高。
第二季中因為有 3 件超過 1 億美元以上的鉅額投資，包括：
中國利用 AI 在健康醫療領域的新創企業-碳云智能（iCarbonX ）
獲得 A 輪 1.54 億美元的投資 (騰訊、幹細胞行業領導者中源協
Vcanbio 和及資本實力雄厚的天府集團)。美國紐澤西的 Fractal
Analytics ，從馬來西亞國家主權基金(Khazanah Nasional Berhad)獲
得 1 億美元的成長股權輪的投資。第三件是加州資安獨角獸
Cylance，從 Blackstone Group, Insight Venture Partners 和 Khosla
Ventures)募得 D 輪 1 億美元的投資。
2016 年第二季近 70% 的投資交易都是投資美國新創企業，
其中絕大多數新創企業在早期階段就開始募資。近 60% 的投資交
易都是發生在種子/天使輪與 A 輪，而中期階段（B 輪和 C 輪）
的新創企業獲得 12% 的投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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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6 在美國之外的 AI 投資交易
Q2’16 在美國之外獲投的 AI 新創企業，主要散布在 15 個國
家—包括中國、印度、瑞典、烏克蘭、法國、香港與加拿大等國，
加拿大與英國投資件數分別占 5% ，相當接近以色列與德國。
以下為美國以外的一些重要交易:


GE 創投參與加拿大一家產業物聯網產業的數據分析平台 Bit
Stew Systems C 輪的投資。



Lerer Hippeau 創投, Bloomberg Beta, and Salesforce 創投參加
倫 敦 應 用 AI 解 決 方 案 給 客 戶 服務 相 關 行業 的 新 創 企 業
DigitalGenius 種子輪投資。



在以色列 ， 阿 里巴巴 參與一家 電子 商務搜 尋的新創 企業
Twiggle A 輪投資；另外包括 Khosla Ventures 與 Marc Benioff
投資健康醫療新創企業 Zebra Medical Vision C 輪的募資。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參與德國 Konux A 輪的投資，這是
一家提供 AI 感測解決方案的廠商。

2015～2016YTD（8/31/2016）非美國地區之外的健康醫療 AI 企業
獲投情形
下圖為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底為止，在美國以外的健
康醫療 AI 公司獲投的情況。
英國 Babylon Health 在 2015 年初獲得 2,500 萬美元 A 輪的投
資，投資人包括：Kinnevik 與 Google DeepMind。另外，Khosla
Ventures 與 Marc Benioff 參與了以色列 Zebra Medical Vision 1,200
萬美元 B 輪的投資。Bloomberg Beta 則在 Q4’15 投資加拿大的
DeepGenomics。同一季，Formation 8 與 Softbank Ventures Korea
共同投資韓國 Lunit 種子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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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起，中國碳云智能 iCarbonX 在獲得 A 輪 10 億美元投
資後，在 Q2’16 晉身為獨角獸。另外，仍處於早期募資階段的以
色列影像處理公司 Imagu Vision Technology 也獲投。

機器學習演算法日新月異，科技巨頭紛紛投入開發與收購競賽
AI 新創企業獲投家數持續快速增加的原因，可歸功於機器學
習演算法的日新月異，特別是在「深度學習」技術，為 AI 加大馬
力版。
谷歌、微軟、Facebook 等科技巨頭積極發展人工智慧技術外，
光是在 9 月最後一週中，Google 又宣布將深度學習導入 Google 翻
譯工具（ Google Translate tool ）。百度 也宣佈啟動 DeepBench,
DeepBench 是一個開源的基準工具，用來測量深度神經網路訓練
中的基礎操作的表現。使用神經網路庫，這些操作在不同的硬體平
台被執行。如今測試基準工具 DeepBench 在 github 上已經開源。
另外，NVIDIA（9/29）於歐洲 GPU 技術大會發表全新專為自動駕
駛汽車打造的超級電腦晶片 Xavier，採用新一代 Volta GPU 架構設
計，為一種深度學習的超級電腦晶片，每秒可以執行 20 兆次運算 ，
更具備低功耗特性，提供車廠加快自駕車研發的腳步，此款自動駕
駛汽車晶片預計將於 2017 年底前出貨。
Google 早在 2014 年就將深度學習列為發展重點，因此，快速
連續收購 4 家 AI 的新創企業，分別是：DeepMind, Vision Factory,
Dark Blue Labs 與 DNNresearch。蘋果在 2015 年也加入收購競賽，
最近收購了 Turi 這家開發深度學習工具的新創企業。為了不落人
後，Intel 在今年就收購超過 5 家以上的 AI 新創企業，其中包括深
度學習新創企業 Nervana Systems 與 Movi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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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對於這些深度學習的新創企業相當有興趣，目前這類
的新創企業主要將技術應用於健康醫療、資安、企業智慧等。下圖
為 CB Insights 資料庫中篩選出超過 60 家深度學習領域獲投的新
創企業。在 2013 年該領域獲得的件數少於 10 件，但自 2015 年起
深度學習獲投的件數就超過 70 件，2012 年以後募資超過 6 億美
元。

「.ai」 後綴超吸金
CB Insights 在最近發佈的 Blog 寫道：「很明顯，90% 的投資
者根本不清楚人工智慧究竟是什麼，所以如果你是創始人，又正在
籌集資金，那麼你絕對應該加入一些人工智慧的元素。」鑒於投資
者對於人工智能的興趣越發增強，一些觀察人士指出，初創公司或
許可以通過在 URL 中附加「.ai」後綴來降低融資難度。
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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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 Dave McClure 的投資會議上發言時，演講中曾提到未
來熱門領域，
「人工智慧」就是其中一項。人工智慧是一個非常複
雜的課題，許多投資者非常關注此議題。根據 CB Insights 趨勢分
析，人工智慧正在迅速取代大數據的熱度，成為當前最熱的技術領
域。
媒體或許是最直接的反應，根據 CB Insights 分析大量的技術
趨勢追蹤報導後，發現 AI 的熱度仍在繼續成長，並且其中不乏誇
大的成分。

投資者也在積極尋找 AI 初創公司，2016 年有望創造 AI 公
司的交易量和募資金額兩項紀錄。這個領域太熱了，所以有人半開
玩笑地說，初創公司應該儘可能與人工智能搭上關係。
「使用『人工智能』
、
『AI』
、
『聊天機械人（chatbot）』或『機械人
（bot）』等字眼的公司，無疑都成為了贏家，還可能提高估值或加
快募資的過程。」

透過觀察數據庫中的資料，可以看到有多少公司因為 URL
後綴了「.ai」的域名而籌集到了第一筆資金。「.ai」後綴名的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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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成功獲得第一筆投資的公司數目，在過去的 6 季中大幅
增加。

「.ai」後綴名的爆發開始於 2015 年第一季，在 2015 年第四
季達到峰值。單單這一季度，就有 14 筆的天使投資花在「.ai」後
綴名的公司（相當於 2010 年第一季到 2014 年第二季期間 18
個月的總數）
，有一些新創公司在 2016 年也募資成功了，其「.ai」
後綴名包括 assist.ai，mycroft.ai 和 eve.ai。
創投研究公司還發現，在過去的六年中，.co 和 .io 後綴也是
如此流行。在 2010 年，沒有任何創業公司使用 .io 後綴，而到了
2015 年，已經有 100 家成功融資的公司正在使用。
最活躍的 VC 投資人
Q2’16 最活躍的 VC 投資人是 Lerer Hippeau Ventures (投資
DigitalGenius, Poncho 與 x.ai)、Khosla Ventures (投資 Zebra Medical
Vision, Lumiata 與 Cylance)以及 Bain Capital Ventures (投資 Troo.ly,
Persado 與 Apixio) 。
若觀察 Q1’11-Q2’16 近 15 季以來最活躍的 VC 投資人，第一
名是 Khosla Ventures，在五年多來共投資超過 15 家 AI 公司。 Data
Collective 與 Intel Capital 則是爭奪 AI 領域最活躍投資人的第二
名。
投資 AI 領域新創企業最活躍投資人(Q1’11-Q2’16)
排名
1
2
2
4
4
6

Investor
Khosla Ventures
Data Collective
Intel Capital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Google Ventures
Plug and Play Ve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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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址

6
Horizons Ventures
6
Formation 8
6
Andreessen Horowitz
6
Accel Partners
11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11
GE Ventures
13
Samsung Ventures
13
Two Sigma Ventures
13
Bloomberg Beta
13
Frost Data Capital
13
500 Startups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QUARTZ、（林秀英摘譯）、
http://goo.gl/u5OVOV
http://goo.gl/Ce4RCY
http://goo.gl/T5z1LC
http://goo.gl/9b7B8P
http://goo.gl/2HDbI

2. AI 在健康醫療領域的投資趨勢與熱力圖：從診斷到藥物開發投資
加溫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3-2-66
股權投資-人工智慧、健康醫療
AI 在健康醫療領域的投資熱力圖:從診斷到藥物開發投資加溫
2016.09.16, 2016.09.21
CB Insights 在 2016 年 9 月 21 公佈人工智慧（AI）新創企業
獲投資料，並再次更新投資熱力圖。
AI 應用健康醫療新創企業獲投概況
健康醫療是 AI 領域中最熱門的投資領域，在最近五年中，共
以 190 件投資交易案，獲得 15 億美元的投資。2016 年對 AI 應用
於健康醫療的新創企業無疑是重要的一年，利用機器學習解決健
康醫療相關問題的新創企業，在 2015 年的投資交易件數成長將近
60%。2016 迄今（08/30/16）投資件數已有 50 件，預計 2016 年投
資件數將創新高記錄。
2015 年投資件數達新高，投資金額的峰值則是發生在 2014 年，
主要有 3 家公司獲得整體投資金額的 60%，包括：腫瘤大數據創
業公司 Flatiron Health，在 2014 年獲得 B 輪 1.30 億美元投資。其
次是影像與診斷新創企業 Butterfly Network 獲得 1 億美元 C 輪的
投資；第三家為從事健康醫療研究的新創企業 Stratified Medical 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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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6,400 萬美元的投資。

季投資趨勢
單季投資件數與金額的峰值發生在 Q1’16，因為 Pathway
Genomics 獲得 IBM 華生集團 4,000 萬美元 E 輪的投資。Flatiron
Health 繼 2014 年成功完成 B 輪鉅額募資後，在 2016 年 1 月又再
度完成 C 輪 1.75 億美元的投資，領投人為羅氏藥廠，Allen &
Company、Baillie Gifford 和 Casdin Capital 跟投。
Q2’16 AI 應用在健康醫療的新獨角獸誕生，中國碳云智能
iCarbonX 完成 A 輪將近 10 億人民幣（1.54 億美元）的投資，募資
完成後，碳雲智慧估值為 10 億美金，主要投資方包括騰訊、中源
協和及天府集團等。雖碳云智能仍處於早期募資階段，但已收購以
色列 AI 公司 Imagu Vision Technologies。

AI 應用於健康醫療領域的投資熱力圖
2016 年 9 月 16 日再度更新的熱力圖。為瞭解這些集中在健康
醫療的 AI 公司投資交易案件，將進一步探索醫療照護與生命科學
領域，觀察最吸金的 AI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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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健康醫療領域中投資的亮點案例：


醫學影像處理與診斷（Imaging & diagnostics）: 之前分析提
到首次獲投的健康醫療之 AI 企業，在 2015 年 1 月以後獲投
投資的健康醫療 AI 新創企業，有三分之一集中在醫學影像處
理與診斷。相對於其他醫療健康的 AI 領域，這個細行業近年
來有愈來愈多公司出現，相對較飽和。超過 80%的投資交易
是在 2015 年 1 月以後，也有公司最近才獲得首次投資，如印
度 Advenio TecnoSys（$100k / 種子輪）,美國馬里蘭的 Proscia
（$1M / 種子輪）與美國紐約 Imagen Technologies（$5M / 創
投輪）。



生 活 形 態 管 理 與 監 控 （ Lifestyle management &
monitoring）: 這個領域的投資交易數在 2015 年回升，但 2016
年投資件數仍少於診斷或風險分析領域的獲投家數。


位於紐約的 AiCure 在 A 輪中募集到 1,230 萬美元，AiCure
正如公司名字的組成—AI（人工智慧）+Cure（治癒）
，是
一個用人工智慧方案來提高醫療服務的公司。公司的主
要產品為一個 App，透過開發的視覺系別系統可以識別
患者的面部，確定他們準備吃的藥物與確認他們已經服
藥，然後資料會返回給醫護人員或者製藥公司從事臨床
試驗的研究人員；AiCure 投資人包括： Biomatics Capital
Partners, New Leaf Venture Partners, Pritzker Group Venture
Capital 與 Tribeca Venture Partners。



另外，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個人健康優化管理雲平台
Welltok，是 AI 應用在健康醫療領域最吸金的企業案例之
一，主要關注個人健康管理和生活習慣提升，它本身不僅
做健康數據分析或者專業健康管理建議，還將此作為平
台切入點，接入其他服務商，比如硬體、保險公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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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等，同時幫助一些群體健康管理公司提供管理辦法。
其背後有 IBM 華生集團與其他投資人支持。




另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新創企業 Healint，該公司的首款
產品 Android 應用 JustShakeIt，是一個透過搖晃手機觸
發的緊急警報系統，其使用 Healint 的機器學習演算法
和來自使用者的資料，從而不間斷地提高應用的可靠性。
讓有患中風、癲癇或偏頭痛等神經系統疾病風險的人通
過搖晃可透過智慧手機，向看護人發送警報，警報會以簡
訊和電子郵件發送至指定接收人，且會附帶用戶的即時
位置。2015 年獲投$100 萬美元，投資者包括新加坡國家
研究基金會（NRF）。

洞察與風險分析（Insights & risk analytics）: 這類的公司主要
提供健康醫療專業人士，包括醫生和保險供應商，透過機器學
習和自然語言處理演算法，預測病人的健康情況與觀點。該分
析是基於各種不同因素，包括病史和人口健康統計。自從 2015
年起，洞察與風險分析領域的獲投總件數位居 AI 應用健康醫
療企業獲投的榜首


Apixio 基於 Iris 平台所做出了 HCC 分析器。HCC 分析器
可以從臨床資訊和帳單資料準確計算病人風險分數，繪
製結果，可使醫療供應者快速、準確地評估預測病人的特
定需要，以及編制醫學圖表。風險調整奠定了主動護理的
基礎。HCC 分析器已經研究了超過 200 萬份病歷，因為
Apixio 與十多個各種規模的健康計畫有合作。健康計畫
和醫療服務提供者允許 Apixio 安全訪問他們的電子病歷
(EMR)系統或者安全地手動列印、掃描、傳真或發送記錄
到自己公司。此工具幫助醫生和醫療保險供應商更佳瞭
解醫療保險人口的財務風險，促使預防保健更主動。
Apixio 在 2016 年獲得 D 輪超過 1,900 萬美元的投資，投
資方包括：Bain Capital Ventures, First Analysis 與 SSM
Partners。



另一個大數據新創企業為 Lumiata，在 Q2'16 從 BlueCross
BlueShield Venture Partners, Intel Capital, Khosla Ventures,
與 Sandbox Industries 獲得 B 輪 1,000 萬美元投資。



藥物開發（Drug discovery）: 這一類新創企業主要是應用機器
學習運算法技術來縮減藥物開發時間，從 2012 年以來，已有
接近將近 20 件的投資交易。最大的獲投案件是 Stratified
Medical 獲得來自 Woodford Investment Management 投資的
6,430 萬美元，Stratified Medical 是位於倫敦的 Benevolent 人
工智慧集團下的一環，最近改名為 Benevolent Bio。



新 興 空 間 與 醫 院 管 理 （ Emergency room &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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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這類新創企業主要提供洞見與及時性分析，特
別是在醫院環境。


總部位於美國加州的 Gauss Surgical，公司的產品是一款
外科手術失血量實時監測 APP。在 B 輪募資中獲得 1,260
萬 美 元 投 資 ， 此 輪 投 資 方 由 Providence Ventures 與
Providence Health & Services 基金領投，Jump Capital 跟
投。同時，Promus Ventures，LifeForce Ventures，Summation
Health Ventures 和 the Stanford-StartX Fund 也參與了此次
投資。截止這輪募資結束，Gauss Surgical 共獲投資 2,460
萬美元。



另一家總部位喬治亞的 Jvion，在 Q1’16 獲投 900 萬美
元。 以色列的 Medasense（$8M / Series B）與 MedyMatch
Technology（$2M / Seed）以及位於匹茲堡的 Qualaris
Healthcare Solutions 都在 2016 年 獲投。



穿戴式裝置（Wearables）: 這類的投資交易件數過去呈現波
動，但 2016 年至今則有回升的趨勢，這類新創企業，包
括： BioBeats, PhysIQ 與 Magnea, 都在今年獲投。Sentrian 公
司是一家致力於建立一個與可穿戴設備相容的醫療系統，該
系統收集病人資料後利用機器學習演算法進行分析，系統內
包含慢性疾病的身體資料變化資訊，病人的資訊將會與這些
資訊進行匹配比較，系統通過觀察細微的關聯進行早期確診。
Sentrian 公司為穿戴式裝置類獲投金額最多的新創企業之一，
從 TELUS Ventures, Frost Data Capital 與 REV 獲得 1,200 萬美
元的 A 輪投資。



虛擬助理（Virtual Assistants）: 這類的投資交易件數相對較
低，從 2012 至今，交易件數低於 10 件，但未來投資活動具
有增加的潛力。其中一家新創企業，英國 Babylon Healthin 在
2016 年 1 月獲得包括 Kinnevik 和谷歌 DeepMind 2,500 萬美
元的 A 輪的投資。



心理健康（Metal Health）: 這類企業獲投的件數也相對較少，
種子期階段的新創企業 Avalon，使用 AI 預測大腦退化，專注
於阿茲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神經退化疾病。另外，Ginger.io，是
一家位於中期階段的新創企業，協助有抑鬱和焦慮症的病人。
其透過智慧型手機的數據與自我報告的調查資料，進行機器
學習演算法，以確定病人的健康的發展趨勢，並立基於洞察分
析結果，進行即時性干預。這家新創企業獲得 Khosla Venture,
and True Ventures,投資者像科斯拉風險投資和風險投資公司
真正的支持，



研究（Research）: 這類的新創企業包括：中國的碳雲智能公
司在 2016 年第二季完成了 A 輪股權籌資，募集資金超過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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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投後估值為 10 億美元，晉身為獨角獸企業。另一家
新創企業為 Desktop Genetics，其 DESKGEN 平台讓 CRISPR
基因編輯更加可預測、方便且高效，讓科學家們有能力擴展他
們的基因 排序 研究 ， 減少基因 編輯 的時間 和成本。 去年
Desktop Genetics 獲得全球新一代測序（NGS）技術的領導者
Illumina 公司的投資。


營養（Nutrition）:愛爾蘭新創企業 Nuritas 目前利用 AI 技術，
開發食品資料庫用來識別食物中的肽-食物中的一種特殊分
子，這些肽可以用作補充品或者合成新食材。這項技術不只是
動搖了蛋白質粉的地位。這家公司可以識別多種肽，甚至可以
改變食物對人體的功效。該公司在 Q2’16 獲得 Marc Benioff
超過 200 萬美元的投資。

AI 健康醫療領域最活躍的投資人
Khosla Ventures 是在健康醫療 AI 領域最活躍的 VC 投資人，
從 2012 年投資 5 家公司，分別是 Atomwise, Lumiata, Zebra Medical
Vision, Bay Labs 與 Ginger.io。前 5 大 VC 投資人所投資的健康醫
療 AI 公司中，Predilytics 已退場（Google Ventures and Flare Capital
Partners 都有投資)，這是目前唯一退場的公司，2015 年被科羅拉
多的健康醫療公司 Welltok 所收購。

來源
網址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壹讀、VB 動脈網、健康界、Techcrunch
（林秀英摘譯與整理）
http://goo.gl/oOQfBg
http://goo.gl/DPbbm5
http://goo.gl/dZWb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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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X4RMym
http://goo.gl/WESngx
http://goo.gl/uj9zyU
http://goo.gl/wAo5NO

3. 12 家利用 AI 對抗癌症的新創企業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3-2-67
股權投資-人工智慧、抗癌
12 家利用 AI 對抗癌症的新創企業
2016.09.15
隨著全球人口逐漸老齡化，癌症病例的數量正在上升。根據世
界衛生組織（WHO）的估算，在未來 20 年裡，新增癌症診斷病
例可能會達到 70%，從 1,400 萬人上升到 2,200 萬人。像 Google
與 IBM 等科技巨頭希望在腫瘤學上取得突破，正致力於使用先
進的人工智慧演算法對癌症做出早期診斷並實現個人化治療。最
近啟動的項目包括以下：








谷歌 DeepMind 8 月宣佈與倫敦大學學院醫院放射科合作。
DeepMind 要用機器學習技術輔助醫生治療頭部和頸部癌
症。
IBM 在 9 月與杭州認知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宣佈，將在
中國 21 家醫院率先應用 IBM Watson 腫瘤解決方案，為中
國醫生獲取個人化的癌症治療方案。類似的合作在印度和泰
國已經落成。
非營利開放資料平台 Sage Bionetworks 在本月則正式推行了
數位乳房 X 光攝影 DREAM 挑戰賽（The Digital
Mammography DREAM challenge）於今年 9 月啟動，參賽
隊伍需要提交一個基於 8,600 名患者的 64 萬張未經處理的
影像資料進行建模和預測，採用了 IBM 和亞馬遜的雲服
務，利用深度學習及其它機器學習演算法提高乳腺癌的診斷
率。
BERG Health 是一家使用人工智慧平台進行藥物開發的創業
公司，最近發起了針對治療胰腺癌的藥物化合物的 II 期臨
床試驗。該家創業公司由 Carl Berg 創立。

CB Insights 整理出 12 家運用機器學習演算法對抗癌症的創
業公司，不管是早期診斷還是藥物開發，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讓人
們不再“談癌色變”。分別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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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ureMetrix






研發類別：影像和診斷
投資方： Analytics Ventures, Keshif Ventures, La Costa
Investment Group, evoNexus
對外披露資金：無
成立於加州的 CureMetrix 已經開發出一套用於影像分
析的演算法，該演算法具體用來識別 X 光片中的肺癌
和乳腺癌，目前處於測試階段。

2.Cyrcadia






研發類別：可穿戴設備
主要投資方：Reno Angels
對外披露資金：245 萬美元
成立於美國內華達州，目前已經開發出胸貼能裝在胸罩
內，用於檢測乳腺組織中溫度變化，然後用機器學習演
算法來分析這些資料。2014 年獲得 A 輪 215 萬美
元，之後的投資未對外披露。

3.Enlitic





研發類型：影像和診斷
主要投資方：Capitol Health Partners, Amplify Partners,
Data Collective
對外披露資金：12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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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tic 將深度學習用於自動檢測 CT 圖像中的肺癌結
節，其精確度比胸部放射科專家小組還要高出 50%。
澳洲一家專注於影像診斷服務公司 Capitol Health
Limited 宣佈與深度學習診斷新創公司 Enlitic 合作，
「將深度學習診斷法帶入澳大利亞和亞洲的醫療健康市
場。」
Capitol Health 在 B 輪投資 1,000 萬美元，用於使用深
度學習演演算法分析肺癌與骨折檢測的醫學影像。

4.Entopsis






研發類型：影像和診斷
主要投資方：Krillion Ventures, Breakout Labs
對外披露資金：173 萬美元
這家位於邁阿密的創業公司正在開發一種叫 Nutec
（Nanoscale Unbiased Textured Capture）的設備，主要針
對腫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罕見疾病進行診斷。2012
年獲得 Breakout Labs 的贊助後，這家創業公司在 2015
年 2 月又從邁阿密的 Krillion Ventures 募得種子輪資
金。

5.Freenome






研發類型：影像和診斷
主要投資方：Andreessen Horowitz, Data Collective,
Founders Fund, Third Kind Venture Capital, Verizon
Communications, StartX
對外披露資金：705 萬美元
這家位於費城的液體活檢公司，該公司能利用計算系統
在機器學習的過程中加以訓練，並不斷調整識別基因組
資料模式的能力。簡單說來，會將健康樣本和癌症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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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全基因組測序，並交付系統進行比對，隨著系統的
學習，辨識兩者的能力就會越來越強。根據公司的介
紹，機器在成熟階段甚至還能判斷測序錯誤並將其摒
除。
在 2016 年第二季從 Andreessen Horowitz, Data
Collective, 以及 Founders Fund 獲得 555 萬美元的 VC
投資。

6.Globavir Biosciences






研發類型：藥物研發
主要投資方：Sorrento Therapeutics, StartX
對外披露資金：15 萬美元
這家公司專注於免疫腫瘤學，使用機器學習平臺來縮短
藥物開發時間。在 2015 年，該公司與致力於腫瘤治療
的生物製藥公司 Sorrento Therapeutics 簽署了一份合作
協定，承諾將研發的藥物使用權授予 Sorrento。

7.Insilico Medicine






研發類別：藥物研發
主要投資方：Deep Knowledge Ventures
對外披露資金：80 萬美元
這家創辦於馬里蘭州的創業公司將深度學習演算法應用
於腫瘤免疫治療的藥物研發中。2014 年，它獲得了香
港風投公司 Deep Knowledge Ventures 的種子資金，但
未披露數額。

8.Notable 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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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類型：藥物研發
主要投資方：FundersClub, Y Combinator, Upside
Partnership
對外披露資金：461 萬美元
Y Combinator alum 與 FundersClub 投資的 Notable
Labs 使用 Atomwise 的藥物開發平台，並基於腫瘤的
類型提供 FDA 批准的癌症治療建議。

9.Oncora Medical






研發類型：醫學洞察（Insight）與風險分析
主要投資方：Dorm Room Fund, DreamIt Ventures, Science
Center, BioAdvance, iSeed Ventures
對外披露資金：132 萬美元
這家創業公司將醫學洞察預測和風險分析引入放射腫瘤學
中。在 2016 年第一季從 BioAdvance 和 iSeed Ventures 獲得
120 萬美元的種子資金。

10.Pathway Genomics






研發類型：影像和診斷
主要投資方： IBM Watson Group, Edelson Technology
Partners, Founders Fund
對外披露資金：4,000 萬美元
IBM-Watson 贊助的 Pathway Genomics 已經開發出一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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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診斷癌症的血液測試，此項研究是判斷早期檢測是否成為
可能的研究的一部分。這家公司在 2016 年第一季從 IBMWatson 獲得 4,000 萬美元 E 輪資金。
11.Proscia






研發類型：影像和診斷
主要投資方：A-Level Capital, Emerald Development
Managers, Robin Hood Ventures, TCP Venture Capital
對外披露資金：100 萬美元
這家創辦於馬里蘭州的創業公司已經開發出了一個病理雲平
台，這個雲平台使用電腦視覺分析腫瘤的活檢切片和醫學影
像。在 2016 年第三季從 A-Level Capital, Emerald
Development Managers, Robin Hood Ventures, 和 TCP Venture
Capital 獲得 100 萬美元的投資。

12.Skin Vision






來源
網址

研發類型：監測
主要投資方：PHS Capital, Leo Pharma
對外披露資金：346 萬美元
隨著移動設備的攝影圖元越來越高，透過機器視覺來分
析皮膚病變也不再是夢了，這家荷蘭的創業公司開發了
一款皮膚癌監測 app，Skin Vision 就是一款利用行動設
備分析癌症的應用，用戶只需要拍攝一張照片，系統會
自行進行分析並對變化進行監測。該公司在 2015 年從
專注於皮膚病的公司 LEO Pharma 獲得 350 萬美元的
投資。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http://goo.gl/xuD2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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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定義醫學未來：醫療器材投資趨勢與 72 家新創企業推進治療
與預防技術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3-2-68
股權投資-醫療器材
重新定義醫學未來：醫療器材投資趨勢與 72 家新創企業推進治療
與預防技術
2016.08.16, 2016.09.15
醫療器材季投資趨勢
醫療器材在 Q2’14 投資金額接近 15 億美元，創下 4 年以來的
單季投資金額新高，包括 Q2’14 的投資金額新高是被 Proteus
Digital Health 的 G 輪 1.20 億美元投資所撐起。
近十季中，有 5 季的投資件數超過 120 件，包括 Q1’16 與
Q2’16。Q2'16 投資件數下滑至 121 件交易，投資金額由前一季的
10 億多美元下降至 7.57 億美元，也是 Q1'15 以來首次投資金額低
於 8 億美元的一季。第二季中，以色列 Ornim Medical 在 9 月初募
得 2,000 萬美元 C 輪投資。Ornim 開發的 c-FLOW 平台是一款非
侵入性醫療器械，能夠即時監測人體腦部及其他重要組織的血流。
c-FLOW 已經在美國獲得批准，並已經在中國申請註冊，預計 2017
年下半年將在中國獲批上市。其他獲投的新創企業包括：開發攜帶
式診斷測試、攝取傳感器和病人監控設備。

年度投資趨勢
截至 8/8/16，2016 年醫療器材新創企業獲投的金額已經超過
21 億美元，交易件數超過 288 件。依照目前獲投的速度，2016 年
投資件數將超過 475 件，較 2015 年成長 6%。2016 投資金額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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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億美元，略高於 2015 年的 34 億美元。
自從 2012 年起，大部分的醫療器材新創企業崛起於美國 NEA
為最活躍得 VC，Johnson & Johnson Innovation 則是領先的 CVC 投
資人。

72 家獲投的醫療器材新創企業
依據 CB Insights 資料找出 72 家私營的醫療器材公司，依據
其性質歸類到 9 大類別，大部分新創企業從事單一類別的業務，
如心血管與骨科，也有不少企業橫跨多類別，如診斷或病患監控。
因此，以下公司分類以其主要產品或服務來分類。如：Michelson
Diagnostics 同時適用診斷與腫瘤科，但最後歸類到腫瘤科，主要因
其先進的偵測非黑色素瘤皮膚癌掃描儀器。
根據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的規定，醫療器材是指用於診
斷，預防或治療疾病或影響人體的結構或功能的任何儀器、設備、
機器、植入物、體外試劑或相關製品。
此一市場圖並非包括所有獲投的醫療器材公司，根據 CB
Insights 的統計，獲投的醫療企業新創企業家數超過 7,000 多家。
以下主要介紹圖中一些代表性的醫療器材的公司:


通用手術（General Surgery） -這類公司主要開發先進的通用
的手術技術與程序，如縫合。如 SentreHEART，開發新型的縫
線傳送和組織縫合裝置，可廣泛用於臨床。Gecko Biomedical,
合成仿生光活化組織粘合劑，其能進行生物降解、不會引起排
斥、有彈力，適應皮下組織的柔軟性和動態性，取代縫合。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這類公司主要開發治療心臟
182

和/或血管系統疾病的醫療或手術解決方案。例如：Mitralign 聚
焦於治療心臟瓣膜異常的器材；CardioKinetix 則是開發設備
來治療外週動脈疾病。


眼科（Ophthalmology） -這類公司主要開發治療眼部疾病的
醫療和/或手術的解決方案，例如：Ivantis 是一家設計、開發
治療眼科疾病的新技術並將其商業化的新加坡新創企業，可
通過微創顯微外科手術植入 Hydrus™ Microstent 設備，降低
青光眼患者眼壓。Acufocus 則是開發治療老花眼和白內障的
消關醫療設備，利用小孔徑效應，成功推出 KAMRA 角膜鑲
嵌和 IC-8 人工晶狀體，為老花眼和白內障患者帶來福音。



骨科（Orthopedics） -這類公司主要集中開發骨骼系統手術和
/或醫療的解決方案。例如：Benvenue Medical 開發椎體壓縮
性骨折治療設備，提供最低限度入侵式脊椎維修服務的解決
方案；OrthoSensor 則是研發一次性整形植入無線智慧設備，
以説明外科醫生對人工膝蓋的放置進行最優化，以及幫助做
出其他臨床決斷。



神經內科（Neurology） -這類公司主要開發治療腦部疾病的
醫療和/或手術的解決方案。例如：Neuropace，其產品可以植
入到大腦中，透過電子刺激神經來緩解癲癇患者的症狀。
BrainScope 則是開發用於創傷性腦損傷的評估裝置。



腫瘤科（Oncology） -這類公司主要在提供癌症的診斷、監測、
預防或治療的解決方案。例如：PRONOVA Solutions 解提供了
成本更低的質子治療系統，並且 Novian Health 開發乳腺腫瘤
微創雷射治療方法。



診斷（Diagnostics） -這類公司主要開發因細菌、病毒、基因、
免疫和其 他因 素 所引 發症狀 的 診斷 工具 。 另一個 例 子是
LineaGen 研究，該公司開發的基因檢測平台，主要在發掘發
育遲緩兒童的原因。



影像（Imaging） -這類公司主要專注於改善或取代傳統的醫
療成像平台。舉例，Signostics 開發一款 SignosRT 超聲掃描
器，用來對需要那些需要導尿的病人進行掃描和計算膀胱容
量，進而降低尿道感染機率。



病患監控（Patient Monitoring） -這類公司主要開發改善床邊
與遠距監控醫療條件的工具。例如：Optiscan Biomedical 是一
家醫療設備研發製造企業，主要為重症監護病房（ICU）提供
血糖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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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址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http://goo.gl/DbRMvB

5. AI 應用零售與電子商務的新創企業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3-2-69
股權投資-AI、零售、電子商務
AI 應用零售與電子商務的新創企業
2016.09.21
投資人在 2016 年第二季對人工智慧新創企業投資達 10 億
5,000 萬美元，創下新高，然而人工智慧對生活的影響已經超出了
我們的想像。甚至零售和電子商務公司都在不斷將人工智慧整合
進自己的業務。
最近零售商巨頭公佈了一波 AI 的發展計畫與相關收購行動：
剛在本週，Etsy 收購 Blackbird，透過人工智慧增強其搜尋功能；
之後第二天，亞馬遜就收購 Angel.ai（前身是 GoButler）
，此為另
一個利用人工智慧進行搜尋的工具。在 9 月初，電商獨角獸 Houzz
宣佈一項深度學習計畫，協助使用者透過點擊圖片，進行搜尋與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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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產品。
依據 CB Insights 的資料，深入大量的專注於零售與電商的人
工智慧創業公司，包括應用人工智慧的個性化購物 App、購物網
站為目標的自然語言處理和圖像識別工具、預測庫存分配的工具、
等等。
此為一新興領域，大部分專注零售人工智慧的公司都還處於
非常早期的階段。然而，我們在近幾個月已經看到了幾筆大型交
易。ViSenze 讓使用者透過圖像或發現看起來類似產品搜索電商網
址，在九月份完成了 1,050 萬美金的 B 輪融資。另外，透過視覺
追蹤貨架上商品的 Trax Image Recongnition，也 在 6 月份完成了
4,000 萬美元的 C 輪融資。此外還有數家創業公司得到了頂級投資
者的投資，比如搜尋引擎優化工具 Zettata 得到了 Accel Partners
的投資；預測消費目標品平台 AgilOne 得到了紅杉資本的投資。
雖然還有其他大量的人工智慧創業公司，廣泛地專注於個性
化市場和定位，我們將此次的市場圖限定在了核心關注零售與電
商的創業公司。圖中所有創業公司的融資總額大約為 6.5 億美元：
零售 AI 新創企業募資市場圖
下該圖並不代表包含了該領域的所有創業公司，只包含私人
的、獨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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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細分
將市場地圖分為以下 12 類：

來源
網址



即時產品精準行銷（Real-time product targeting）：透過機器
學習對線上消費者進行個性化產品推薦。這些公司即時更新
電商網頁廣告，向消費者呈現最合適的產品選擇。



即時訂價&激勵機制（ Real-time pricing & incentives）：透過
機器學習即時調整訂價、銷售選擇、獎品和優惠券，吸引猶豫
不決的消費者。



自然語言搜尋（Natural language search）
：透過自然語言處理
的演算法，改進電商網頁的搜尋功能。



視覺化搜尋（Visual search）
：影像識別平台可協助電商網頁，
讓使用者透過圖像搜尋產品，取代文字。同時，也能對特定圖
片進行相關產品匹配。



實體店內視覺化監控（In-store visual monitoring）
：透過人工
智慧軟體分析貨架上的圖片和視覺內容，協助品牌商即時追
蹤產品的庫存和促銷的情況。



對話商務（Conversational commerce）
：使用自然語言處理的
聊天軟體和聊天機器人，以文字對話形式，協助消費者購買商
品。



預測銷售（Predictive merchandising）：利用大資料分析來優
化各店面和電商之間的採購、配銷和產品種類。目標是對不同
地區產品需求，進行更好的預測，以避免浪費、預防庫存售罄。



尺寸和造型（Sizing & styling）：以人工智慧軟體協助零售商
整合改進產品尺寸和建立配備工具至網站中。



全通路行銷（Multichannel marketing）
：新創企業使用人工智
慧透過桌上電腦、行動裝置、郵件和其他數位管道，建立目標
市場的行銷活動，也包括鎖定電子商務的新創企業。



線上和線下實體店整合分析（Integrated online & in-store
analytics）：結合數位和實體店分析的創業公司，幫助零售商
更好瞭解消費者。



定位行銷&分析（Location-based marketing & analytics）
：結
合數位和實體店分析的新創企業，也同時整合 beacon 技術來
追蹤消費者位置。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http://goo.gl/zNLJ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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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盒生意成長:訂閱式電子商務募資又再度成長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3-2-70
股權投資-訂閱式電子商務
方盒生意成長:訂閱式電子商務募資又再度成長
2016.09.11
訂閱式電子商務（subscription e-commerce）發跡於 2010 年 9
月，兩名哈佛畢業的女孩在美國發行 Birchbox，訂閱者每月支付 10
美元（約新台幣 300 元）
，可收到四至五件站方挑選的美妝試用品，
也可回到 Birchbox 網站另行購買大份量的商品正品。
這套模式包括三個環節：長期訂閱、站方挑選（訂購者事前不
知道有哪些商品）
、網站商店，財務方面憑藉訂閱費用支持發行營
運成本，創造利潤則來自網站商店的銷售。BirchBox 執行長畢徹
姆（Katia Beauchamp）在 2012 年底表示，「40％的訂閱者會去商
店購買試用品的正品。」轉換率遠遠高於一般購物網站的 2％～3
％！
根據 CB Insights 数据统计，過去五年中對訂閱式電子商務新
創企業的投資飄忽不定，然而，在 Q2'16 看到投資交易件數連續第
二季增加，同時也達近五年高點左右。如果投資交易活動能持續目
前的速度，預計 2016 年全年的交易件數可能成長 40％，至另一個
新高峰。
季投資趨勢
訂閱式電子商務新創企業在 Q2'16 完成 19 回募資交易，從上
一季的 12 回與 Q4'15 的 9 回上升。Q2'16 的募資件數也追平 Q3'15
的峰值，但總募資金額則是遠遠低於該季的總和。
第二季訂閱式電子商務獲投金額增加至 9,800 萬美元，主要是
因 BarkBox 獲得 6,000 萬美元 C 輪的投資。LootCrate 是一家做
「Geek gear」訂閱式生意的商務平台，在 Q2’16 獲得 1,900 萬美
元 A 輪的投資。另外，上海一家訂閱式鮮花供應商「FlowerPlus」,
獲得 1,100 萬美元的 A 輪投資。
訂閱式電子商務獲投的金額的高峰在 Q3’15，因為有數件大型
的投資交易案，包括：Ipsy （$100M/B 輪）
、主營母嬰的電商 The
Honest Company （$100M/D 輪）與主攻平價刮鬍刀市場的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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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s（$76M/C 輪）。.

年投資趨勢
2016 年訂閱式電子商務獲投的件數增加，上半年的獲投件數
就接近 2014 年全年的總件數。然而，獲投的金額卻遠遠落後，目
前為止，僅有 1.1 億美元的投資金額。該行業傑出的公司都在 2014
與 2015 獲投，如 JustFab 在 2014 年獲得 8,500 萬美元的投資；
Harry’s 在 2014 年與 2015 年分別獲得 1.40 億美元與 7,600 萬美元
的投資，但在 2016 年都尚未獲投。實際上，平均獲投的規模呈現
下降趨勢從 2014 年的 1,600 萬美元到 2015 的 1,000 萬美元，2016
至今僅剩 350 萬美元。

獲投最多的新創企業
獲得 VC 投最多的訂閱式電子商務新創企業，主要集中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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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商品與清潔用品。獲投最多的前十名中包括一家瞄準平價優質
刮鬍刀電商 Harry’s 與 4 家美妝電商 Ipsy, GlossyBox, Birchbox 與
Julep Beauty。IPSY 由 Youtube 美妝視頻網紅越南裔美國人 Michelle
Phan 創立，根據用戶反饋和在線問卷結果，製作視頻並每月為用
戶度身定製美妝禮盒 Glam Bag（按月訂購美妝禮盒）
，其中包含 5
款美妝產品的試用裝，售價 10 美元，產品由眾多知名或小眾美妝
創業品牌向 Ipsy 提供，以獲得消費者的試用體驗和反饋。這家新
銳電商共獲得超過 1 億美金的投資。
另外一家已被聯合利華收購的 Dollar Shave Club（主推剃鬚刀
與一系列相關產品（如髮膠，衛生濕巾，剃鬚使用的泡沫等）的按
月快遞服務的電商），也名列獲投最多的名單中。
VC 支持的訂閱式電子商務公司獲投金額前十大(截至 9/9/16)
公司名稱
TechStyle Fashion
Group (formerly
JustFab)
Harry’s Razor
Company
The Honest Company

來源
網址

獲投金額
（＄M）
$300M

部分投資人

Matrix Partners,
Technology Crossover
Ventures
$287M
Harrison Metal, Thrive
Capital
$222M
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Ipsy
$103M
Sherpa Capital, 500
Startups
Birchbox
$87M
Slow Ventures, Accel
Partners, First Round
Capital
BarkBox
$82M
Lerer Hippeau Ventures,
Resolute.vc, RRE
Ventures
GlossyBox
$72M
Holtzbrinck Ventures,
Kinnevik
Julep Beauty
$60M
Maveron, Andreessen
Horowitz
NatureBox
$59M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Softbank Capital
Stitch Fix
$47M
Baseline Ventures,
Benchmark,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數位時代、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壹讀（林秀英摘譯與整理）
http://goo.gl/m6lkmt
http://goo.gl/JvRe06
http://goo.gl/4di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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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旅遊科技: Q3’16 投資交易件數下滑，但投資金額因 Airbnb 回升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3-2-71
股權投資-旅遊科技
旅遊科技: Q3’16 投資交易件數下滑，但投資金額因 Airbnb 回升
2016.09.20，2016.09.22, 2016.09.30
2016 年迄今，全球旅遊科技新創企業已完成了 159 件募資案，
獲投金額將近 25 億美元，期中獲投件數是創 5 年新低水準，但交
易金額則有回升趨勢，但離 2015 年的峰值仍有一大段差距。另外，
也觀察到越來越多的旅遊科技公司進行海外募資。2016 年以來，
美國以外的募資件數就占了融資總次數的 67%。美國是全球旅遊
科技創業獲投件數最多的國家，印度緊隨其次。毋庸置疑的是目前
全球獲投最多的企業仍然是 Airbnb。
CB Insights 將「旅遊科技公司」定義為“以科技提供旅遊消關
的產品與服務的公司，包括旅遊預訂（機票、旅館、門票等業務）
、
旅遊行程搜尋和規劃平台、隨選需求的旅遊服務和旅遊推薦網站
等”
季投資交易件數與金額
截至 2016 年 9 月 21 日，全球旅遊科技新創企業在 Q3’16 共
完成了 45 件投資交易，獲投金額高達 10.15 億美元。儘管本季還
沒結束，然而，目前第三季投資件數較上一季下降 4 成，但投資金
額回升 71%。投資金額的上升主要因為 Airbnb 一家在 8 月份就完
成了高達 8.5 億美元 F 輪的募資。
第三季 Airbnb 獲投的金額仍遙遙領先，隨後是印度網路旅行
社 Oyo Rooms，獲得 6,200 萬美元 E 輪的投資；Treebo Hotels 的
1,700 萬美元 B 輪募資，以及 Dreamlines 的 1,600 萬美元 D 輪投
資。
第三季目前（9/21/2016）獲投的件數為 2012 年至今單季最低，
僅有 45 件，上一季有 81 件。去年同期則有 76 件獲投。過去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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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季中，就有 4 個季超過 70 件的投資案件。

投資件數占比-按國家
過去 5 年，旅遊科技新創企業獲投件數最多的國家排行有所
變化，儘管美國仍是最活躍的國家，其獲投次數占比相較 2012 年
下降了 10%。
2012 年，美國市場占據全球旅遊科技新創企業總獲投次數將
近一半。自此之後，美國市場的獲投次數占比，就呈現大幅下滑，
截止 2016 年至今，其占比份額僅是 33%。其占比份額下滑，主要
由於亞洲旅遊科技的崛起，尤其印度與中國市場。英國的占比份額
也在上升，目前占比是 10%，為近 5 年來的高峰。德國雖然也躋
身前五名，但過去 5 年，其占比份額始終未能突破 10%。

獲投最多的新創企業
Airbnb 是旅遊科技中獲投最多的公司，目前已完成的投資金
額高達 42 億美元。緊隨其後的十家公司獲投金額家加總，還沒
Airbnb 一家多。這些獲投最多前十大旅遊科技公司中，包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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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家（TuJia）
、英國蘇格蘭的 Skyscanner（天巡）以及巴西 OTA
的 Decolar 等獨角獸。
獲投最多的旅遊科技公司- Q1’12 – Q3’16 YTD (9/9/16)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公司名稱
AirBnB
LY.com（同程）
TuJia
Online
Information
Technology（途家）
Decolar
Ibibo Group
Quintess
Oyo Rooms
Skyscanner
Huoli（活力天匯）
HotelUrbano

公佈金額
$4.2B
$1.2B
$464M
$342M
$273M
$247M
$226M
$197M
$144M
$130M

最活躍的投資人
自從 2012 年迄今，投資旅遊科技的前 11 大 VC 中，有四家在
位於美國之外，包括：Index Ventures (英國), Caixa Capital Risc (西
班牙), Blume Ventures (印度) 和 Gobi Partners (中國)，其他的 7 家
全都位於美國加州。第一名的投資人為 500 startup，第二名為
Plug&Play，第三名是 ACCEL Partners。
如果是最活躍的公司投資人，前三名分別是：
（1）Tencent(騰
訊)；
（2）Google Ventures；
（3）Concur, Nokia Growth Partners, Recruit
Strategic Partners。

192

來源
網址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http://goo.gl/tFi8OO
http://goo.gl/m5KWy9
http://goo.gl/3aGzUz

8. 綠色科技新創企業獲投件數為四年最低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3-2-72
股權投資-綠色科技
綠色科技新創企業獲投件數為四年最低
2016.09.22
過去 3 年，綠色科技的投資與退場持續增加，即將舉辦的美
國最高法院「潔淨電力法案」（The Clean Power Plan）聽證會，將
決定此法案的未來發展方向，預計 2016 年綠色科技的投資交易件
數將較 2015 年減少，整體產業低迷期勢必將延長。
自 2012 年起，新創企業致力於環境友善技術，包括：能源與
農業，已經獲得超過 160 億美元的投資，這些獲投的案例大多集
中在美國。儘管連續三年獲投金額上升，但預計 2016 年投資的件
數與金額將雙雙下滑。
政府部門也提供永續發展專案的補助，作為民間資金市場的
補充，如美國聯邦與加州政府官員於 2016 年 9 月 14 日共同簽署
「沙漠再生能源保育計畫」（Desert Renewable Energy Conservation
Plan, DRECP），在最不影響沙漠動物地區設廠的業者將獲優先審
核，這些計畫可望部分解決近來投資綠色科技新企業資金下滑的
問題。
「綠色科技」公司定義為「從事網路、軟體、工業、行動及
通訊、能源與公用事業、電子、電動車、環境服務和農業等環境友
善計畫的公司」。
年度投資趨勢
截至 2016 年 9 月 7 日為止，2016 年投資綠色科技企業的件數
為 146 件，金額為 24 億美元。依目前的投資速度，預計 2016 年
全年投資金額將達 35 億美元，較 2015 年下滑 11%。2013-2015 年
連續三年投資金額成長後，2016 年將是 2013 年以來投資首次下降
的一年。
以目前投資件數下滑的速度，預期 2016 年全年投資件數為 213
件，將較 2015 年減少 20%。自從 2014 年投資件數達 4 年新高（310
件）後，連續二年投資件數下滑。
2016 年迄今，A 輪募資有二件中國大型的交易案支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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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樂視汽車完成 10.8 億美元投資，樂視汽車預計在 2019 年-2020
年實現盈虧平衡，EBITDA 轉為正；樂視汽車在 2016 年至 2022 年
的總投入將達 79 億美元，主要以貸款形式解決，計畫股權募資三
輪 A 輪、B 輪、Pre-IPO。在此之前，樂視宣佈在浙江啟動包括樂
視超級汽車生態體驗園區、智慧汽車產業基金、互聯網金融等專案
戰略合作。涵蓋智慧互聯網電動汽車先進製造、生態展示、觀光體
驗的樂視超級汽車生態體驗園區正式落戶浙江省德清縣，總投資
額為近 200 億元。根據專案規劃，樂視超級汽車生態體驗園區第
一階段規劃用地約 4300 畝，計畫年產 40 萬台整車。其中，一期
項目投資 60 億元,年產能為 20 萬輛整車；二期計畫於一期投產後
兩年內開工建設，擴產產能 20 萬輛整車，項目投資 60 億元。與
園區配套的商務園則主要包括行政辦公區、配套設施建設等，投資
額為 20 億元。在此次募資之前，樂視汽車共投入近 3.5 億美元。
另一家大型 A 輪募資是中國「車和家」獲得 1.21 億美元的投
資，5 月出揭露已完成了 7.8 億元 A 輪融資，本輪融資由利歐股份
領投，源碼資本、常州武進產業基金、明勢資本等機構跟投。車和
家在成立十個月的時間內，已經累計獲得融資超過 25 億元。車和
家創立於 2015 年 7 月，定位於城市智慧交通服務商。公司將提供
兩款面向未來的智慧電動車：一款小而美的 SEV，一款大而強的
SUV，滿足 90%的城市出行需求。車和家所提供的產品擺脫了對
於充電站的依賴，提出一站式的服務體系解決方案，有效的提升使
用者購買和服務的效率。

季投資趨勢
以季投資趨勢來看，Q2’16 投資金額較 Q1’16 成長 60% ，主
要因為中國的「車和家」獲得 1.21 億美元 A 輪投資，另外較大型
投資還包括加州新型鋰電池的 Enovix 獲得 Intel Capital 1 億美元私
募股權輪投資，以及另一家加州電動車充電站公司 Chargepoint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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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5,000 萬美元 F 輪的投資。
Q2’16 投資交易件數 52 件相對前一季持平，較 Q4’15 而言，
則已經獲得改善。Q1’12-Q3’15 每一季的投資件數都超過 60 件，
這也說明此一領域的投資處於低迷期間。

投資件數與金額-按階段
2016 迄今，早期階段獲投金額的比重(28%)低於 30%，其中種
子/天使輪占了 18%。B、C、E 輪的占比相當，D 輪持續維持較低
的比重 3%。
2016 年有 2 件較大型的種子輪交易，包括冰島 Matorka 獲得
500 萬美元的投資，聚焦在陸地上永續的漁業生產。另一 家
是 Polystyvert，發展一種對生態友善好的方式來回收聚苯乙烯（聚
苯乙烯泡沫塑料）。
“其他”輪的占比，過去平均維持在 45%左右，主要包含少數股
權投資、可轉換債與其他型態的股權輪投資。

投資件數占比-按國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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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2 年到迄今，綠色科技企業獲投件數的國家分布，高度
集中在美國，件數占比達 75%，其次依序為加拿大與英國，占比分
別為 6% 與 5%。德國與印度則是分居第四與第五。其他的 10%
則是分布在其他 35 個國家。

來源
網址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百度百家、新浪科技（林
秀英摘要整理）
http://goo.gl/1BuJHh
http://goo.gl/faiq7L
http://goo.gl/s2EP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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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產經政策
1. 亞洲‧矽谷方案 政院拍板通過 一次改善臺灣整體經濟結構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4-72
重要產經政策-亞洲‧矽谷方案
亞洲‧矽谷方案 政院拍板通過 一次改善臺灣整體經濟結構
2016.09.09
行政院長林全 9 月 8 日在行政院會聽取國發會「亞洲‧矽谷方
案」報告後表示，該方案是蔡總統提出五大創新產業中的重要方案，
其性質與「工業 4.0」相似，臺灣雖然在電腦、網路興起影響通訊
發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扮演一定角色，但卻是以製造低附加價值
產品為主。隨著資訊與雲端智慧化科技在服務方面的廣泛運用，第
四次工業革命來臨，臺灣不論在傳統製造業、機械產業或資通訊產
業等方面有很好的基礎，若能以第四次工業革命為契機，重新調整
產業結構，必能有迎頭趕上的機會，政府會全力來推動。
林院長指出，各界對「亞洲‧矽谷方案」有很高的期待，國發
會以 2 個月時間與新創界及相關產業溝通，化阻力為助力，並克服
技術、人才、資金、市場法規鬆綁等相關問題與困難，讓計畫更加
周延與完整、更具說服力。
林院長強調，
「亞洲‧矽谷方案」為五大新興產業的旗艦計畫，
如果無法落實，其他新興產業也將受到影響。
林院長進一步指出，桃園具備產業聚落與匯集人才等優勢，是
發展最有潛力的地方，希望桃園作為「亞洲‧矽谷方案」的表率，
桃園經驗如果能夠成功，對於聚落經濟的形成，以及留才等都有很
大幫助。
林院長表示，請國發會主導推動執行「亞洲‧矽谷方案」，如
有困難要強力協調各部會，並隨時滾動檢討調整，以符合目標，希
望臺灣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能追上時代潮流，一次改善整體經濟結
構，這是臺灣的機會，希望各部會共同努力掌握。
國發會表示，「亞洲‧矽谷方案」可以一大生態體系、兩大主
軸、三大連結及四大推動策略做說明。一大生態體系在於建構一個
以研發為本的創新創業生態系；兩大主軸在於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
研發及強化創新創業生態系，輔以連結國際、連結未來及連結在地
的三大連結，並透過四大推動策略來推動，希望能讓臺灣連結矽谷
等全球科技核心聚落，成為亞太青年創新與創業發展基地，以搶進
下一世代的未來產業。
國發會表示，四大具體推動策略包括：
（一）透過活絡創新人才、完善資金協助、優化法制環境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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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創新創業環境。
（二）設立一站式服務中心，整合矽谷等國際研發能量，並積極參
與國際制定物聯網標準及認證機制。
（三）引導國內硬實力跨入軟體應用，並積極促成學研機構研發成
果產業化。
（四）建置高品質網路環境，打造智慧化多元示範場域，並優先發
展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應用。
國發會指出，該方案期程規劃為 105 年至 112 年，106 年度科
技部、經濟部等共編列 113 億元，其中 57 億元為新興計畫，其餘
為部分新興或延續性相關計畫，包含網路通訊建設、行動寬頻服務、
電子商務、智慧應用、試驗場域、產學合作、培育數位人才及法規
調整等業務，並無園區建設經費；後續年度相關預算，亦將配合計
畫滾動檢討，核實編列，有效使用。
國發會表示，結合亞洲‧矽谷計畫及其他數位經濟相關計畫，
我國物聯網經濟商機占全球規模預計將由 2015 年的 3.8%提升至
2020 年的 4.2%，並在 2025 年提升至 5%；同時，此一計畫也將促
成 100 家新創事業成功或企業在台灣設立研發中心；培育成立 3 家
台灣國際級系統整合公司；促成 2 家國際級廠商在台灣投資；並將
建立 1 個物聯網產業虛擬教學平台。
國發會預估一年內，將促成兩家國際級廠商在台投資，包括
HP、IBM、思科等國際大廠都有興趣。並在一年內培育成立三家台
灣國際級系統整合公司，包括華碩、中華電、研華、台達電及英業
達等廠商都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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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址

行政院、數位時代、工商時報
http://goo.gl/kXlJoA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電子檔：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19/740887/a525479b-6f05430b-bdbd-79e4bffb3b19.pdf
http://goo.gl/jHJGqT
http://goo.gl/J5rW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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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拚金融科技雙管齊下 金管會提十大措施 並推領航計畫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4-73
重要產經政策-金融科技
拚金融科技雙管齊下 金管會提十大措施 並推領航計畫
2016.09.09，2016.09.20
為推展 Fintech（金融科技）
，金管會 9 日宣布，將推動「金融
科技發展推動計畫」
，包括擴大行動支付創新運用、鼓勵銀行與 P2P
網路借貸平台合作、促進群眾募資平台健全發展、打造數位化帳簿
劃撥作業環境、分散式帳冊（Distributed Ledger）技術的應用研發
等 10 項措施，同時，金管會也研擬推動具監理沙盒實質意涵的「領
航計畫」，即推動台版監理沙盒。
金管會 9 日舉辦金融科技發展諮詢座談會，邀請立法委員、科
技業、金融業、學者專家及政府機關代表共計 30 人，金管會也在
會中說明將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推動計畫」。金管會主委丁克華指
出，金融科技創新發展要有負責任創新觀念，在兼顧效率、安全、
公平與消費者保護下，金管會將研議推展 Fintech 的「領航計畫」
，
以符合金融科技發展需要，同時持續促進金融業與科技業建立對話
平台，請各金融業別公會及周邊機構協助，建立各金融機構可適用
的基礎系統或規範。
金管會於 9 月 20 日發佈「金融科技發展推動計畫」新聞稿，
共有 10 大措施，包括:
1. 擴大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之運用及創新：鼓勵金融機構推
展行動支付業務，金管會將滾動式檢討相關法規，營造友善發
展環境，歡迎各種行動支付技術，由國人決定市場主流。並提
高國內商家行動支付端末設備之普及率，推動便捷行動支付服
務通路。
2. 鼓勵銀行與 P2P 網路借貸平臺合作，共創雙贏：鼓勵平臺業者
與銀行共同合作，強化平臺之內部控管機制，適度降低風險，
並兼顧國內網路借貸業務之成長及金融科技發展。合作方式包
括銀行得以股權投資方式參股合作，或採取策略聯盟方式與業
者合作。
3. 促進群眾募資平台健全發展：群眾募資是以網路力量協助新創
事業取得資金的重要方法之一。櫃買中心持續聯合群募業者舉
辦創櫃板及群募平台宣導會。截至 105 年 8 月底止，已協助 92
家微型創意企業公司籌資 12.62 億元、3 家創櫃板公司辦理公開
發行，其中 2 家公司登錄興櫃、1 家上櫃。
4. 鼓勵保險業者開發 FinTech 大數據應用之創新商品：結合駕駛
人數據資料分析及創新運用，已開發多元車聯網 UBI 保險商品。
也鼓勵保險業開發具外溢效果之健康管理保險商品，讓保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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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事後給付理賠，也可導引國人注重事前預防，如：健康管
理及健康檢查等，亦能增進民眾身體健康。
5. 建置基金網路銷售平台，發展智能理財服務：建立產品完整、
交易便利之基金網路商城，未來規劃透過行動、雲端及大數據
分析，推出機器人理財顧問服務，提升基金網路平台之智慧功
能，提供各樣理財商品。
6. 推動金融業積極培育金融科技人才，以因應金融科技發展：協
助員工適應未來發展趨勢或轉型，研提員工金融科技能力培育
計畫，開設金融科技相關課程，積極培育數位金融專業人才。
7. 打造數位化帳簿劃撥作業環境：讓投資人上網路不用跑馬路，
無需臨櫃查詢，即可透過網路或手機瞭解投資之有價證券。將
積極規劃手機證券存摺，建構網路化、行動化服務介面及直通
式(straight through processing)作業平台，打造資訊不落地自動化
作業環境。
8. 分散式帳冊（Distributed Ledger）技術之應用研發：運用此技術
目的係增加交易效率，降低集中式總帳的成本，目前已有多家
金融機構研發在金融方面的應用。鼓勵研發的方式包括透過各
周邊單位與相關金融智庫，推廣分散式帳冊技術，培育具潛力
技術人才，鼓勵金融業者投入分散式帳冊技術研發，鼓勵金融
業者尋求主動參與國際大型研究計畫或應用聯盟。
9. 建 立 金 融 資 安 資 訊 分 享 與 分 析 中 心 (Financial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 F-ISAC)：資訊安全是金融科技發展
的基本條件。預計於 106 年起建置「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
中心(F-ISAC)」
，藉由資安威脅事件之處理經驗分享，提升金融
機構及早因應及危機應變之能力。該中心將銀行、證券期貨及
保險業納入資安聯防體系，建立跨部會資安資訊分享機制，規
劃於機制完備後移轉由中立之公司繼續維運。
10. 打造身分識別服務中心(Authent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Service
Center)：電子交易無法面對面確認身分，所以如何確認當事人
之身分是金融科技發展重要課題之一。為打造身分識別服務中
心，短期請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相關公會組成推動小組，規
劃由專業之第三方機構建立身分識別服務中心；中期建立符合
國際身分識別標準，訂定各類信物信賴等級之作業規範；長期
拓展信物驗證類別，發展新興驗證機制。
此外，考量金融科技創新發展是不斷進步的過程，必須兼顧效
率、安全、公平與消費者保護與涉及人才及誘因機制等配套，金管
會將採取 4 項措施，對於各界關切的金融科技議題，包括監理沙
盒、分散式帳冊、資訊安全、人才培育及消費者保護等，金管會將
密切瞭解國外發展情形，並視國內的金融需求，適時推動相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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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金融科技再進化。
丁克華說，金管會研議推展 Fintech「領航計畫」
，此計畫相當
於監理沙盒的實質意涵，即台版監理沙盒，目前銀行已可自行開辦
各項低風險交易的電子銀行業務，也可申請辦理創新金融服務，由
金管會視個案給予試辦期間，如 100 年 9 月試辦行動 X 卡、102 年
5 月試辦 OTA 手機信用卡、104 年 7 月試辦 ATM 指靜脈提款等。
丁克華強調，未來將掌握國際趨勢，參考各國對監理沙盒制度
的政策與試行的經驗，並兼顧安全、風險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的
原則下，檢討調整具體化「領航計畫」的作法，以推動金融科技發
展的需要。
同時，金管會也將持續促進金融業與科技業建立對話平台，拉
近兩產業在科技的供給面與需求面的距離，後續研討會議也將邀請
新創業者參加討論，相關議題包括消費者權益、市場公平競爭及資
訊安全等。也因為我國金融市場規模較小，為降低重複投資成本，
將集中研發資源，各業別公會及周邊機構可考慮協助建立各機構可
適用的基礎系統或規範，以收資源共享的效率。
來源
網址

HiNet 新聞、金管會新聞稿
http://goo.gl/xn1LtY
http://goo.gl/rOQCAX

3. 金管會推動綠色金融，支持綠能產業發展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4-74
重要產經政策-綠色金融
金管會推動綠色金融，支持綠能產業發展
2016.09.14
金管會為配合政府因應氣候變遷、追求環境永續及發展綠能科
技產業(簡稱綠能產業)之政策，已將綠色金融列為最重要推動政策
之ㄧ，鼓勵國內資金投入綠能產業。
目前已推動綠色金融相關措施，包括：
一、 協助綠能產業取得融資：
（一）綠色金融已納入金管會三力四挺政策，刻 由銀行公會
擬訂「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方案」，在
風險可控下，鼓勵銀行對新創重點產業(含綠能科技)提
供融資服務，及提高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貸款成數，由八
成提高至九成。
（二）銀行公會已將赤道原則納入銀行授信準則，可促使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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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融資評估或決策納入對社會和自然環境影響。
（三）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配合辦理節能減碳或綠能產業之政
策性貸款，例如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行政院環保署及
行政院農委會之相關貸款專案。
二、引導保險業資金投資公共建設，包括綠能產業：
（一）依現行保險法子法「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
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規定，保險業資金可專案投
資包括電力等公用事業之設施。
（二）為鼓勵保險業投資包括電力等公共建設，立法院已一讀
通過修正保險法第 146 條之 5 規定，如經完成立法，未
來保險業可擔任不超過三分之ㄧ被投資公司董監席次，
此有助於導引保險業資金投入綠能產業。
三、提供多元化籌資及取得資金管道：
（一）已建置上市櫃、興櫃、創櫃及股權群眾募資等多層次資
本市場，提供不同規模企業多元化籌資管道；創櫃板並
提供微型創新企業籌資及免費輔導機制。
（二）科技事業（含綠能產業）如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
產品或技術開發成功具有市場性評估意見，其申請上市
櫃，得不受設立年限及獲利能力之限制。
（三）將研議推動綠色金融商品，例如：綠色債券、以投資綠
色產業為主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編製綠色股票/債
券指數等，讓社會大眾一同參與綠能產業發展。
四、強化綠色金融人才培育：
持續透過金融研訓院等金融周邊機構辦理相關課程，培育綠色
金融人才，俾利協助金融業取得資訊、瞭解綠能產業特性，據以評
估風險控管及審核機制，進而提高投融資意願，並有助於綠色金融
商品發展。
金管會強調，推動綠能產業發展為政府之重要政策，金管會將
持續與國發會、經濟部、環保署等部會合作，從融資、投資、籌資
管道及人才培育等面向，積極推動綠色金融。以金融支持綠能產業
發展，進而以綠色經濟帶動綠色金融發展，創造綠色產業、綠色金
融與社會永續三贏。
來源
網址

金管會新聞稿
http://goo.gl/twMs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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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揆射 3 箭 打造亞太生技鎮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4-75
重要產經政策-生物科技
林揆射 3 箭 打造亞太生技鎮
2016.09.08, 2016.09.09
打造生技產業為亞太地區重鎮，新政府發出宏願，規劃在 2025
年時，將創造 7,800 億產值。行政院院長林全昨日表示，生技產業，
是以創新為主流，要創造產業生態系統，目標就是要跟國際接軌，
「國際做得到，台灣就一定可以」。
林院長指出，生技產業的關鍵在於人才，最重要的是吸引高階
人才並發揮才能、協助產業往前。有關「新藥領域」方面，臺灣擁
有很多學有所長、豐富經驗的海外人才，並願意將經驗帶回臺灣，
結合國內學校研究及具國際水準的醫院，奠定了新藥領域的基礎與
規模；此外，「南港生技園區」也逐漸形成氣候，提供資源整合平
臺，發展核心技術與服務。希望藉上述條件，帶領我國新藥領域走
向國際、吸引更多國際人才、展現全球競爭力。
林院長表示，有關「學名藥」的發展，臺灣學名藥的藥廠規模
小、競爭激烈且利潤低；如何提升我國的學名藥發展並與新藥連結，
成為政府需要長期努力的目標。未來學名藥發展有成之後，希望「生
技產業策略諮詢委員會議」討論如何結合學名藥與新藥，成為完整
的產業鏈。目前雖仍處起步階段，期望國內的學名藥廠願意投入、
匯集相關人才。若我國產製出高門檻的學名藥，便具有競爭力與國
際市場，這是政府在研發創新方面可努力的方向。例如東南亞、印
度、中國大陸等都是可拓展的市場，儘管並不容易，但政府仍需努
力突破並取得雙贏策略，包括利用策略聯盟、參股、政府間的相互
認證等方式，擴大學名藥市場。
林院長指出，有關「醫療器材」方面，臺灣的醫療器材產業非
常具有潛力，因為臺灣的機械、材料、光學、電子、化工等領域非
常完整，可以創造出產業鏈相互結合的醫療器材產業，期待吸引更
多人才投入。有關「健康福祉照護產業」
，行政院在 5 月 20 日之後
即著手推動建立長照制度，由於臺灣的長照制度剛起步，大部分依
靠家庭成員與外籍看護。隨著人口老化，長照的需求與市場愈來愈
迫切，政府必須面對並訂定正確的方向。
林院長表示，未來的長照制度將是以社區為中心，由政府主導，
民間參與，結合社福與醫療的體系。為讓老年人獲得更好的照顧與
生活品質，可透過商業化方式發展，使具商業價值的醫療服務多元
成長，創造更多附加價值。一方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另一方
面有效整合資源，運用智慧化方式，讓我國照顧產業成長，並增加
本國就業人口。
林院長表示，有關建立生技產業的生態系統，包括人才、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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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資金、資源整合與慎選主題六項目；人才、法規、智慧
財產與資金是臺灣所有產業所需要的，將以與國際接軌為目標；資
源整合與慎選主題的部分，則需要專業指導與政府執行整合，希望
生技產業策略諮詢委員每年滾動式檢討，執行更有效率。
針對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BTC）提出目前人才吸納、
法規鬆綁、智財保護、資金、跨部會整合和選題等六大產業生態系
統，他強調，新政府會努力執行，並以能和國際接軌為方向。
基亞董事長張世忠認為，林全第一次出席 BTC 就能切中要點，
顯然對生技產業十分了解。實際上，只要法規符合現代化，跨部會
整合，就可以打通產業任督二脈。健亞董事長陳正則對林全的表現
給了「85」分。
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李鍾熙表示，台灣醫療亞洲第一，有
12 項醫療技術高居國際醫界翹楚，且與亞洲鄰近國家飛行距離僅
約 4 小時，應利用此優勢，結合檢測、藥品、數據和醫管服務，建
置台灣成為亞洲最好的癌症中心，搶攻精準醫療商機。
隨著全球精準醫學和 P4（Predictive、 Personalized、Preventive、
Participatory）醫學的時代來臨，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BTC）
昨（7）日也以該議題開場，李鍾熙認為，台灣應以成為亞洲最好
的癌症中心的主題打前鋒，吸引國際焦點。
政務委員吳政忠表示，新政府已瞄準精準醫療商機，預期竹北
生醫園區在台大醫院加入後，除了建構台灣最大的專業醫療與臨床
試驗中心外，也將結合園區的生醫資源，做為國際醫療的大據點，
招商引資，台灣不僅有實力打造亞洲最好的癌症中心，還可拓展其
它領域。
台大校長楊泮池指出，台灣醫療技術在國際享有盛名，全球前
200 大醫院中，台灣占 14 家，僅次於美國及德國，排名全球第 3，
也是亞洲第 1。
而包括顱顏中心、肝臟移植、人工生殖、人工關節置換、眼科
及植牙手術等 12 項醫療技術，台灣都高居國際醫界翹楚，甚至在
肺癌治療的存活率，世界的平均水平是 15～16％，台灣則已高達
32％。
中國醫藥大學董事長蔡長海認為，精準醫療一定要結合臨床醫
師、教授及多家醫學中心；同時還需要大數據團隊，以及整合跨部
門的尖端醫學相關法規並盡快訂立。
結合了國內外生技專家舉辦的 BTC，已經是產業界的盛事，
不僅每年海外專家都會提供最新產業趨勢做建言外，往往也對行政
部門的欠缺效率炮轟，國內業者也可趁機吐苦水，由於大家對產業
發展的憂心，要求政府的 KPI 指數也愈來愈高。政務委員吳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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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BTC 舉辦已經 10 年，今年將是轉捩點，因為新政府知道要
如何落實產業政策，目前將先規劃分組進行整理議案後，儘速執行。
2016 年 BTC 會議總結是打造台灣為亞太生技重鎮，除了規劃
組成系統產品國家隊，提升外銷比重，建議政府成立大型基金，結
合民間，透過共同合作或併購進軍國際市場外，也規劃高值醫材、
藥品和健康福祉產業，合計在 2020 年能創造 5 千億元產值，2025
年則達 7,800 億元產值。

來源
網址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工商時報
http://goo.gl/Pivxnx
http://goo.gl/y8Obnm
http://goo.gl/01XCgQ

5. 產創條例大翻修！政院指示財經二部再研商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4-76
重要產經政策-產創條例
產創條例大翻修！政院指示財經二部再研商
2016.09.20, 2016.09.22
《產業創新條例》將大翻修，行政院在 9 月 21 日召開審查會，
這次經濟部配合生產力 4.0 及五大創新發展，祭出購買智慧化機械
設備予投資抵減優惠，當年度抵減率為 15％，分 3 年抵減率為 10
％，企業可二擇一。
為促進投資，提振經濟，產業界向經濟部反映多時，希望祭出
租稅優惠，增加投資動能，但因新政府對減稅手段十分保留，這次
重送《產創條例》，不但拿掉不景氣救生圈機制，連人才及節能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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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的租稅優惠措施都撤掉。
這次提出的租稅優惠措施，都是過去與財政部交手多次，曾獲
財政部鬆口認可項目。主要包括《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明訂的企
業海外投資盈餘匯回作實質投資，可享免營所稅優惠，吸引台商回
台投資。
第 2 項租稅優惠是配合五大創新中的智慧機械方案及生產力
4.0 趨勢，對企業採購智慧化生產的機器設備可比照研發，適用投
資抵減優惠，鼓勵企業更新設備投資。
官員說，過去曾給廠商購買自動化等機器設備投資抵減優惠，
但未來這項租稅優惠，經部會做好把關不浮濫，亦即企業要採購智
慧化機器設備，必須先提計畫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而不僅是
汰舊換新，才能對五大創新產業發展有實質效益。
未來比照研發投抵，若當年度適用優惠，抵減率可達 15％，
如分 3 年抵稅，抵減率為 10％，企業可二擇一。官員說，很多新
創企業前幾年並無盈餘可抵稅，因此抵稅期限需較長。
另一項就是有限合夥型態企業予免徵營所稅。科技部過去力主
應給有限合夥創投業，免課營所稅優惠，與美日等制度銜接，吸引
國際科技大咖企業來台投資創投業；官員說，有限合夥人屬於個人，
在兩稅合一概念中，合夥人只需課綜所稅，應免課營所稅。
為激勵投資，閒置工業區土地閒置 2 年未建廠，政府可強制買
回，這次修訂屬新開工業區以原價買回；但若屬 68、70 年開發的
舊工業區則依市價買回，負擔土地增值稅。
經濟部也增訂鼓勵國營事業投入創新研發等規定，至研發比例
未來視產業類別在子法訂定；為扶植創新創業，政府機關對創新性
產品採購排除現行採購法適用；另將建立產業人才鑑定中心；建立
無形資產的評價資料庫機制，以利銀行取得無形資產融資可承認評
價結果。
行政院《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討論結果
行政院 9 月 21 日召開政務審查會，針對《產創條例》大翻修，
初步進行討論，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對經部這次提出研修內容，大多
認同，除對於《產創條例》祭出租稅大放送，財、經二部意見僵持
不下，政委陳添枝說，兩部會將進一步溝通協調，再進入實質審查，
其他部分並無太大反對意見。行政院對有限合夥免課營所稅，傾向
較支持，但對吸引台商回台投資，則持保留看法。
租稅優惠有 3 條條文，經濟部列為保留條文。經濟部工業局長
吳明機在會中說明，何以提出增訂考量，但財政部重申，營所稅由
25％降為 17％後，很多功能性獎勵政策工具就決定取消，不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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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這麼多減稅政策。
官員說，海外盈餘匯回實質投資免課營所稅，是投資處收集台
商總會的意見訴求，原本在示範區條例中財經二部有共識，但現列
入產創是適用所有地區產業，並非限於示範區，財政部有疑慮。
對此，陳添枝也認為，其實國內游資很多，並不缺錢，缺的是
可以投資的標的，因此有無必要祭出租稅手段吸引台商把盈餘匯
回台灣投資，值得思考。言下之意，政院對這項減稅較保留。
對有限合夥免課營所稅的工具，陳添枝傾向支持，因為有限合
夥制度上路迄今僅 1 家企業申請，倘若有限合夥少了這項政策工
具鼓勵，恐怕這項制度存在會有很大困難，政院比較傾向支持這項
租稅工具，陳添枝指示財政部回去再仔細思考一下。
至於購買智慧化機械予投資抵減優惠，財政部擔憂過去自動化
機器設備申請案件甚多，減稅額度很龐大，但吳明機在會中說明，
未來會改變申請方式，必須先提計畫送審通過才能申請，經部會嚴
格把關，不會買機器就予投資抵減。
針對財經二部對這 3 項租稅議題意見分歧，陳添枝指示經濟
部再和財政部溝通協調，下次再進行逐條討論。
另為防囤地，炒作工業區地價，這次增訂取得土地 2 年內不興
辦事業，中央及地方可依市價或原價強制買回。但工業局指的是
2012 年前開發的新園區均須 2 年完成使用，且有 5 年閉鎖期，5 年
後若有意出售需依原價賣回政府。亦即 2012 年之前沒有附帶條件
的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均需以市價買回。

惟對此，台南市府及內政部仍有異見，主張一律用原價買回。
知情官員說，有的工業區 68 年即興辦，興辦迄今幣值有很大改變，
且轉了好幾手，根本「原價」已無從查考，因此才明訂舊工業區開
發必須用「市價」買回。

來源
網址

工商時報
http://goo.gl/RSK1kG
http://goo.gl/ewTY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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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正式啟動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4-77
重要產經政策-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正式啟動
2016.09.05
行政院依據總統於 105 年 8 月 16 日召開之對外經貿戰略會
談，通過之「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於今日正式提出「新南向政
策推動計畫」
。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將秉持「長期深耕、多元開
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整合各部會、地方政府，以及民間企業
與團體的資源與力量，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
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期望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
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本推動計畫請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負責政策協調及推動執
行，務求各相關部會擬訂具體方案與工作項目，並設定 KPI，國發
會負責管考作業，務必如期如質完成既定目標。以下茲就本案四大
工作主軸說明如下：
一、 經貿合作
改變過去以東協及南亞為出口代工基地的型態，擴大與夥伴國
產業供應鏈整合、內需市場連結及基建工程合作，建立新經貿夥伴
關係。
1. 產業價值鏈整合：針對當地產業能量與需求，強化具競爭優勢
產業與各國供應鏈之結合，如由五大創新產業切入，輔導電子
收費-ETC、智慧醫療、智慧校園等物聯網系統輸出；成立臺灣
窗口(Taiwan Desk)，連結在地資源，協助臺商在地群聚布局，
成立新南向經貿拓展單一窗口，扮演「尋找、開創、整合、促
成」雙邊貿易機會之平臺。
2. 內需市場連結：善用跨境電商搭配實體通路，拓銷優質平價消
費商品，推動教育、健康、醫療、餐飲等新興服務產業輸出，
並型塑臺灣產業品牌形象。
3. 基建工程合作：成立基礎建設及整廠輸出之海外輸出協作平臺，
籌組電廠、石化、環保等基礎建設輸出旗艦團隊，尋求與第三
國廠商策略聯盟。
二、 人才交流
強調以「人」為核心，深化雙邊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
交流與培育，促進與夥伴國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共享。
1. 教育深耕：擴編臺灣獎學金，吸引東協及南亞學生；配合國內
產業需求，建立「產學合作專班」
、
「外國青年技術訓練班」
，並
提供學成後媒合就業；鼓勵大學校院赴海外開設分校或專班，
或開辦先修銜接教育課程；推動國中小新住民語文教學，鼓勵
大學校院強化東南亞語言及區域貿易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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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人力：針對來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的外籍移工，研
議建立評點制度，符合條件者可延長居留年限，並鼓勵參與技
職培訓與報考證照；強化雙向專業人力交流，確保赴外工作人
員回臺社福保障之銜接，並簡化來臺申辦程序，強化人才供需
媒合，協助國內企業尋才。
3. 新住民力量發揮：協助第一代新住民利用其語言及文化之優勢，
取得相關證照與就業（如母語教學、觀光等）
；鼓勵大專院校開
設南向專業科系或學程，給予具南向語言優勢的學生加分錄取
機會，培育第二代新住民為南向種籽。
三、 資源共享
運用文化、觀光、醫療、科技、農業、中小企業等軟實力，爭
取雙邊及多邊合作機會，提升夥伴國生活品質，並拓展我國經貿發
展縱深。
1. 醫療：促進與東協、南亞及紐澳國家醫藥雙邊認證、新藥及醫
材開發合作；協助東協及南亞國家培育醫療衛生人才。
2. 文化：藉由影視、廣播、線上遊戲，行銷臺灣文化品牌；鼓勵
地方政府與東協、南亞及紐澳國家，進行城市交流與合作。
3. 觀光：放寬東協及南亞國家來臺觀光簽證；多元宣傳觀光，提
高導遊質量，建立穆斯林旅遊之友善環境。
4. 科技：建置科技交流平臺，強化科學園區及法人跨國鏈結，推
動智慧災防等技術交流。
5. 農業：成立「台灣國際農業開發(股)公司」
，以國家品牌擴展海
外市場；提供農技協助，推廣生物性資材及農機具，提升夥伴
國經營能力。
四、 區域鏈結
擴大與夥伴國的多邊與雙邊制度化合作，加強協商及對話，並
改變過去單打獨鬥模式，善用民間團體、僑民網絡及第三國力量，
共同促進區域的安定與繁榮。
1. 區域整合：積極和東協主要貿易夥伴與印度洽簽 ECA 或個別
經濟合作項目；更新及強化已簽訂的雙邊投資及租稅協定，並
建立重大事件預警及應變機制，有效掌握可能風險。
2. 協商對話：推動與東協、南亞及紐澳進行多層次、全方位的協
定與對話，並於適當時機和對岸就相關議題及合作事項，展開
對話及協商。
3. 策略聯盟：調整援外資源配置，完善援外推動機制，擴大業者
參與當地國經建計畫；與第三國(如日本、新加坡)協力進軍東
協、南亞及紐澳市場，並強化與民間企業及 NGO 團體合作。
4. 4.僑民網絡：建立僑民資料庫與交流平臺(包括：留臺畢業生、
當地臺商、僑民)；善用在地僑商及臺商經貿網絡，強化與臺灣
企業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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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址

圖、「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推動重點
來源: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http://goo.gl/RSK1kG

7. 中長期資金利率調低，歡迎各界申貸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4-78
重要產經政策-中長期資金利率
中長期資金利率調低，歡迎各界申貸
2016.09.10
國發會表示，配合中華郵政公司今年 7 月調降存款牌告利率，
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下調至 1.06%，目前可動撥額度超過新臺幣
1.5 兆元，歡迎各界申貸。
國發會運用郵政儲金辦理之中長期資金各項貸款，融資利率計
算方式係按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加上承貸銀行加碼機動計息。銀
行加碼部分視申請公司、計畫及產業風險等因素後，由銀行決定，
惟以不超過 2 個百分點為原則。國發會表示，民間企業之投資計畫
只要符合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政策需要，且投資金額在 1 億元以
上者，均可提出申請。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自 103 年 6 月 6 日起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之「中華郵政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
率」〈目前為 1.06%〉機動調整，承辦行庫加碼不超過 2 個百分點
為原則，歡迎各界申貸。
國發會表示，為提振經濟，中央銀行於今（105）年 7 月 1 日
起分別調降重貼現率、擔保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各 0.125 個百
分點，各大行庫亦陸續全面調降各類存款利率。中華郵政公司已於
7 月 6 日調整其存款牌告利率，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配合下調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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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至 1.06%，有利減低申貸企業資金成本負擔。
此外，國發會表示，為協助產業發展，亦透過中長期資金辦理
各項專案貸款，包括「協助中小企業紮根專案貸款(第六期)」等 8
項(如附表)，前述貸款之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係依承貸銀行信評，
採二級方式辦理，目前該二級運用利率分別為 1.16%（承貸銀行信
評為 twA~twA-之間）及 1.13%（承貸銀行信評為 twA+以上），有
投資意願之企業亦可多加利用，可逕洽各主辦單位辦理。
專案貸款名稱/主辦單位及洽詢專線


來源
網址

協助中小企業紮根專案貸款(第六期)/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電
話：02-23680816 轉 305

獎 勵 觀 光 產 業 升 級 優 惠 貸 款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電 話 ： 0223491500 轉 8538

流通服務業及餐飲業優惠貸款/經濟部商業司 電話：23212200
轉 279

推動航空工業發展優惠貸款/經濟部航空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電話：02-27556157 轉 11

自 有 品 牌 推 廣 海 外 市 場 貸 款 /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電 話 ： 0223541255 轉 2418

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融資/經濟部工業局 電話：02-27541255 轉
2634

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內政部營建署 電話：02-87712904

文化創意產業專案貸款/文化部 電話：85126558
國發會
http://goo.gl/4FOlRS

8. 行政院救觀光 祭 300 億優惠貸款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4-79
重要產經政策-觀光業優惠貸款
行政院救觀光 祭 300 億優惠貸款
2016.09.09
陸客來台人數急凍，為協助觀光「慘業」，行政院長林全昨晚
作出重大政策宣布，由中長期資金提撥 300 億優惠貸款，研議予觀
光產業汽燃費、房屋稅、地價稅等稅捐減免，遊覽車產業貸款展延
1 年、失業勞工協助等措施。
交通部分析，評估受陸客減少影響較大縣市包括嘉義縣市、花
蓮縣、桃園市、高雄市、台東縣、新北市等，受影響產業包括旅行
業、旅宿業、購物商店、遊覽車業、導遊人員、租賃車及計程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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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等。
林揆昨晚召開「陸客減少與因應對策」會議，同意交通部提出
四大因應策略，包括：一、開拓新興市場客源、增加成熟市場來客
數及重遊率、扎根歐美等多元市場；二、擴大國內旅遊，針對受衝
擊嚴重縣市加強推動國內旅遊；三、創新產品穩固陸客，推動行銷
多元創新旅遊產品爭取自由行陸客。四、協助陸客產業轉型等，包
括開發多元旅遊產品、輔導旅宿業接待多元客源、協助遊覽車司機
轉業等。
稅捐減免方面，政委張景森說，交通部研議將遊覽車納入大眾
運輸系統予汽燃費減免；針對觀光業研議觀光發展條例修法，財政
部將獎勵觀光業擴大適用範圍不限國際觀光旅館，給予房屋稅、地
價稅及營所稅減免。
擴大國旅方面，張景森說，相關部會將研擬鼓勵公務員使用「國
旅卡」辦理團體旅遊，而專辦陸客旅行社會提出優惠折扣計畫給公
務員使用；觀光發展基金視情況，提撥經費補助轉型國旅市場組團
的旅行社，補助團費約 3 成，並鼓勵機關團體或社會企業辦團體旅
遊聘專業導遊，也會予補助導遊費用。
來源
網址

工商時報
http://goo.gl/YtLbSN

9. 政院拍板 跨境電商營業稅 課定了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4-80
重要產經政策-政府總預算
政院拍板 跨境電商營業稅 課定了
2016.09.24
行政院會於 2016 年 9 月 22 日拍板《營業稅》法修正案，將對
跨境電商課稅，未來境外電商要來台「落地」辦理稅籍登記。未來
不僅提供我國境內民眾訂房服務的 Airbnb、Agoda，或是透過 APP
讓民眾下載影音、遊戲或電子書的蘋果與谷歌，都要繳交 5％營業
稅，跨境電商在台稅負一毛都逃不掉。
基於租稅公平，行政院會昨通過《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修正草案，政府向跨境電商宣戰。官員說，美商蘋果、谷歌等大型
跨境電商都很守法，最近主動向財政部詢問如何配合跨境電商課稅
制度。
依現行稅法規定，跨境電商 B2C 交易很難掌握銷售狀況，目
前透過逆向課稅機制，由消費者自行報繳效果不大。例消費者上網
在跨境電商平台付費，購買玩遊戲工具或寶物，這些都屬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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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所得，現在卻課不到。
這次參考日本、南韓、歐盟、紐澳等國作法，明訂跨境利用網
路銷售電子勞務（貨物以外營業行為）給我國個人消費者，應自行
或委託報稅代理人，在我國辦理稅籍登記，報繳營業稅。官員說，
此一立法應有助跨境電商在台「落地」，在成立分支機構，創造就
業，日本就有 60 多家跨境電商登記稅籍。
所謂電子勞務範圍，指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提供，由買受
人（消費者）以網路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手機、平板等行
動裝置運用，或未儲存但以線上服務、視訊瀏覽、音頻廣播、互動
式溝通、遊戲等數位型態使用，均定義為課稅範圍。而外國營業人
指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
官員說，未來財政部採簡易登記為主，外國納稅人可自行在網
站申請簡易稅籍登記，或委託報稅代理人登記；至登記門檻，擬比
照國內營業人，年銷售營業額在 48 萬元以上才需辦理。
這次取消買受人向跨境電商購買勞務小於 3,000 元免稅門檻
規定。至於罰則，跨境電商若未申請稅籍登記，可處 3 千～3 萬元
罰鍰；若短報漏報稅額等，可按所漏稅額處 5 倍以下罰鍰；若報稅
代理人未依法代理申報繳稅，將罰鍰 3 千～3 萬元。
但 Uber 已在台落地，不在這次課稅對象範圍，谷歌和蘋果雖
在台有分公司，但部分線上遊戲影音等，透過新加坡或荷蘭境外部
門銷售，就在課稅範圍。

來源
網址

工商時報
http://goo.gl/H8TJ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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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韓政府將投入 1.6 兆 推動九大國家戰略計畫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News-4-81
重要產經政策-政府總預算
南韓政府將投入 1.6 兆 推動九大國家戰略計畫
2016.09.20
2016 年 8 月 10 日，南韓總統朴槿惠在國家科學技術會議宣布
2016 年「九大國家戰略計畫」，旨在規劃十年內發展自動駕駛、智慧
城市、擴增實境、輕型材料、人工智慧、精準醫療、新藥研製、碳收
集與儲存及霧霾治理等技術。
南韓政府指稱這項計畫預計投入 1.6 兆韓圜(約 15 億美元)，同
時，民間企業也將投入該項計畫約 6152 億韓圜。預計 2016 下半年完
成這計畫的全盤規劃。
據知南韓朴槿惠政府自 2014 年提出經濟成長戰略計畫，以科技
推動經濟成長策略，首先提出『13 Future Growth Engine』(投入 1940
億韓圜(約 1.76 億美元))，接著於 2015 年提出『19 Future Growth
Engines』(投入 5.7 兆韓圜(約 57 億美元))，現在 2016 年提出『9
National Strategic Plans』(投入 1.6 兆韓圜(約 15 億美元))。
儘管近期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提升了南韓在全球排名，超
越中國、日本，但在出口連 19 個月下滑的困境中，傳統產業確實已
面臨需轉型的地步，因此南韓政府希望祭出這項新計畫提升南韓經濟
實力，確保南韓企業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仍保有競爭力。
她強調人工智慧、工業 4.0 將為全球經濟帶來改變。現今面臨低
成長、低通膨及低利率的時代，找到新的成長動能便是當前最重要的
課題。一個國家的未來取決於誰是第一個在創新技術中站穩腳步，因
此加快跟上國際水平為當務之急。

來源
網址

科技產業資訊室（iKnow ）
http://goo.gl/9nxn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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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編號
類別
標題
日期
內容

中國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創業投資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
鼓勵個人、社會及政府資本進行創業投資
News-4-82
重要產經政策-促進創業投資
中國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創業投資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鼓勵個人、社會及政府資本進行創業投資
2016.09.20
9 月 20 日中國國務院今日發布《關於促進創業投資持續健康
發展的若干意見》。
《意見》指出，創業投資是實現技術、資本、人才、管理等創
新要素與創業企業有效結合的投融資方式，是推動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的重要資本力量，是促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的助推器，是落實
新發展理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
育發展新動能和穩增長、擴就業的重要舉措。
《意見》強調，創業投資發展要堅持服務實體、專業運作、信
用為本、社會責任等基本原則，進一步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
優化服務改革，不斷完善體制機制，加快形成有利於創業投資發展
的良好氛圍和“創業、創新+創投”的協同互動發展格局，進一步
擴大創業投資規模，促進創業投資做大做強做優，培育一批具有國
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中國創業投資品牌，推動我國創業投資行業躋
身世界先進行列。
《意見》提出，一是培育多元創業投資主體。鼓勵行業骨幹企
業、創業孵化器、產業（技術）創新中心、創業服務中心、保險資
產管理機構等機構投資者參與創業投資，鼓勵包括天使投資人在內
的各類個人從事創業投資。
二是拓寬創業投資資金來源。大力培育和發展合格投資者，建
立股權債權等聯動機制，有序發展投貸聯動、投保聯動、投債聯動。
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創業投資稅收政策，建立創業投
資與政府項目對接機制，研究鼓勵長期投資的政策措施。
四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構建符合創業投資行業特點的法制環
境，落實和完善國有創業投資管理制度，支援有需求、有條件的國
有企業依法依規、按照市場化方式設立或參股創業投資企業和創業
投資母基金。
五是完善退出機制。完善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交易機
制，規範發展專業化並購基金。
六是優化市場環境。實施更多的普惠性支持政策措施，創新監
管方式，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嚴格保護智慧財產權，優化監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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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信用等方面市場環境。
七是推動創業投資行業雙向開放。按照對內外資一視同仁的原
則，放寬外商投資准入，簡化管理流程，鼓勵外資擴大創業投資規
模。堅持走開放式發展道路，提升我國創業投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鼓勵境內有實力的創業投資企業積極穩妥“走出去”。
八是完善行業自律和服務體系。加快推進依法設立全國性創業
投資行業協會，健全創業投資服務體系，加大教育培訓力度，吸引
更多的優秀人才從事創業投資，提高創業投資的精准度。
《意見》要求，要加強統籌協調，完善相關機制，密切發展政
策和監管政策的協同配合，建立相關政府部門促進創業投資行業發
展的資訊共用機制。各地區、各部門要按照職責分工抓緊制定相關
配套措施，加強溝通協調，形成工作合力，確保各項政策及時落實
到位。

國務院關於促進創業投資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國發〔2016〕53號）

目標：
1. 加快形成有利於創業投資發展的良好氛圍和“創業、創新+創投”的協
同互動發展格局
2. 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中國創業投資品牌，推動中國創業
投資行業躋身世界先進行列

策略
加強政府引導和政策扶持

完善創業投資相關法律
法規

• 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 • 大力培育和發展合格投
充滿活力的創業投資機
資者。
構體系。
• 建立股權債權等聯動機
• 積極鼓勵包括天使投資
制。
人在內的各類個人從事
創業投資活動。

• 完善創業投資稅收政策。
• 建立創業投資與政府專案
對接機制。
• 研究鼓勵長期投資的政策
措施。
• 發揮政府資金的引導作用

• 構建符合創業投資行業
特點的法制環境。
• 落實和完善國有創業投
資管理制度。

進一步完善創業投資退
出機制

優化創業投資市場環境

推動創業投資行業雙向開
放

完善創業投資行業自律
和服務體系

• 拓寬創業投資市場化退
出管道。

•
•
•
•

• 有序擴大創業投資對外開
放。
• 鼓勵境內有實力的創業投
資企業積極穩妥“走出
去”。

• 加強行業自律。
• 健全創業投資服務體系。

培育多元創業投資主體

多管道拓寬創業投資資
金來源

優化監管環境。
優化商事環境。
優化信用環境。
嚴格保護智慧財產權。

加強各方統籌協調
• 加強政策頂層設計和統
籌協調。

來源
網址

中國國務院（林秀英摘要整理）
http://goo.gl/FYEK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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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綜合性消息
類型/標題
（一）創新創業-共通性
創業者們，你的公司正走在作死的
路上嗎？
A 輪前的創業企業看過來：送你一
篇“創業融資實戰指南”#投資人說#
創業者融多少錢合適？事實是：無
論你融多少錢，你都將會在 12 到
24 個月內花光
【TK 專欄】談投資的必考題：早期
軟體新創公司的估值怎麼抓
Y Combinator 合 夥 人 Adora
Cheung 談「如何開創下一個醫療
獨角獸公司」
2016 Xfail 失敗者年會落幕！戴季
全、林大涵大談魯蛇經驗
高榕資本合夥人高翔：資本寒冬從
來都不是創業失敗的原因
【ALPHAcamp 專欄】創業鯊魚幫
（Shark Tank）給創業家的啟示錄
【直擊 TechCrunch Disrupt 大會】
TSS 帶創業者直攻舊金山，覆蓋 AI、
VR、區塊鏈效果卡開啟這回合
初創公司如何進行第一次 PR
【萬事具備只欠東風】日本新創力
道薄弱，500 Startups 創辦人：花惹
發問題出在哪？
用導電墨水複製受害者指紋，大學
研究人員助警方解鎖三星手機
矽谷什麼職位薪水最高 答案不是
軟體工程師
有多耗電？ 10 個數字帶你看寶可
夢熱潮
串流、電競助攻中國電玩經濟前景
看好
Pokemon GO 退燒 活躍使用者大
減 1500 萬
電玩是門好生意 微軟買下 18 歲
男孩的新創公司
投審會暫緩 Uber 撤資，等交通部

日期

網址連結

2016-08-27

http://goo.gl/9b2E0P

2016-08-30

http://goo.gl/2KKMxI

2016-08-31

http://goo.gl/EMzeZy

2016-09-02

http://goo.gl/AXgcxa

2016-09-06

http://goo.gl/xcu85r

2016-09-10

http://goo.gl/67IZET

2016-09-12

http://goo.gl/Bbf4ek

2016-09-12

http://goo.gl/xExLec

2016-09-13

http://goo.gl/ImiUG9

2016-09-15
2016-09-22

http://goo.gl/AvYl5p
http://goo.gl/YnEYUS

2016-08-05

http://goo.gl/zjgknC

2016-08-27

http://goo.gl/6EpKwk

2016-08-10

http://goo.gl/ob220e

2016-08-11

http://goo.gl/hnOzP9

2016-08-25

http://goo.gl/hcj5lk

2016-08-14

http://goo.gl/eBlno7

2016-08-03

http://goo.gl/cA19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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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計程車方案出爐再討論
3 大趨勢 打造全新體驗經濟
特寫 | 活著、清醒並且發狠 ——
投資人在資本寒冬的呐喊
VC 的寒冬是天使的春天：估值低
了 創業者就更加接近創業本質
CTO 到底該不該寫代碼：矽谷科技
從業者們怎麼看？
揭秘 VC 投資人盡職調查到底在看
什麼？
成為 LP 前你該瞭解的問題：謹防
PE 大佬掛名“出租”
資本寒冬投資人都在休假，TS 毀約
率達 30%，創業者不要總想著搞把
大的！
在台灣開公司得花幾天？（若真要
我給個期限，感覺起來是一萬年）
台灣品牌行銷常犯毛病：太重視管
道與代言，卻忽略了創意！
合夥人如何挑選適合的 CEO
如何投資女性所創辦之企業：萬無
一失的高回報率
海外發展守則
利用巨量資料創造行銷優勢
如何在沒有 VC 的錢下營運科技公
司
馬克·佐克伯談創業歷程：拒絕
Yahoo 10 億美元收購，是 Facebook
轉捩點
台灣新創的東南亞機會在哪裡？到
當地先瞭解市場，再試著規模化！
紅杉資本沈南鵬給創業企業 CEO
的四點建議：定戰略、重產品、帶
團隊、算好賬
投資人眼中創業的 11 條 PR 準則和
10 條融資建議，盛希泰等大佬點讚
矽谷沒你想的那麼神奇！美國科技
創業的虛與實
創業必知：首次融資要做哪些準
備？早期創業哪些錢不能拿？
你知道募資分為兩個階段嗎？而且
各階段的簡報重點不同！

2016-08-17
2016-08-28

http://goo.gl/MoGMrK
http://goo.gl/khZRyC

2016-08-25

http://goo.gl/d5RqRb

2016-08-29

http://goo.gl/JafDHl

2016-08-04

http://goo.gl/OSl6fH

2016-08-24

http://goo.gl/X7GGkp

2016-08-28

http://goo.gl/AIOSvQ

2016-08-09

http://goo.gl/fI7ee2

2016-08-08

http://goo.gl/yt1oQZ

2016-08-19
2016-08-17

http://goo.gl/75RZih
http://goo.gl/zUdduj

2016-08-09
2016-08-01
2016-07-22

http://goo.gl/HsK8hz
http://goo.gl/vScOsm
http://goo.gl/WA4I8j

2016-08-17

http://goo.gl/zqmu3Q

2016-07-21

http://goo.gl/nZwKW1

2016-6-20

http://goo.gl/QPZ1JW

2016-6-22

http://goo.gl/obdjTx

2016-6-23

http://goo.gl/mwyF5Z

2016-6-24

http://goo.gl/KfoJxw

2016-6-27

http://goo.gl/nKF8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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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 Area 參訪報告】台灣的硬體
加速器在哪裡？
為了避免有一天“一言不合就互
撕”，“創業股權分配”這門課一
定要提前學好
別再衝粉絲了！臺灣吧行銷總監：
透過 3 步驟，找對社群的關鍵指
標！
寄給早期投資的信怎麼寫？Y
Combinator 合夥人教你三句話表
達重點
「創業之國」以色列：軍隊既可打
仗，亦可攻佔那斯達克
【TK 專欄】邪惡的創投是怎麼賺錢
的？以及為什麼我們這麼機歪
【失敗者聯盟】為什麼以平臺創業
的新創公司容易失敗？
6 個日本創業生態觀察：大量孕育
成長型新創的沃土
2015-2016 年在印度市場退出的新
創企業
航空公司如何運用大數據觀察用戶
忠誠度
大資料視覺化正面臨哪些挑戰?
醫療大資料行業應用案例（康諾雲、
百度、慈銘體檢）
大概 60%的美國報業工作在 26 年
內消失
用導電墨水複製受害者指紋，大學
研究人員助警方解鎖三星手機
矽谷什麼職位薪水最高 答案不是
軟體工程師
有多耗電？ 10 個數字帶你看寶可
夢熱潮
串流、電競助攻中國電玩經濟前景
看好
Pokemon GO 退燒 活躍使用者大
減 1500 萬
電玩是門好生意 微軟買下 18 歲
男孩的新創公司
投審會暫緩 Uber 撤資，等交通部
多元化計程車方案出爐再討論

2016-6-28

http://goo.gl/bLqZ1Q

2016-6-30

http://goo.gl/ICDICR

2016-7-5

http://goo.gl/1GQKCS

2016-7-8

http://goo.gl/AooYql

2016-7-12

http://goo.gl/GesZVY

2016-7-14

http://goo.gl/mervwc

2016-7-15

https://goo.gl/S98asP

2016-7-19

http://goo.gl/h8YxB4

2016-07-15

http://goo.gl/MGBaLn

2016-07-05

http://goo.gl/cXfprq

2016-06-29
2016-07-09

http://goo.gl/5i6R0L
http://goo.gl/WnTBfB

2016-07-08

http://goo.gl/dZlDT4

2016-08-05

http://goo.gl/zjgknC

2016-08-27

http://goo.gl/6EpKwk

2016-08-10

http://goo.gl/ob220e

2016-08-11

http://goo.gl/hnOzP9

2016-08-25

http://goo.gl/hcj5lk

2016-08-14

http://goo.gl/eBlno7

2016-08-03

http://goo.gl/cA19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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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趨勢 打造全新體驗經濟
特寫 | 活著、清醒並且發狠 ——
投資人在資本寒冬的呐喊
VC 的寒冬是天使的春天：估值低
了 創業者就更加接近創業本質
CTO 到底該不該寫代碼：矽谷科技
從業者們怎麼看？
揭秘 VC 投資人盡職調查到底在看
什麼？
成為 LP 前你該瞭解的問題：謹防
PE 大佬掛名“出租”
資本寒冬投資人都在休假，TS 毀約
率達 30%，創業者不要總想著搞把
大的！
在台灣開公司得花幾天？（若真要
我給個期限，感覺起來是一萬年）
台灣品牌行銷常犯毛病：太重視管
道與代言，卻忽略了創意！
合夥人如何挑選適合的 CEO
如何投資女性所創辦之企業：萬無
一失的高回報率
海外發展守則
利用巨量資料創造行銷優勢
如何在沒有 VC 的錢下營運科技公
司
馬克·佐克伯談創業歷程：拒絕
Yahoo 10 億美元收購，是 Facebook
轉捩點
台灣新創的東南亞機會在哪裡？到
當地先瞭解市場，再試著規模化！
2020 年全球 IT 支出將達 2.7 萬億
美元，哪些行業願花更多錢投資？
角逐以色列，這才是中國資本搶灘
價值窪地的正確姿勢｜出海
新加坡初創企業加速器被推上風口
浪尖，它該何去何從？
Pinterest 憑什麼擁有那麼多用戶？
它背後的機器學習是答案
氣象大資料創業在中國何去何從？

2016-08-17
2016-08-28

http://goo.gl/MoGMrK
http://goo.gl/khZRyC

2016-08-25

http://goo.gl/d5RqRb

2016-08-29

http://goo.gl/JafDHl

2016-08-04

http://goo.gl/OSl6fH

2016-08-24

http://goo.gl/X7GGkp

2016-08-28

http://goo.gl/AIOSvQ

2016-08-09

http://goo.gl/fI7ee2

2016-08-08

http://goo.gl/yt1oQZ

2016-08-19
2016-08-17

http://goo.gl/75RZih
http://goo.gl/zUdduj

2016-08-09
2016-08-01
2016-07-22

http://goo.gl/HsK8hz
http://goo.gl/vScOsm
http://goo.gl/WA4I8j

2016-08-17

http://goo.gl/zqmu3Q

2016-07-21

http://goo.gl/nZwKW1

2016-08-30

https://goo.gl/amNw5v

2016-09-23

https://goo.gl/kxcXxz

2016-09-20

https://goo.gl/pm83CM

2016-09-19

https://goo.gl/D3N7sX

2016-09-18

http://36kr.com/p/5053059.ht
ml
https://goo.gl/KP93yL

在 App 大戰中，誰會成為下一個 2016-09-18
“微信”？
下一個 Google 和 Facebook 在哪 201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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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S0Vadx

裡？
O'REILLY 最新報告：人工智慧將
在這 5 個方向觸發醫療變革
《科技》趨勢科技：僅次日本，全
台每 8 秒就 1 次網毒攻擊
《科技》新興科技商業體驗，智慧
餐廳成亮點
Google Trips 用人工智慧幫你規劃
旅程
機器人左右網路輿論 威脅民主政
治
谷歌推即時通 AI 助理超神
主計總處打造大數據分析平臺，成
為平衡政府預算的關鍵利器
網路威脅情報正流行
（一）創新創業-熱門領域
AR/VR 領域
AR/VR M&A Timeline: Facebook,
GoPro, HP, Apple Begin To Grab
Startups
吳曉波：99%的 VR 企業將會死掉
在虛擬實境裡人會變得越來越孤獨
《口袋妖怪:Go》正式上線
Pokemon Go is now available in the
US for iOS and Android
AR/VR Funding In 2016 Already
Sees 85% Growth On 2015
美國 11 名 Pokémon Go 玩家，
抓寶可夢抓到被搶劫！
Magic Leap says it will debut its
product . . . “hopefully soonish”
Magic Leap 將在三藩市設立“秘
密”實驗室
任天堂靠 Pokemon Go 股價翻身，
市值一舉超越 Sony
橘子集團劉柏園：Pokémon GO 爆
紅不是因為 AR，提醒開發者不要
一股腦
Pokémon GO 日本正式上線！傳台
灣伺服器也準備好了
Pokémon Go 雖然好玩，但是它並
不是真正的 AR
Pokemon Go 正式在香港上線

2016-09-14

https://goo.gl/liasNW

2016-09-21

https://goo.gl/Y7TIKo

2016-09-21

https://goo.gl/bR50Dt

2016-09-20

https://goo.gl/suOM7i

2016-09-16

https://goo.gl/DP7hpk

2016-09-22
2016-09-16

https://goo.gl/gNqaQq
https://goo.gl/Wp1N6W

2016-09-16

https://goo.gl/BAO1Eo

2016-07-05

https://goo.gl/erY65R

2016-07-05

http://goo.gl/pkOprU

2016-07-06
2016-07-06

http://goo.gl/wZwBHY
https://goo.gl/vQ4xyg

2016-07-07

https://goo.gl/NcCOE6

2016-07-11

http://goo.gl/jzstw4

2016-07-12

https://goo.gl/vaDUTG

2016-07-18

http://goo.gl/13zBcU

2016-07-20

http://goo.gl/FqGDCw

2016-07-21

http://goo.gl/jzFmAh

2016-07-22

http://goo.gl/L5e1mj

2016-07-25

http://goo.gl/mMVxVh

2016-07-25

http://goo.gl/Jvy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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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émon Go estimated at over 75M
downloads worldwide
Investors realize Nintendo didn’t
develop Pokémon Go and shares
plummet
有點玩膩了？調查：Pokémon GO
在美熱度一周就觸頂
Pokemon Go 火到什麼程度？韓國
市長直播捉妖
任天堂財務聲明：Pokémon GO 的
營收貢獻其實並不大
防 Pokémon GO 退燒，任天堂擬
攜手中企進軍中國
Oculus 更新 Rift 支援「房間規模
VR」
市場研究：Pokemon Go 推出僅 19
天即創下全球超過 7500 萬次下載
索尼 PlayStation VR 來了！7 月 30
日開放預購
新型交互技術大盤點，誰是 AR
和 VR 的菜？
除了貴，影響 VR 設備普及的可
能還有這根煩人的“辮子”
VR needs a hit
為了 PS VR 的空間定位，購買前
要騰出 5.7 ㎡空間
【台灣一定要發展 VR】VR 產業
資源不足，葛如鈞：台灣自我邊緣
化越來越嚴重
Skully officially admits it’s over
AR 頭盔公司 Skully 宣佈倒閉，創
始人和工程師均已離開
NextVR looks towards Asian
markets with $80M Series B raise
狗血！這兩兄弟燒光 1250 萬投
資，錢竟還花在了脫衣舞俱樂部
上...
Worldwide Revenues for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Forecast to
Reach $162 Billion in 2020,
According to IDC
Intel shows off all-in-one Project
Alloy virtual reality headset
Crunch Report | Intel’s VR headset

2016-07-25

https://goo.gl/R6kuyH

2016-07-25

https://goo.gl/SEilGg

2016-07-25

http://goo.gl/5Q2vXC

2016-07-25

http://goo.gl/lR2E9W

2016-07-26

http://goo.gl/SzJ94p

2016-07-26

http://goo.gl/4xbzVD

2016-07-26

http://goo.gl/vCBbkP

2016-07-27

http://goo.gl/VdANfZ

2016-07-28

http://goo.gl/v4OGir

2016-07-29

http://goo.gl/fP4T7J

2016-07-29

http://goo.gl/4Ann4L

2016-07-30
2016-07-31

https://goo.gl/l4OdTx
http://goo.gl/0Xaklc

2016-08-04

https://goo.gl/92WRLB

2016-08-06
2016-08-07

https://goo.gl/qNJSs2
http://goo.gl/L8pgaq

2016-08-09

https://goo.gl/hUYZnJ

2016-08-10

http://goo.gl/sJmGAm

2016-08-15

http://goo.gl/kkOMH7

2016-08-16

https://goo.gl/nq1jeX

2016-08-16

https://goo.gl/T7jz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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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Unveils Project Alloy
【IDF 2016】英特爾 Alloy 融合
實境計畫，單機穿戴不用再掛主機
英特爾發表混合實境頭戴裝置
Project Alloy 計畫
Intel 發表 Project Alloy，一台內
建電腦的 VR 頭戴裝置
Intel 發表 all-in-one 無線 VR 裝
置，將與微軟共同推動 VR、AR
IDF 大會：英特爾也要進軍 VR 領
域了，消瘦的駱駝能否再現往日輝
煌？
IDC：全球 AR/VR 市場規模 5 年
成長 181％，2020 年將達到 1,620
億美元
【我怎麼想到色色的事】Intel 推
出無線頭戴式 MR 裝置，讓虛擬
體驗更真實！
VR 距離普通用戶究竟還有多遠
2016 年 VR 遊戲市場趨勢研究：
生態已初具規模，商業模式尚未構
建完整
VR 調查：宏達電 Vive 平臺最受
開發者支援
虛擬現實真的掀起了熱潮？這份報
告裡有真相 | VR/AR 領域數據報
告
AR vs. VR Funding: AR DealMaking Growing Faster Than VR
Deal Activity
uSens shows off new tracking
sensors that aim to deliver richer
experiences for mobile VR
談談 VR 遊戲的鏡頭問題：躲不過
的大坑
The future of mobile video is virtual
reality
VR 硬體設備是大佬的天下，VR
內容才是創業者的春天
雷蛇 Blade Stealth 超薄遊戲筆電
升級，支援 Razer Core 可應付
VR
回望 VR 過去的這一年，高速發展
同時泡沫隱現

2016-08-16
2016-08-17

https://goo.gl/iV3cTB
http://goo.gl/R79QTd

2016-08-17

http://goo.gl/I2ZEZb

2016-08-17

http://goo.gl/SgGNOx

2016-08-17

http://goo.gl/WMhc6Z

2016-08-17

http://goo.gl/UqLTPz

2016-08-18

http://goo.gl/FNfSAB

2016-08-19

https://goo.gl/HeAa5x

2016-08-19
2016-08-22

http://goo.gl/7apdUC
http://goo.gl/KhuXLT

2016-08-25

http://goo.gl/KJ2o02

2016-08-26

http://goo.gl/5N9DfI

2016-08-29

https://goo.gl/pFfOcL

2016-08-29

https://goo.gl/hLk7UZ

2016-08-30

http://goo.gl/6wdFcZ

2016-08-30

https://goo.gl/Xn8Vrm

2016-09-02

https://goo.gl/fYCbym

2016-09-04

https://goo.gl/IHdpGZ

2016-09-05

https://goo.gl/LwvW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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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消費市場要普及，暈眩感、價
格、缺乏殺手級應用是三大關鍵
不是春天而是冬天？僅 0.3%的
Steam 用戶擁有高端 VR 頭顯
11 Tech Corporations Working On
AR/VR
【準數位政委唐鳳談 VR】把民主
決策搬到虛擬實境上，會發生什麼
事情？
無線的 HTC Vive 要來了，這家來
自保加利亞的公司做到了用 WiFi
代替線纜
MSI’s VR backpack was built for the
HTC Vive
微星 MSI VR One 背包電腦正式
推向市場，為 HTC Vive 助力
MSI VR One 是號稱最輕的 VRready 電腦背包
Razer 推出創業基金 zVentures，
關注 VR、AR 及物聯網領域
資本變臉：6 個月，VR 從狂歡到
慘澹
How virtual reality is transforming
the sports industry
Tim Cook：AR 比 VR 更有社交
屬性，帶來商業價值
工信部發佈 VR 白皮書，2016 年
版《寬頻狀況報告》說地球上還有
39 億人仍未能接入互聯網 | 早 8
點檔
如果沒有它，VR 註定是場 “鬧
劇”
Virtual reality in Japan
朱嘯虎：AR、VR、人工智慧創業
為時尚早，目前滲透率太低
晨暉創投曾浩燊：VR 寒冬還沒到
最冷的時候
隱憂已現，Magic Leap 會是下一
個倒下的獨角獸嗎？
VR 虛擬實境新應用：協助眼疾者
重見天明！
HTC launches its Viveport VR store
globally
FinTech 領域

2016-09-05

https://goo.gl/Nxbvuz

2016-09-06

https://goo.gl/mR4rRK

2016-09-08

https://goo.gl/lT3ATk

2016-09-10

https://goo.gl/1P8k6F

2016-09-10

https://goo.gl/GES3eV

2016-09-12

https://goo.gl/QBnVX0

2016-09-13

https://goo.gl/sE1mH4

2016-09-13

https://goo.gl/q4s5TC

2016-09-14

https://goo.gl/EcqU1l

2016-09-14

https://goo.gl/ZnMk3D

2016-09-15

https://goo.gl/zQ1nvt

2016-09-16

https://goo.gl/k82DJs

2016-09-18

https://goo.gl/kHH5ui

2016-09-19

https://goo.gl/xIbbYM

2016-09-21
2016-09-25

https://goo.gl/JrVz5g
https://goo.gl/sg5bba

2016-09-27

https://goo.gl/6n1Ywv

2016-09-28

https://goo.gl/xIwf3l

2016-09-30

https://goo.gl/H3UJ9C

2016-09-30

https://goo.gl/ImhZ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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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base eyes Japan expansion after
landing investment from Bank of
Tokyo
比特幣挖礦效率明日減半，但是區
塊鏈有更大的未來
大資料徵信如何提升金融機構風控
能力
The Top Financings, Partnerships &
Hirings In Insurance Tech — H1’16
Recap
開採比特幣區塊的獎勵從 25 個比
特幣腰斬成一半，5 年後估降至
6.25
互聯網金融創業如何提高成功率？
以色列區塊鏈創新發展蓬勃，反逼
監管單位跟著改革
Android Pay launches in Australia
IBM 在新加坡建立首座區塊鏈創
新中心，為新加坡成為智慧金融中
心奠定基礎
漫畫解讀：區塊鏈如何影響人們的
生活 只是“一個公共記帳簿”？
Apple Pay is now available in France
Apple Pay is also launching in Hong
Kong
京東和百度看中的 ZestFinance 是
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看好中國 Fintech 發展 百度投資
金融科技新創公司 ZestFinance
為何 P2P 等中國金融總是走不出
龐氏怪圈？
【消滅現金第一步】橘子支
GAMA PAY 結盟台灣大車隊，從
「行」開始讓你跟紙鈔說再見
明明可以研發先進科技成功，卻偏
偏要搞互聯網金融，百度你知道自
己的優勢在哪裡麼？
Banking Is Only The Start: 20 Big
Industries Where Blockchain Could
Be Used
工研院押注乙太坊區塊鏈，富邦金
將跟進？
區塊鏈新區塊鏈新創 DTCO 獲國
泰創投投資，進攻日本創 DTCO

2016-07-08

https://goo.gl/kclvIW

2016-07-08

http://goo.gl/YutH7b

2016-07-08

http://goo.gl/dPSuHG

2016-07-11

https://goo.gl/eIqVhM

2016-07-11

http://goo.gl/bwSRhx

2016-07-12
2016-07-12

http://goo.gl/ZzFiKJ
http://goo.gl/KFsBgS

2016-07-13
2016-07-14

https://goo.gl/oVYoj3
http://goo.gl/Bllq8S

2016-07-14

http://goo.gl/1BjGN9

2016-07-19
2016-07-20

https://goo.gl/Ygddka
https://goo.gl/qe5Jpa

2016-07-20

http://goo.gl/wSHhKs

2016-07-20

http://goo.gl/pZ9P7F

2016-07-20

http://goo.gl/HrWd69

2016-07-21

https://goo.gl/QYgj9V

2016-07-22

http://goo.gl/BSLFcJ

2016-07-25

https://goo.gl/RZlkxU

2016-07-25

http://goo.gl/jKrJQB

2016-07-27

http://goo.gl/2I26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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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國泰創投投資，進攻日本
The rise and rise of Mexican fintech
區塊鏈領域 誰在操縱資本？都流
向哪裡？
DAO 遭駭事件打破區塊鏈不可逆
神話
區塊鏈的五大技術創新（上）
Looking beyond the hype at fintech
in Southeast Asia
Bitcoin drops 20% after $70M worth
of bitcoin was stolen from Bitfinex
exchange
號稱最安全的比特幣又被盜：交易
平臺 Bitfinex 後台被黑，暫停交易
臺灣金控+中國互聯網巨頭？恭喜
踏出互聯網金融的一小步
互聯網金融：從增長黑洞到價值變
現
互聯網消費金融行研——談談圍繞
央行徵信外群體的消費金融創業
美國《2016 頂尖金融科技市場報
告》：中國將領銜 2017 年金融科
技發展
Hacked Bitcoin exchange Bitfinex
will reduce balances by 36% to
distribute losses amongst all users
首場金融科技座談會登場，關鍵推
手全程沈默，金管會自己淪為旁觀
者
China is disrupting global fintech
金管會啟動監理沙箱修法作業，
Fintech 法規也靠 vTaiwan 徵集意
見
不僅要為中小企業記帳，「管+」
還希望其貸款不再難
We have an excess of mobile
payment apps because of power, not
money
區塊鏈將如何改變世界——你瞭解
區塊鏈該讀的第一篇文章
Insurers Put Financial Backing
Behind Insurance Distribution
Startups
P2P 網貸暫行辦法正式落地 個人

2016-07-28
2016-07-29

https://goo.gl/FHQuDu
http://goo.gl/Cxdc6l

2016-07-30

http://goo.gl/vGSjA1

2016-07-31
2016-08-02

http://goo.gl/GNkCZD
https://goo.gl/y5lr9W

2016-08-02

https://goo.gl/u8RYVd

2016-08-03

http://goo.gl/oAvFOw

2016-08-04

http://goo.gl/AxVu4T

2016-08-04

http://goo.gl/nSGBvY

2016-08-05

http://goo.gl/8J72FF

2016-08-08

http://goo.gl/LXGI4I

2016-08-08

https://goo.gl/fk1lU6

2016-08-10

http://goo.gl/eAl9HR

2016-08-14
2016-08-15

https://goo.gl/klU55A
http://goo.gl/zYUi8c

2016-08-18

http://goo.gl/8BUa1V

2016-08-18

https://goo.gl/5JLd6a

2016-08-19

http://goo.gl/1sK8IY

2016-08-23

https://goo.gl/rD08qD

2016-08-24

http://goo.gl/lfC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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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平臺限貸 20 萬
區塊鏈里程碑：全球四大銀行研發
新數字貨幣，2018 年爭取商用
人工智慧在金融領域應用的初步思
考
Payment innovation: Take the better
option now
【獨家】群星金融獲 1.5 億元 B+
輪融資，已從中小企業應收帳款融
資擴展至賒銷授信
新加坡政府一手策劃，啟動
Fintech 資金、人才、市場大戰
國家級金融資安中心明年 Q2 成立
重磅榜單！互聯網金融 Top100 總
估值超 1.1 萬億，27 家獨角獸上
榜！
中小企業借貸平臺 Behalf 獲
2700 萬美元 C 輪融資
立院召開 Fintech 公聽會，來看看
金融監理沙箱該由誰管，該怎麼
管！
宜人貸因隱瞞負面信息在美遇集體
訴訟，投資者欲拿回股票虧損
Xiaomi launches its own mobile
payment service
小米與中國聯銀合作，推出小米行
動支付服務 Mi Pay
群募平臺 Kickstarter 正式進入亞
洲市場，首站香港和新加坡
台灣電子金融警訊！5 家電子支付
業者還沒上線，中國支付雙雄拓點
已遍佈全台
重磅｜G20《中國普惠金融發展報
告（2016）》：打通普惠金融的最
後一公里可能就靠一條短信！
麻省理工分析報告：怎樣才算真正
的「數位銀行」？
Apple 將與 Sony 合作，共同推動
Apple Pay 登陸日本！
Apple Pay 將整合日本西瓜卡
Suica，擴大日本行動支付服務版
圖
Fintech：演繹金融圈的科技變革史

2016-08-24

http://goo.gl/3HB4Zd

2016-08-24

http://goo.gl/nI93Sz

2016-08-24

https://goo.gl/kSUtgn

2016-08-25

http://goo.gl/fECfQ2

2016-08-26

http://goo.gl/0gC4yc

2016-08-27
2016-08-29

http://goo.gl/u2ljUj
http://goo.gl/cwvVKW

2016-08-30

http://goo.gl/61O0AO

2016-08-31

http://goo.gl/Es0Ajg

2016-08-31

http://goo.gl/Vyxw4w

2016-09-01

https://goo.gl/ls1ylu

2016-09-02

https://goo.gl/82US90

2016-09-02

https://goo.gl/0OhA3p

2016-09-05

https://goo.gl/zijwvm

2016-09-06

https://goo.gl/OU909H

2016-09-07

https://goo.gl/6V3Ke6

2016-09-07

https://goo.gl/dR5wKR

2016-09-08

https://goo.gl/hQM0an

2016-09-12

https://goo.gl/sd6g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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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支付安全，螞蟻金服買下美國
眼球掃描新創 EyeVerify
螞蟻金服買了家眼球識別公司，以
後用支付寶不僅能刷臉，還能刷眼
8 家金融獨角獸，融資總額 94 億
美元，總估值 964 億美元，全部出
自中國！
區塊鏈+：“無仲介”驅動的世界
深度報告：數位銀行要終結傳統銀
行了？！
街口行動支付再添全家通路，並將
祭出折扣拚市占
How blockchain will grow beyond
bitcoin
四大案例分析金融行業的大資料應
用
深度報告|高盛：你們看不懂的區
塊鏈，其實是省錢利器
眼睛看鏡頭就能付款，Samsung
Pay 開始支援眼球身份認證
報導：IBM 將與中國銀聯合作以
區塊鏈打造跨銀行紅利點數交易系
統
最成功的區塊鏈公司 Ripple，是
如何鍊成的？
深度|互聯網保險再怎麼玩，5 年內
也難成氣候！
銀行業者聯手以區塊鏈技術共組全
球支付管理系統
Ripple-CrunchBase
金管會開放銀行申請 Apple Pay！
民眾最快年底可申請
Internet/IOT
智慧城市為房地產創造莫大商機
五大物聯網新創的商業模式
Ayla 獲 3500 萬融資，將在日本中
國與台灣進行投資擴張
NASSCOM（印度國家軟體和服務
公司協會）為強物聯網商生態系統
發展與 IvyCap 結盟
阿里巴巴推出智慧汽車
機 器 學 習 網 路 安 全 公 司 Sift
Science 獲 3000 萬美元 C 輪融

2016-09-14

https://goo.gl/JJ8iRw

2016-09-14

https://goo.gl/QgOQP0

2016-09-14

https://goo.gl/7ScP3N

2016-09-19
2016-09-19

https://goo.gl/wpceID
https://goo.gl/H146zE

2016-09-19

https://goo.gl/c6aAuR

2016-09-19

https://goo.gl/OULttd

2016-09-21

https://goo.gl/46YNcX

2016-09-21

https://goo.gl/IRTYB1

2016-09-22

https://goo.gl/oapznn

2016-09-23

https://goo.gl/N8HxGb

2016-09-25

https://goo.gl/S9z9yR

2016-09-26

https://goo.gl/b8nUyL

2016-09-26

https://goo.gl/cdhOLl

2016-09-26
2016-09-30

https://goo.gl/TFEfxP
https://goo.gl/PSNaLj

2016-07-19
2016-07-11
2016-06-27

http://goo.gl/B0JqIq
https://goo.gl/qJv95T
http://goo.gl/KASYtV

2016—0701

http://goo.gl/E4KCQA

2016-07-05
2016-07-19

http://goo.gl/KkTFSb
http://goo.gl/KaEx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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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提前預測欺詐行為
“物品位置”解決方案供應商
Pixie Technology 完成 1850 萬美
元 B 輪融資，解決物品遺失和錯
放問題
Silent Circle 獲得 5000 萬美元 C 輪
融資，專注移動通信安全
線 上 程 式 設 計 教 育 平 臺
Codecademy 獲得 3000 萬美元 C
輪融資，擬進行全球業務拓展
福特將在 2021 年批量生產 Level4
全自動駕駛汽車，完全拋棄方向盤
與刹車板
百度聯合福特汽車 1.5 億投資雷射
雷達巨頭 Velodyne，這將是降低自
動駕駛生產成本的關鍵一步
Uber 收購無人駕駛卡車新創公司
Otto
Uber 無人駕駛出租車隊月底正式
亮相
沒有方向盤！ 福特計畫 2021 年推
出量產“完全無人駕駛汽車”
試駕 Model S 竟整車著火燒毀，
Tesla 安全性再遭質疑
Gogoro OPEN 能源網路共用計畫，
大台中正式上線
Gartner：2016 全球資安市場將成長
7.9%，達 816 億美元
你所不知道的非傳統的氣象數據收
集方法
英特爾 IDF 登場 聚焦 VR、IoT
物聯網 10 年衝 11 兆商機
11 個分類、67 家公司，這是美國
人對智慧家居的瞭解
Xerox 展示一台可以噴印在任何
3D 物體上的「印表機」
這 LG 冰 箱 裡 怎 麼 裝 著 台
Windows 10 電腦？
這就是 GoPro 的 Karma 航拍機
華爾街員工忠誠度不足？ 藉大數
據行為特徵測驗幫企業找好員工
一個歷史的結束？微軟宣佈關閉
Skype 倫敦總部，裁員 400 人

2016-07-19

http://goo.gl/euu6Ri

2016-07-16

http://goo.gl/IMYNRK

2016-07-13

http://goo.gl/zjSsYZ

2016-08-16

http://goo.gl/yiwS1Y

2016-08-17

http://goo.gl/tYTcZZ

2016-08-19

http://goo.gl/U7TpMl

2016-08-19

http://goo.gl/Cl2KZy

2016-08-17

http://goo.gl/UkZfuZ

2016-08-20

http://goo.gl/Y0V07f

2016-08-18

http://goo.gl/FMj0Bn

2016-08-09

http://goo.gl/rKjqwb

2016-08-09

http://goo.gl/JPz6GR

2016-08-17
2016-08-17
2016-08-21

http://goo.gl/ZAVXSN
http://goo.gl/vw203Q
http://goo.gl/3sHhSC

2016-09-02

https://goo.gl/N3isM6

2016-09-03

https://goo.gl/CrmjAs

2016-09-20
2016-09-20

https://goo.gl/BHkFDR
https://goo.gl/lNV3iN

2016-09-20

https://goo.gl/0UXA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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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積極在航空領域發展 3D 列
印利基
歐巴馬政府支持自駕車發展，以安
全性為前提制定全國統一規範
緊追 Uber、咬住馬斯克，Lyft 將在
2025 年全部換用無人駕駛出租車
影響無人駕駛安全的因素有哪些
動畫解釋為何自動駕駛汽車可以紓
解塞車問題
超越「機器人三定律」？英國標準
協會制定機器人道德標準
《科技》IoT 獲利方程式，Gartner：
類似智慧機、呈倒三角形
美國將發佈全球首部無人駕駛法規
盤點各家無人駕駛車技術
LoRa 無線網路技術創始人談 IoT
未來關鍵趨勢
機器人/無人機
可以騎的機器人，Ninebot Segway
Robot 主站動手玩
你下次面試工作 人資可能是機器
人？
機器人智慧醫療設備公司 3Scan 獲
得 1400 萬美元 B 輪融資，開發機
器人顯微鏡，加速藥物探索
美無人機滿天飛不是夢，4 年內估
將突破 130 萬架
盤點各家無人駕駛車技術
繼 Google 之後，亞馬遜也收購了一
家聊天機械人平臺，圖謀「互動式
電商」
機器人智慧醫療設備公司 3Scan 獲
得 1400 萬美元 B 輪融資，開發機
器人顯微鏡，加速藥物探索
超越「機器人三定律」？英國標準
協會制定機器人道德標準
Google 的 WaveNet AI 可以產生
出更擬真的合成人聲
可以騎的機器人，Ninebot Segway
Robot 主站動手玩
你下次面試工作 人資可能是機器
人？

2016-09-14

https://goo.gl/3jcuan

2016-09-20

https://goo.gl/jz5Y4m

2016-09-19

https://goo.gl/J3SlDA

2016-09-07
2016-09-06

https://goo.gl/ha2sdk
https://goo.gl/FJkTEb

2016-09-21

https://goo.gl/Ye5WbZ

2016-09-14

https://goo.gl/qO9RSu

2016-09-20
2016-09-20
2016-09-15

https://goo.gl/YejDPd
https://goo.gl/Hz5gkt
https://goo.gl/jwNBTf

2016-08-19

http://goo.gl/IY2g3d

2016-08-04

http://goo.gl/kGyaAI

2016-07-13

http://goo.gl/i650JM

2016-09-20

http://goo.gl/tnWZ9s

2016-09-20
2016-09-20

http://goo.gl/wx5sYz
http://goo.gl/7R8QZp

2016-07-13

http://goo.gl/i650JM

2016-09-21

https://goo.gl/Ye5WbZ

2016-09-11

https://goo.gl/2JaIAH

2016-08-19

http://goo.gl/IY2g3d

2016-08-04

http://goo.gl/kGya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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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
百度最新 AI 戰略：發力 AR、砍掉
無人機項目
在 AI 生態圈中，創業公司將成為
領軍者
Google 新即時通 Allo 用 AI「助」
你聊天，無痕模式閱後即焚
人工智慧結合機器人將於 2021 年
搶走 6%美國人工作
庫克暗示蘋果的下一個目標市場
擴增實境
講真，AI 會成為新一代法證先鋒
深入人工智慧領域，蘋果再收購印
度機器學習創企 Tuplejump
BM 與 MIT 聯手：人工智慧也將擁
有人類感官體驗
Google、微軟等五大巨頭合組「AI
聯盟」，以往爭相廝殺的他們為何
在一起了？
數位醫療
韓國藉精準醫療 推動客製化醫療
服務
郭台銘未來投資方向 醫療領域最
感興趣
另 類 「 23andMe 」 — Trace
Genomics，幫你測定土壤「基因」
兩部委就智慧硬體發文 智慧醫療
健康或迎發展契機
龐大複雜的醫療服務領域中，分級
診療、市場化、互聯網+這三塊或將
成為下一個投資風口
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張益肇：人
工智慧加速精準醫療時代到來
韓國藉精準醫療 推動客製化醫療
服務
利用虛擬實境訓練腦部 助癱瘓患
者行走
一分鐘診斷心肌梗塞的感測器
韓國 O2O 成功結合遠距醫療 法規
待鬆綁
企業參與醫療器材產業的投資升溫
美國主導大部分的醫療器材新創企

2016-08-29

http://goo.gl/6ikT1J

2016-08-29

http://goo.gl/zMtaOX

2016-09-23

http:// goo.gl/l0jxvec

2016-09-19

http://goo.gl/6ZA9MV

2016-09-19

http://goo.gl/VPScdo

2016-09-23
2016-09-23

http://goo.gl/teOmZe
http://goo.gl/3zdrDX

2016-09-20

http://goo.gl/wuUW4B

2016-09-20

http://goo.gl/HTnZnf

2016-09-22

http://goo.gl/llBXt8

2016-09-23

http://goo.gl/q9Vs1S

2016-09-23

http://goo.gl/XzN4A1

2016-09-23

http://goo.gl/FWmIOw

2016-09023

http://goo.gl/8AHJGO

2016-09-21

http://goo.gl/amJWc7

2016-09-21

http://goo.gl/8qYdkn

2016-09-21

http://goo.gl/0HB5oT

2016-09-13
2016-08-30

http://goo.gl/0eldTv
http://goo.gl/ReNJm2

2016-08-09
2016-08-22

http://goo.gl/zXSwT1
http://goo.gl/5wJ7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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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交易，其次是以色列與英國
全域醫療獲 1.8 億元 A2 輪融資，欲
用精準雲放療技術提高腫瘤患者生
存率
峰瑞資本深度報告：中國醫療資料
創業的 4 大方向
《2013-2016 中國醫藥電商大資料
分析報告》:慢病藥品成醫藥電商突
破口
今年 17 家互聯網醫院已掛牌，未來
或成第三種醫療機構
互聯網醫療企業突圍：佈局自營診
所網路醫院
荷蘭藥物掃描設備 MedEye 獲 500
萬歐元 B 輪融資，欲擴張英國市場
線下反攻線上，歡樂口腔獲得 A 輪
3.5 億元融資
後競爭時代，醫療健康領域 87 家 B
輪及以上企業誰能突圍？
互聯網醫療發展前景仍然被看好！
埃森哲：多國醫生患者真實調查報
告看透智慧醫療前景
澳洲醫療創業公司 DoseMe A 輪融
資 260 萬美元 專注打造精准藥劑
平臺
國家衛計委部署分級診療試點：
2016 重點+270 城名單
都在說資本寒冬，這 4 家企業卻在
一周內獲得近 9 億融資！
互聯網醫療：SaaS 實現專科診所
“虛擬連鎖”
體檢遠遠不夠，拓實醫療從企業虛
擬醫務室撬動互聯網醫療
利用機器學習進行醫療預防護理，
CareSkore 公司獲 430 萬美元種
子輪融資
中國醫療資料創業的 4 大方向
一家醫療器械公司做了患者社區，
這款 e 患者說號稱來自 20 年的醫
療經驗
繼 Google 之後，亞馬遜也收購了一
家聊天機械人平臺，圖謀「互動式
電商」

2016-08-29

http://goo.gl/yZVVaW

2016-08-21

http://goo.gl/c60Vzy

2016-09-02

http://goo.gl/gPmCmD

2016-08-29

http://goo.gl/F7SKue

2016-08-28

http://goo.gl/RBA8ui

2016-08-26

http://goo.gl/re3xdY

2016-08-24

http://goo.gl/Bhr1Ix

2016-08-23

http://goo.gl/QRZT2M

2016-08-18
2016-08-15

http://goo.gl/G8fokf
http://goo.gl/XQvTui

2016-09-02

http://goo.gl/ZGI5V7

2016-08-24

http://goo.gl/80b6cK

2016-08-29

http://goo.gl/96MFd2

2016-08-25

http://goo.gl/1E9Dwy

2016-08-23

http://goo.gl/RYY3VO

2016-08-12

http://goo.gl/3j4w28

2016-08-20
2016-07-25

http://goo.gl/zzFNPu
http://goo.gl/ja4WmB

2016-09-20

http://goo.gl/7R8Q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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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健 康 初 創 公 司 Lifesum 獲
1000 萬美元 B 輪融資，欲利用諾
基亞風投的矽谷資源進軍美國市場
數字健康醫療科技公司 Endotronix
獲 3200 萬美元 C 輪融資，降低
心力衰竭患者住院率
癌症檢測解決方案供應商 Vigilant
Biosciences 完成 1050 萬美元 B
輪融資
互聯網醫療線下入口爭奪戰：騰訊、
阿里、平安已入局，你在哪裡？
德勤報告：一張圖看懂 2016 年全球
生命科學領域發展趨勢
創業寒冬裡這個領域依舊在走上坡
路｜數字醫療領域資料報告（上）
分析美國模式，探索我國數位醫療
發展前景｜數位醫療領域資料報告
（下）
IBM Watson 將“狙擊”癌症、糖尿
病、眼疾、腦疾及心臟病等重大疾
病
2016 上半年 FDA 批准多款“首
個”數位健康產品
盤點：10 家可能改變未來醫療的互
聯網創業公司
除了 AlphaGo 之外，谷歌 DeepMind
又利用 AI 攻克眼疾
阿里健康宣佈 1680 萬元收購廣州
五千年醫藥連鎖有限公司
9 種職業可能被醫療機器人替代！
微醫“中國式 ACO”新戰績：坐擁
320 萬健康險用戶
平安“萬家診所”正式亮相，醫療
O2O 模式漸成型
醫療大資料正式納入國家戰略！
（附國務院辦公廳發佈全文）
互聯網醫療線下入口爭奪戰：騰訊、
阿里、平安已入局，你在哪裡？
德勤報告：一張圖看懂 2016 年全球
生命科學領域發展趨勢
（二）群眾募資
忘記視頻建立你的電子郵件名單

2016-07-18

http://goo.gl/dd6Bvt

2016-07-15

http://goo.gl/CT6et2

2016-07-13

http://goo.gl/wjFIYq

2016-07-25

http://goo.gl/hCZDFb

2016-07-25

http://goo.gl/3TzA6h

2016-07-22

http://goo.gl/z1x2w3

2016-07-23

http://goo.gl/PV1w9T

2016-07-20

http://goo.gl/Wl3KS6

2016-07-17

http://goo.gl/blRBQH

2016-07-15

http://goo.gl/gBYFHP

2016-07-10

http://goo.gl/ukmuUf

2016-07-07

http://goo.gl/qGP56w

2016-05-27
2016-07-14

http://goo.gl/IzNfb9
http://goo.gl/lg9HQ0

2016-07-08

http://goo.gl/2Deh0B

2016-06-21

http://goo.gl/gCWUoN

2016-07-25

http://goo.gl/hCZDFb

2016-07-25

http://goo.gl/3TzA6h

2016-07-08

http://bit.ly/29ZNr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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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群眾募資利基並且聚焦於文化
差異
2016 上半年度台灣群眾集資專案
人氣排行榜
募資七天破百萬，怎麼做的?
善用這些工具，集資百萬美金非難
事
Kickstarter，群眾集資平臺？商品預
購平臺？
貼兩塊平板在玻璃上安靜整個屋
子，微聲科技推出 Whisper 室內靜
音降噪設備
因 一 款 即 開 即 熱 的 熱 水 器 ， ISI
Technology 獲 500 萬美金 A 輪融
資
資本寒冬又來了？十位投資人說出
了他們的理解與選擇
英國眾籌網站 Crowdcube 計畫融
資 500 萬英鎊，要在自家網站眾籌
比特幣想要成為貨幣，需要跨過哪
些坎？
與微軟合作，Onchain 想通過小蟻和
區塊鏈技術服務，説明區塊鏈在企
業落地
影創發佈多款 AR、VR 產品，699
元創造 AR 眼鏡價格新低
1 次給 1000 人發名片，快搖名片想
用 iBeacon 改變近距離陌生人社交
瑞典遊戲公司 Paradox Interactive 在
股權眾籌平臺 Pepins 上募集資金超
過 1180 萬美元
除了智慧自行車，Brooklyness 又研
發了一款智慧頭盔解決用戶安全問
題
英國支付服務提供者 Revolut 獲
1000 萬美元 A 輪融資，讓轉帳更便
捷
“一桌好菜”打造一款不會產生油煙
的烹飪產品，這是要革油煙機們的
命？
Update：把栽培綠植的樂趣搬進城
市生活，宅耕科技獲新一輪融資
用石墨烯做智慧服裝，到底是大炮

2016-07-06

http://bit.ly/29ZNECj

2016-07-14
2016-07-17

http://bit.ly/2a75cLw
http://bit.ly/2ak52U4

2016-07-07

http://bit.ly/2a74H3X

2016-07-02

http://bit.ly/2ak57ar

2016-07-18

http://bit.ly/2a74D4w

2016-07-15

http://bit.ly/2ak4OMG

2016-07-18

http://bit.ly/2ak5rpC

2016-07-06

http://bit.ly/29ZNWsN

2016-07-18

http://bit.ly/2a751Qx

2016-07-19

http://bit.ly/2a74Xjx

2016-07-07

http://bit.ly/29ZNuuF

2016-07-16

http://bit.ly/2ak6hCu

2016-07-02

http://bit.ly/2a75stR

2016-07-07

http://bit.ly/29ZNBX1

2016-07-12

http://bit.ly/2a74DkN

2016-07-13

http://bit.ly/29ZNjPU

2016-07-07
2016-07-12

http://bit.ly/2ak5m5m
http://bit.ly/29ZNF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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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蚊子還是另闢蹊徑的輕應用？
新加坡網上融資平臺 Capbridge 預
計明(2017)年將帶來首個 IPO
陸 P2P 網貸惡性平臺 暴增
歌手眾籌 集體獨家贊助
全球最小全景相機 Nico360 網上
集資
吳睿空氣淨化器 眾籌獲 60 萬
電子世界爭霸戰 Cyclotron 單車集
資中
Mary Jo White: SEC Staff Continues
to Closely Monitor Reg CF, Reg A+
A Case of Regulatory Evolution: A
Review of the UK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s
Approach
to
Crowdfunding
英眾籌平臺 Crowdcube 擬發史上最
大規模融資
這兩家英國眾籌平臺可否破解國內
同行的困境？
英國最大股權眾籌平臺 Crowdcube
在自家網站上發起集資
群眾募資網站 Kickstarter：我們創
造了 30 萬個工作機會與 8800 家
公司
【又一個群募案出不了貨】7200 萬
台幣贊助金血本無歸，AR 安全帽
新創 Skully 宣告破產
Kickstarter Announces New Feature:
Backers Can Now Follow Creators
Directly & Be First to Find Out When
Projects Launch
Alternative Finance Platform Lender
Squirrel Money Launches Secondary
Market For Investors
Crowdcube
Alum
The
New
Craftsmen Announces Burberry
Partnership For Makers House
During London Fashion Week
Huge: China Government Launches
100 Billion Yuan VC Fund
Crowdcube Reports: “We’re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Our 300,000th
Member Has Joined” (Infographic)
StartEngine Announces Marketing

2016-07-18
2016-07-18
2016-07-19

http://bit.ly/2ak4XQ3
http://bit.ly/29ZN6wa
http://bit.ly/2a75277

2016-07-19
2016-07-19

http://bit.ly/2ak5kKG
http://goo.gl/uj8u1u

2016-07-20

http://bit.ly/29ZNMl6

2016-07-20

http://bit.ly/2a74QVk

2016-07-17

http://bit.ly/2a74pu0

2016-07-20

http://goo.gl/Hw7TKh

2016-07-11

http://goo.gl/NW0mmk

2016-07-12

http://goo.gl/QV0g5a

2016-08-01

http://bit.ly/2clX0tK

2016-08-08

http://bit.ly/2bXjBeS

2016-08-18

http://bit.ly/2clWNqc

2016-08-18

http://bit.ly/2bJuJeE

2016-08-18

http://bit.ly/2bXjbFn

2016-08-17

http://bit.ly/2bJur7j

2016-08-19

http://bit.ly/2bJuZdy

2016-08-18

http://bit.ly/2bJv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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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Advances
Qualified
Companies Up to $50,000 For
Campaign Marketing and Promotions
Brief: GoFundMe Preps For Back-toSchool Season with $50 Donations to
Education Campaigns
Brief: Kickstarter Introduces New
Prototype Gallery Feature
Co-Creator “Exploding Kittens” Elan
Lee Starts New Project: Backs
Kickstarter Initiatives & Reviews
Them
Dead in the Water: Canada’s
Crowdfunding Exemptions
SeedUps CEO Sandi Gilbert on
Canada Crowdfunding Regulations:
“It’s a Mess”
China is disrupting global fintech
AngelList is launching ‘Syndicates’
in India
Citizen Investors -- A 90 Day Stateof-the Union On Crowdfunding
Bank of Thailand Weighs Fintech
Regulations
P2P Lending: Navigating the Legal
Jargon
Liquidity, Aggregators and the
Secondary Market
小成本電影眾籌參與人應注意幾點
股權眾籌信披背後，是真心實意還
是套路深？
最嚴網貸監管呼之欲出：同一 P2P
平臺每人最多借款 20 萬眾籌炒股受熱捧 淘股神臨多重風
險
未來的互聯網金融可能就是眾籌變
體
眾籌界殺出匹黑馬：揭秘汽車眾籌
三大玩法
房地產眾籌平臺 Realty Mogul 成立
其首支 REIT 允許非合格投資人進
行投資
股權眾籌：情懷並非彌補經濟損失
的精神籌碼
“一米好地”獲 1 億元 A 輪融資：用
共用概念打通資產證券化，可能會

2016-08-18

http://bit.ly/2clWJXN

2016-08-20

http://bit.ly/2clWNqc

2016-08-20

http://bit.ly/2bJutfC

2016-07-27

http://bit.ly/2bJyccU

2016-08-19

http://bit.ly/2bXj78E

2016-08-20

http://tcrn.ch/2bXjMH8

2016-08-14

http://tcrn.ch/2bJvowu

2016-08-12

http://bit.ly/2clYyDK

2016-08-02

http://bit.ly/2clY28T

2016-08-09

http://bit.ly/2clWLP7

2016-08-16

http://bit.ly/2clWLP7

2016-08-16

http://bit.ly/2clXCQ5

2016-08-22

http://bit.ly/2clXhwI

2016-08-22

http://bit.ly/2bJv556

2016-08-21

http://bit.ly/2bJvEvt

2016-08-20

http://bit.ly/2bXjRed

2016-08-18

http://bit.ly/2clXiAJ

2016-08-18

http://bit.ly/2bJvCUn

2016-08-16

http://bit.ly/2clWyLS

2016-08-16

http://bit.ly/2clXa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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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聯網金融的新方向
巨頭涉足萬億級農村金融市場，即
將爆發？
明星投身創業紮堆玩眾籌 背後原
因為何？
Kickfurther Buyers Crowdfinance
$10.2M of Inventory Financing
上半年新增眾籌平臺同比減少
84.1%
比老虎更可怕的是,網路眾籌要顛
覆一切
上半年股權眾籌 36 億 或成民資增
值新出口
美國大選與眾籌：“特朗普”成為平
臺的新寵 民眾反應激烈
91 金融正式完成收購眾籌平臺“點
名時間”
5 Ways To Build an Audience For
Your Campaign
6 Innovations That Will Change the
Way You Travel
Contests Could Be Your Golden
Ticket to Backer Engagement
7 Surefire Ways to Build Your Email
List – and Your Community
Design The Perfect Perk Strategy For
Your Campaign
Game Changing Gadgets For the
Tech Enthusiasts
Crowdcube #FundedClub Member
LUMO Set to Launch Kickstarter For
Three New Products
CCA Provides Reg CF Perspective
for First 3 Months
On The Go: Family Transportation
Mobile Service OneLane Captures
Over £80,000 on Crowdcube
Ticwatch 2 Hurdles Over $2M During
the Final Hours on Kickstarter
Indiegogo on Communication: “Your
Backers Are Investors, Treat Them
That Way”
Free
of
Charge:
StartEngine
Eliminates Fee to Crowdfund Under
Reg CF
Zopa’s 2015 Annual Report Reveals:

2016-08-15

http://bit.ly/2bJw2Kn

2016-08-14

http://bit.ly/2bXjMa6

2016-08-23

http://bit.ly/2clX38Y

2016-08-01

http://bit.ly/2bJw0ST

2016-08-05

http://bit.ly/2bJvkwW

2016-08-08

http://bit.ly/2bJvyEl

2016-08-08

http://bit.ly/2clWKuP

2016-08-10

http://bit.ly/2bJv80F

2016-08-04

http://bit.ly/2bJv80B

2016-08-03

http://bit.ly/2bJvmVo

2016-08-09

http://bit.ly/2bXjbVT

2016-08-11

http://bit.ly/2clYggj

2016-08-18

http://bit.ly/2bJv6Gc

2016-08-12

http://bit.ly/2bJuhwQ

2016-08-23

http://bit.ly/2bXk2WD

2016-08-23

http://bit.ly/2bJusIp

2016-08-24

http://bit.ly/2bJvPaa

2016-08-24

http://bit.ly/2clXjVf

2016-08-24

http://bit.ly/2bXlate

2016-08-27

http://bit.ly/2bJv7cZ

2016-08-26

http://bit.ly/2clXE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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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M Loss Despite Revenues
Almost Doubling
備受眾籌青睞的智慧穿戴 如今也
要引領時尚科技
眾籌之父 Perry Chen：眾籌不僅是
資金，更重要的是資源
二手車眾籌暗藏風險：年化 51%高
收益 退出方式不明
眾籌助力全球最大飛行器 Airlander
10 成功試飛
【今週刊】55 歲阿伯搞募資 變身
台版《高年級實習生》
穩拿台灣 5 成電視盒市場 展雋明
年跨足東南亞
茶籽堂《苦茶油復興之路》
9 Common Crowdfunding Mistakes
People Make (and How to Avoid
Them)
Your Step-by-Step Guide to
Crowdfunding
The 4 Best Ways to Fund Your
Startup
4 Ways to Find Out If Your Idea is
the Next Great Product
PR Planning Demystified: Step-byStep Guide to Rocking PR
Your Backers Are Investors – Treat
Them That Way
眾籌前赴後繼 豬八戒網上線文創
眾籌社區
股權眾籌交易平臺是線上精品投行
海外眾籌的成功秘訣 這三點你應
該知道
新監管背景下 選擇平臺的四個要
點
高論 | 想瞭解眾籌，看這一篇就
夠了
美國新聞眾籌平臺 Beacon Reader
將於 10 月 31 日關閉 原因不明
新加坡眾籌服務平臺 CoAssets 上
市，募資 500 萬美元
眾籌之家 2016 年 8 月股權眾籌行
業簡報
觀察丨為何多家平臺上線項目數量

2016-08-28

http://bit.ly/2bXj6BC

2016-08-28

http://bit.ly/2bXjDn1

2016-08-28

http://bit.ly/2clXRdY

2016-08-22

http://bit.ly/2bXiAU8

2016-08-18

http://bit.ly/2bJv019

2016-08-18

http://bit.ly/2bXjSi9

2016-08-18
2016-08-31

http://bit.ly/2bJvoN7
http://bit.ly/2d2sIyf

2016-09-01

http://bit.ly/2da9jKY

2016-09-15

http://bit.ly/2cOOkLF

2016-09-14

http://bit.ly/2da9plv

2016-09-13

http://bit.ly/2d2t6wT

2016-08-24

http://bit.ly/2cxmEif

2016-09-19

http://bit.ly/2cVnMdR

2016-09-19
2016-09-14

http://bit.ly/2da9zcJ
http://bit.ly/2cVnrI9

2016-09-02

http://bit.ly/2cVmPCe

2016-09-07

http://bit.ly/2cxmCXF

2016-09-18

http://bit.ly/2cOOcvL

2016-09-05

http://bit.ly/2cOOYc7

2016-09-01

http://bit.ly/2dcSwbu

2016-09-07

http://bit.ly/2cONo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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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減少？
Indiegogo Announces Arrow
Electronics’ $1M Flashing Funding
RealtyShares Announces New
Milestone: Over $200M Secured
Through Real Estate Crowdfunding
Platform (Infographic)
France’s BNP Paribas Securities
Service Expands Blockchain
Platform to Private Stocks
Report: PE & VC Activity Cooling
in China Including P2P
Crowdfunding VC: Nin Desai
Focuses on Investing in Tech
Snowball Effect Celebrates 2 Years
of Crowdfunding
TWINO Hits €300 Million Milestone
for Loans Issued
Kickstarter Hero Peak Design Takes
Everyday Backpack Campaign to
Indiegogo’s InDemand
Zopa Cuts Lending Rates Following
Bank of England’s Interest Rate
Decrease
台灣電子遊戲群眾募資誌
陸官方力有未逮 開放眾籌修長城
Crowdfunding campaign launched
for 3D-printed human ears
（三）股權投資
美銀行 IPO 收入 289 億廿年最差
“東南亞版滴滴”Grab 獲軟銀 7.5
億美元融資，不僅可以打車還能打
摩托車
暴風體育 A 輪融資 2.04 億人民
幣，從成立到融資用時不到 100 天
台灣新創團隊竄起 兩年吸金百億
小米手環生產商 華米躋身獨角獸
高盛與其他深口袋的跨界投資人投
注資安新創企業)
Google Capital 領軍 Airbnb 最新一
輪融資，總金額 8.5 億美元
未來投資 李開復點名六領域
受惠電商掘起 物流中心 成熱門投
資標的
外媒：Airbnb 獲得 5.55 億美元融

2016-09-20

http://bit.ly/2da94ze

2016-09-19

http://bit.ly/2dcTJzx

2016-09-19

http://bit.ly/2cxlaEI

2016-09-18

http://bit.ly/2cxlPGd

2016-09-17

http://bit.ly/2d2syXN

2016-09-16

http://bit.ly/2cxlOlD

2016-09-15

http://bit.ly/2d2t4oT

2016-09-13

http://bit.ly/2cxmmIu

2016-09-01

http://bit.ly/2d2tag8

2016-09-02
2016-09-18

http://bit.ly/2cVnNhR
http://bit.ly/2da9CVT
http://bit.ly/2dcVD36

2016-09-20
2016-09-20

http://goo.gl/8PavvP
http://goo.gl/mLbpg9

2016-09-20

http://goo.gl/bsSdph

2016-09-19
2016-09-20
2016-09-20

http://goo.gl/g3CgUe
http://goo.gl/kChwTN
http://goo.gl/mELqQW

2016-09-23

http://goo.gl/jB8QM0

2016-09-24
2016-09-22

http://goo.gl/UJ3n1j
http://goo.gl/vvITKw

2016-09-24

http://goo.gl/JAknwk

2016-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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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谷歌領投
51 信用卡完成 3.1 億美元 C 輪融
資 新湖中寶、天圖投資領投
馬來西亞退休基金宣佈投資
Uber，
印度科技創企併購和上市數量位居
全球第三
啟賦資本曾崢：互聯網上半場互連
的機會已經過去，下半場的機會是
人工智慧
巨頭紛紛入局，智能醫療能成為
AI 的下一個藍海嗎？
A 輪獲 1 億美元融資後 ROOBO
推出人工智慧機械人系統
中企海外並購又一大手筆！聯絡互
動 17.7 億元收購美國第二大電商
新蛋網
BAT、螞蟻金服、滴滴等互聯網巨
頭背後的大老闆究竟是誰？很多實
在撲朔迷離！
家居平臺艾佳生活獲 A 輪 1 億元
融資 達晨創投領投 估值超 10 億
金沙江創投朱嘯虎：互聯網創業機
會在哪？AR/VR 尚早，互聯網滲
透率不足 1%
泛生子基因獲數億元 B 輪融資 專
注癌症精確診療
壓寶新興產業投資 金融業看上電
競
英特爾重金買 AI 新創 拓展資料中
心事業
快速翻轉：VC 退場速度最快的公
司（金額超過 10 億美元）
私募股權公司 Ocean Link 宣佈引
入戰略合作夥伴：攜程旅行網與泛
大西洋投資集團
朱嘯虎：資本寒冬的確存在，創業
者要務實，融資拿到錢才算數
印度最大電子錢包 Paytm 近期或
將完成新一輪融資，估值 50 億美
元
風險資本家更青睞營銷科技公司，
廣告科技公司難賺錢？

2016-09-24

http://goo.gl/T1d0XU

2016-09-24

http://goo.gl/WAHBtZ

2016-09-23

http://goo.gl/h5T9pe

2016-09-22

http://goo.gl/KQzcoh

2016-09-22

http://goo.gl/UiaAEz

2016-09-22

http://goo.gl/9Z7alF

2016-09-28

http://goo.gl/XskzNN

2016-09-26

http://goo.gl/1KbdDH

2016-09-26

http://goo.gl/EOQcbT

2016-09-25

http://goo.gl/YTu4vf

2016-09-20

http://goo.gl/J6RVxM

2016-08-22

http://goo.gl/Gyq9vE

2016-08-11

http://goo.gl/K8lumO

2016-08-09

https://goo.gl/CvAv02

2016-08-29

http://goo.gl/NnrfWg

2016-08-29

http://goo.gl/xNG7N2

2016-08-29

http://goo.gl/mXl9zV

2016-08-29

http://goo.gl/Fx70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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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月內估值下調 3 次，印度電商 2016-08-29
Flipkart 在亞馬遜面前顫抖了
凜冬已至！在線旅遊創業公司死亡 2016-08-29
潮來襲

http://goo.gl/PFzQq7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將收購
越 南 外 貿 股 份 商 業 銀 行
（Vietcombank）7.73％股權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 盼能吸
引更多創投資本至新加坡投資
在“寒冷”的消費領域，創業公司
怎麼才能活下去？
中國教育寒冬有多冷？新創公司不
到去年 14%，2%才能上市
融資案例大幅縮減，線上短租的冷
思考
Comcast 康卡斯特耗資 38 億美金完
成了對夢工廠的收購交易
經緯中國張穎：資本寒冬下創業公
司逆襲的 6 個法則
陸大媽來台，可買 1 億美元台幣基
金
不是危言聳聽！現在公司估值普遍
下降 30%-50%
陸企跨境併購 續高速增長
企業上半年募資，較去年同期腰斬
Verizon 收購 Yahoo 營運業務
設 20 億投資基金 阿里加碼影業佈
局
非科技公司收購 10 億美元新創企
業的情況將比科技公司更為普遍
從演算交易到個人財富機器人：AI
引進金融科技
First Round Capital Teardown
矽谷獨角獸屍橫遍野，緊張的 VC
們奮力保護「將死」獨角獸
復星醫藥擬 12.6 億美元收購印度藥
企 Gland Pharma 約 86.08%的股權
基因編輯公司 CRISPR 獲 3800 萬
美元融資，巴菲特收購保險龍頭企
業
醫健界企業風投角色日趨重要，他
們最看好新興技術

2016-08-31

http://goo.gl/DjQb29

2016-08-26

http://goo.gl/0NHC82

2016-08-30

http://goo.gl/ipn7j2

2016-08-25

http://goo.gl/EoPxdk

2016-08-23

http://goo.gl/1DMYMk

2016-08-23

http://goo.gl/W3hyrl

2016-08-23

http://goo.gl/aNvDS1

2016-09-02

http://goo.gl/2xKlro

2016-08-22

http://goo.gl/WflNDn

2016-08-23
2016-07-27
2016-07-25
2016-07-27

http://goo.gl/cMLNTr
http://goo.gl/ed46F8
http://goo.gl/GGKzmP
http://goo.gl/84P0ZZ

2016-07-26

https://goo.gl/ZatbPl

2016-07-25

https://goo.gl/agDKcZ

2016-07-27
2016-05-18

https://goo.gl/Yghjl6
https://goo.gl/ErDyQG

2016-07-29

http://goo.gl/97Dyoh

2016-07-29

http://goo.gl/QYtK9o

2016-07-21

http://goo.gl/pHBqVI

242

http://goo.gl/Tt0syv

盤點：46 家數位醫療公司 2016 年
第二季度融資情報
2016Q2 海外加速器青睞的那些數
字健康專案
Teladoc 1.25 億美元收購健康管理
公司 HealthiestYou
資本寒冬下，互聯網醫療公司如何
保持生命力？
進軍協力廠商支付，威盛子公司砸
7 億買下藍新近 59% 股權
2016 年上半年盤點：10 億美金融資
事件 7 起，35 家獨角獸間的風口之
戰
Line 發行價確定 成今年以來最大
科技 IPO
趣分期已獲 7 輪融資，最新一輪 PreIPO 融資 30 億人民幣
資本寒冬當下，這些公司和機構卻
加緊佈局投資基金
新加坡淡馬錫控股集團投資組合重
組，並以電信、媒體與科技領域為
投資比例最大領域
（四）產經政策
重大投資 經部將設單一窗口協助
林揆：設立單一窗口 全力推動太
陽光電布建
聚焦新南向 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啟動
推動三力四挺政策專案，挺金融，
設置網站專區今日上線
開放國際行動支付，台灣指紋刷卡
時代來臨 APPLEPAY 登臺 金管
會點頭
人民幣正式加入 SDR
大陸監管部門嚴打 IPO 詐欺 罰則
要加重 證券法修訂草案
QFII 股票配置規定 大陸將取消
現行規定比率不得低於 50％，未
來資產佈局會更靈活
過去 8 年 陸工資年增幅 10.6％ 全
球第 1
BIS：未來 3 年內 陸恐爆發金融

2016-07-20

http://goo.gl/UMbU7E

2016-07-19

http://goo.gl/czfjux

2016-07-06

http://goo.gl/o5LuHR

2016-07-06

http://goo.gl/Ez3nPd

2016-07-18

http://goo.gl/kuloRR

2016-07-07

http://goo.gl/yIjkpC

2016-07-11

http://goo.gl/ADhzIN

2016-07-08

http://goo.gl/1cMMav

2016-07-15

http://goo.gl/3kkFok

2016-07-15

http://goo.gl/f3Fupx

2016-09-20
2016-09-12

http://goo.gl/DUfkog
http://goo.gl/9tcHmo

2016-09-20

http://goo.gl/9IPrRH

2016-09-22

http://goo.gl/Qzxr6q

2016-09-30

http://goo.gl/vDj5Eg

2016-09-30
2016-09-27

http://goo.gl/UtdKQL
http://goo.gl/dAIILt

2016-09-27

http://goo.gl/6nEY1K

2016-09-20

http://goo.gl/OPNyGX

2016-09-20

http://goo.gl/JkTC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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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
行政院會通過國發會編審完成之
「行政院中程施政計畫（106 至 109
年度）及 106 年度施政計畫」（草
案）
兆豐銀行紐約分行遭美裁罰對我國
防制洗錢評鑑之影響
金管會就兆豐銀行遭裁罰案採行相
關措施
臺企銀 300 億銀彈 挺創新產業
跨境電商年銷逾 48 萬 須繳營業稅
美將推出 5 年期創業簽證 招攬外
籍人才赴美創業
引領中經合模式 台矽基金可望帶
動 8 億投資
因應尼伯特颱風來襲之金融協助措
施
金管會發布「金融機構辦理受災居
民債務展延利息補貼辦法」
跨境電商普及 我規劃通關制度

2016-08-18

http://goo.gl/Dz7Jfb

2016-08-21

http://goo.gl/W6Sf4y

2016-08-25

http://goo.gl/SwQFWJ

2016-08-26
2016-08-26
2016-08-29

http://goo.gl/MGWvt3
http://goo.gl/0tufJl
http://goo.gl/nm6wb

2016-08-25

http://goo.gl/j9fO0h

2016-07-07

http://goo.gl/1xZsNy

2016-07-05

http://goo.gl/KpDMbk

2016-07-18

http://goo.gl/vrUi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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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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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系列活動介紹
 系列活動 1：領航講座
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2016 年 4 月 7 日逢甲大學 (已辦理)
2016 年 4 月 8 日南臺科技大學 (已辦理)
2016 年 5 月 12 日/17 日亞洲大學 (已辦理)
2016 年 5 月 26 日溼地 Venue(已辦理)

創業 X 募資 X 新視野

2016 年 6 月 3 日國立中山大學國際研究大樓 4002 室
(已辦理)
(倍力輔導篇)2016 年 8 月 12 日(五) 台灣經濟研究院
(已辦理)
2016 年 11 月台北場 (規劃中)

 系列活動 2：媒合會暨投資人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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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2016 年 4 月 21 日 (四) 13:30-17:00

春季媒合會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阿基米德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已辦理)

第一場投資人論壇 2016 年 6 月 24 日(五) 9:30-13:30
～ICT 領域下一個 溼地 Venue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107 巷 10 號)(已
辦理)
投資風口
2016 年 6 月 24 日(五) 13:30-17:00
夏季媒合交流會

秋季媒合交流會

溼地 Venue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107 巷 10 號)(已
辦理)
2016 年 9 月 29 日(四) 13:30-17:0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阿基米德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已辦理)
2016 年 11 月 4 日 (五) 9:30-12:00

第二場投資人論壇～
生技醫藥領域下一波
投資風口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敬請注意 FINDIT 粉絲頁與活動通網站之相關報名
資訊
2016 年 11 月 7 日 (五) 13:00-17:00

冬季媒合交流會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阿基米德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欲參加 PITCH 提案請至 goo.gl/bqVZC0
或直接將您的營運計畫(BP)寄給
楊小姐 d31867@tier.org.tw
～歡迎投資人報名媒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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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活動 3：國際天使投資論壇暨新創企業展示會
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Keynote Speech: 天使
攜手、共創價值

2016 年 9 月 6 日 (上午)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第一回合名家觀點—
投資對談

2016 年 9 月 6 日 (上午)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第二回合名家觀點—
投資對談

2016 年 9 月 6 日 (下午)

Investor Spotlight-璀璨
投資舞台

2016 年 9 月 7 日 (上午)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2016 年 9 月 7 日 (下午)

Speed Dating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已辦理)

新創企業展示會

2016 年 9 月 6 日至 9 月 7 日中午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已辦理)

最新訊息請隨時關注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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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活動花絮 1：國際天使投資論壇
9 月 6 日(二) 09：00 至 17：40 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 室
舉行，共有超過 400 位與會人士一同共襄盛舉。
(1) 議程
會議名稱：國際天使論壇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日一 (9 月 6 日)
開幕
08:40-09:00

報到入場

09:00-09:15

開幕致詞 (經濟部王次長美花)

09:15-09:25

長官及貴賓合影(經濟部王次長美花、台經院邱副院長俊榮、專題演講者)
【場次一】Keynote Speech: 天使攜手、共創價值

09:25-10:15

專題一：美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
Marianne Hudson, Executive Director,Angel Capital Association

10:15-11:05

專題二：英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
Jenny Tooth OBE, Chief Executive, UK Business Angels Association

11:05-11:55

專題三：中國天使投資趨勢與展望
陳友忠，智基創投股份有限公司創始合夥人

11:55-12:10

Q&A

中場休息 (80 分鐘)
13:30-15:30

【場次二】早期投資生態與台灣產業鏈結
主持人：龔明鑫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13:30-14:30

【觀點交鋒二之一】打造早期投資生態系統
1. 民間（天使 x 創投 x 加速器）的角色
2. 政府優化創業與投資環境的角色
3. 如何搭建台灣各階段資金鏈
與談人：
Ryan Yang，台安傑天使董事長
詹益鑑，AppWorks 之初創投共同合夥人
賴荃賢，國發基金創業天使計畫主持人、台北市電腦公會總監

14:30-15:30

【觀點交鋒二之二】搭建資金橋、創造台灣產業新價值
1. Smart Money 策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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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國際天使論壇
時間

活動內容
2. 創新創業、橋接台灣競爭力
3. 產業翻轉、串聯全球創新鏈
與談人：
Tom Chiu，毅創投資基金合夥人
簡志宇，AMECloud Ventures 投資人
張劭謙，500 Startups 大中華區投資主任

換場 (10 分鐘)
15:40-17:40

【場次三】早期投資禦寒冬？
主持人：林桓/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15:40-16:40

【觀點交鋒三之一】早期投資經驗與實務
1. 投資模式與估值
2. 風險規避與預期報酬
3. 投後管理與企業加值
與談人：
陳播暉，日商大和企業投資(股)公司副總經理
黃耀文，阿碼科技創辦人、天使投資人
杜彥宏，交大天使投資俱樂部執行長、雙魚創投合夥人

16:40-17:40

【觀點交鋒三之二】2016 資本寒冬現？！
1. 早期投資市場景氣與趨勢
2. 估值回歸理性、天使與新創如何因應？
3. 寒冬中的向日葵：潛力領域與產業中的價值標的
與談人：
郭大經，開發創新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Eugene Kim，SparkLabs 合夥人
何明彥，台灣創意工場合夥人/投資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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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講者介紹
【場次一】Keynote Speech: 天使攜手、共創價值
講者

Marianne Hudson
現職


美國天使資本協會執行董事

學歷




羅格斯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學位
美國堪薩斯大學政治經濟學士學位

專長領域




天使投資
新創企業投資





私募基金
企業發展策略
行銷策略

簡介

Hudson 為現任美國天使資本協會執行董
事。美國天使資本協會(ACA）是由天使投資
人組成，擁有北美最豐富的早期投資群，為全
球最大的天使專業發展組織。ACA 為天使投
資人提供一個業內資訊交流平台，協助投資人
做出明智決策。目前 ACA 擁有超過 13,000 名
合格天使投資人與 240 個天使組織與合格平
台，ACA 會員投資超過 10,000 家的創業公司。
Hudson 曾在考夫曼基金會擔任創業部主
任，監督多項創業教育與輔導計畫，幫助新創
企業穩定、創新發展。身為天使投資人，
Hudson 已是三間天使機構及兩個天使平台認
可的投資人並在新創企業輔導相關領域有超
過 25 年豐富經驗。她在美國堪薩斯大學取得
政治經濟學士學位，並在羅格斯大學取得公共
政策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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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Jenny Tooth OBE





現職
英國商業天使協會執行長
天使資本董事總經理
天使資本集團共同創辦人

學歷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理學碩士

專長領域




VC 創投基金
新創企業







天使投資
私募基金
公司財務管理
投資組合管理
商業計劃




經營策略
執行管理

中文簡介

Jenny Tooth OBE 從 2012 年七月開始擔任
英國商業天使協會執行長一職。
Jenny 在英國及國際上有超過 20 年的中
小企業投資的經驗，並從事確保中小企業財務
資源管道(Access to Finance)相關的顧問工作，
曾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與歐盟的關係組織共事
長達 9 年。她針對投資準備度已進行過多項英
國政府及歐盟資助的計畫，並參與多個確保財
務資源管道的專家團隊，並擔任歐盟執委會的
知識密集服務團隊主席。
2006 年她接管大倫敦企業的業務發展總
監，並在 2009 年創辦天使資本集團，將英國
國內最活躍天使網絡之一的倫敦商業天使併
入。
Jenny 同時擁有多項身分，包括「創新英
國」的新興科技與創意指導委員、企業研究中
心諮詢小組委員、倫敦市長中小企業及財務小
組成員、以及倫敦共同投資基金諮詢委員。
Jenny 對於中小企業的貢獻有目共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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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5 年獲頒大英帝國最優秀勳章。

講者

陳友忠
現職


智基創投創始合夥人

學歷





臺灣大學理學士
美國 Fordham 大學 MBA 學位
2004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北大國際 EMBA

專長領域



天使投資、新創企業融資、創業導師、
高科技企業運營、VC 研究及教學

中文簡介

York 於 2000 年移居大陸，開辦智基創投
（iDTechVentures）。積極參與大陸創投產業
建設，被稱為“VC 佈道者”及“VC 學者”，
把自己從實踐中走出來的體會與觀察，歸納提
升為理論，發表行業觀點及報告，並透過在北
京大學等 MBA 擔任教職等方式與業界分享。
其“中國創投 20 年”一書，試圖記錄跌盪起
伏、昂揚奮進的創投光輝歲月。
York 熱心參與大陸的創投及社會公益活動，
擔任科技部火炬中心“科技創業導師”、清華
創業家、AAMA 搖籃計畫創業導師、在教育部
“大學生創業計畫競賽”及一些高校的競賽
中擔任評審，並於 2003 年在北京大學朗潤園
發起及推動“雁行中國”大學生公益專案，幾
年來也作天使投資，提攜兩岸創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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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二】早期投資生態與台灣 龔明鑫
產業鏈結主持人
現職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經濟學博士

專長領域

計量經濟、產業發展、經濟成長、國際經
濟、投資理財、時間數列、動態總體經濟分析

專業經歷

現任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曾任
1.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2.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處長
3.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所長
4.台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國 際 經 濟 發 展 戰 略 中 心
主任
5.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中心主任
6.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7.經濟部顧問
8. 經 濟 部 產 業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貿 審 會 委
員、
9.工審會副執行秘書
10.國科會「104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審
議作業科技服務群組」委員
11 台北市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
12. 行 政 院 國 家 金 融 安 定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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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交鋒二之一】打造早期 Ryan Yang
投資生態系統與談人
現職 (中英文):


台安傑天使投資董事長

學歷



政治大學碩士

專長領域




數位行銷
電子商務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中文簡介

Ryan 在 dot-com 時期服務於舊金山灣區
JP Morgan 及 Softbank Group 旗下之網路公司，
經歷過網際網路產業的興盛及網路泡沫的破滅。
在 dot-com 後期，Ryan 在矽谷地區共同創辦了
一家電子商務公司並擔任總經理，該公司獲評美
國五百大網路零售公司；之前亦曾任職於
Nasdaq 上市之科技公司，負責全球網路行銷。
Ryan 目前為網路行銷公司負責人，同時也參與
電子商務及網路新創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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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交鋒二之一】打造早期
投資生態系統與談人

詹益鑑
現職


之初創投合夥人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政治大學商學碩士

專長領域



新創事業育成及投資

中文簡介

詹益鑑博士，於 2010 年共創 AppWorks 並
任合夥人，迄今輔導 275 個新創團隊，是亞洲最
大的創業加速器，並管理新台幣 18.2 億創投基
金，專注於網路、行動、電商與人工智慧等領域。
詹博士具跨領域背景及創投經歷，於 2007
年投身精密儀器領域，多次帶領技術創業團隊，
主導產品研發、事業發展與團隊招募。
詹博士畢業自台大電機所及物理系，並取得
政大智財所商學碩士。期待改變台灣的產業結構
與人才教育，自許為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熱愛鐵
人三項運動與閱讀思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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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交鋒二之一】打造早期
投資生態系統與談人

賴荃賢
現職






台北市電腦公會總監
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秘書長
經濟部工業局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推動
計畫主持人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創業天使計畫
主持人




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應用創新競賽委員
會秘書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指導委員
暨輔導顧問
國立台灣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指導委員
高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心審查委員暨輔導
顧問
創夢市集 DIT Startup 輔導業師
台灣微電影創作協會高級顧問

學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高階企業管理碩士

專長領域









創業投資
創新育成
財務規劃
營運模式
行銷管理
簡報技巧
營運計畫書

專業經歷



20 年創業投資與創業育成輔導經驗










12 年編撰台灣創業投資年鑑出版
110 億國家創投及天使基金管理規模
500+家新創團隊及中小企業輔導
50+億投資於創新創業與產業發展經驗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辦公室主
任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股權投資協會副秘書長
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副秘書長/顧問



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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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交鋒二之二】搭建資金 Tom Chiu
橋、創造台灣產業新價值與談
人
現職



毅創投資基金合夥人
Sand Hill Angels 的董事會顧問

學歷



聖塔克拉拉大學企管碩士

專長領域






B2B
天使投資
新創投資
消費電子產品



電子商務

中文簡介

Tom Chiu 現任毅創投資基金合夥人和美國
前五大天使團隊 Sand Hill Angels 的董事會顧
問。在著名育成中心 SparkLabs 和 PlugAndPlay 擔
任業師。至今投資超過 50 個項目，7 個創投基
金，擔任 8 家新創公司的顧問。經常在史丹佛大
學商學院、卡內基美隆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創新創業與科技中心，以及許多新創論壇或
MBA 課程擔任講師。擁有超過 20 年經驗橫跨新
創、中小和大型企業；在物聯網、行動、電子商
務、虛實整合、消費性電子、專利授權等領域擁有
豐厚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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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交鋒二之二】搭建資金 簡志宇
橋、創造台灣產業新價值與談
人
現職


Investor @ AME Cloud Ventures

學歷




史丹佛大學企管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創業、創投

中文簡介

簡志宇是無名小站創辦人。無名小站在他帶
領的團隊經營下成為台灣第一大社群網站並由雅
虎併購。他在雅虎四年內管理數個國際團隊與產
品。簡志宇現在是一名創投。他在取得史丹福商
學院學位後加入雅虎創辦人楊致遠的創投公司
AME Cloud Ventures。

【觀點交鋒二之二】搭建資金橋、 張劭謙(Norman Chang)
創造台灣產業新價值與談人
現職

學歷



500 Startups 主任



史丹佛大學 SA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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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康乃爾大學電機碩士
加拿大皇后大學電機學士

專長領域







電機工程
硬體
電子產品
企業發展
人資

中文簡介

張劭謙(Norman Chang)是 500Startups 大
中華區的投資副理。美國康乃爾大學電機碩
士，加拿大皇后大學電機學士。熱愛運動，具
有群眾魅力。曾在美國矽谷 7 年，分別服務於
NVidia、Sony 及 Spansion 擔任硬體工程師。
負責產品包含記憶體、電源及 GPU、人資。
隨後至北京從事高級人資顧問兩年。之後在
台完成 Full Stack Web 課程。

【場次三】早期投資禦寒冬？ 林桓
主持人
現職

學歷



東吳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



美國德拉瓦州 Delaware Law School of
Widener University 法學博士, J.D.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碩士, M.C.L.
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法學碩士 L.L.M
東吳大學法研所法碩士
中興大學法律系法學士





專長領域



大眾傳播法、新聞法、商事法、契約法、
仲裁法、政府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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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簡介

林桓現任東吳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曾
擔任 Washington D.C.駐美採購團涉外軍法官、
行政院經建會國際事務小組專任研究員、兼任
顧問、行政院經建會諮詢委員、行政院經建會亞
太營運協調服務中心、財經法制協調服務中心
副主任以及世新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現擔
任東吳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及行政院國家發
展基金管理會執行秘書。
於美國德拉瓦州 Delaware Law School of
Widener University 取得法學博士。專長為大眾
傳播法、新聞法、商事法、契約法、仲裁法、
政府採購法。並且擁有美國紐約州律師資格。

【觀點交鋒三之一】早期
投資經驗與實務

陳播暉
現職



大和企業投資副總經理
台灣金融分析專業人員協會(CFA 台灣分



會)理事
玉山科技協會青年玉山總幹事

學歷




台大化工系博士
特許金融分析師 (CFA)

專長領域



生技投資實務




商務規劃
企業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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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簡介

陳播暉博士為台大化工系博士 (研究專長：生
醫材料之開發及改良)，並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
(CFA)之證照，同時具備生醫及財務之背景。
陳博士曾服務於南港生技育成中心、經濟部
生醫產業發展推動小組、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
中心等單位，負責企業育成、投資媒合、商務規
劃、新創事業、產業推動等事務，期間歷任多項
主管職務並參與多項重要專案，熟悉產官學研之
協調運作，以及生技產業之商業模式。
於生技中心服務期間，陳博士代表生技中心
與日本大和證券集團旗下之大和企業投資(DCI)
合作，成立大和台日生技創投基金，隨後並加入
大和團隊，負責生技領域之投資業務。

【觀點交鋒三之一】早期投資 黃耀文
經驗與實務
現職


Proofpoint 技術副總



阿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學歷



台灣大學電機系博士

專長領域




天使投資
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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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簡介

阿碼科技創辦人，現任Proofpoint技術副總、
國際級資安專家，曾多次應邀RSA、OWASP、
SyScan、WWW、PHP及DSN等全球知名科技年
會發表演講，並為首位學術論文連續兩年
(2003,2004)榮獲極富盛名的國際WWW年會最
佳論文獎提名作者。合著有《21世紀之電腦安全》
之(網路應用程式安全)（Springer US, 2005）。
曾任中央研究院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TWISC）資深顧問，及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工
程師。具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碩士學位、國立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博士學位。
2005 年創辦阿碼科技，獲得美國那斯達克
上市公司 Proofpoint 用 7.5 億新台幣收購，創下
近十年來台灣軟體商被收購的最高金額，成功打
造一家躍上國際舞台的資安軟體公司。

【觀點交鋒三之一】早期投資經 杜彥宏
驗與實務
現職

學歷
專長領域





交大天使投資俱樂部執行長
雙魚創投合夥人&副總經理
麗智科技共同創辦人&副總經理




中山大學電機碩士
交通大學電機學士



網路、電子產業、物聯網，資料與數
據、系統整合，ITC 產業。早期投資、
募資規劃與建議；商業計畫之規劃與建
議，專利之規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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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簡介

在 2002 年以前是網路產業相關工程師，
2002 年之後進入創投產業。主要在早期投資
案的案源收集、實地查核、產業分析、創業團
隊陪訓與創業團隊營運建議。所參與的創投基
金，有 70%比例投資在早期階段(以國發基金
內部分類)，並於 10 年後達成三倍的獲利給股
東。目前擔任雙魚創投之合夥人與副總經理
(2002 年創投之原團隊 )，同時也是交通大學
校友會天使投資俱樂部執行長及麗智科技共
同創辦人。對於協助創業家創業之事，一直擁
有熱情，而於此行業工作超過 10 多年。目前
同時也協助有興趣參與早期投資之天使投資
人做案源的收集、評估、推荐與管理。

【觀點交鋒三之二】2016 資本寒 郭大經
冬現？！
現職



中華開發資本管顧(股)資深協理
開發創新管顧(股)總經理

學歷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專長領域





早期創業投資
創業者基金
創業

中文簡介

郭大經總經理在中華開發負責早期創業
投資項目。目前負責籌集一檔早期創投基金，
搭配創業加速器計畫，協助新創企業連結中華
開發既有投資戶等之企業資源。同時負責阿里
巴巴台灣創業者基金。
曾任宏全、州巧、新盛力等公司之董事。
現擔任雲端科技公司 Zentera 公司董事，自
2008 年即擔任時代基金會青年領袖培育計畫
YEF 及創業加速器 Garage+之導師。
加入中華開發以前，曾共同創立 Mos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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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ductor Corp. 並擔任 CEO，帶領研發
及業務部門。

【觀點交鋒三之二】2016 資本寒冬 Eugene Kim
現？！
現職


SparkLabs 主任

學歷



密西根大學文學士

專長領域





國際行銷
企業發展
企業行銷

中文簡介

Eugene Kim 是 SparkLabs 公司的主任，
掌管每日對企業投資的加速計畫。
Eugene 曾在韓國騰訊擔任國際企業發
展部協理。負責提供中國及騰訊國際網站韓
國遊戲的來源以及國際行銷的工作。在進入
騰訊之前，Eugene 是 Podotree(韓國研發的
教育 APP)的業務發展與行銷總監，負責行
銷以及美國發展之業務。
更早之前，他是 Vertigo Games 海外企
業的經理。致力於海外行銷、服務之提供、
商業發展以及遊戲引擎授權。Eugene 也曾
是 NHN 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從事品管、
在地化的業務。並擔任 NHN 的企劃經理以
及國際策略行銷副理。
他的事業萌芽於韓國 SK 公司的企業發
展部門，是該公司與海外合作企業共同成立
韓國第一個 IPTV 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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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交鋒三之二】2016 資本 何明彥
寒冬現？！
現職


台灣創意工場投資長

學歷



中央大學光電研究所碩士

專長領域




新創企業投資
光電、通訊產業

專業經歷







華陽創投集團總經理
台灣創意工場投資長/合夥人
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工研院北美公司經理
工研院電通所產業資訊部課長



工研院光電所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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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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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活動花絮 2：璀璨投資舞臺及新創企業閃約
9 月 7 日(五) 09：00 至 12：10 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 室
舉行，邀請 14 家投資機構進行簡介，共有超過 200 位與會人士一同
共襄盛舉；下午則邀請 26 家投資機構以及 41 家新創企業進行 10 分
鐘閃約媒合活動。
(1) 議程
活動日二 (9 月 7 日)
Investor Spotlight-璀璨投資舞台
08:3009:00

來賓簽到

09:0009:10

AME Cloud Ventures

09:1009:20

500 Startups

09:2009:30

日商大和企業投資(股)公司

09:3009:40

SparkLabs

09:4009:50

新加坡祥峰投資控股集團

09:5010:00

KK Fund

10:0010:10

FINDIT 平台宣傳

10:1010:20

台安傑天使投資

10:2010:30

交大天使投資俱樂部

10:3010:40

益鼎創業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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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0:50

豐利管理顧問

10:5011:00

中國信託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1:0011:10

毅創投資基金

11:1011:20

全球台商天使匯

11:2011:30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換場休息 (90 分鐘)
13:30-

Speed Dating

16:00

10 分鐘之約：參與人/投資人與新創企業相見歡

賦歸

(2)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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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活動花絮 3：投資人有約-秋季媒合會
9 月 29 日(四) 13:30-17:20 於濕地舉行，邀請 6 家新創企業出
席，介紹其事業與募資計畫。出席投資人共計 23 位，新創企業 6 家，
參與人數合計 30 位。
(1) 議程
時間

主題

13：30～13：50

報到

13：50～14：00

【主持人介紹】
范秉航博士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副所長)

14：00～14：25

曙客 (10 分鐘)
Q&A 交流時間(15 分鐘)

14：25～14：50

愛比網 (10 分鐘)
Q&A 交流時間(15 分鐘)

14：50～15：15

城市小農(10 分鐘)
Q&A 交流時間(15 分鐘)

15：15～15：35

中場休息交流時間（20 分鐘）

15：35～16：00

愛賓遊(10 分鐘)
Q&A 交流時間(15 分鐘)

16：00～16：25

工研院小蘋果園 A9 團隊(10 分鐘)
Q&A 交流時間(15 分鐘)

16：25～16：50

Talemeet(10 分鐘)
Q&A 交流時間(15 分鐘)

16：50～17：20

交流時間

(2) 新創廠商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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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企業

曙客

出席人
張家甄
CCO&CoFounder
孫佩儀

簡介/獲獎經歷


市場顧問總監




廖俊愷執行長
愛比網



備註

我們期待能讓人們多點時間，享受
屬於自己的生活，不再因忙碌而影
響了品質。我們冀望利用科技（社
群、手機、分析、雲端）與以人為 http://www.zoeknow.com/
本的商業模式，模糊實體與虛擬間
的界線，讓消費者的每次搜尋，都
能是種美好的享受。
(1)app 開 發 系 統 宣 傳 影
片
https://youtu.be/JyFo5f
EbfwA
愛比網(APPIE INC.)致力培訓 3000
位 App 創業學員(Appie School)，為 (2)app 開 發 系 統 產 品 型
錄 http://goo.gl/LiOFka
企業提供一對一 App 專屬設計服
(3)app 開 發 系 統 操 作 手
務。
冊 http://goo.gl/HpQumu
以最新技術 HTML5 開發而成的
App 開發系統(Appie Store)，任何人 (4)app 開 發 系 統 教 學 影
皆能透過平台開發製作出一支美觀 片 https://goo.gl/hAoP04
且功能強大的企業 App、管理更新 (5)app 開發系統開發 後台
App 前後台內容、發送推播、分析 http://goo.gl/VxquZ3
使用者數據。
帳號/密碼:guest01
App 創業學員 21 小時學習 App 開 (6)app 開發系統測試 前台
發平台，並透過街頭實戰接案培
http://goo.gl/UpN1YN
訓，接案獲利 100%。
(請以手機進入)
(7)app 開發系統已上架店家
https://goo.gl/e1LkaO


城市小農

廖子瑄執行長




愛賓遊

工研院小
蘋果園
A9 團隊

曾彥豪執行長



用跨境電子貿易讓農水產銷售更簡
單
www.petitcityfarmer.com
致力協助各地有機農友、無毒養殖
漁民，與其使用公平貿易合作來銷
售產品。
iBeengo 運用網絡 APP 技術來優化
旅遊中的交通問題。本公司目前兩
個產品：DingTaxi 與 AirPoPo 都協 https://www.airpopo.com/
助提升旅客的體驗以及減省金錢跟
時間。
In 2015 the Ministry of Economy
Affairs (MOEA) entrusts ITRI to start
https://www.linkedin.c
a project called “Small Apple Orchard
om/in/yi-ta-wu-ba033751
Incubator (SAOI, 小蘋果園),” and
the mission of this project is to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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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企業

出席人

簡介/獲獎經歷

吳易達 CEO



Talemeet

黃子豪執行長


備註

entrepreneur-teams transform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exceptional innovation ideas into
creative products or startups.
Currently, there are 14 apples (teams)
in the SAOI and A9 (the ninth apple)
led by Dr. Yi-Ta Wu provides ADAS
solution that would be definitely an
important and amazing solution to
automotive industry. Currently, A9 is
seeking for strategic investor, and will
be spin-off from ITRI on the end of
2016.
Talemeet 是一個協助內容作家更了
解他們閱聽者在哪的服務。如果你
是粉絲頁小編、部落客、記者、..等
等, 需要內容行銷的朋友，我們希
望可以協助內容創造者的內容，真
正有效被需要的讀者所接受到，進
http://zh-tw.talemeet.com/
而成為他的粉絲。
透過良好書寫體驗的內容編輯，並
用通知服務(E-mail)聯絡讀者，了解
他們所關心的。也能透過我們服
務，將內容推播給真正對你有興趣
的讀者，讓讀者數量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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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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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創業資源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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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之創業協助資源一覽表
在 104 年度已在「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網站中，針對「中央各
部會創業協助資源」
、
「六都政府創業協助資源」
、
「大學與民間創業育
成協助資源」
、
「海外早期資金資訊」等項目，建置將近 500 個來源聯
結與說明。在 105 年度計畫團隊在 9 月新增海外知名加速器一覽表，
包括中央部會創業協助資源 9 筆，六督政府創業協助資源 5 筆、海外
加速器筆 7 筆共 21 筆。
類別/標題
連結
（一）中央各部會創業協助資源（新增）
國際合作投資專案-創業育成信託投資 https://goo.gl/aJu0Ir
專戶
https://goo.gl/yUrjUa
創業育成信託投資專戶
https://goo.gl/sKGh7Q
創業育成諮詢輔導服務窗口與平台
https://goo.gl/AlNRtd
創業貸款課程專區
https://goo.gl/mm9Cfq
青年創業及圓夢網
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https://goo.gl/ukq9Ti
大學校院創新創業紮根計畫(EC-SOS)
https://goo.gl/i9IGkv
台灣新創競技場
https://goo.gl/AKlWjV
青年新創客家事業競賽
https://goo.gl/3Lz19T
（二）六都政府創業協助資源（新增）
《Go Global 創業全世界》新創企業開
https://goo.gl/gq3lEM
拓國際通路輔導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
https://goo.gl/Be44gZ
畫
青創世代創業育成平台
https://goo.gl/AjrSEY
台中舊城創業育成計畫
https://goo.gl/1cCQby
2016 臺南市創新創意競賽
https://goo.gl/D5fCSd
(三) 海外知名加速器一覽表
DEMO SPACE
https://goo.gl/4q6jub
騰訊眾創空間
https://goo.gl/EthKUH
微軟加速器
https://goo.gl/WGJ4ty
北京普天德勝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https://goo.gl/yecXjq
清控科創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https://goo.gl/eAAkkP
PCH
https://goo.gl/tPiuPB
Highway1
https://goo.gl/ze0p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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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創業協助資源，請連結「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
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CoachResourcesList.aspx
完整的海外早期資金資訊，請連結「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
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internation_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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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執行單位：台灣經濟研究院
總編輯：林建甫
執行編輯：吳孟道、郭迺鋒、林秀英
編輯人員：創新創業：徐慶柏、范秉航、楊孟芯
群眾募資：張嘉玲、周佳寧
股權投資：林秀英
產經政策：范秉航、林秀英
活動訊息：楊孟芯
創業資源補給站：楊孟芯
聯絡電話：(02)2586-5000#337/#326 編輯小組
Email：angelandstartup@gmail.com
1.

本季報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編撰發行。
(本月報係受託機構之觀點，不應引申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意見)

2.

本季報中動態消息之「巨量資料動態觀測評析」
、
「重要議題評析」保留所有
權利，欲利用該內容者，須徵求台灣經濟研究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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