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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 4 月號「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報告涵蓋以下幾個重點： 

一、 圖解股權投資趨勢：包括兩大主題五篇分析報導 

1. 【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第一篇安排以美國知名另類資產資料與情報公司

Preqin 公布的 2018Q1 資料為基礎，圖解與分析 2018 年第一季全球創投市場的募

資、投資與退場趨勢；此外，第二篇簡介新加坡科技媒體 Tech in Asia 統計近兩年

(2016-2018.3)中國募資金額前 50 大的新創企業。 

2. 【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共安排矽谷、中國以及印度三篇投資分析，前兩篇

主要分析 2018 年 3 月早期資金（Pre-IPO）投資動向追蹤報導；印度投資風向掃

瞄則是引用印度知名科技媒體 Inc42 的「2017 年印度新創獲投報告」，分析印度

2014-2017 近四年的科技企業獲投概況。希冀新創企業與投資人掌握矽谷與亞洲地

區創新創業與投資的風向。 

二、圖解群眾募資趨勢：本月將彙整國內外回饋型與股權型 2018 年第 1 季群眾募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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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與代表性案件。 

三、 新興領域早期投資動向： 

1. 【本月焦點】：安排五篇新興領域投資與發展動向的專題分析。 

(1) 第一篇為「透析全球人工智慧專利與早期投資布局大戰」，在深度學習全新

技術帶動下，許多 AI 新創突圍，顛覆產業發展，使得既有科技大廠加速研發

與專利布局腳步，同時，也積極投資與併購 AI 新創企業。FINDIT 研究團隊

從專利數據與早期資金為基礎，透過全球 Macro-Meso-Micro 三層次的布局

掃瞄，進行 3-5 年技術與市場洞察，並分析台灣的競爭現況與發展方向。 

(2) 第二篇為「區塊鏈+XYZ」，挑選當前區塊鏈所碰觸到的能源、銀行以及保險

三個領域，將對應的案例與場景稍做整理與探討，藉由這些資訊，除了可更

有效地理解區塊鏈的應用層面，也可觀察出當前的發展熱點。 

(3) 第三篇為「2018Q1 全球數位醫療投資動能持續強勁」，由於數位醫療市場龐

大，加上技術與商業模式不斷創新，美國 StartUp Health 統計指出 2017 年全

球數位醫療新創獲投件數與金額雙雙創下歷史新高。時序來到 2018 年第一

季，數位醫療投資是否能持續去年的投資動能？本文將分析 2018 年第一季全

球數位醫療的投資趨勢、風口與前十大獲投新創。 

(4) 第四篇為「十大醫療區塊鏈技術蓄勢待發」，2017 年，眾多公司及機構加入

利用區塊鏈技術開發更安全高效的健康醫療平台或應用的行列中，本文介紹

十大區塊鏈應用於健康醫療的關鍵詞，並探討應用場景及參與的新創企業。 

(5) 第五篇為「汽車與科技大廠 2018 年 Q1 投資、併購動向」，隨著汽車科技時

代的來臨，大廠紛紛透過投資併購來強化自己本身的實力與未來性，也透過



 

 

與其他大廠或供應商合作來達到分擔風險和投資金額目的。本文將針對汽車

大廠、汽車零組件大廠、科技大廠等類別，追蹤分析 2018 年第一季的投資與

併購動向。 

2. 【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中，就 2018 年 3 月 11 到 4 月 10 日全球熱門領

域發展動態、群眾募資、股權投資相關議題，整理重要的消息報導。 

三、 政策與觀點評析： 

1. 【觀點評析】：本月邀請雙魚創投合夥人杜彥宏就「茶餘飯後談創投與天使投資」

的角色、業務內容，做了詳盡的描述，同時也提出他對台灣創投產業近年來的轉變

觀測。最後，針對有意進入創投界或成為天使投資人的年輕朋友們，分享其經驗與

建議。 

2. 【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消息】：將彙整 2018 年 3 月 11 日到 4 月 10 日創新創業與

產經重要政策或計畫之動向新聞。 

四、 創業生態大觀園：為新年度新闢的專題，包含三個主題 

1. 【創業園地專欄】：本專欄將邀請致力優化台灣創業生態圈的專家、投資人、業師

甚至新創企業，分享其經驗或觀察分析。4 月號邀請新創企業「宏騰國際娛樂行銷

有限公司」創辦人陳駿憲撰寫「創業募資甘苦談-天使在哪裡？」，分享創業資金

的用途規劃以及尋找投資人的經驗，提供其他有意創業的朋友做為參考；此外，

FINDIT 研究團隊也根據歐洲創業天使網絡協會公布的「Why Business Angels 

Do Not Invest」報告，探討天使投資人是否投資的理由。 

2. 【FINDIT＊STAR】-每月將介紹台灣創業之星，4 月號首先介紹參與本計畫活動

的 Thinker-Ti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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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中小企業與投資人。 

五、 活動訊息： 

介紹本計畫 2018 年預訂的領航講座與媒合會活動，歡迎目標對象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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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圖解 2018Q1 全球創

投市場趨勢 

美國知名另類資產資料與情報公司

Preqin 在 2018 年 4 日 4 日率先公布 2018 年第

一季全球創投募資、交易與退場資料。FINDIT

團隊結合三個數據，解讀 2018 年第一季全球

VC 投資趨勢與風口。 

1. 募資概況：2018 年第一季全球已完成募

資的 VC 基金數為 92 支，較去年同期增

加約 7%。募資金額為 105 億美元，則較

去年同期小幅增加 4.46%。其中歐洲地區

募資回溫，占比雙雙上升。 

2. 整體投資：全球 VC 在近三季(2017Q3 至

2018Q1)投資件數有逐季上升趨勢，

2018Q1 投資件數較前一季增加 3%，較

去年同期則增加 11%，顯示 2018 年初依

舊持續 2017 年全球投資熱度。至於投資

金額較上一季小幅增加 4%，但較去年同

期則躍增 57%，為史上單季次高。 

3. 投資熱點：若以投資件數占比來比較，

2018 年第一季依序為北美占比 35％，大

中華地區占比上升至 30%，較 2017 年全

年占比 24％，投資熱度明顯加溫中。接

著依序是歐洲(17％)、印度(6％)、以色列

(2％)。若以投資金額占比來觀察，北美

占比為 43％、大中華地區 35％、歐洲 11

％、印度 3％、以色列 1％。 

4. 投資階段：2018 年第一季全球 VC 投資

種子輪/天使輪投資件數比重回升至 35%，

較去年同期增加 5 個百分點，而 A 輪占

比也增加 1 個百分點至 29%，合計早期

投資件數占比達 64%，占比增加 6 個百

分點，主要與去年同期 2017Q1 尚未完全

擺脫資本寒冬有關，投資人對早期階段

投資縮手。 

5. 投資規模：在 2017 年，VC 投資各輪次

平均規模，除了 A 輪與 B 輪平均交易規

模下降，D輪平均交易規模大幅上升 4成

以上。到 2018Q1，VC 對各階段平均投

資規模均較 2017 年全球平均增加，除了

創投債務融資外，反映 VC 投資相對競

爭或是投資標的估值上升。 

6. 熱門領域：無論是投資件數或金額來看，

軟體、網路、行動與通訊、健康醫療、其

他 IT 是 2018 年第一季五大熱點投資領

域。其中資訊、媒體與通訊(TMT)依舊是

最受 VC 青睞的領域，不過，2018Q1 年

獲投件數與金額占比均較去年同期減少，

主要是軟體與其相關的投資件數占比減

少 5 個百分點，投資金額則是通訊下降

3 個百分點所致。 

7. VC 投資金額前十大企業：2018 年第一

季前十大單筆投資金額，分別為印尼叫

車與生活服務-GO-JEK（15 億美元/E 輪）、

中國互聯網醫療-平安好醫生(B 輪/11.5

億美元)、中國共享單車服務-Mobike（10

億美元/債權融資）、中國共享單車服務

-ofo(8.66 億美元/債權融資)、美國智慧建

築-Katerra (D 輪/8.65 億美元)、中國車好

多集團的二車一站式購車平台-瓜子二

手車直賣網(C 輪/8.18 億美元)、美國在

中國江西設立的新能源鋰電池製造商-

孚能科技 Farasis(C 輪/7.9 億美元)、中國

金融科技服務-金融壹帳通(A 輪/5 億美

元)、中國直播平台-鬥魚(E 輪/6.3 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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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國長租公寓出租平台-自如(A 輪

/6.3 億美元)。值得注意，2018Q1 獲投金

額前十大交易案件中，中國新創企業就

占了八家。其中中國共享單車前兩大都

陷入資金危機，這二筆交易都為債權融

資。摩拜已在 2018 年 4 月 4 日正式宣布

由中國生活服務龍頭美團點評全資收購。 

8. 活躍 VC 投資機構：根據 Crunchbase 的

統計，2018 年第一季全球投資件數最多

的投資人，第一名為加速器的 Y 

Combinator 的 132 件，VC 機構則是紅杉

資本(30 件)、NEA(19 件)、Andreessen 

Horowitz(10 件) 、Bessemer Venture(10

件)領先，一般公司與公司創投以騰訊(23

件)、軟銀(13 家)、阿里巴巴集團(10 件)

最為活躍。 

9. 退場概況：2018 年第一季 VC 支持的退

場件數為 239 件，較上一季與去年同期

減少二成以上，且降至 2013 年以來單季

最低。至於 2018Q1 退場金額為 192 億美

元，雖較上季減少三成，但已較去年同期

回升 6.8%。 

10. 退場地區：2018 年第一季以北美地區退

場件數(141 件)與金額(107 美元)最高，

占比分別為 59％與 56％，較去年同期減

少。大中華退場件數與金額則雙雙較增

加。 

11. 退場模式：2018 年第一季以退場件數而

言，轉讓給策略性投資人的模式占 72％，

較去年同期 80%減少；不過，透過 IPO

退場的件數與金額占比較去年同期大幅

上升，顯示公開上市環境已獲得改善。 

12. 最大退場案件：根據 Preqin 的 VC 支持

退場數據顯示，2018 年第一季 VC 退場

的第一大為中國 ofo (30 億美元)，一些看

衰 ofo 後勢發展的昔日金主(如金沙江創

投等)，將 ofo 的股份出售給阿里巴巴。

其次是中國線上影音視頻網站愛奇藝，

已在 2018 年 3 月 29 日於 NASDAQ 上

市，包括 Baidu, Boyu Capital,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IDG Capital 等投資

人順利退場，退場金額高達 22.5億美元，

較當初投資金額 18.9 億美元，獲利 3.6

億美元。第三大案件為美國腫瘤大數據

新創 Flatiron Health 的 19 億美元，收購

者為 C 輪領投的 Roche，包括 SV Angel、

Andreessen Horowitz、First Round Capital

等順利退場。第四大 VC 支持的退場案

件為美國軟體開發商 MuleSoft，提供可

連結應用程式、資料與裝置的軟體，其客

戶 包 括 Coca-Cola 、 McDonald's 與

Salesforce 等，已在 2018 年 3 月 18 日正

式在紐約證交所上市。包括 Sands 

Capital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等投資

人退場，退場金額為 13.53 億美元。第五

大 退 場 案 件 為 美 國 的 Impact 

Biomedicines，由免疫醫療製藥商賽基 

(Celgene) 以 70 億美元併購擁有 JAK2 

抑製劑 fedratinib 的 Impact Biomedicines，

包括 Medicxi Ventures, Oberland Capital

等VC機構順利以 11億美元退場。Impact 

Biomedicines 是一家成立於 2016 年的小

型新創公司，該公司以股票交換取得賽

諾 菲 (Sanofi) 一 項 廢 棄 的 藥 物

fedratinib(JAK2 激酶抑制劑)，結果現在

Impact 成了 Celgene 的 70 億美元收購的

對象，可說是一家押對寶的幸運新創。  

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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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投資趨勢觀測系列】-近兩年中國募資金

額前 50 大新創大公開 

哪些中國大陸的企業發展能與歐美優勢企業並駕齊驅？Tech in Asia 透過個別企業募資金額

的多寡做為評估的基準。Tech in Asia 利用自建的獲投資料庫，統計了近兩年(2016-2018.3 年) 中

國大陸新創與科技企業名單向投資人募集金額前 50 名。 

由於 Tech in Asia 統計金額中，部份與其他機構不盡相同，但仍可觀察出新興崛起的中國科

技新創。本文則依據不同領域類別 (包括交通運輸、金融服務、電子商務、物流、娛樂/媒體/音

樂、餐廳與食品、交易市場、消費性電子、清潔科技、共享服務、健康服務、社群網絡、生物科

技、軟體、雲端基礎建設、物聯網等) 簡介這 50 家企業。 

 

 

表 2-1、近兩年中國募資金額前 50 大新創企業名單 

 

資料來源：Tech in Asia（2018）。 

  

排名 企業名稱 領域類別 總募資金額 排名 企業名稱 領域類別 總募資金額

1 滴滴出行 交通運輸 $18.9B 26 柔宇科技 消費性電子 $934.3M

2 摩拜科技 交通運輸 $5.6B 27 平安好醫生 健康服務 $900M

3 螞蟻金服 金融服務 $4.5B 28 寶寶樹 社群網絡 $885M

4 蘇寧 電子商務 $4.3B 29 唯品會 電子商務 $863M

5 美團點評 電子商務 $4B 30 Vipshop 電子商務 $863M

6 易鑫金融 金融服務 $2.6B 31 鬥魚 娛樂/媒體/音樂 $856M

7 京東物流 物流 $2.5B 32 蘇甯金融 金融服務 $814M

8 樂視 娛樂/媒體/音樂 $2.4B 33 百濟神州 生物科技 $800M

9 OFO 交通運輸 $2.4B 34 百度外賣 餐廳與食品 $800M

10 餓了麼 餐廳與食品 $2.3B 35 有贊 軟體 $800M

11 京東金融 金融服務 $2B 36 菜鳥網路 物流 $799M

12 蔚來汽車 交通運輸 $1.8B 37 金山雲 雲端基礎建設 $770M

13 北汽新能源 交通運輸 $1.8B 38 百世物流 物流 $760M

14 瓜子 電子商務 $1.6B 39 小鵬汽車 交通運輸 $745.7M

15 汽車之家 交易市場 $1.6B 40 叮叮約車 交通運輸 $743M

16 趣店 金融服務 $1.3B 41 飛流九天 娛樂/媒體/音樂 $725M

17 鏈家 交易市場 $1.3B 42 DotC United 軟體 $716.8M

18 威馬汽車 消費性電子 $1.1B 43 網易雲音樂 娛樂/媒體/音樂 $709M

19 比克電池 清潔科技 $1.1B 44 探探 社群網絡 $703M

20 口碑網 共享服務 $1.1B 45 車和家 消費性電子 $695.7M

21 神州專車 交通運輸 $1B 46 豐巢科技 物流 $684M

22 小米科技 消費性電子 $1B 47 每日優鮮 電子商務 $635.5M

23 今日頭條 娛樂/媒體/音樂 $1B 48 自如 交易市場 $621M

24 車好多集團 交易市場 $998M 49 大搜車 電子商務 $615M

25 遊俠汽車 交通運輸 $994M 50 智車優行 物聯網 $6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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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 

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包括滴滴出行、

摩拜科技、ofo、蔚來汽車、北汽新能源、神州

專車、遊俠汽車、小鵬汽車、叮叮約車。 

滴滴出行在近二年募資金額前 50 大中排

名第 1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89 億美元。滴

滴出行為一計程車叫車服務平台，提供民眾一

般叫車與車主共乘的媒合服務。用戶可透過行

動裝置的叫車 App，即時顯示計程車的位置。 

摩拜科技為中國共享單車服務龍頭，在近

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2 名，其累積的

總金額為 56 億美元（註：Teck in Asia 將近期

Mobike 被收購金額計算入獲投金額，根據

Crunchbase 的統計，近二年總募資金額為 9.25

億美元）。摩拜因陷入資金危機，在 2018 年

4 月 4 日確定由中國生活服務龍頭美團點評正

式收購，收購金額為 37 億美元， 27 億美元實

際作價及 10 億美元債權融資。 

ofo 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9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24 億美元。ofo 是一家

共享單車平台，近期也深陷資金危機，3 月獲

得阿里巴巴 8.6 億美元，據傳以其資產共享單

車作為抵押品融資。 

蔚來汽車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12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8 億美元。蔚來

汽車是一家智能電動汽車研發與製造公司，

2017 年底推出第一款 ES8 運動型多用途電動

車（SUV），充滿電一次可行駛 500 公里。 

北汽新能源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

名第 13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8 億美元。北

京新能源汽車成立於 2009 年，是北汽集團旗

下的新能源公司。2017 年成為中國首家年產銷

超過十萬輛的純電動車企業，連續五年奪得中

國純電動汽車市場銷量冠軍。2018 年北汽新能

源無人車將在北京無人駕駛示範區上路測試。

預計 2018 年底北汽無人車將開始投放，在

2019 年成為用戶的選配車型向市場銷售，車主

可以通過選裝的方式來體驗無人駕駛技術。 

神州專車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21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0 億美元。神州

專車中國最大的 B2C 共用出行平台，採用「專

業車輛，專業司機」的運營模式，標準化服務

流程，為每位乘客提供安全、舒適、便捷、貼

心的出行體驗。 

遊俠汽車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25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9.94 億美元。遊

俠汽車始創於 2014 年，是一家專注於電動汽

車研發、設計、生產、銷售及相關服務的智能

電動車生產商。2015 率先在中國發佈完整純電

動概念汽車產品（YOUXIA X），未來目標是

打造具有全新人車智慧交互系統的高性能電

動汽車。 

小鵬汽車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39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7.46 億美元。小

鵬汽車成立於 2014 年，是廣州的電動汽車製

造商，專注於開發聯網汽車、電動汽車以及自

動駕駛技術的研究。小鵬汽車確定 2018 年 4

月底開始預售首款電動車。 

叮叮約車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40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7.43 億美元。叮

叮約車是北京龐大叮叮汽車租賃有限公司推

出的一站式多元化出叫車服務平台，下設旅遊

專線、城市專車、順風車、計程車、旅遊房車、

通勤班車、上門保養、分時租賃等業務。 

金融服務 

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包括螞蟻金服、

易鑫金融、京東金融、趣店、蘇寧金融。 

螞蟻金服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3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45 億美元。螞蟻

金服，正式成立於 2014 年，是專注於服務小

微企業與普通消費者的網路金融服務公司。螞

蟻金服正籌備上市前的最後一輪募資，集資約 

90 億美元，為年內上市鋪路。若順利完成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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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螞蟻金服的估值預估接近 1500 億美元 ，

成為全球最大的獨角獸。 

易鑫金融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6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26 億美元。易鑫

金融成立于 2014 年，為一「鏈接人+車+錢」

的汽車金融科技平台，業務主要包括新車貸款、

二手車貸款、汽車保險、汽車抵押貸款等，並

為包括京東車貸、騰訊汽車車貸提供汽車金融

服務。獲得騰訊、京東、百度、易車等科技巨

頭鉅額投資。 

京東金融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11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20 億美元。京東

金融由京東集團拆分出來的一站式線上融資

平臺，2013 年 10 月開始獨立運營，共有九大

業務板塊，包括：供應鏈金融、消費金融、群

眾募資、財富管理、支付、保險、證券，農村

金融，金融科技，布局公司金融和消費者金融。 

趣店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16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3 億美元。趣店集團

成立於 2014 年 3 月，前身為“趣分期”，為

一面向年輕人提供分期消費的金融服務平臺。

主營 3C、運動戶外、美容美妝、服飾等類目，

可無信用卡與擔保享受分期購物。 

蘇寧金融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32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8.14 億美元。蘇

寧金融是中國金融科技領先群，透過生物特徵

識別、大數據風控、智慧行銷、智慧投顧、金

融雲五大核心技術，打造了支付帳戶、供應鏈

金融、消費金融、投資理財、群眾募資、保險、

儲值卡七大主營業務，為廣大消費者和中小微

企業提供優質的綜合化金融服務。 

電子商務 

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包括蘇寧、美團

點評、瓜子、唯品會、Vipshop、每日優鮮、大

搜車。 

蘇寧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4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43 億美元。該企業主

要經營電子產品零售，在中國大陸擁有 1,600

多家連鎖店。 

美團點評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5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40 億美元。該企

業透過一款生活服務應用程式，提供食品配送、

電影票、餐廳評論、團體折扣等服務。 

瓜子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14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6 億美元。瓜子二手

車直賣網在 2015 年 9 月 27 日正式上線，涵蓋

二手車交易、評估檢測、定價、汽車金融、保

險、延保等服務。瓜子二手車服務覆蓋全國 30

個省市、城市覆蓋超過 200 個，金融服務覆蓋

超過 150 個城市。 

唯品會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29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8.63 億美元。成立

於 2008 年 8 月，總部設在廣州，唯品會主營

業務為互聯網線上銷售品牌折扣商品，涵蓋名

品服飾鞋包、美妝、母嬰、居家等各大品類。

（註：2012 年 3 月 23 日，唯品會在美國紐約

證券交易所（NYSE）上市，理論上不能算新

創企業。） 

Vipshop 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30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8.63 百萬美元。

該企業是一個電子商務平台，是唯品會的前身。 

每日優鮮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47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6.36 百萬美元。

每日優鮮創立於 2014 年 11 月，主營生鮮 O2O

平台。該公司於 2017 年 6 月正式推出每日優

鮮便利購無人貨架，目前主要進駐北京 100 至

1,000 人規模的企業，提供常溫零食、生鮮水

果與冰淇淋等商品。 

大搜車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49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6.15 百萬美元。該

企業是一家位於中國大陸的二手車交易網站。

大搜車，成立於 2012 年，是中國二手車交易

服務提供者。為汽車經銷商提供軟體、金融、

交易及行銷等一站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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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包括京東物流、

菜鳥網路、百世物流、豐巢科技。 

京東物流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7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25 億美元。京東集團

自 2007 年在全球首創了 B2C 物流模式，並於

2017 年 4 月將原京東商城的物流服務獨立成

京東物流公司，也開始對外部客戶提供全面性

的供應鏈解決方案。 

菜鳥網路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36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7.99 億美元。菜

鳥網路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大數據物流協

同平台，成立於 2013 年 5 月。菜鳥網路的目

標是打造一家數據與智能驅動物流協同平台

公司。 

百世物流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38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7.60 億美元。百

世物流成立於 2007 年，是由資訊技術和供應

鏈資深專家聯合成立的創新型綜合物流供應

鏈服務提供者。 

豐巢科技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46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6.84 億美元。豐

巢成立於 2015 年 6 月，主要從事終端智能快

遞櫃領域，智能快遞櫃被視為快遞行業終端配

送的輔助性解決方案之一，同時，快遞企業也

希望智能快遞櫃能成為社區終端的一個入口，

豐巢已在全國 74 個城市布放了 4 萬組智能快

遞櫃，格口數量達 300 萬，註冊快遞員超 40

萬，服務用戶數超 3000 萬，單日最高承接包

裹量達 286 萬件。 

娛樂/媒體/音樂 

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包括樂視、鬥魚、

飛流九天、網易雲音樂。 

樂視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8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24 億美元。該企業是

一家全球主流媒體視頻和消費科技公司，其前

身為 Letv。 

今日頭條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23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0 億美元。該企

業以其名為 Jinri Toutiao 或 Today's Headlines

的應用程式而聞名，是一款行動應用程式，可

以透過數據挖掘技術製作個性化內容的推薦。 

鬥魚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31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8.56 億美元。該企業是

一個中國大陸遊戲和娛樂直播的主流平台。 

飛流九天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41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7.25 億美元。該

企業致力於打造一個行動娛樂社群平台，為用

戶提供行動應用推薦、興趣導向的社群網路及

手機遊戲。 

網易雲音樂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

名第 43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7.09 億美元。

該企業專注於音樂的搜尋與分享。 

餐廳與食品 

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包括餓了麼、百

度外賣。 

餓了麼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10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23 億美元。該企業

提供 C2C 的餐點訂購服務。 

百度外賣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34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8 億美元。該企

業是一個高品質食品遞送的平台。 

交易市場 

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包括汽車之家、

鏈家、車好多集團、自如。 

汽車之家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15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6 億美元。該企

業提供汽車買家及汽車用戶全面且獨立的互

動內容，亦提供二手車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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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家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17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3 億美元。該企業是

一個從線上到線下的房屋租賃和銷售平台。 

車好多集團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

名第 24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9.98 億美元。

該企業是一個 C2C 二手車交易服務平台。 

自如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48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6.21 億美元。該企業是

網路公寓租賃服務平台。 

消費性電子 

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包括威馬汽車、

小米科技、柔宇科技、車和家。 

威馬汽車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18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1 億美元。威馬

汽車（WM Motor）成立於 2015 年 12 月，是

中國新興的新能源（電動）汽車企業及出行方

案提供商，創始人為前吉利控股集團副總裁、

富豪全球高級副總裁兼富豪中國區董事長沈

暉。 

小米科技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22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10 億美元。該企

業是一家手機與消費性電子產品，專注在設計、

開發和銷售的公司。 

柔宇科技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

第 26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9.34 億美元。柔

宇科技成立于於 2012 年，主要從事柔性顯示、

柔性傳測器、VR 顯示及相關智慧設備的研究、

開發、生產及銷售。柔宇科技 2016 年發佈推

出世界最薄、捲曲度最高的全彩色 AMOLED

柔性顯示器，並與智慧手機成功對接。 

車和家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45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6.96 億美元。該企

業致力於設計、研究、製造、銷售和提供服務

給不同類型的電動車。 

清潔科技 

比克電池是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其

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19 名，其累

積的總金額為 11 億美元。該企業已發展成為

以鋰電池、電動汽車和電池回收為三大核心業

務的國際新能源公司。 

共享服務 

口碑網是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其在

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20 名，其累積

的總金額為 11 億美元。口碑網成立於 2004 年

6 月，2008 年 6 月與中國雅虎進行整合，成立

雅虎口碑網。2009 年 8 月，阿里巴巴集團將口

碑網從雅虎中國剝離出來，注入淘寶網。口碑

為阿里巴巴新零售戰略的「第四路大軍」，承

載在本地生活服務領域（餐飲為主）落地新零

售戰略，提供送餐等線上預訂線下遞送的服務。 

健康服務 

平安好醫生是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

其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27 名，其

累積的總金額為 9 億美元。平安好醫生為平安

集團旗下 O2O 健康醫療服務平台，於 2014 年

8 月成立，目標在打造一個連接用戶、保險公

司、醫保、醫院、診所、檢驗檢測機構、新興

智慧設備以及各類健康服務提供商的綜合性

平台。2018 年 2 月平安好醫生宣布完成 4 億

美元 Pre IPO 輪募資，由軟銀願景基金投資。 

社群網絡 

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包括寶寶樹、探

探。 

寶寶樹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28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8.85 億美元。寶寶

樹成立於 2006 年，是中國大陸規模最大，且

最受歡迎的母嬰網站。 

探探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44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7.03 億美元。探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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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北京）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4 年，是一

款基於地理位置的行動社交工具。使用者可以

在探探上通過左右滑動認識附近的人，左滑再

見，右滑喜歡。2018 年 2 月被同樣是社交 App

的陌陌宣布收購前。 

生物科技 

百濟神州是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其

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33 名，其累

積的總金額為 8 億美元。該企業是一個以研究

為基礎的生物技術公司，致力於標靶和免疫腫

瘤治療。 

軟體 

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包括有贊、DotC 

United。 

有贊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35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8 億美元。有贊為賣家

提供成熟的全行業電商解決方案，同時打造大

體量的分銷體系，目前旗下有「有贊微商城」、

「有贊零售」、「有贊餐飲」、「有讚美業」、

「有贊收銀」、「有贊批發」等面向商家的產

品以及面向開發者的「有贊雲」服務。 

DotC United 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

名第 42 名，其累積的總金額為 7.17 億美元。

DotC United Group 於 2015 年成立，公司專

註海外市場移動應用開發、運營及商業化變現，

主要包括輸入法類，系統安全類、網絡安全類

以及互動娛樂類產品。 

雲端基礎建設 

金山雲是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其在

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37 名，其累積

的總金額為 7 億美元。金山雲為金山集團旗下

雲端運算品牌，創立於 2012 年，是全球領先

的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者，提倡用心打造公有雲

平台，為企業與開發者提供線上雲端儲存和雲

端分流服務。 

物聯網 

智車優行是這領域的新創與科技企業。其

在近二年募資金額 50 大中排名第 50 名，其累

積的總金額為 6 億美元。智車優行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創新型互聯網公司，成立於 2014 年

12 月。公司業務範圍涵蓋了新能源汽車、智慧

汽車系統、大數據與雲端運算的車聯網服務和

解決方案、創新技術產品的投資等。 

參考來源 

Tech in Asia（劉育昇摘譯整理） 

網址： 

https://goo.gl/NhJo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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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矽谷投資風向掃瞄

（2018.3） 

 

根據 Crunchbase 資料，2018 年 3 月共有

47 家總部設於矽谷地區1 的企業獲投，已揭露

之總金額達 11.36 億美元，在投資件數上略低

於前月的 53 家，獲投規模則是因有鉅額交易

發生，金額高於前月的 10.71 億美元。 

從產業領域來看，生技醫療與企業應用是

本月份最受投資者關注的兩大領域，交易件數

均為 8 件。然而，生技醫療領域在本月份出現

兩筆上億美元規模的交易案，整體獲投金額高

達 3.88 億美元；企業應用獲投規模則僅 8,550

萬美元。其次為人工智慧領域，獲投件數 6 件，

總金額 9,200 萬美元。此外，金融科技本月份

雖然交易件數僅 4 件，但因出現一筆高達 3.5

億美元鉅額投資案(Robinhood)，大幅提升整體

獲投規模至 3.52 億美元。 

在各募資輪次上，種子/天使輪募資案 11

件，總金額 3,112 萬美元；A 輪募資 12 件，金

額為 1.59 億美元；B 輪投資案 10 件，金額 4.01

億美元；C 輪投資案 3 件，金額 8,080 萬美元。

另外，債權融資 1 件，計 1 億美元；其他來自

股權群眾募資與可轉債的交易案共 3 件，金額

達 137 萬美元。 

                                                           

1矽谷地區係指 San Mateo 南部至 San Jose，其

中包含位於 San Mateo 的 Belmont、Burlingame、

East Palo Alto、Foster City、Menlo Park、

Redwood City、San Carlos、San Mateo，以及

本月獲得股權投資的企業中，金額最高的

為金融科技領域獨角獸 Robinhood，獲投金額

高達 3.5 億美元。該公司提供一個操作簡單且

零佣金的股票交易平台，並於 2013 年 12 月獲

得 GV 與 a16z 等知名創投支持的種子投資，

2014 年 9 月饒舌歌手 Snoop Dog 參與其 A 輪

募資。2017 年 4 月獲得由 DST Global 領投的

1.1 億美元 C 輪募資後，企業估值來到 12 億

美元，正式進入獨角獸俱樂部。本月 15 日

Robinhood 完成 3.5 億美元的 D 輪募資，累計

獲投達 5.26 億美元，同樣由 DST Global 領投，

饒舌歌手 Jay’z 的音樂經紀公司 Roc Nation

共同投資，估值提升至 53 億美元的水準。 

第二名則是生技醫療新創企業 Helix，該

公司於 2015 年 8 月完成 1.2 億美元的 A 輪募

資後，在今年 3 月 1 日更上一層樓，完成 2 億

美元的 B 輪募資，而領投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美

國創投 DFJ Growth。Helix 將需要高度專業的

基因檢測技術推廣至一般消費者，透過用戶的

唾液樣本進行基因檢測，並且提供諸多加值服

務，如探索家族起源的先祖分析、販售搭配基

Santa Clara County 的 Campbell、Cuper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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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ain View、Palo Alto、San Jose、Santa Clara、

Saratoga、Sunnyvale。 



 

20 

 圖解股權 

因個性的生活小物、依據檢測分析結果提供醫

療保健、健身訓練與營養攝取建議等。 

此外，3 月份有幾家值得關注的新創企業。

首先是在 3 月 7 日完成 1,450 萬美元 A 輪募資

的 Voicera，而此輪除了吸引許多頂級投資者

如GGV Capital、e.ventures、Greycroft與Battery 

Ventures 參與之外，更有科技巨頭們的身影，

如 Microsoft、GV、Cisco Investments，以及專

注於企業雲端服務的 Salesforce Ventures。

Voicera 於 2016 年成立，2017 年即獲得 550 萬

美元的種子輪資金，針對企業內部會議過於冗

長且無效率的問題，該公司應用自然語言處理

與人工智慧技術開發了企業語音助理 Eva。而

這位虛擬助理可以參與企業會議，協助紀錄重

要決策項目，並連結其他協作系統，追蹤項目

進度，提升開會效率。公司的管理階層均是來

自於各方的好手，如 CEO 為具 AI 專業技術的

Omar Tawakol，其創辦過一家消費數據分析公

司 BlueKai，並於 2014 年被甲骨文(Oracle)收

購；CTO 則是曾在 Google 與 Microsoft 工作，

並於 Facebook 擔任 AI 部門首席架構師的

Ahmad Abdulkader。 

其次是在本月種子輪獲得 600 萬美元的

Scotty Labs。該公司於 2017 年成立，專注於開

發駕駛人與電腦的協作，期望透過遠端遙控技

術，解決無人車所面臨最棘手的安全問題。值

得注意的是，該公司是由史丹佛國際研究院

(SRI International)技術移轉後成立，而種子輪

的投資者中除了 SRI International 外，更是由

Google 旗下專注於早期 AI 項目投資的

Gradient Ventures 領投。 

最後是今年自 YC 畢業的新創企業

Promise，其專注於保釋制度的改革。針對過於

擁擠的監獄，該公司為政府部門提供一個嶄新

的保釋機制，讓低犯罪風險，且僅是因為付不

出保釋金而無法離開監獄的犯人，能在監獄外

獲得有效監督。Promise 客製化每位保釋者的

監督計畫，協助確保出庭時間，並提醒應遵循

的義務，如藥物與心理治療。另外為能協助保

釋者重新回歸社會，Promise也提供工作培訓、

居住與諮詢服務。該公司在 3 月 19 日獲得種

子輪 300 萬美元的投資，並由 First Round 

Capital 領投，共同投資者則包含了知名饒舌歌

手 Jay-Z 的音樂經紀公司 Roc Nation。 

本月份收購案 13 件，媒體與娛樂領域共

有 4 件，如知名音樂串流與線上廣播服務公司

Pandora 以 1.45 億美元收購了成立於 2008 年

的 AdsWizz，該公司專注於數位音樂廣告解決

方案，能對潛在聽眾進行精準行銷。Apple 三

月份也收購了一家數位內容出版公司 Next 

Issue Media，該公司推出了一款應用程式

Texture，提供線上雜誌與新聞服務。 

另外，本月有兩家生技醫療收購案值得關

注，首先是 2004 年成立的 Icon Bioscience 被

pSivida 收購，其專注於眼科新藥研發，主要產

品為 Dexycu (IBI-10090)療法，可大幅提高白

内障術後的炎症管理成效。其次是於 2008 年

成立，開發人工椎間盤產品 M6 的 Spinal 

Kinetics 被 Orthofix 以 1.05 億美元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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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18 年 3 月份矽谷地區各領域獲投狀況 

產業領域  件數  募資金額  (百萬美元 )  

生技醫療  8 387.70 

企業應用  8 85.50 

人工智慧  6 92.00 

網路應用  4 76.80 

金融科技  4 352.12 

汽車科技  3 16.00 

雲端科技  3 41.50 

IoT 3 5.58 

人力資源  2 14.12 

資安  2 35.00 

農業科技  1 2.00 

教育科技  1 6.00 

其他  2 22.00 

總計  47 1,136.32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表 1-2  2018 年 3 月矽谷地區前十大獲投企業 

#  公司名稱  
產業
領域  

募資輪次
或類型  

金額 (百
萬美元 )  

公布
時間  

重要投資人  

1  Robinhood 
金融
科技  

D 輪  $350 3/15  
DST Global、 Roc 
Nat ion  

2 Helix  
生技
醫療  

B 輪  $200 3/01  
DFJ Growth、
Kleiner  Perkins 
Caufie ld  & Byers  

3 Tricida 
生技
醫療  

債權融資  $100 3/02  Hercules Capital  

4 
SambaNova 

Systems 
人工
智慧  

A 輪  $56 3/15  
Walden 
Interna tional、GV 

5 
Bigfoot 

Biomedical  
生技
醫療  

B 輪  $55 3/21  JDRF T1D Fund  

6 TripActions  
網路
應用  

B 輪  $51 3/07  
Lightspeed Venture 
Par tners  

7 Clari  
企業
應用  

C 輪  $35 3/21  
Sequoia Capital、
Bain Capita l  
Ventures  

8 SignalFx  
企業
應用  

C 輪  $30 3/13  
CRV、Andreessen 
Horowi tz  

9 ScaleFlux  
雲端
科技  

B 輪  $25 3/20  
Shunwei Capital、
SIG China、 China 
Growth Capita l  

10 Virsec 資安  B 輪  $24 3/20  

Boston Seed 
Capital、BlueIO、
Art iman Ventures、
Amity Ventures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22 

 圖解股權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1-1、2018 年 3 月矽谷地區各領域募資件數分布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1-2、2018 年 3 月矽谷地區各輪次募資金額與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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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圖 1-3  2018 年 3 月份矽谷地區獲投企業地圖 

 

1. 企業獲投狀況 

(1) 生技醫療 

Helix (消費級基因檢測服務，透過用戶的

唾液樣本，檢測其基因史，服務包含先祖分析、

生活風格、健康狀況、健身與營養攝取建議等) 

3/1宣布完成B輪募資2億美元，由DFJ Growth

領投，Warburg Pincus、Sutter Hill Ventures、

Mayo Clinic、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與 Illumina 共同投資。 

Tricida (專注於開發非吸收性治療藥物，

其主要研究藥物TRC101用於治療代謝性酸中

毒，其為慢性腎病(CKD)的常見併發症) 3/2 完

成債權融資 1 億美元，由 Hercules Capital 投

資。 

Bigfoot Biomedical (個人血糖管理系統，

整合行動裝置、血糖偵測、胰島素注射與管理

裝置，協助病患隨時掌握血糖水準) 3/21 募得

B輪 5,500萬美元，由Quadrant Capital Advisors

與 Janus Capital Group 領投， Visionnaire 

Ventures、Senvest Capital、JDRF T1D Fund、

Cormorant Asset Management、Abbott Ventures

共同投資。 

Neurotrack (開發 Imprin Check-Up，應用

眼動追蹤技術，可於早期判讀記憶衰退症狀，

降低病患認知衰退與阿茲海默等疾病的風險) 

3/20 募得 B 輪 1,370 萬美元，由 Sozo Ventures

領投，Social Capital、Rethink Impact、Marc 

Benioff、Khosla Ventures、Founders Fund、AME 

Cloud Ventures 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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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XAR (結合大數據、雲端運算與 AI 技

術，藉由醫療文獻、化合物實驗與生物技術資

料，設計新藥開發平台，鎖定具潛力的新藥，

透過臨床前研究驗證並降低開發風險) 3/19 募

得 A 輪 1,000 萬美元，由 Softbank Ventures 

Korea 領投，OS Fund 與 Andreessen Horowitz

共同投資。 

Hello Heart (結合臨床醫學與行動體驗，該

公司開發行動應用程式，用於協助潛在心臟病

患者追蹤生理數值，並結合專業醫療建議改善

個人健康 ) 3/7 完成募資 900 萬美元，由

BlueRun Ventures 領投，Wanxiang Healthcare 

Investments、Resolute Venture Partners、Maven 

Ventures、Franklin Trust、Arba Ventures、Arab 

Angel Fund、Amicus Capital 投資。 

MORE Health (連結病患的主治醫生與醫

師專家，進行共同診斷(Co-Diagnosis)，並制定

最佳治療計劃，避免潛在的誤診機會與過度治

療的成本 ) 3/14 獲得 B 輪資金，由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與 Baidu 投資。 

QuantumCyte (開發 QuantumCyte 解決方

案，針對癌細胞以 ArraySeQ 技術提供高密度

的單細胞 mRNA 檢測與藥物分析。以簡單、

精確與可重複的試驗模式，加速藥物反應與細

胞間交互作用的研究) 3/27 透過可轉債募得資

金。 

(2) 企業應用 

Clari (以 AI 為基礎，打造企業行銷與客戶

關係管理平台，協助判斷活躍客戶及預測營收) 

3/21 募得 C 輪 3,500 萬美元，由 Tenaya Capital 

領投，Thomvest Ventures、Sequoia Capital、

Northgate Capital、Blue Cloud Ventures 與 Bain 

Capital Ventures 共同投資。 

SignalFx (開發 SignalFlow 串流與歷史資

訊分析技術，開發者可從基礎設施、Container、

應用程式至業務流程，進行實時監控與分析用

戶數據) 3/13 募得 C 輪資金 3,000 萬美元，由

CRV 與 Andreessen Horowitz 領投。 

Voicera (開發企業語音助理 Eva，參與企

業會議，紀錄重要決策項目，並連結其他協作

系統，追蹤項目進度，提升開會效率) 3/7 募得

A 輪資金 1,450 萬美元，由 e.ventures 領投，

Workday Ventures 、 Salesforce Ventures 、

Microsoft、Greycroft、GV、GGV Capital、Cisco 

Investments 、 Caffeinated Capital 、 Battery 

Ventures 共同投資。 

ZineOne (基於機器學習技術的實時客戶

訊息串流平台，透過不同的管道，如線上廣告、

簡訊、對話系統、影音等，取得與客戶互動的

資訊) 3/21 募得 A 輪資金 250 萬美元，由

Omidyar Network 領投，Touchstone Equities、

Hyderabad Angel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lumni Angels of Greater NY 與 Golden Seeds

共同投資。 

Seegnature (利用電子簽章與身分驗證技

術，簡化企業交易流程與提升效率，並降低法

遵成本) 3/7 募得 A 輪資金 200 萬美元。 

Waterline Data (提供企業大數據蒐集、整

理與分析服務，降低法遵與資料清理成本) 

3/22 完成募資 150 萬美元，由 Infosys 領投。 

CaptivateIQ (針對銷售人員提供服務的

SaaS 公司，提供簡易的操作介面與報表系統，

設置、計算與支付銷售人員佣金，協助企業減

少錯誤支出，提升工作效率，優化薪酬策略) 

3/14 募得種子輪資金，由 s28 Capital 投資。 

UPilot (提供客戶關係管理解決方案，開發

與設計 CRM 介面，使企業能組織、管理與預

測銷售狀況，並提供銷售流程的實時數據與洞

察，建立分析報告) 3/1 透過可轉債募得資金。 

(3) 人工智慧 

SambaNova Systems (專注於構建機器學

習與大數據分析平台的演算法開發公司，其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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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定義分析平台可為任何機器學習模型進行

訓練，提供最佳效能) 3/15 募得 A 輪資金 5,600

萬美元，由 Walden International 與 GV 領投，

Redline Capital 與 Atlantic Bridge 共同投資。 

Cobalt Robotics Inc. (室內安防機器人設計

與開發，具備感測器、運算與人工智慧，檢測

不明人與物，自動執行巡邏任務) 3/30 募得 A

輪 1,300 萬美元，由 Storm Ventures、Sequoia 

Capital、Founders Fund 領投，Bloomberg Beta

共同投資。 

Verbit.ai (開發端對端語音轉文字技術，透

過語音辨識、人工校正、機器學習方式，提供

市場上最快速與精確(99.9%)的語音轉換解決

方案) 3/29 募得種子輪 1,100 萬美元，由 Vertex 

Ventures、Oryzn Capital 與 HV Holtzbrinck 

Ventures 領投。 

Arraiy (應用電腦視覺與機器學習技術，為

影視、AR/VR 與遊戲產業打造以 AI 驅動的製

作平台) 3/27 募得 A 輪 1,000 萬美元，由

Softbank Ventures Korea 與 Lux Capital 領投，

IDG Capital Partners、Dentsu Ventures、Cherry 

Tree Investments與CRCM Ventures共同投資。 

Peritus.ai (應用 AI 與機器學習技術，透過

自動化基礎設施支援無人數據中心，提升 IT

服務與營運管理能力) 3/15 募得資金 200 萬美

元，由 The Hive 與 Ideaspring Capital 領投。 

SoundHound Inc. (開發獨立的Houndify語

音辨識與自然語言處理平台，可部屬於不同的

設備。此外，利用 Speech-to-Meaning 與 Deep 

Meaning Understanding 技術開發語音搜索與

助理應用程式 Hound，並應用於 SoundHound

音樂識別軟體) 3/8 募得資金，由 Midea Group

領投。 

(4) 網路應用 

TripActions (商務旅遊管理服務，透過數

據分析與行動技術，降低旅行成本(平均 27%)，

提供客製化的旅遊行程安排) 3/7 募得 B 輪資

金5,100萬美元，由Zeev Ventures與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領投。 

JoyRun (媒合當地潛在需求的手機應用程

式，用戶可在線上提出需求，JoyRunner 在接

受訂單需求後，將需求物品送予用戶並賺取快

遞報酬，主要用戶為美國大學生，需求則多以

食物為主) 3/19 募得 C 輪 1,580 萬美元，由

China Creation Ventures 領投。 

HubHaus (房屋仲介服務，針對專業工作

者的分享住宅解決方案，並提供多樣化的活動

以強化用戶與社群的連結) 3/9 募得 A 輪 1,000

萬美元，由 Social Capital 領投。 

Savitude Inc (透過行動應用程式，協助零

售商打造客製化的服飾建議，提升顧客黏著度，

降低過量庫存，優化零售與物流規劃) 3/1 募得

種子輪資金，由 Off the Grid Ventures 與 David 

Mes 投資。 

(5) 金融科技 

Robinhood (股票交易平台，使用者可透過

行動裝置，輕鬆完成零佣金股票買賣) 3/15 募

得 D 輪 3.5 億美元，由 DST Global 領投，Roc 

Nation 共同投資。 

Aikon (建立於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經濟

操作系統，降低市場成本。開發開放權利交易

協議(Open Rights Exchange)，確保 API 提供商

的工作利潤) 3/8 募得種子輪 200 萬美元，由

OVO Fund 領投。 

SafetyWing (針對線上自由工作者提供健

康保險服務，目前主要產品為數位工作者的旅

遊醫療險) 3/6募得 12萬美元，由Y Combinator

投資。 

Skuchain (開發企業區塊鏈協作機制與平

台，藉由區塊鏈技術串聯全球供應鏈企業的庫

存與採購數據，解決全球貿易資訊複雜、不透

明與無效率的問題) 3/12 募得種子輪資金，由

NTT DOCOMO Ventures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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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汽車科技 

Smartcar (建立車聯網 API 平台，協助開

發者設計能連結車輛狀況的網路或行動應用

程式) 3/1 募得 A 輪資金 1,000 萬美元，由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與Andreessen Horowitz領

投。 

Scotty Labs (專注於開發駕駛人與電腦的

協作，透過遠端遙控技術，解決無人車所面臨

最棘手的安全問題) 3/29 募得種子輪資金 600

萬 元 ， 由 Gradient Ventures 領 投 ， SRI 

International、Social Capital、Horizon Ventures、

Hemi Ventures、Graph Ventures、Neuron.VC、

Rob May、Peter Kazanjy、Immad Akhund、

Gravity Ranch、Evan Moore、David Sacks 等共

同投資。 

Motiv Power Systems (開發中型與重型車

輛使用的電動動力總成控制系統(ePCS)，包括

電池、電機、充電器、輔助設備等。其電動智

能底盤(EPIC)搭載智慧功率控制(Smart Power 

Control)與自適應電池技術 (Adaptive Battery 

Technology)降低電池更換成本) 3/23 募得資金，

由 Blackhorn Ventures 投資。 

(7) 雲端科技 

ScaleFlux (為 IT 硬體開發公司，專注於可

運算儲存子系統 CSS 的開發，透過敏捷的模

組開發，可部署複雜的運算與固態儲存解決方

案) 3/20 募得 B 輪資金 2,500 萬美元，由

Shunwei Capital (順為資本)領投，其他投資者

為 Xilinx、SIG China、China Growth Capital 等。 

Imanis Data (雲端數據儲存與管理服務，

其技術可對千兆位元(petabyte)等級的數據提

供備份與快速回復服務) 3/5 募得 B 輪資金

1,350 萬美元，由 Asset Plus Capital 領投，Wipro 

Ventures、ONSET Ventures、Intel Capital 與

Canaan Partners 共同投資。 

OnScale (提供電腦輔助工程(CAE)服務，

致力於雲端高效運算(HPC)開發) 3/2 募得種子

輪資金 300 萬美元，由 Thornton Tomasetti 領

投，Michael Lehman 與 CampbellKlein 共同投

資。 

(8) IoT 

Senic (智慧家庭硬體設計與製造，其產品

NUIMO 可遠端控制智慧音響(Sono)與燈泡

(Philips Hue)，自適應檯燈 COVI 則可結合

Alexa 進行語音操作) 3/6 募得種子輪資金 400

萬美元，由 Target Partners、Gira 與 Birchmere 

Ventures 投資。 

Angee (智慧家庭保全系統，核心裝置內建

具夜視功能的攝影機與紅外線感測器陣列，提

供 360 度的安全防護與自適應機制，並可透過

智慧手機控制) 3/5透過股權群眾募資約110萬

英鎊。 

Palma Ceia SemiDesign (研發易於結合 IoT

設備的收發晶片，將感測器連結雲端；開發專

用模組可無縫連接 WiFi 與蜂窩網路，提供完

整的通信系統；IP 模組則可集成至複雜的 SoC

中，提升應用效率) 3/4募得B輪資金，由Global 

Connective 領投。 

(9) 人力資源 

AllyO (應用 AI 技術簡化人才招募流程，

透過自然語言處理和機器學習實現端到端招

募工作流程的自動化與優化，完成面試前的繁

複作業) 3/20 募得 A 輪資金 1,400 萬美元，由

Bain Capital Ventures領投，Randstad Innovation 

Fund、Gradient Ventures 與 Cervin Ventures 共

同投資。 

YouTeam (協助企業招募軟體開發人才，

該公司介接市場上的閒置開發人員，提供便捷、

合規的人才聘用服務) 3/1 募得種子輪 12 萬美

元，由 Y Combinator 投資。 

(10) 資安 

Virsec ( 開 發 Application Integrity 

Protection (AIP)與 Web Application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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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P)引擎，針對內存記憶體與網頁應用程式

攻擊，提供即時的防禦措施) 3/20 募得 B 輪

2,400 萬美元，由 BlueIO 領投，Raj Singh、

Boston Seed Capital、Artiman Ventures 與 Amity 

Ventures 共同投資。 

Luminate Security (協助企業建立零信任

應用程式訪問(Zero Trust Application Access)

架構，讓任何用戶從任何設備連結至企業的應

用程式，並可在其訪問企業資源時全面了解用

戶的行為，管理與減輕企業資安風險) 3/14 募

得 A 輪 1,100 萬美元，由 U.S. Venture Partners 

(USVP)與 Aleph 領投。 

(11) 農業科技 

AgShift (結合深度學習與電腦視覺技術，

自動檢查產品品質，可依據 USDA 規範或客

製化篩選基準。該解決方案強化人工檢測，並

於供應鏈中提供客觀、一致與標準化流程) 

3/18 募得種子輪 200 萬美元，Exfinity Venture 

Partners 領投，SVG Partners 共同投資。 

(12) 教育科技 

Ponddy Education (針對不同年齡層提供

客製化教程，提供終身學習的解決方案，利用

知識適性學習系統(AKLS)辨識個別學生的學

習需求，並優化學習經驗與成果) 3/8 募得 A 輪

600 萬美元，由 Chenco Holding 領投。 

(13) 其他 

Zum (隨選接送兒童服務，提供個人行程、

共享接送、兒童照護與學校接送等服務，用戶

可透過手機預約排程) 3/14 募得 B 輪資金

1,900 萬美元，由 Spark Capital 領投，Sequoia 

Capital 與 AngelPad 共同投資。 

Promise (提供更具成本效益與人道的監

禁替代方案，其為輕罪犯、保釋與預審監禁者

提供量身定制的計劃，包括法院條件、藥物與

心理治療、居住與工作培訓等服務，強化社區

監督功能，降低監獄壓力與累犯率) 3/19 募得

種子輪 300 萬美元，由 First Round Capital 領

投，Roc Nation、Kapor Capital 與 8VC 共同投

資。 

2. 企業收購狀況 

Orthofix, Inc 以 1.05 億美元收購 Spinal 

Kinetics (專注於脊椎退化性疾病的醫療材料

開發，結合解剖學與運動力學，與外科醫生合

作設計人工椎間盤產品 M6) 

pSivida 收購 Icon Bioscience (專注於眼科

新藥研發，主要產品為 Dexycu (IBI-10090)療

法，用於白內障手術相關炎症的治療，其專利

Verisome 藥物運送技術可在白內障手術結束

後，透過單次藥物注射降低滴眼液的使用需求，

大幅提高白内障術後的炎症管理) 

Brillio 收購 Comity Designs (協助企業於

雲端建立易於使用的整合應用程式，藉由超過

400 個施行經驗與 9.9 分的客戶評價，該公司

為許多大型與高成長企業的 Salesforce 諮詢夥

伴) 

K1 Investment Management 收購 Clarizen 

(基於雲端技術的專案管理軟體開發，可有效

簡化跨企業的項目管理流程，自動化工作配置，

提升協作效率) 

silvaco 收購 Nangate (提供 IC 設計者更為

便利的開發工具，建置 IC 設計庫與優化工具，

提升 IC 設計效率，並可針對開發者需求客製

化或改善 IC 性能) 

Pandora 以 1.45 億美元收購 AdsWizz (提

供數位音樂與廣播廣告解決方案，針對目標潛

在聽眾進行精準行銷服務) 

Apple 收購 Next Issue Media (數位內容發

行平台，為出版商、廣告商、技術公司、電商

與零售業者提供付費內容服務) 

Live Nation Entertainment 收購 Applauze 

(開發行動應用程式，向用戶提供多元的線下

活動，如音樂會、戲劇、體育與社區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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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用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技術向用戶進行

活動推薦) 

OVO以 1,300萬澳幣收購 Incoming Media 

(針對行動裝置提供高品質的影音互動技術，

降低客戶流失率，主要客戶為影音發布商與廣

告業者) 

VMware 收購 E8 Security (開發 Security 

Fusion Platform，加快對網路威脅的偵測及反

應速度) 

IAR Systems 收購 Secure Thingz (專精於

資訊安全、微控制器與嵌入式系統領域，針對

工業物聯網(IIoT)、關鍵基礎設施、車聯網等提

供先進的資安解決方案) 

Accell Group 收購 Beeline Bikes (行動自

行車修理站，用戶可按時間與地點，提交自行

車維修服務需求) 

inagrab 收購 TOTTRA (建立商品數位標

籤，收集線上買家的評論，並設計相應之評估

指標，以利其他潛在客戶進行消費決策) 

范秉航博士（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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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投資地圖系列】中國投資風向掃瞄

（2018.3） 

本月在亞洲投資風向掃描方面，將觀察中國 2018 年 3 月股權投資的趨勢。首先針對中國

2018 年 3 月股權投資(IPO 之前)分析，本研究應用中國知名投資數據庫公司 IT 桔子的「投資速

遞」資料庫，篩選股權投資相關資料(不含新三板、IPO、併購等投資)，盤點中國(含香港)企業 2018

年 3 月獲投的概況。 

總獲投件數與金額估計 

2018 年 3 月份中國共有 461 件獲投事件，在投資金額方面，因許多未揭露或揭露不完整，

本研究保守估計獲投總金額約為 706.57 億人民幣，約 112.5 億美元。 

獲投行業分佈 

就獲投行業之件數分佈，以企業服務最高，共有 78 件投資交易活動，占總獲投件數的 17%。

其次依序為文化娛樂 51 件(11%)以及硬體 46 件(10%)。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1、3 月份中國各領域獲投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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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投階段輪次分佈 

若以獲投輪次的件數分佈來觀察，3 月中國獲投企業募資階段高度集中在早期階段，占比約

66%，其中種子輪/天使輪 123 件(27%)、Pre-A 輪、A 輪、A+輪共 181 件(39%)。中期階段(Pre-B

輪、B/ B+輪、C/ C+輪)的件數共 91 件(20%)。後期階段(D 輪之後)占比約為 2%，至於戰略性投

資達 57 件，占比 12%。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2、3 月份中國各輪次獲投件數分佈 

獲投地區分佈 

至於獲投企業總部所在地分佈，以投資件數為基礎，前五大地區分別為北京 183 件(40%)、

上海 85 件(18%)、廣東 70 件(15%)、浙江 44 件(10%)、江蘇 23 件(5%)等，合計五大地區占總獲

投件數的 88%。整體而言，中國的股權投資(Pre-IPO)案件高度集中在一線城市。 

             資料來源：IT 桔子，台經院整理。 

圖 2-3、3 月份中國地區獲投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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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投金額排行榜 

就已揭露的獲投金額，針對 3 月份獲投金

額高於 10 億人民幣，以及將獲投階段以早期、

中期、後期做區分，各階段獲投前三名之企業

做一概述。2 

Early-Stage 

蘇寧體育(A 輪 3 億美元) 

蘇寧體育是蘇寧控股新設的產業板塊，以

提供高品質的體育產品和服務為宗旨，以整合

體育資源、打造中國產業鏈最完整的國際化體

育集團為目標，佈局體育全產業鏈生態圈。 

蘇寧體育在 2018 年初啟動 A 輪募資，所

獲資金將用於版權採購、市場推廣、節目製作、

零售發展等。 

行圓汽車(A 輪 5 億人民幣) 

北京行圓汽車資訊技術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6 年 12 月，致力於中國汽車產業的網際網

路平台服務供應商。行圓汽車分別為汽車生產

企業及汽車經銷商，提供汽車車源批發服務、

汽車網路行銷服務、經銷商網路營運服務。業

務體系涵蓋新車、二手車、汽車金融、汽車保

險以及汽車後市場等汽車全產業鏈。 

行圓汽車於 3 月獲得 5 億人民幣 A 輪投

資，國星基金、薔薇控股聯合領投，安達資本

以及執一資本參投。 

地上鐵(A 輪 3 億人民幣) 

地上鐵租車是一家專業從事新能源汽車

創新型營運服務商，主要為快遞物流業務的支

線、調撥、末端配送等提供不同的運力支援，

業務涵蓋運力解決方案、充電服務、車輛維護

                                                           

2 三階段為 Early-Stage:種子/天使/A 輪、

Middle-Stage:B 輪/C 輪、Late-Stage:D 輪以上/

戰略投資。 

保障、創新業務營運支援等多種服務內容，提

供一站式營運解決方案及服務。 

地上鐵於本月獲得 3億人民幣A輪投資，

啟明創投、經緯中國聯合領投，鐘鼎創投、國

電投參投。 

Middle-Stage 

遊俠汽車(B 輪 50 億人民幣) 

遊俠汽車始創於 2014 年，總部坐落於中

國最大的汽車科技產業中心上海，集新能源整

車研發、設計、生產、銷售、服務為一體的智

慧電動汽車綜合製造企業，同時也是中國第一

家發佈完整純電動概念汽車產品（YOUXIA X）

的科技型企業，透過打造具有全新人車智慧交

互系統的高性能電動汽車。 

於本月，遊俠汽車獲 50 億 B 輪投資，由

前海梧桐、中創海洋等 8 家機構投資。 

車好多集團(C 輪 8.18 億美元) 

車好多集團前身為趕集好車，是一家主打

C2C 個人二手車買賣服務的交易平台，名為瓜

子二手車直賣網。2017 年 11 月公司改組為車

好多集團，車好多作為母公司，全資持有瓜子

二手車直賣網以及毛豆新車網兩個獨立品牌。 

於本月，車好多集團獲得 8.18 億美元 C

輪投資，由騰訊領投，工銀國際、雲鋒基金、

方源資本、GIC、IDG 資本、泰合資本，紅杉

資本中國基金、H CAPITAL、DST Global、今

日資本、首鋼基金、山行資本跟投。 

車和家(B 輪 30 億人民幣) 

車和家成立於 2015 年 7 月，致力於打造

全新智慧電動交通工具。車和家研發中心從造

型設計、工程設計、工程試製的全流程自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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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擁有完整研發智慧系統與服務系統的能力，

目前智慧系統團隊規模約 300 人；車和家智慧

汽車製造基地設計產能 20 萬輛，擁有領先的

衝壓、焊接、塗裝和總裝四大工藝。 

車和家於 3 月宣佈完成 30 億元人民幣 B

輪募資，此次募資由經緯中國和首鋼基金旗下

新能源基金領投，老股東銀泰集團、源碼資本、

藍馳創投、明勢資本、泛城資本等機構跟投，

泰合資本擔任本輪融資的獨家財務顧問。 

虎牙直播(B 輪 4.6 億美元) 

虎牙直播成立於 2005 年 4 月，前身為 YY

直播，致力於打造一個全方位的直播平台。虎

牙直播日前已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

IPO 申請文件，虎牙可能成為中國首家赴美上

市的遊戲直播公司。於本月虎牙直播完成 B 輪

募資，由騰訊以 4.6 億美元獨家投資。 

趣頭條(B 輪 2 億美元) 

趣頭條於 2016 年 6 月正式上線，主打輕

閱讀，以娛樂生活為主體內容，透過特色營運

手段，培養用戶閱讀習慣。憑藉新穎的定位及

內容聚合模式與其他已經耕耘多年的老牌

APP 形成優勢區隔。 

趣頭條於本月完成 2億美元的B輪募資，

由騰訊領投，尚珹資本、順為資本、小米、華

新致遠、創伴投資、光源資本等跟投，以及 A

輪的投資人跟投，整體投後估值超過 16 億美

元，光源資本擔任本輪融資獨家財務顧問。 

Late-Stage 

京東金融(戰略投資 130 億人民幣) 

京東金融是京東集團所拆分的網路金融

業務公司，涵蓋消費金融、貸款、供應鏈金融、

股權、群眾募資、支付等多項業務。 

本月京東金融獲得 130 億人民幣戰略投

資，中糧、中金公司聯合領投。投後估值超過

1,650 億元人民幣。此次募資期限為 5 年封閉

期，1 年延展期，管理費用 2%，並承諾 5 年

內上市，若在規定時間內無法完成上市，將以

年利率 9.37%購回。 

鬥魚 TV(E 輪 40 億人民幣) 

鬥魚 TV（鬥魚直播）是一家遊戲直播平

台，前身為現場直播平台。目前以遊戲直播為

主，同時涵蓋體育、綜藝、娛樂等多項直播內

容。 

本月鬥魚 TV 獲得新一輪投資，由騰訊獨

家投資 40 億 E 輪投資，股權占比為 16%，這

也是騰訊第三次投資鬥魚。 

中信銀行(戰略投資 20 億人民幣) 

百信銀行由中信銀行與百度聯合發起，是

中信銀行戰略轉型和百度搶佔金融科技先機

的戰略佈局。百信銀行借助中信銀行的金融風

控能力、產品研發能力和線下管道資源，結合

百度人工智慧、大數據和雲端計算等先進技術，

以市場為導向，以使用者為中心，打造線上線

下模式的智慧普惠銀行。百信銀行主要業務為

支付、融資、理財等小額高頻業務。 

百信銀行於本月完成 20 億人民幣戰略投

資，中信銀行和百度將分別增資 14 億和 6 億

股。 

一起作業(戰略投資 2 億美元；E 輪 2.5 億) 

一起作業是一家提供師生家長互動的線

上作業平台，專注於小學英語以及數學教學領

域，為老師、學生和家長提供線上作業和練習

等系統等學習功能。 

一起作業於本月獲得 2 億美元戰略投資

投資，由今日頭條領投，也獲得 2.5 億美元 E

輪投資，由新加坡淡馬錫控股領投，中信產業

基金、順為資本等參投，華興資本提供獨家財

務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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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ash 閃銀奇異(64 億日圓；1.6 億美元) 

北京閃銀奇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4

年 4 月，其開發的 Wecash 閃銀奇異是目前中

國先進的網路信用評估平台。其資料採擷分析

和機器學習技術，實現快速精準的信用評估。

基於該評估結果，撮合個人使用者和機構快速

完成交易，協助個人享受到更便捷的資金借貸、

消費分期等金融服務，以及租車、租房、旅遊、

教育等生活服務。 

Wecash閃銀奇異本月獲得 64億日圓歐力

士的戰略投資，以及 1.6 億美元 D 輪投資，由

ORIX Asia Capital 和 SEA Group 領投，SIG、

Sagamore、Forebright、領渢資本以及弘道資本

跟投。 

酷開(戰略投資 10.1 億人民幣) 

深圳酷開網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智慧

電視研發以及客廳娛樂內容營運的網路科技

公司。酷開為中國家庭使用者提供軟體、硬體、

服務一體化的酷開電視，透過全國最大的智慧

電視系統-酷開系統，提供內容與服務。 

本月酷開獲得百度戰略投資 10.1 億元，

持股比例 11%。 

黃敬翔（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附件、2018 年 3 月中國企業獲投一覽表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遊戲 VSPN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3/31 

金融 大頭保 江蘇 A 輪 未透露 2018/3/31 

本地生活 蕉庫無人便利店 湖南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3/31 

汽車交通 遊俠汽車 上海 B 輪 50 億人民幣 2018/3/31 

旅遊 鄉伴文旅 新疆 A 輪 6350 萬人民幣 2018/3/31 

醫療健康 視見醫療 廣東 A 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3/31 

企業服務 光通天下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3/30 

醫療健康 天健源達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30 

教育 快樂世界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30 

醫療健康 智微信科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3/30 

物流 生生物流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30 

醫療健康 康夫子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30 

本地生活 GOGO 動咖啡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30 

醫療健康 博厚醫療 山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30 

教育 小豆伴 北京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3/30 

企業服務 猿圈測評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30 

汽車交通 飛馳鎂物 北京 Pre-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30 

本地生活 點我達 浙江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30 

文化娛樂 K 米 福建 B 輪 1.2 億人民幣 2018/3/30 

企業服務 人人鏈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30 

電子商務 掌上輔材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30 

企業服務 筆聲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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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金融 絕對值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30 

電子商務 氧氣 Bra 上海 B+輪 未透露 2018/3/30 

企業服務 核桃空間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30 

硬體 仁清卓越 廣東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3/30 

文化娛樂 暢遊新媒 北京 戰略投資 400 萬人民幣 2018/3/30 

教育 西瓜創客 浙江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30 

文化娛樂 漢翔書法教育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30 

硬體 鈦搏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9 

工具軟體 票稅寶 廣東 天使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3/29 

教育 愛上學習 上海 戰略投資 1000 萬人民幣 2018/3/29 

汽車交通 URCar 有車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29 

企業服務 Aleiye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3/29 

遊戲 開心網路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9 

本地生活 荷特寶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9 

金融 蘑菇雲 廣東 B 輪 未透露 2018/3/29 

本地生活 姚酸菜魚 廣東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9 

汽車交通 30 秒懂車 北京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29 

物流 愛速同創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9 

企業服務 瀚思 北京 B+輪 未透露 2018/3/29 

社交網路 門派 江蘇 B 輪 未透露 2018/3/29 

本地生活 友飲無人咖啡機 北京 A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29 

文化娛樂 一符視頻 福建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8 

工具軟體 appMagics 北京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8 

教育 魔方格 北京 C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8 

本地生活 菜嬤嬤 江蘇 A 輪 3500 萬人民幣 2018/3/28 

房產服務 Lucia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8 

企業服務 申仁包裝 貴州 戰略投資 1.04 億人民幣 2018/3/28 

房產服務 米域網路 上海 B 輪 4 億人民幣 2018/3/28 

遊戲 樂道互動 天津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28 

教育 小步親子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3/28 

企業服務 雲徙科技 浙江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8 

企業服務 勾正數據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8 

本地生活 ZHO 共用紙巾 廣東 天使輪 3000 萬港元 2018/3/28 

教育 多知網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3/28 

醫療健康 祐和醫藥 北京 B 輪 1.2 億人民幣 2018/3/28 

文化娛樂 蜻報 江蘇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8 

醫療健康 鶤遠基因 上海 A+輪 6000 萬美元 201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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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金融 百信銀行 北京 戰略投資 20 億人民幣 2018/3/28 

教育 有度國際教育 北京 天使輪 492 萬人民幣 2018/3/28 

廣告行銷 初紙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8 

旅遊 途窩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28 

本地生活 奧琦瑋 北京 C 輪 2 億人民幣 2018/3/28 

文化娛樂 米謨科技 上海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8 

文化娛樂 幻想師動畫 江蘇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8 

房產服務 三維家軟體 廣東 B 輪 3 億人民幣 2018/3/27 

金融 商湧網路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7 

醫療健康 康盛生物科技 廣東 B+輪 未透露 2018/3/27 

文化娛樂 星指數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7 

硬體 全盛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7 

文化娛樂 一起智慧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7 

硬體 億智科技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7 

房產服務 斯維登集團 浙江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27 

農業 穀寶農業 江西 Pre-A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27 

硬體 智多晶 陝西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7 

醫療健康 華領醫藥 上海 E 輪 1.17 億美元 2018/3/27 

企業服務 達樸匯聯 安徽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7 

硬體 木蟻機器人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3/27 

本地生活 飯美美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3/27 

教育 費米科學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7 

文化娛樂 米畫師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7 

企業服務 位形空間 廣東 種子輪 未透露 2018/3/27 

醫療健康 勝傑康 浙江 A 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3/27 

企業服務 埃睿迪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27 

醫療健康 天演藥業 江蘇 C 輪 5000 萬美元 2018/3/27 

教育 玩創 Lab 北京 Pre-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3/27 

汽車交通 地上鐵 廣東 A 輪 3 億人民幣 2018/3/27 

房產服務 夢想加 北京 B 輪 3 億人民幣 2018/3/27 

教育 道遠課堂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7 

遊戲 明日世界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7 

教育 三節課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7 

電子商務 拉麵說 上海 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3/26 

企業服務 智慧摩碼 北京 種子輪 未透露 2018/3/26 

企業服務 DataCanvas 北京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6 

硬體 小魚在家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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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企業服務 記帳熊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6 

汽車交通 輝通科技 江蘇 種子輪 未透露 2018/3/26 

教育 積雲教育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6 

文化娛樂 御座文化 廣東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3/26 

物流 餐北斗供應鏈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6 

硬體 虹星科技 天津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6 

硬體 海光芯創 江蘇 B+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3/26 

本地生活 鹵人甲 江蘇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6 

文化娛樂 淘夢網 北京 B+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6 

硬體 川土微電子 上海 Pre-A 輪 未透露 2018/3/26 

硬體 曼申雲智能鎖 陝西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6 

電子商務 超嗨網路 陝西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6 

醫療健康 愛腎醫療 上海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6 

企業服務 Moka 希瑞亞斯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6 

文化娛樂 五元文化 北京 B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26 

企業服務 輕元科技 北京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26 

硬體 進芯電子 湖南 A+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3/26 

本地生活 咕咕餐飲雲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5 

醫療健康 黑焰醫療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5 

電子商務 Dmall 多點商城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25 

金融 金斧子 廣東 C+輪 1 億人民幣 2018/3/25 

硬體 奧叮 四川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5 

社交網路 淘淘課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5 

企業服務 AONEAI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5 

體育運動 Go Hockey 北京 天使輪 200 萬人民幣 2018/3/25 

體育運動 賽票 360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4 

企業服務 曙光易通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24 

企業服務 楚才科技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4 

汽車交通 秒加加氣 APP 廣東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4 

企業服務 楚才 山東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3 

金融 卡薩維斯 重慶 Pre-A 輪 未透露 2018/3/23 

硬體 3Glasses 廣東 C 輪 2.4 億人民幣 2018/3/23 

金融 鏈天下 北京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3 

電子商務 1919 酒類直供 四川 C 輪 未透露 2018/3/23 

醫療健康 博威生物 上海 B 輪 未透露 2018/3/23 

硬體 卡耐新能源 上海 B 輪 未透露 2018/3/23 

遊戲 秒樂遊戲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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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文化娛樂 潮玩星球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3 

教育 園小豆 陝西 天使輪 200 萬人民幣 2018/3/23 

電子商務 菇滋菇滋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3 

金融 起風了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3/23 

金融 銀嘉金融 上海 戰略投資 2 億人民幣 2018/3/23 

金融 股權通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23 

硬體 西馬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3 

本地生活 熊貓立方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3 

醫療健康 暖菇涼 廣東 種子輪 200 萬人民幣 2018/3/23 

金融 蔚捷科技 上海 D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23 

醫療健康 今創科技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3 

醫療健康 智核生物 江蘇 A 輪 未透露 2018/3/23 

企業服務 中譜檢測 江蘇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3 

企業服務 可卓軟體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3 

物流 天地匯 上海 C 輪 5 億人民幣 2018/3/23 

社交網路 香蕉活動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22 

硬體 納米維景 北京 C 輪 未透露 2018/3/22 

企業服務 微吼直播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2 

本地生活 HandyCase 北京 天使輪 100 萬人民幣 2018/3/22 

汽車交通 車和家 北京 B 輪 30 億人民幣 2018/3/22 

教育 牛客網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2 

金融 歐拉金融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2 

企業服務 融信雲 北京 戰略投資 8750 萬人民幣 2018/3/22 

金融 PingPong 金融 浙江 B+輪 未透露 2018/3/22 

汽車交通 微租汽車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22 

文化娛樂 母嬰行業觀察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2 

遊戲 比心 上海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3/22 

電子商務 INXX 英克斯 浙江 B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22 

汽車交通 騎電單車 浙江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3/22 

醫療健康 雲勢軟體 北京 A+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3/22 

汽車交通 優車庫二手車 廣東 Pre-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3/22 

硬體 米文動力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2 

硬體 小電 浙江 B+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22 

教育 兔比兔教育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1 

本地生活 鼎加弘思 廣東 A 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3/21 

企業服務 AdRealm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1 

企業服務 愛數智慧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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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醫療健康 希諾穀生物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21 

文化娛樂 壹心娛樂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1 

電子商務 叫個鴨子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21 

文化娛樂 微見 四川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1 

電子商務 河豚有情緒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1 

醫療健康 資福醫療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1 

硬體 德施曼 浙江 B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21 

金融 卡得萬利 上海 C 輪 未透露 2018/3/21 

文化娛樂 酷塊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3/21 

教育 思博銳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1 

電子商務 SEE 小電鋪 廣東 C+輪 數千萬美元 2018/3/21 

企業服務 易點租 北京 C 輪 3200 萬美元 2018/3/21 

企業服務 薪人薪事 北京 B 輪 8560 萬人民幣 2018/3/21 

文化娛樂 耳朵財經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1 

汽車交通 測迅汽車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0 

電子商務 工品一號 江蘇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20 

企業服務 大連天奧科技 遼寧 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20 

企業服務 泛測環境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20 

教育 一起科技 上海 E 輪 2.5 億美元 2018/3/20 

金融 Wecash 閃銀奇異 北京 D 輪 1.6 億美元 2018/3/20 

電子商務 LOOK 北京 A 輪 2200 萬美元 2018/3/20 

房產服務 搭窩 北京 Pre-A 輪 未透露 2018/3/20 

遊戲 頌歌網路 江蘇 A 輪 未透露 2018/3/20 

電子商務 奢多多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0 

文化娛樂 哇唧唧哇娛樂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20 

教育 貝爾科教集團 四川 B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20 

社交網路 清風智媒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0 

文化娛樂 連結財經 廣東 天使輪 400 萬人民幣 2018/3/20 

硬體 來福諧波 浙江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0 

旅遊 驢跡導遊 廣東 B 輪 1.2 億人民幣 2018/3/20 

遊戲 夜神模擬器 北京 B 輪 2 億人民幣 2018/3/20 

教育 寶寶玩英語 北京 B 輪 1.5 億人民幣 2018/3/20 

金融 知因智慧 北京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3/20 

企業服務 觀遠數據 浙江 A 輪 3500 萬人民幣 2018/3/20 

電子商務 酒便利 河南 C 輪 1.05 億人民幣 2018/3/19 

體育運動 練遇健身 上海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3/19 

醫療健康 智雲健康 浙江 B+輪 1 億人民幣 201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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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金融 海納智投 北京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19 

文化娛樂 隨我學音樂 廣東 天使輪 800 萬人民幣 2018/3/19 

金融 做票君 天津 種子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19 

企業服務 Mesoor 麥穗人工智慧 上海 Pre-A 輪 600 萬人民幣 2018/3/19 

醫療健康 易通天下 四川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9 

本地生活 奈雪の茶 廣東 A+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19 

企業服務 時代華傑 北京 戰略投資 1000 萬人民幣 2018/3/19 

硬體 他山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19 

汽車交通 贏時通汽車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9 

本地生活 婚禮紀 浙江 C 輪 6500 萬美元 2018/3/19 

工具軟體 熵簡 北京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3/19 

汽車交通 深動科技 北京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3/19 

文化娛樂 31 區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19 

企業服務 銀企通 江蘇 戰略投資 2000 萬人民幣 2018/3/19 

企業服務 百觀 Lab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3/19 

體育運動 悅跑圈 廣東 C 輪 1 億人民幣 2018/3/19 

醫療健康 推想科技 北京 C 輪 3 億人民幣 2018/3/19 

硬體 中智機器人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18 

醫療健康 脊近完美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8 

企業服務 Bespin Global 北京 B 輪 1.7 億人民幣 2018/3/17 

硬體 屯社區 廣東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7 

本地生活 幸福紀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7 

醫療健康 裕策生物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16 

旅遊 PKFARE 廣東 B 輪 未透露 2018/3/16 

文化娛樂 BitGuild 香港 天使輪 2000 萬美元 2018/3/16 

企業服務 鼎岸律聯空間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6 

硬體 丁盯智能 北京 C+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16 

旅遊 短住科技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美元 2018/3/16 

企業服務 聲瀚科技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6 

企業服務 極維 VR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16 

硬體 可視可覺 陝西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16 

文化娛樂 酷匠網 江蘇 A 輪 未透露 2018/3/16 

電子商務 東家 浙江 B 輪 1.1 億人民幣 2018/3/16 

硬體 酷開 廣東 戰略投資 10.1 億人民幣 2018/3/16 

汽車交通 小二租車 海南 戰略投資 2 億人民幣 2018/3/16 

本地生活 上海快手阿修 上海 Pre-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3/16 

企業服務 一滿樂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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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企業服務 深圳眾贏 廣東 戰略投資 1.5 億人民幣 2018/3/16 

硬體 達峰成形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16 

醫療健康 聖貝拉 廣東 Pre-A 輪 未透露 2018/3/16 

教育 職優你 上海 C 輪 未透露 2018/3/15 

文化娛樂 劇能玩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3/15 

廣告行銷 小啄科技 浙江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3/15 

企業服務 矽基智能 江蘇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5 

遊戲 維塔士 上海 C 輪 1500 萬美元 2018/3/15 

醫療健康 工道風行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5 

文化娛樂 游色文化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15 

醫療健康 麥歌演算法 浙江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5 

硬體 柔宇科技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5 

遊戲 玩加賽事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5 

醫療健康 新氧 北京 D+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15 

醫療健康 匯創宜 江蘇 B 輪 2500 萬人民幣 2018/3/15 

文化娛樂 星合尚世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15 

金融 iPayLinks 上海 B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14 

農業 豐頓科技 江蘇 Pre-A 輪 未透露 2018/3/14 

文化娛樂 趣頭條 上海 B 輪 2 億美元 2018/3/14 

旅遊 西藏佳斯特 四川 天使輪 1 億人民幣 2018/3/14 

文化娛樂 三聲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14 

企業服務 AlikeAudience 香港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14 

汽車交通 鈦動力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美元 2018/3/14 

教育 彩虹蝸牛 天津 A 輪 5100 萬人民幣 2018/3/14 

汽車交通 油禮付 江蘇 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3/14 

硬體 新墨斯科技 廣東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4 

文化娛樂 有狐文化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14 

文化娛樂 關山覺文化 湖北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3/14 

企業服務 拍拍看 海南 A 輪 2 億人民幣 2018/3/14 

企業服務 海益科技 安徽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4 

金融 FusionBlock 融數鏈 四川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3 

企業服務 艾漫數據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3 

硬體 智聯安科技 北京 A 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3/13 

企業服務 德火新媒體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3 

教育 智童時光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13 

汽車交通 金亭鳥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13 

硬體 播亦樂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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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汽車交通 賣好車 浙江 B+輪 5000 萬美元 2018/3/13 

金融 京東金融 北京 戰略投資 130 億人民幣 2018/3/13 

醫療健康 艾格眼科 湖北 B 輪 4000 萬美元 2018/3/13 

企業服務 靈蜥安全 北京 A 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3/13 

電子商務 大希地 浙江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3 

醫療健康 複諾健 廣東 Pre-B 輪 未透露 2018/3/13 

硬體 千乘探索 北京 Pre-A 輪 未透露 2018/3/13 

教育 先聲教育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3 

電子商務 AnyShopStyle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3 

企業服務 優詞網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3 

文化娛樂 52TOYS 北京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3/13 

金融 幣世界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3 

醫療健康 宸安生物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12 

本地生活 優家寶貝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3/12 

汽車交通 大道用車 北京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3/12 

汽車交通 車位管家 北京 A+輪 1 億人民幣 2018/3/12 

社交網路 布洛克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2 

金融 大錘資產 北京 B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12 

硬體 塑成科技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12 

電子商務 V 小客 浙江 天使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3/12 

硬體 眾享隨行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12 

電子商務 有閑有品 北京 Pre-A 輪 未透露 2018/3/12 

企業服務 快工邦 浙江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12 

遊戲 雜湊世界 北京 Pre-A 輪 200 萬美元 2018/3/12 

本地生活 茶煮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2 

電子商務 龜與熊貓 四川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2 

房產服務 CREAMS 匠人網路 浙江 B 輪 未透露 2018/3/12 

電子商務 輔料易 上海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2 

本地生活 LESS&MORE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2 

硬體 因士科技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2 

汽車交通 亮啦數據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3/12 

硬體 極米科技 四川 戰略投資 6 億人民幣 2018/3/12 

本地生活 連咖啡 上海 B+輪 1.58 億人民幣 2018/3/12 

電子商務 嗨便利 湖北 天使輪 100 萬美元 2018/3/12 

硬體 幻維世界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12 

醫療健康 潮汐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12 

企業服務 99click 北京 A 輪 4000 萬人民幣 201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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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醫療健康 長青生物 江西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11 

文化娛樂 藍白紅影業 江蘇 戰略投資 3000 萬人民幣 2018/3/11 

企業服務 中金智匯 北京 天使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11 

企業服務 Zber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1 

企業服務 賽科康侖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1 

電子商務 本來集市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11 

汽車交通 愛車爸爸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11 

遊戲 行者天下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1 

電子商務 DARE ONE 北京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3/11 

汽車交通 汽修寶 廣東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0 

醫療健康 拓瑞醫療 北京 B+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10 

電子商務 搜石網 廣東 Pre-A 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3/10 

本地生活 我抓科技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0 

文化娛樂 來設計 廣東 Pre-A 輪 未透露 2018/3/9 

教育 ACEE 思式國際教育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9 

物流 快金數據 廣東 B 輪 未透露 2018/3/9 

電子商務 趣定男裝 上海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9 

文化娛樂 光盒力量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9 

教育 貝樂英語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9 

金融 薄荷保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美元 2018/3/9 

廣告行銷 雲和互動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9 

企業服務 八鬥貓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9 

文化娛樂 陀螺財經 廣東 天使輪 700 萬人民幣 2018/3/9 

醫療健康 奇天基因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9 

硬體 楓霖科技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9 

企業服務 華傲數據 廣東 C 輪 未透露 2018/3/9 

醫療健康 杜比醫療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3/9 

農業 妖精的盒子 廣東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3/9 

硬體 拓普昊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9 

本地生活 美肌工坊 廣東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9 

硬體 寶嵩機器人 江蘇 A 輪 未透露 2018/3/9 

企業服務 雲霽科技 浙江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9 

汽車交通 北汽新能源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9 

體育運動 X-FLY 上海 Pre-A 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3/9 

旅遊 有品位旅遊 北京 A 輪 7225 萬人民幣 2018/3/9 

企業服務 數據寶 貴州 B 輪 未透露 2018/3/9 

企業服務 費馬科技 北京 B 輪 未透露 2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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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本地生活 每一天便利 陝西 天使輪 2 億人民幣 2018/3/9 

文化娛樂 虎牙直播 廣東 B 輪 4.6 億美元 2018/3/9 

房產服務 酷家樂 浙江 D 輪 1 億美元 2018/3/9 

本地生活 深圳親鄰科技 廣東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9 

文化娛樂 檸萌影業 上海 C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9 

企業服務 中譜檢測 江蘇 A 輪 未透露 2018/3/8 

文化娛樂 禾浩文化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3/8 

教育 朗恩兒童美語 上海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8 

醫療健康 藥明巨諾 上海 A 輪 9000 萬美元 2018/3/8 

電子商務 麗波科技 山東 B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8 

房產服務 好好住 北京 B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3/8 

硬體 芯天下 廣東 A 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3/8 

文化娛樂 粉屋 廣東 天使輪 500 萬人民幣 2018/3/8 

汽車交通 車貓好車 浙江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8 

企業服務 依圖科技 上海 D 輪 未透露 2018/3/8 

金融 金納 上海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3/8 

體育運動 YBDL 青少年籃球發展聯

盟 

上海 A+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8 

旅遊 路客 北京 A+輪 1 億人民幣 2018/3/8 

文化娛樂 鬥魚 TV 湖北 E 輪 40 億人民幣 2018/3/8 

企業服務 微電匯 上海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8 

體育運動 Shape 塑健身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8 

物流 好運虎 上海 A+輪 數百萬美元 2018/3/8 

教育 智慧喵 江蘇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8 

文化娛樂 森雨文化 浙江 A 輪 未透露 2018/3/7 

社交網路 創業沙拉 廣東 A 輪 未透露 2018/3/7 

金融 螞蟻金服 浙江 F 輪-上市前 未透露 2018/3/7 

企業服務 聰創科技 上海 天使輪 1000 萬人民幣 2018/3/7 

金融 分子未來 北京 戰略投資 2500 萬人民幣 2018/3/7 

電子商務 幸福西餅 廣東 B 輪 3 億人民幣 2018/3/7 

金融 老虎外匯 北京 A 輪 數千萬美元 2018/3/7 

教育 一起科技 上海 戰略投資 2 億美元 2018/3/7 

企業服務 中聯利信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7 

汽車交通 燦穀集團 上海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7 

文化娛樂 塊連線 上海 種子輪 300 萬人民幣 2018/3/7 

企業服務 媒管家 福建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7 

教育 外教易教育 北京 天使輪 1500 萬人民幣 20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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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娛樂 凱叔講故事 北京 B+輪 1.56 億人民幣 2018/3/7 

硬體 節卡機器人 上海 A+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3/7 

電子商務 聚玻網 浙江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7 

企業服務 圖匠數據 廣東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6 

本地生活 智蜂巢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3/6 

企業服務 睿帆科技 北京 戰略投資 1615 萬人民幣 2018/3/6 

硬體 史河科技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6 

社交網路 金客拉 北京 Pre-A 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6 

教育 綠橙幼稚園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6 

農業 中農互聯 北京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6 

企業服務 企企通 廣東 B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6 

企業服務 匯聯易 上海 B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6 

教育 成長保 上海 B 輪 1.5 億人民幣 2018/3/6 

電子商務 IDEGO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6 

教育 陽陽魔法教育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6 

汽車交通 百順養車 河北 A 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3/6 

教育 黃埔線上 北京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6 

文化娛樂 火星財經 海南 A 輪 未透露 2018/3/6 

房產服務 鼎家網路 浙江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6 

硬體 巨哥電子 上海 B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6 

文化娛樂 聲影動漫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6 

硬體 素士 廣東 B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6 

教育 聰明核桃教育 北京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6 

企業服務 麥思威爾 四川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6 

醫療健康 23 魔方 四川 B+輪 1 億人民幣 2018/3/6 

金融 MyToken 上海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5 

汽車交通 停簡單 北京 C 輪 未透露 2018/3/5 

企業服務 Deepleaper 北京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5 

本地生活 秘覺外賣 福建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5 

教育 深創學院 廣東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5 

汽車交通 e 泊車 四川 戰略投資 2000 萬人民幣 2018/3/5 

醫療健康 GeneData 北京 種子輪 未透露 2018/3/5 

汽車交通 Airparking 廣東 A 輪 未透露 2018/3/5 

文化娛樂 娛樂資本論 北京 A 輪 未透露 2018/3/5 

醫療健康 大象醫生 上海 A 輪 5000 萬人民幣 2018/3/5 

金融 催米科技 上海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5 

教育 有養傳媒 北京 A 輪 6000 萬人民幣 2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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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獲投公司 地區 階段 獲投金額 獲投時間 

房產服務 唐吉訶德 北京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5 

汽車交通 行圓汽車 北京 A 輪 5 億人民幣 2018/3/5 

企業服務 上上簽 浙江 B 輪 1 億人民幣 2018/3/5 

金融 資芽網 北京 Pre-A 輪 未透露 2018/3/5 

物流 大掌櫃物流 浙江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5 

教育 學邦技術 廣東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5 

教育 考蟲英語 北京 C 輪 2000 萬美元 2018/3/5 

電子商務 晟天便利 北京 A 輪 億元及以上人民幣 2018/3/4 

電子商務 鮮世紀 上海 B 輪 未透露 2018/3/2 

金融 Wecash 閃銀奇異 北京 戰略投資 64 億日元 2018/3/2 

醫療健康 科濟生物 上海 B+輪 6000 萬美元 2018/3/2 

文化娛樂 金錢報 北京 天使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 

金融 巴比特 浙江 A 輪 1 億人民幣 2018/3/2 

電子商務 七公里 陝西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 

汽車交通 麥凱智造 福建 戰略投資 7200 萬人民幣 2018/3/2 

企業服務 智鈾科技 北京 Pre-A 輪 未透露 2018/3/2 

醫療健康 博恩銳爾 江西 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 

農業 7 公里 陝西 戰略投資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 

文化娛樂 幼海天行 北京 戰略投資 40 萬人民幣 2018/3/2 

醫療健康 安吉康爾 廣東 Pre-A 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2 

汽車交通 展卷科技 上海 A 輪 未透露 2018/3/1 

金融 量量新聞 廣東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1 

金融 區塊之家 福建 種子輪 100 萬人民幣 2018/3/1 

房產服務 鷗魚管家 北京 天使輪 3000 萬人民幣 2018/3/1 

企業服務 鄰匯吧 浙江 A+輪 數千萬人民幣 2018/3/1 

文化娛樂 喵大仙 浙江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2018/3/1 

電子商務 眾賢網 浙江 戰略投資 3500 萬人民幣 2018/3/1 

金融 一米農險 北京 天使輪 未透露 2018/3/1 

企業服務 中保華安 北京 戰略投資 未透露 2018/3/1 

電子商務 會空間 北京 A 輪 2000 萬人民幣 2018/3/1 

旅遊 皇包車 北京 C 輪 5000 萬美元 2018/3/1 

企業服務 容聯雲通訊 北京 C+輪 3000 萬美元 2018/3/1 

汽車交通 車好多集團 北京 C 輪 8.18 億美元 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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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印度已經為全球第三大創業生態系統 

在中國工資開始上漲，印度成為國際廠商

尋找製造基地的重要選擇，人口多、工資低加

上仍是貧窮的開發中國家，印度確實和中國有

非常多的雷同之處，但是工業與製造業發展落

後的印度，在資訊產業以及製藥產業卻是全球

首屈一指，再加上英國殖民時期所營造的英語

環境，印度在第三級的服務產業發展也早已相

當成熟，這也是印度經濟非常特別的一個發展

軌跡，從第一級產業直接轉戰第三級產業。 

印度是個擁有 13.2 億人口的大國，網路

使用人口已達到 2.77 億，為世界第二大，僅次

於中國，八成的上網量來自行動裝置，但是線

上交易量仍僅佔一小部分，也使得印度網路潛

在商機相當龐大，吸引許多創業者從事網路相

關的創業。2016 年年初印度總理莫迪宣布啟動

「印度創業，印度崛起」計畫（Start Up India，

Stand up India），未來 4 年將設立 1,000 億印

度盧比（15 億美元）基金，旨在建立一個強大

的培育創新的生態系統，以提高創業精神，亦

鼓勵創業創業，由印度工業政策和促進部

（DIPP）負責推動。其重點在於限制國家在政

策領域的干涉，擺脫“許可證”等障礙，如土

地權、外商投資建議書、環境許可證等。 

印度為世界上第三大科技創業中心，僅次

於美國和英國，科技新創企業家數從 2014 年

的 3,100 多家成長至 2016 年的 4,750 家，逐年

穩定增長，預計在 2020年將會達到每年 11,500

家新創公司的規模。由於印度具有人口紅利，

且人口結構年輕，加上電子消費市場規模達 4

千億美元，使得印度的新創企業持續吸引西方

投資者的青睞。 

本研究將應用印度知名科技媒體 Inc42 的

「2017 年印度新創獲投報告」（Indian Tech 

Startup Funding Report 2017）中的數據，盤點

印度 2014-2017 近四年的科技企業獲投概況。 

近四年新創獲投件數與金額-2017 年擺脫

衰退頹勢 投資金額大爆發  

根據印度科技媒體 Inc42 的數據，印度在

2014 年投資件數僅 311 件，投資金額接近 50

億美元水準；印度總理莫迪自 2015 年上任後，

宣布推出創業印度(Startup India)行動方案後，

2015 年投資件數躍升至 894 件，成長 187%，

投資金額成長 76%至 88 億美元。而 2016 年雖

新創獲投活動雖仍活絡，投資件數到達 953 件

的峰頂，惟缺乏如 2015 年的鉅額交易案件，

使得 2016 年投資金額大幅下滑 47%，僅有 47

億美元的水準，包括投資者支持的創業公司在

內，約 970 家創業公司關門大吉。原本都預期

此種不景氣將會持續下去，然而，情况却截然

相反。2017 年獲投件數為 885 件，件數雖較去

年減少 7%，但獲投金額卻衝高至 135 億美元

的新高紀錄，較 2016 年獲投金額成長 189%。

整體而言，印度 2014-2017 年科技企業獲投件

數為 3,043 件，獲投金額接近 320 億美元。其

中 2017 年的投資金額就占近四年投資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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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金額大幅攀升，主要因印度電商龍頭 Flipkart 在 2017 年就獲得 40 億美元的投資，另

外，印度第一大叫車服務企業 Ola 在 2017 年前三季也獲得 6.766 億美元的挹注，10 月初又再度

獲得軟銀與騰訊 11 億美元的鉅額投資。印度電子支付企業 Paytm 在 2017 年前三季也獲得 2.32

億美元的投資，若加上其母公司 One97 Comunication 的 14.43 億美元，光是這四家前三季獲投金

額就占印度整體獲投金額的 67.5％。 

   資料來源：Inc42，台經院整理。 

圖 3-1、2014-2017 年印度科技企業獲投概況 

 

獲投階段輪次分布-件數集中在種子輪 投資金額朝向後期階段 

若以獲投的輪次階段之件數分布來觀察，可發現 2015-2017 年印度獲投企業高度集中在種子

輪階段，其次成長輪階段，過橋融資與後期階段的件數占比較低。不過，2017 年種子輪投資占

比由 2016 年的 64%下滑至 57%，成長輪階段獲投件數占比增加 4 個百分點，後期投資的件數占

比也增加 3 個百分點。至於投資金額的占比，明顯向後期階段傾斜，2017 年後期階段投資金額

占比為 85%。 

4,978 8,775 4,681 13,514 

311

894
953

885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2014 2015 2016 2017

投資金額（百萬美元） 投資件數

($M)

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14

2015

2016

2017

印度科技企業獲投件數-按投資階段

Seed Funding Bridge Funding Growth Stage Late Stage



 

 

48 

 圖解股權 

 

資料來源：Inc42，台經院整理。 

圖 3-2、印度獲投的輪次階段分布-依件數與金額 

 

獲投領域分布-電子商務與金融科技投資金額占比最高 

就獲投領域之件數分布來看，2014-2017 年累計獲投件數前三大領域，以電子商務 472 件交

易，占 16%最高；其次是消費者服務的 380 件(占比 12%)，第三是金融科技的 303 件(占比 10%)。

2017 年獲投件數則是以金融科技與健康醫療同列第一，均為 111 件，占比同為 13%；消費者服

務第三，獲投件數為 99 件，占比 11%。電子商務投資件數減少至 80 件(占比 9%)，企業應用服

務、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獲投件數分別為 78 件(占比 9%)與 60 件(占比 7%)。從獲投件數結構來看，

2017 年電子商務投資件數占比由 2016 年的 19%下降至 10%，其餘領域占比都上升，其中健康醫

療增加 3 個百分點最多，其次是金融科技(3 個百分點)、人工智慧與大數據(2 個百分點)、企業應

用服務(1 個百分點)。 

若就獲投的金額來看，2014-2017 年累計獲投件數前三大領域，明顯朝電子商務行業傾斜，

約占總體獲投金額的 35％，其次是金融科技 17％，消費者服務 5％。若是僅就 2017 年獲投金額

來看，前三名為電子商務、金融科技與消費者服務。電子商務雖投資件數大減，但投資金額則大

幅躍升至 45.8 億美元，占比高達 34%；其次是金融科技的 30 億美元，占比為 22%；消費者服務

為 4.9 億美元，占比為 4%。從獲投金額結構來看，2017 年以電子商務、金融科技、健康醫療占

比較 2016 年增加，其餘占比則下降。其中電子商務投資金額占比由 2016 年的 22%增加至 34%，

其次是金融科技獲投金額占比由 17%上升至 22%，增加 5 個百分點，消費者服務占比大致持平，

微增 0.3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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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nc42，台經院整理。 

圖 3-3、2014-2017 年五大科技領域企業獲投之件數與金額 

 

 資料來源：Inc42，台經院整理。 

圖 3-4、印度獲投的主要領域分布-依件數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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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投地區分布-班加羅爾為印度創業投資熱點  

2014-2017 年印度獲投科技企業總部所在的城市分布，無論是投資件數或投資金額為基礎，

都可發現高度集中在班加羅爾，其次是新德里與孟買，占據八成以上的投資件數與九成以上的投

資金額。班加羅爾被稱為「印度的矽谷」，這不僅表現在班加羅爾創業公司的數量上，更表現在

這些新創企業獲得的投資數量上。在過去兩年中，有多達 460 家創業公司在班加羅爾成立，包括

電子商務巨頭 Flipkart、叫車服務 Ola 和 Practo。 

資料來源：Inc42，台經院整理。 

圖 3-5、2014-2017 年合計印度獲投科技企業之城市分布-依件數與金額 

 

 

資料來源：Inc42，台經院整理。 

圖 3-6、2014-2017 年各年印度獲投科技企業之城市分布-依件數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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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印度科技企業投資人結構 

依據投資件數為基礎，計算參與印度科技企業投資的投資人類型占比，可發現以天使投資人

最為積極，2014-2017 年投資件數占比約在 44%~56%之間，若涵蓋天使網絡的話，占比約在

47%~59%之間，此可對應印度科技獲投件數約有五成至六成是種子輪投資。創投參與投資件數

占比約在 21%至 29%之間，如紅杉資本、IDG、Blume 和 Accel 等。公司創投亦是相當活躍，占

比在 15%至 21%，如軟銀願景基金、騰訊、阿里巴巴。 

資料來源：Inc42，台經院整理。 

圖 3-7、2014-2017 年參與印度科技企業投資人結構-依件數 

 

2017 年總投資金額前十大公司 

2017 年印度科技合計獲投金額前十大企業，電商龍頭 Flipkart 以 41.27 億美元榮登吸金王，

叫車服務 Ola 在 2017 年 10 月 2 日軟銀、騰訊與 RNT Capital 共同挹注 11 億美元的金彈後，以

17.77 億美元排名第二。第三名知名電子商務平台 One97 Communication 的 14 億美元，據說是

投資旗下電子支付平台 Paytm。第四名為清潔能源的 ReNew Power，共獲得 6.4 億美元的投資，

其中 2 億美元股權投資，4.4 億美元為債權融資。第五名為食品電子商務 BigBasket，獲投 3.39 億

美元，其中 2.93 億美元股權投資，4,590 萬美元為債權融資。第六名為經濟型連鎖旅館預訂平台

OYO Room，獲投 2.6 億美元，其中軟銀出資 2.5 億美元。第七名至第十名分別是電子商務平台

Paytm Mall (2 億美元)、化妝品消費性產品 Vini Cosmetics (1.7 億美元)、金融科技-微貸款平台

Janalakshmi(1.6 億美元)、電商物流平台 Delhivery (1.3 億美元)。 

若深入看前三名獲投公司背後的投資人中，幾乎都有軟銀的參與。軟銀的投資勝利方程式是

投資行業中的龍頭企業，此一原則在印度前三大投資實例中獲得驗證。Flikart、Ola 和 One97 

Communication 就是這一投資原則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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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股權 

表 3-1、印度 2017 年累計獲投金額前十大企業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整理。 

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公司名稱  行業別  2017 年累計獲

得金額  

主要投資人  

Fl ipkar t  電子商務  41.27 億美元  SoftBank Vis ion Fund,  

Tercent ,  Microsofr ,  eBay,  

Naspers  

Ola  叫車服務  17.77 億美元  SoftBank Vis ion Fund,  

Tercent ,  Fa lcon Edge 

Capital ,  UC-RNT Fund ,  

Tekne Capital  

One97 

Communica tion  

電子商務  14 億美元  SoftBank,  Alibaba  

ReNew Power  清潔能源  6 .4 億美元  

（ 2 億美元股

權投資， 4.4

億美元為債權

融資）  

JERA（股權投資）  

Asian Development Bank、

Yes Bank（債權融資）  

BigBasket  食品電子商

務  

3 .39 億美元  

（ 2.93 億美元

股權投資，

4,590 萬美元

為債權融資）  

Sands Capital  Ventures,  

Abraaj  Group,  Interna tional  

Finance Corporat ion,  

Bessemer Venture Par tners  

OYO Room 經濟型連鎖

旅館預訂平

台  

2 .6 億美元  Softbank,  China Lodging 

Group  

Paytm Mal l  電子商務  2 億美元  Paytm Mal l  

Vini  Cosmet ics  化妝品消費

性產品  

1 .7 億美元  WestBridge  Capi ta l ,  Sequoia 

Capital  

Jana lakshmi  金融科技 -微

貸款平台  

1 .6 億美元

（ 103 億盧

比）  

TPG (former ly Texas Paci fic  

Group)  

Delhivery  電商物流平

台  

1 .3 億美元  The Car lyle  Group,  T iger  

Glob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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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貳、圖解群眾募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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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群募 

【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 -圖解

Kickstarter 募資趨勢(2018.Q1) 

 

 

 

 

 

 

 

 

 

 

 

 

 

募資案件新增概況：2018 年第 1 季總提案數超過 1.1 萬

件 

2018年第 1季總提案數超過 1.1萬件，在各項類別提案中，

以遊戲類 1,646 件提案件數最高，其次為影視類的 1,186 件，再

其次則為設計類 1,159 件。 

成功案件與成功率概況：2018 年第 1 季總成功案件超過

3,887 件，遊戲類成功案件 644 件最多。 

2018 年第 1 季總成功案件超過 3,887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

遊戲類達 644 件，影視、音樂、設計、藝術類成功案件皆超過

400 件。募資金額亦高的科技類成功案件則為 210 件。成功率

部份，以漫畫類成功率最高，遊戲、設計與科技類成功率分別

為 39.13%、36.41%、19.44%，皆約維持過往水準。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第 1 季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9,800 萬美元，遊戲類募資 3,522 萬美元最高。 

2018 年第 1 季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9,800 萬美元，最吸金

的類別為遊戲類的 3,522 萬美元，其次為設計類的 2,178 萬美

元，第三則為科技類 1,481 萬美元。超過 200 百萬募資個案則

以遊戲類為主，過往曾有亮麗募資成績的 BAUBAX 外套亦募

得超過 200 萬。台灣於 2018 年第 1 季至 Kickstarter 募資的個

案亦以設計、科技與遊戲類為主，並以 UPstage 360 智慧音響

募得 10 萬美元成績最佳。 

 

Kickstarter 為美國最為知

名的回饋型群眾募資平

台，以下本研究分析 2018

年第 1 季Kickstarter平台

各類別募資案件數、成功

案件數與成功率、成功募

資金額及平均成功募資金

額、大案分析、台灣於

Kickstarter 募資個案等面

向進行分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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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圖解台灣群

募平台募資趨勢(2018.Q1) 

 

 

 

 

 

 

 

 

 

 

 

 

 

 

 

 

 

各類別募資概況：2018 年第 1 季募資案件 283 件，設計

類為募資案件最多的類別 

2018 年第 1 季募資案件 283 件，設計類案件 76 件，為募

資案件最多的類別，其次為公共類的 53 件，再其次則為科技類

的 35 件。 

各類別成功率概況：2018 年第 1 季成功案件 129 件，設

計類 35 件最多，成功率最高則為創作出版類 

2018 年第 1 季總成功案件為 129 件，最多成功案件為設計

類的 35 件，其次為公共類的 25 件。成功率部份，以創作出版

類成功率達 57.14%最高，公共、設計與科技類的成功率則分別

為 47.17%、46.05%、40%。 

成功募資金額概況：2018 年第 1 季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

資金額超過 1.68 億元，科技類募資金額超過 8,700 萬 

2018 年第 1 季募資中案件總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1.68 億台

幣，最吸金的類別為科技類，共募得超過 8,700 萬新台幣，其

次為設計類的 4,585 萬元台幣。 

提案趨勢與百萬大案分析：2018 年第 1 季以設計、科技

類募資案大案件數最多 

2018 年第 1 季台灣募資平台提案以我們、台灣、設計、自

己、故事為主要關鍵字，另外，遊戲、健康、生活與學生所佔

比重亦不低。集資百萬專案以設計類最多，包包類仍然是群眾

募資常勝軍。在科技類部份，則以環保相關商品，如空氣清淨

機、環保天燈、保溫瓶、起波器等受到群眾的歡迎。就平台觀

之，百萬募資專案來自嘖嘖平台有 23 件， flyingV 平台 6 件，

群募貝果 1 件。 

 

 

本研究匯集台灣嘖嘖、

flyingV 以及群募貝果等

三大主要綜合類型的群眾

募資平台解析台灣募資平

台 2018 年第 1 季總募資

中案件數、成功案件數、

成功率、成功募資金額、

集資百萬大案等面向進行

分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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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觀測系列】 -圖解

AngelList 獲投趨勢(2018.Q1) 

 

 

 

。 

 

 

 

 

 

 

 

 

 

 

 

 

 

 

 

 

 

募資企業新增概況：2018 年第 1 季登錄企業約 23.6 萬家 

2018 年第 1 季登錄企業較上季為低，本季約 23.6 萬家新

創企業登錄，較 2017 年第 4 季減少 1.9 萬家，新創企業新增家

數關乎平台案源動能，未來是否持續減少有待追踪觀察。 

 

促成投資案件及金額新增概況：2018 年第 1 季促成投資

案件 195 件，促成投資金額超過 4,500 萬美元 

2018 年第 1 季 AngelList 平台促成投資案件 195 件，較

2017 年第 4 季的 175 家增加了 20 件；成功募資金額為超過

4,500 萬美元，較 2017 年的 6,000 萬美元為低。 

 

熱門獲投類別與估值： 2018 年第 1 季熱門獲投類別分佈

以電子商務、行動最多，整體平均估值 420 萬美元 

2018 年第 1 季 AngelList 平台公告之獲投類別以電子商

務、行動最多，另外，金融科技與資安亦受到投資人的青睞。

估值部份，平均估值仍約維持在 420 萬美元，開發者工具、嵌

入式系統硬體與軟體、 雲端基礎建設、製藥、企業資源規劃、

半導體、資料集成、金融交易、電子、廣告網路等類別估值皆

超過 500 萬美元。 

 

AngelList 為美國最為知

名的股權型群眾募資平

台，以下本研究分析 2018

年第 1 季 AngelList 平台

新創案源新增狀況、新創

募資需求概況、促成案件

數、募資金額、估值與重

要獲投案件進行分析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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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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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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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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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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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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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群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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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參、新興領域早期投資動向

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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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新興領域：4 月焦點 1】透析全球人工智慧專

利與早期投資大戰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已成為近年的熱門話

題，從圍棋對奕、科技巨頭的大筆投入研發、併購新創企業，

到 AI 人才的爭奪大戰，占據各大科技媒體版面。進一步細數

2017 年迄今國內外大型科技展會，包括年初的 CES 大展、2 月

13 日的舊金山網路安全大會與 2 月 26 日登場 MWC 大展、2015

年 5 月 Google 2017 年開發者大會、Facebook F8 開發者大會，

甚至是在台灣舉辦的 Computex 大展，談論的焦點都離不開人

工智慧、機器學習、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等名詞。 

AI並非一個新的概念，早在 1950年艾倫圖靈（Alan Turing）

即預言了 AI 機器的可能，並設計圖靈測試。1956 年達特茅斯

會議（Dartmouth Conference）中，麻省理工學院的約翰麥卡錫

（John McCarthy）正式提出 AI 概念與定義。而近年 AI 再度獲

得關注與重視的成因在於電腦與雲端技術的進步，使得演算法

（Algorithm）、大數據與硬體運算能力核心條件大幅改善。而

在演算法中，2012 年興起的深度學習技術（Deep Learning）引

領 AI 領域的發展，使得機器能從海量數據中學習規律，從而自

動對新的樣本做出智慧辨識甚至預測。 

在電腦基礎技術的支持下，AI 判斷與決策的正確率提升至

具備「商業化價值」的水準。諸如 Google 的搜尋引擎、臉書上

的推薦貼文與廣告、購物網站的推薦商品、科技巨頭開發的虛

擬助手（如 Siri、Alexa 等），甚至是無人車所使用的先進自動

在深度學習全新技術帶動

下，許多 AI 新創突圍，顛

覆產業發展，使得既有科

技大廠加速研發與專利布

局腳步，同時，也積極投資

與併購 AI 新創企業。本文

將從專利數據與早期資金

為基礎，透過全球 Macro-

Meso-Micro 三層次的布

局掃瞄，進行 3-5 年技術

與市場洞察，分析台灣的

競爭現況與發展方向。 

 

 

 

 

 

 

 

 

 

 

 

 

 

林秀英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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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 

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都潛藏著龐大的商機。根據科技調

研機構 Tractica 預測，關於 AI 軟體的直接、間接應用規模將從 2016 年的 14 億美元增長至 2025

年的 598 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將達 52%。屆時，亞太市場的規模超過北美與西歐。 

在深度學習全新技術帶動下，許多 AI 新創突圍，顛覆產業發展，使得既有科技大廠加速研

發與專利布局腳步，同時，也積極投資與併購 AI 新創企業。本文將從以專利數據與早期資金為

基礎，透過全球 Macro-Meso-Micro 三層次的布局掃瞄，進行 3-5 年技術與市場洞察，分析台灣

的競爭現況與發展方向。 

一、從專利技術透視人工智慧研發能量 

(一) 全球技術之專利申請態勢：機器學習與自駕車領域是近五年專利申請數成長最快的

領域 

首先分析 USPTO 專利申請數依 CPC 分類計算 2017 年申請數與近五年（2017 vs. 2013）專

利申請數複合平均年成長率，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USPTO，IFI CLAIMS。 

圖 1-1、USPTO 專利申請數與成長率分布圖 

篩選專利數申請數在 800 件以上，以及成長速度最快的專利類別，計有八類專利技術入榜。

從表 1-1 可以看出主要集中在機器學習、自駕車、無人機等領域。 

  

  

3.53％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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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USPTO 專利申請數分布局最多與成長最快的領域 

                  

  CPC

分類  說明  CAGR 

1 A24F 吸菸者必需品，如電子菸  45% 
2 B33Y 積層製造，如 3D 列印  35% 

3 G06N 特定演算的計算機系統，如機器學習  34% 

4 G05D 非電變量之控制或調節系統，如自駕車、無人
機  27% 

5 B29K 成型材料或增強材料、填料或預型件，如用於
3D 列印的成型材料  27% 

6 B60Y 跨領域車輛技術，如混合動力車輛  26% 

7 B64C 飛機或直升飛機，如無人機  26% 

8 A23V 食品  24% 

資料來源：USPTO，台經院整理。 

 

(二) USPTO AI 專利申請數飆升，美國為 AI 核心技術專利最大申請國 

本研究將以關鍵字結合人工智慧相關的國際專利分類碼（IPC），作為專利申請案件萃取的

方法，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2、人工智慧專利檢索與統計的方法 

分析方法：搜尋UPC 、IPC、AI關鍵字，進行USPTO專利申請與核准資料抓取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s

Computer Vis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Robotics

Object Recognition

Image Recogni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Expert System

Fuzzy Logic

Genetic Algorithm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achine perception

Speech recognition

Affective computing

AI Chip (GPU,TPU..,Chip交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Neural 

networks等）

2.以關鍵字
(出現在專利名稱、摘要、專利範圍）

1.分類方法

3.專利布局分析-依申請

G06N7/02

G06N7/06

G06N7/00

G06N7/08

G06N7/04

G06N5/04

G06T

G05B13/00

G10L

G06G 7/06

G06G7/60

G06K9/00

G06T1/40

G10L15/16

G05 B13/02

G06 E1/00

G06 E3/00

G06F15/18

G06F15/00

G06F17/00

G06 F17/ 20

G06F17/ 00

G06F9/44

G06G7/00

G06 J1/00

G06N99/00

G06N3/00

G06 N3/ 12

G06N3/02

G06N3/08

G06N3/04

G06N3/10

G06N5/00

G06N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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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計算 USPTO 的廣義 AI 領域的專利申請數，發現從 2012 年起已公開的專利申請數

呈現指數成長，2017 年已公開的申請數破萬件，較 2016 年成長 43％，更是 2012 年的 3.3 倍。  

科技大國積極布局 AI 專利，近六年（2012-2017 年）在廣義 AI 專利已公開的申請數，美國

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占比高達 70％，日本、韓國、德國、加拿大、以色列、中國，名列第二名到

第七名。中國加速 USPTO 專利佈局，在 2017 年超越台灣。 

資料來源：USPTO，台經院整理。 

圖 1-3、USPTO 廣義 AI 專利已公開申請數與國家分布 

採用狹義的人工智慧定義，僅針對人工智慧核心技術，包括：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Expert System, Genetic Algorithm, Fuzzy Logic,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等技術，依公開日進行專利盤點分析。 

可以發現 USPTO 人工智慧核心技術相關發明型專利申請數，在近二年呈現大幅成長。美國

申請數高達 73％，日(4%)、德(3%)、韓(2%)、加(2%)、以(2%)緊接在後。中國(1%)排名第七，台

灣排名第十(1%)、加（2％）、以（2％）緊接在後，而台灣排名第九（1％）。若與前述廣義的

人工智慧專利做比較，美國在狹義人工智慧核心技術的專利占比較高，日本占比維持 7％，德國

占比由 2％上升至 4％，反之，韓國有 4％下降至 2％。台灣由 2％下降至 1％。 

 

 

 

 

 

 

資料來源：USPTO，台經院整理。 

圖 1-4、USPTO 狹義 AI 核心專利已公開之申請數與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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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USPTO AI 專利布局領域：機器人、機器學習、神經網絡、語音辨識、影像辨識為

申請件數前五大 

2012-2017 年間全球在 USPTO 的 AI 專利布局，主要集中在機器人、機器學習、神經網絡、

語音辨識、影像辨識，為申請件數前五大。 

資料來源：USPTO，台經院整理。 

圖 1-5、USPTO 整體人工智慧專利（申請）之領域布局（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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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大國 AI 核心技術專利都在近幾年佈局，以機器學習專利較多，而影響人工智慧突破的深

度學習專利相對較少，首件深度學習專利由 SRI International 在 2011 年申請，截至 2017 年底日

公開的深度學習專利，全球僅 307 件，美國占七成，韓國 20 件排名第二，德國第三，中國第

四，臺灣僅有 1 件（聯發科）。 

台灣 AI 專利集中在影像辨識、機器人、神經網絡、語音辨識為主，比重超過 50%，與台灣

是 ICT 製造重鎮，自動光學檢查相關的影像辨識以及優化伺服器或攝影影像的演算法專利累積

不少有關。但 AI 核心技術中，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的專利仍相當有限。 

(四) USPTO AI 專利主要申請人：IBM、Google、Microsoft、Samsung、Amazon 為 

USPTO 人工智慧專利前五大申請人 

依據專利所有權人為基礎，計算 2012 年到 2017 年間在 USPTO 公開的 AI 專利申請之所有

權人排名，前十名分別為：IBM（1,663 件）、Google(883 件)、Microsoft 微軟(含微軟技術授權

公司) (697 件)、三星電子(489 件)、Amazone(457 件)、NUANCE Communicaion(368 件) 、Sony(264

件)、高通(270 件)、達文西機器人的 Intuitive Surgical(260 件)、Intel(255 件)等。 

值得注意，韓國電子通信研究院（ETRI）是申請件數超過百件的研究機構，也是負責韓國 AI

基礎研究的機構 

註：1.本資料抓取 USPTO Utility Patent 截至 2017.10.26 公開的申請資料。 

     2.凡列為共同所有權人者，均列入計算。同屬公司集團者，專利加總時，不重複計算。 

資料來源：USPTO，台經院繪製。 

圖 1-6、USPTO 人工智慧發明型專利數超過百件之所有權人(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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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BM 

IBM 在 2016 年已連續在 USPTO 專利核准數 24 年位居第一，而 2016 年幫助 IBM 完成這種

壯舉的則是人工智慧與認知計算方面專利。近年來 IBM 集中火力結合核心人工智慧引擎Watson、

資料收集平台，以及提供運算能量的 IaaS，三位一體形成一套 AI 基礎架構模型，發展各類商用

服務，像是物聯網平台 Watson IoT、聊天機器人引擎 Watson Conversation，以及可協助臨床醫師

替病患規畫醫療方案 Watson for Oncology。 

IBM，近六年在 USPTO 申請的 AI 專利著重在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神經網路與語音

辨識。這些專利主要與 IBM Watson 認知運算技術有關，透過自然語言處理這類專利技術可萃取

非結構化資料，並進一步理解，還能經由機器學習、神經網絡技術進行推測，再將其與結構化資

料整合，進一步再從資料中學習。這類專利應用在車隊，可以運算法找出最佳時間、路線和價格

選擇加油地點時，車隊即可降低其營運成本。在 2011 年時，Watson 就如同 Siri、Cortana 等智慧

助理，針對使用者提出的問題，在公共網際網路上尋找解答。Watson 是基於 IBM「DeepQA」（深

度開放域問答系統工程）技術開發的。DeepQA 技術可以讀取數百萬頁文本數據，利用深度自然

語言處理技術產生候選答案，根據諸多不同尺度評估那些問題。目前 Watson 內部所累積的資料，

可用於支援打造全通路 (官網、銀、行動機器人, Line, FB)與對話機器人 (chatbot) ，提供產品行

銷、投資諮詢技術支援、知識問答 …等客群經營服。 

IBM 專利應用在醫療方面情況相當多，IBM 應用機器學習在藥物開發的專利在 2017 年已經

獲得核准，此為 IBM Research 利用認知關聯引擎，預測各種藥物成分的治療適應症和副作用之

間的重要聯繫，並以可視化分析系統來支持這些關聯的互動探索。另外，自然語言處理與語音辨

識的專利的應用場景之一是線上醫療對話，透過病患的線上口語詢問，Waston 最找出最適答案

回覆。Watson 已收錄了腫瘤學研究領域的 42 種醫學期刊、臨床試驗的 60 多萬條醫療證據和 200

萬頁文本資料。此外，Watson 透過機器學習、電腦視覺技術，協助醫生判讀皮膚癌、黑色素瘤

等病徵。在語音辨識專利應用方面，2016 年 IBM 宣布在自然對話環境中的語音辨識上獲得重

大進展，也就是開發出單字或詞錯誤率為 6.9% 的系統，之後還在不斷進步。 

  

Watson 認知/AI技術三大應用情境

利用 Watson 自然語言理解能力，打造全通路
(官網、銀、行動機器人 , Line, FB) 對話機器人
(chatbot) ，提供產品行銷、投資諮詢技術支
援、知識問答…等客群經營服

協助知識工作者，透過 Watson 理解大量知識
(醫師 :病例資料、檢驗報告、醫學期刊；分析
師 : 經濟數據、產業動向公司資訊；律師 : 法令、
判決書知識傳承 )，協助專家做出更快、好的
決策。

透過 Watson 認知運算，將企業中後台流程自
動化，改善作業效率，如設備營運保養及瑕疵
分析、全通路客戶意見分析、保險理賠自動化
經營管理決策支援。

Healthcare 
and life 
sciences

Blockchain

Quantum 
Computing

AI and 
Cognitive 

Computing

著重於AI核心技術（自然語言處理、機器
學習、神經網絡）、語音辨識

2017年推出「20量
子位元系統商業化
計算服務IB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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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oogle 

Google 從 2012 年積極布局 AI 專利，Google 與母公司近六年申請的人工智慧專利數已達 883

件，為 USPTO 人工智慧專利申請數第二大專利所有權人，  

在 2017 年 Google 開發者 I/O 大會上，宣告 Google 將由「行動為先」轉向「AI 為先」的策

略。換言之，在 AI 為先的世界中，Google 重新思考整個計算架構，構建「以 AI 為先的資料中

心」與產品，而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將取代手機成為 Google 的下一個重點。 

就近六年來 Google 專利技術布局，不同於 IBM 與微軟，Google 布局最大的領域是語音辨

識，其次是神經網絡、機器學習、機器人、影像辨識等專利。 

 

3.Microsoft 

近六年來，Microsft 與微軟技術授權有限責任公司( Microsoft Technology Licensing LLC )合

計在 USPTO 人工智慧領域的專利申請數排名第三，共 638 件。 

近六年來 Microsft 在 USPTO 專利申請，著重於機器學習、語音辨識、神經網路等技術。

微軟在人工智慧方面有著很深的基礎，比如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和電腦視覺、機器學習方面

已經有很多成果，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微軟先後推出眾多 AI 相關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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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mazon 

近六年來，Amazon Technologies 合計在 USPTO 人工智慧領域的專利申請數排名第五名，

共 412 件，著重於機著重於語音辨識、機器學習、機器人等技術。 

亞馬遜為知名線上零售巨頭，2016 年 12 月美國電商龍頭亞馬遜宣布推出無人商店

「Amazon Go」，此應用了感測器、電腦視覺和深度學習演算法、雲端計算、物流管理、語音控

制、電子支付，將整個商店打造為 AI 實驗場域，其中沒有店員結帳，也沒有保全防小偷，不用

帶錢包和會員卡，也不用大排長龍等結帳。 

亞馬遜進軍智慧手機市場徹底失敗，積極開發全球智慧載具 Echo，後再推出智慧虛擬助理

Alexa。亞馬遜的 Alexa 運用機器學習、語音辨識與自然語言處理，觀察、對話，並且能理解和

解讀人類在自然交流對話中所傳達的需求。 

亞馬遜旗下公司 AWS 在 2017 年 11 月 30 日” AWS Re：Invent” 現場，宣佈推出 5 項

機器學習新服務，以及一款針對開發者的深度學習型無線攝影機。5 項機器學習的新服務，包括：

（1）Amazon SageMaker：可讓資料科學家和開發人員快速輕鬆地大規模建立、訓練及部署機器

學習模型。（2）Amazon Rekognition Video：由深度學習提供支援的影片分析服務，可追蹤人員、

偵測活動，以及辨識物件、名人及不適當的內容。（3）Amazon Translate：是一項神經機器翻譯

服務，可提供快速、高品質且價格合理的語言翻譯。（4）Amazon Comprehend：是一項自然語言

處理 (NLP) 服務，使用機器學習來尋找文字中的洞見與關係。（5）Amazon Transcribe：是一項

自動語音辨識 (ASR) 服務，可讓開發人員在應用程式中輕鬆加入語音轉換文字功能。至於另一

項深度學習型無線攝影機 AWS DeepLens，專門設計用來協助擁有各種技能等級的開發人員，利

用實際操作的電腦視覺教學課程、範本程式碼和預先建構的模型，擴展其機器學習技能。換言之，

Cognitive Services (認知服務)API：
辨識：電腦視覺、臉部辨識、情緒辨識、影片索引器..）
語音：即時語音翻譯、語音辨識、Bing 語音 API
語言：語言理解、文本分析、語言分析等API
知識：智慧推薦、學術知識、知識探索服務等API
搜尋：Bing 自動建議、新聞搜尋、影像影片搜尋等API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Office 365微軟軟體套件中加
入許多深層的 AI 功能。

Office 
365

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

Cognitiv
e 

Services 

Bot 
Framewor

k

著重於機器學習、語音辨識、神經網路等
技術

Bot Framework ：提供完整的開發架構，讓開發者可以
更簡單寫出與用戶端對話的 Bot (虛擬機器人)，注入到各
主要通訊軟體平台。可結合 Cognitive Services 智慧服務
API 讓 Bot 更加聰明。

智慧助理 Cortana、微軟小冰：運用機器學習、語音辨
識與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觀察、對話，並且能理解和解
讀人類在自然交流對話中所傳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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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eepLens 可將 HD 攝影機開發人員套件與一組範例專案配對，協助開發人員學習機器學

習概念。 

 

(五) 台灣在 USPTO AI 專利主要申請人 

在所有權人所屬的國別為基礎，篩出國別為台灣的專利，在 2012 至 2017 年 USPTO 人工智

慧相關專利的所有權為台灣共有 589 件，其中申請數前十大機構為鴻海、工研院、台積電、緯創

資通、國立交通大學、原相科技、聯發科、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ARTC、上銀科技、資策會。 

鴻海的專利高度集中機器人與影像辨識專利，另外也有語音辨識相關的領域專利，但 AI 核

心技術，如機器學習的專利相當少。台積電 AI 相關的專利過半集中在機器人，其次是模式與影

像辨識的專利。緯創資通的人工智慧專利，在 2014 年前申請的專利主要為影像辨識為主，2015

年起的專利則是運用機器學習應用於伺服器的散熱以及運算效能的優化，致力於適合用於 AI 平

行運算的繪圖處理器(GPU)大廠 NVIDIA 開發人工智慧伺服器的合作廠商。2016 年緯創資通聯

合美國矽谷的 Fenox Venture Capital 共同成立了規模 2000 萬美元的創投基金，廣泛接觸與投資

頂級技術創業公司，從而實現與世界級 IT 創業公司合作並讓他們進入遼闊亞洲市場的目標。 

至於研究機構，以工研院專利最多，同時，專利領域分佈也相對多元，包含利用機器學習收

集資訊、利用電腦視覺或影像辨識，辨識圖像、物體、車輛或車牌或 code 等，另外，也有利用

人工智慧神經網絡來發展非接觸式偵測心跳方法或事人臉辨識，以及機器人相關的專利等。 

資策會的專利，主要集中在圖像識別方法及其計算機程序產品、人工智能庫存訂購系統和方

法、管理行動終端服務質量的系統和方法、語音辨識模型裝置與方法、動態數據屏蔽方法和數據

感測器、電腦視覺和深度學習演算法、雲端計算、物流
管理、語音控制、電子支付（AI實驗場域）

E-Book

Intelligent 
virtual 

assistant

Retail Logistics

Cloud 

著重於語音辨識、機器學習、機器人等
技術

• AWS DeepLens：深度學習型無線攝影機。
• Amazon SageMaker：可讓資料科學家和開發人員快
速輕鬆地大規模建立、訓練及部署機器學習模型。

• Amazon Rekognition Video：由深度學習提供支援
的影片分析服務，可追蹤人員、偵測活動，以及辨識
物件、名人及不適當的內容。

• Amazon Translate：是一項神經機器翻譯服務，可提
供快速、高品質且價格合理的語言翻譯。

• Amazon Comprehend：是一項自然語言處理 (NLP) 
服務，使用機器學習來尋找文字中的洞見與關係。

• Amazon Transcribe：是一項自動語音辨識 (ASR) 服
務，可讓開發人員在應用程式中輕鬆加入語音轉換文
字功能。

智慧虛擬助理Alexa
運用機器學習、語音辨識與自然語言處理，觀察、對話，
並且能理解和解讀人類在自然交流對話中所傳達的需求。

Machine

Learning

服務

Alexa Fund：2015年6月成立，專門投
資語音技術與IoT(智慧家庭、人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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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系統、用於創建耗電模式和非終端計算機可讀存儲的裝置和方法以及可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系

統與方法與功率分配系統。 

車輛研究與測試中心的專利，包括用於駕駛員臉部辨識系統、檢測駕駛員的突發性心臟病的

系統和方法、行人偵測系統、定位系統、車輛顯示系統的自動校正裝置及其方法、適應性車輛防

撞方法、自動駕駛輔助系統與自動駕駛方法。 

至於大學相關專利佈局領域，交通大學的專利涉及神經網路學習技術、遺傳基因演算法、模

式辨識與機器人等。成功大學專利多為神經網絡相關學習技術與影像辨識。台灣大學人工智慧相

關的專利大都與醫療有關的機器人專利。台灣科技大學的專利則是包含控制相關的機器人系統

與方法、教學用機器人、利用神經系統技術進行多元系統的線上監視方法、用於車輛風力的實時

警告系統及其執行方法等。整體而言，台灣大學的專利主要為神經網絡、遺傳演算法較多，其次

是機器人、影像辨識與語音辨識，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的專利相對較少。 

 

表 1-2、台灣在 USPTO 人工智慧專利主要申請人(2010-2017) 

專利所有權人名稱  類別  2010-2017  

總計  -  589 

鴻海精密  企業  53 

工研院 ITRI  研究機構  46 

台積電  企業  32 

緯創資通  企業  27 

國立交通大學  大學  17 

原相科技  企業  16 

聯發科  企業  15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ARTC 研究機構  10 

上銀科技  企業  10 

資策會  研究機構  10 

國立中央大學  大學  10 

華晶科技  企業  9  

華碩電腦  企業  9  

國立清華大學  大學  9  

HTC 公司  企業  8  

國立成功大學  大學  8  

國立台灣大學  大學  8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大學  8  

宏碁公司  企業  7  

廣達電腦  企業  7  

威盛科技  企業  7  

英業達  企業  5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大學  6  



 

93 

 新興領域 

專利所有權人名稱  類別  2010-2017  

元智大學  大學  6  

台達電  企業  5  

核能研究所  研究機構  5  

註：1.本資料抓取 USPTO Utility Patent 截至 2017.10.26 公開的申請資料。 

    2.凡列為共同所有權人者，均列入計算。 

資料來源：USPTO，台經院計算。 

 

二、從早期投資透視 AI 商業化潛力 

（一）2017 年 AI 新創獲投件數與金額再創新高 

面對 AI 龐大的市場規模與成長潛力，投資者對 AI 領域的投資不斷擴張。根據 CB Insights

統計，2017 年全球人工智慧領域新創獲投件數為 1,349 件，較 2016 年成長率超過 50％。AI 新

創企業獲投金額更高達 152.42 億美元，年增率 141％，顯示人工智慧應用垂直領域後，商業落地

的可能性增加，吸引大量投資人競相追逐優質案件。 

 

圖 1-7、全球人工智慧新創獲投件數與金額 

（二）投資地區 

根據 CB Insights 的數據，2017 年全球 AI 獲投件數，美國獲投件數占比為 50％，高於其他

地區，但相較於 2013 的 77%，已經下降 27 個百分點。其次是中國，獲投件數占比為 9%。若就

獲投金額而言，中國 AI 新創獲投金額占比高達 48%，首度超越美國地區的 38%，也遠遠高於

2016 年 11.3％的占比，此顯示中國 AI 新創成為全球投資人關注與追逐的投資熱點，鉅額熱錢堆

積中國 AI 新創股權投資的高塔，如人臉辨識、汽車科技、人工智慧醫療、AI 晶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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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熱門投資領域：健康醫療、AI 核心技術、資安為投資活動最活絡前三大領域 

除了核心技術之外，AI 跨足許多垂直應用領域，根據 CB Insights 統計 Q4’12~Q4’17 各季各

領域獲投件數，獲投件數愈多代表投資人看好其市場潛力，象徵商業落地的可能性也相對高。其

中最受投資人關注的應用場景前三名為健康醫療、跨領域的 AI 核心技術、資安領域。 

AI 可應用於健康照護或醫療諸多場景，包括：洞察與風險分析、影像與診斷、生活形態管

理與監控、心理健康、急診室與手術室支援、藥物開發、病人照護與醫院管理、虛擬助理、穿戴

式裝置、營養與研究等。而各場景均有不少新創企業投入技術或商業模式創新。目前相對飽和的

領域為利用 AI 演算法進行洞察與風險分析、利用電腦視覺或影像辨識技術在協助 CT 或 MRI 診

斷、文本分析應用於基礎醫學研究、結合化學資料庫的 AI 簡化藥物開發時程、急診室與手術支

援軟體、病例與診斷大數據整合平台等 

至於 AI 核心技術包括深度分析、機器學習、文本分析、影像辨識的電腦視覺、語音辨識與

對話相關技術解決方案。 

近年來網路惡意攻擊持續不斷地擴展，資安新創企業興起，開始利用人工智慧技術的優勢來

為新型網路威脅提供新的解決方案。AI 在資安領域主要的應用場景包括：反詐欺與身份管理、

行動手機安全、智慧預測、行為分析與異常檢測、安全自動化、網路風險管理、App 安全、物聯

網安全與網路詐欺等。 

然而除了這三項應用領域外，AI 在其他領域的應用也相當具有吸引力，如為零售業、廣告

與行銷提供 AI 各種解決方案，視覺化搜尋、精準行銷、對話商務、全通路行銷的新創家數不少，

大多結合感測器、大數據、人工智慧演算法、機器感知、自動化設備等，精準觸擊目標客戶，促

進和簡化銷售流程。 

另外，金融是人工智慧運用的最佳場景。隨著語音辨識、視覺識別、機器學習等相關技術相

繼走出實驗室，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包括透過機器學習、語音辨識、視覺識別等方式來分析、預測、

辨別交易資料、價格走勢等資訊，從而為客戶提供投資理財、股權投資等服務。其次，透過各類

大數據，利用 AI 進行穩健的信用評分和借貸應用，可更精準管控風險，或者是協助計算核保風

險。第三，AI 亦可用於檢測欺詐和異常金融行為，或改善一般監管法遵事項和工作流程。此外，

最常應用的場景，是利用 AI 聊天機器人和行動 App 助手的應用解答相關服務與監控個人財務。 

再者，整合感測器的數據，協助工廠進行管理的工業物聯網；與自駕車息息相關的汽車科技

領域；由 AI 自動辨識網路病毒並即時做出反應的資訊安全領域；加速檢索，提高業務效率的法

律科技服務；結合語音與圖像辨識技術的教育科技、保全領域及影音娛樂服務；AI 虛擬助理應

用的旅遊、人力資源、不動產交易領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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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CB Insights(2018)。 

圖 1-8、人工智慧領域投資熱力圖-按獲投件數 

（四）科技巨頭在 AI 領域的收購競賽 

人工智慧領域早期投資市場火熱外，同樣地，M＆A 市場投資熱度也不遑多讓，因為對科技

企業而言，除了自行研發，透過併購新創企業也是通往目標的另一項路徑。科技巨頭為了持續保

有優勢，早已展開一場人工智慧併購競賽。 

根據 CB Insight 統計，2017 年首次透過 M＆A 退場的 AI 新創家數將近 115 家，較 2016 年

增加 80 家成長 44％。科技巨頭在人工智慧領域的併購最為積極的領域之一，對科技巨頭來說，

掌握人工智慧技術幾乎已與掌握未來劃上等號。其中又以 Google 對 AI 的收購最為積極，加上旗

下 DeepMind 的收購案件，2012-2017 年共收購 13 家 AI 新創。其次是 Apple 收購 12 家，Facebook

的 6 家、Intel、Meltwater Group、Microsoft 各收購 5 家，Amazon、Salesforce、Twitter 各收購 4

家。 

另外，根據台經院FINDIT研究團隊的分析，五大科技巨頭 （Google, Apple, Amazon, Facebook, 

Microsoft）收購的 AI 新創企業，主要領域集中在機器人、圖像辨識、人免辨識、文字探勘、演

算法開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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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僅針對首次退場新創進行統計。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2018) 

表 1-9、2012-2017 年 AI 主要收購家數 

表 1-3、2012-2017 年主要科技巨頭的 AI 收購案件一覽表 

收購人  ‘12 ‘13 ‘14 ‘15 ‘16 ‘17 合計  被收購新創名單  

Amazon 
 

1  
 

1  1  1  4  Harvest .ai ,  Angel .a i ,  Orbeus,  Evi 

Technologies  

Apple  
  

1  2  3  6  12 SensoMotoric ,  Regaind,  Ini t . a i ,  

Pop Up Archive,  Lat t ice ,  

RealFace, tup lejump,  Tur i ,  

Emotient ,  Percep tio ,  Vocal  IQ,  

Novauris  Technolgies  

Facebook 1 1 
 

1  2  1  6  Ozlo ,  Zurich Eye ,  Masquerade 

Technologies,  Wit .a i ,  Mobile  

Technologies,  Face.com  

Google  
 

1  5  2  2  3  13 AIMatter,  Banter,  Hal l i  Labs ,  

Api.ai ,  Moodstocks,  Timeful ,  

Granata Decision Systems,  Je tpac ,  

Emu, DeepMind  Technologies,  

DNNresearch,  CleverSense,  Vision 

Fac tory（DeepMind 收購） ,Dark 

Blue Labs（DeepMind 收購）  

Intel  
 

1  
 

1  3  
 

5  Movidius,  Nervana Systems,  

I tseez,  Saffron Technology,  

Ind isys  

Meltwater 

Group 

 
1  

  
1  3  5  Cosmify,  Algo,  Wrapid ity,  Encore 

Aler t ,OCULUSai  

Microsof t  
 

1  
 

1  2  1  5  Maluuba,  Genee ,  Swif tKey,  

Equivio,  Netbreeze  

Salesforce  
   

2  2  
 

4  MetaMind,  Predict ionIO, 

MinHash,  Tempo AI  

Twitter  
  

1  2  1  
 

4  Magic Pony,  Whetlab ,  TellApar t ,  

Madbi ts  

註：僅針對首次退場新創進行統計。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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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I 新創突圍 

科技巨頭雖在人工智慧領域依舊處於領先地位，但新創企業仍在許多領域突圍搶下立足之

地，如健康醫療、影像/人臉辨識、資安、自駕車等領域，憑藉卓越技術與創新商業，獲得投資人

鉅額投資，已有多家晉身為獨角獸。 

AI 醫療新創代表 Flatiron，2012 年成立於紐約，為一收集美國癌症中心臨床資料，大數據與

AI 解讀非結構化資料，幫助醫生分析病情，確定診療方案支援癌症治療的雲端軟體平台。目前，

Flatiron 已和超過 265 家癌症診所、6 個大型學術研究中心、以及前 15 大腫瘤療法公司中的 14

家公司達成了合作，美國 FDA 也是其合作夥伴之一。透過龐大的資訊網路，Flatiron 打造的技術

平台有望從每一名患者中斬獲癌症治療洞見，並將這些洞見應用於創新臨床終點的設計與驗證。

2017 年底合計獲投 3.13 億美元。2018 年 2 月 Roche 宣佈計畫以 19 億美元，於 2018 年上半年完

成對 Flatiron Health 的收購。收購完成後，Flatiron 將繼續保持獨立運營。 

影像辨識新創中的商湯科技（SenseTime），2014 年成立於中國北京，擁有 100 多名博士與

教授進行演算法開發。該公司建置深度學習平台，核心為人工智慧視覺技術應用於人臉識別、視

頻分析、文字識別、無人駕駛、醫療影像識別等，2016 年 9 月在 ImageNet 視覺識別大賽中，拿

下目標檢測、視頻中物體檢測和場景分析三項世界冠軍。商湯科技是中國深度學習技術領域募資

最高的公司，為 2016 年 AI 領域最大投資案，獲得 B 輪 1.2 億美元投資，2017 年再獲 C 輪 6 千

萬美元投資。2018 年 4 月再次獲投 C 輪 6 億美元投資，合計獲得 10 億美元。 

資訊安全新創代表 CYLANCE，2012 年成立於美國加州。Cylance 將人工智慧演算法應用於

預測、偵測、阻止惡意軟件，降低零時差攻擊造成的破壞。 CylanceProtect 擁有多種機制，在惡

意軟體的識別與分析之外，也可對於 Script 指令碼進行阻擋，而攻擊者若是刻意規避防毒軟體的

偵測機制，在記憶體中執行惡意程式，CylanceProtect 也可找出有問題的處理程序。2017 年底累

計獲投 1. 77 億美元。 

自駕車新創代表 Quanergy Systems，2012 年成立於美國加州，為全球領先的固態 LiDAR 感

測器和智慧感測器解決方案。於 2017 年啟動其適用於眾多市場的革命性 S3 LiDAR 系統的生產

和交付。依據訂購數量的不同，S3 目前的售價介於數百美元至數千美元之間，在成本、性能和

可靠性方面均處於產業領先地位。Quanergy 預估每顆感測器單價未來將會跌破 100 美元。S3 在

2017 年獲得消費電子展(CES)最佳創新獎，使得 Quanergy 成為迄今唯一獲得此項殊榮的光達公

司。Quanergy 的解決方案適用於運輸、安全、工業自動化、採礦、農業、無人機以及機器人等領

域。累計獲投 1.35 億美元。 

AI 晶片新創代表寒武紀科技（北京中科寒武紀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6 年，由中科院

計算所（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衍生成立。2016 年發布了世界首款商用深度學習專用處

理器寒武紀 1A 處理器（Cambricon-1A），主要應用於智慧型手機、安防、無人機、可穿戴設備

和智能駕駛等終端設備，具有識別速度快、功耗極低等技術優勢，並衍生出寒武紀 1A、寒武紀

1H 等多個型號，僅在 2016 年就獲得超過 1 億元訂單，成立第一年就實現盈利。在 2017 年 8 月

完成 1 億美元 A 輪募資，由國投創業、阿里巴巴創投、聯想創投等聯合投資，成為中國第一家

人工智慧晶片「獨角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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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台灣 AI 新創，包括沛星互動（Appier）、盾心科技（Umbo CV）、創意引晴（Viscovery）

等公司在募資表現都繳出好成績。 

專精於人工智慧與跨螢技術的新創公司沛星互動科技（以下簡稱 Appier），於 2012 年成立， 

Appier 藉由獨有的深度學習與機器學習演算法，協助企業處理和整合龐大數據量，進而輕鬆獲

取有價值的商業洞察、擴大用戶群並進行用戶行為預測。連續二年被國際知名市調機構 CB 

Insights 評選為 2017 與 2018 年「全球 100 大人工智慧企業（AI 100）」，彰顯了 Appier 是具

開創性與發展前景的團隊。Appier 在種子與 A、B、C 輪募資後，已共獲得超過 8,200 萬美元

（約新台幣 24.8 億元）資金挹注。新一輪的資金將有助於 Appier 持續針對企業需求，深入開

發各種人工智慧應用平台。為強化研發能量，除了目前位於台灣的 AI 研發中心，Appier 也將

招募全球頂尖人才，在新加坡成立研發團隊，同時深耕亞洲 14 個營運據點。 

Umbo CV (盾心科技)於 2014 年成立，總部位於台北，是一家專注於 AI 影像辨識軟體研發

的創新公司，訓練監視器辨識人與人的行為，專門研發具有自主學習能力的安控系統，強化監視

器的主動保全功能。在 2014 當年是全球極少數同時擁有電腦視覺與機器學習技術團隊的公司。

盾心科技的旗艦產品為 AI 影像學習系統 Light 推出的新功能「 Light 事件偵測」，其應用了精

密複雜的類神經智慧網路技術自主訓練，透過錄影時間與影像空間環境中擷取大量資訊進行解

讀與分析，即時辨識異常影像與可疑的行為活動，大幅防止犯罪發生。諸如闖入未經授權的區域、

肢體衝突、可疑徘徊與遊蕩、翻牆以及尾隨進入等，Light 皆能於第一時間發出警告。盾心科技

也是國內少數幾家將人工智慧落地化的新創企業之一。累計盾心科技獲得的投資總金額已高達 

960 萬美元，晉身成為台灣最具指標代表性的人工智慧公司之一。 

Viscovery (Visual Discovery) 成立於 2013 年，專注電腦視覺與深度學習的「Visual AI」技術，

協助各垂直領域的領頭羊企業導入各式 AI 解決方案，是亞洲視覺辨識技術與影音大數據的領

航公司。 Viscovery 透過全球專利算法，自動分析並標籤大量的圖片與影片，將圖片與影片中的

視覺內容轉化成結構化、多維度、含有高度商業價值的 Visual Big Data （視覺大數據）。至今

已累積超過千萬 SKU 商品資料庫，完成超過上億次等級的自動標籤辨識請求，同時實現毫秒級

別的辨識速度與精準度。Visual AI 服務應用包含電子商務、智慧零售、媒體廣告、工業 4.0 等，

累計獲投 1,5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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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圖 1-10、國內外代表 AI 新創企業 

 

四、人工智慧的挑戰與機會 

「人工智慧」已成為近年最受產、官、學界關注的熱門潮流，亦是時下討論「顛覆性創新」

時必備的關鍵詞。今年 AlphaGo 在中國烏鎮擊敗柯潔後，人工智慧的聲勢衝上了巔峰，各家研

究機構更將 AI 列為未來最具爆發性成長的產業。專注於早期階段，尋覓科技創新技術的投資者

自然不會忽視這一波 AI 浪潮，而其關注也反映在新創企業身上。近年各樣領域的新創企業，募

資時必稱以 AI 作為重要的應用技術。而 AI 的跨領域的特性也確實影響了許多的領域，諸如物

加州自駕車新創
成立：2014
總部：美國加州
USPTO專利申請數：32
獲投：2.9億美元/2輪

自駕車新創
成立：2017
總部：美國匹茲堡
USPTO專利申請數：0
獲投：10億美元/1輪

蔚來汽車（中國）
成立：2014
總部：美國加州
SIPO專利申請數：274
獲投：21億美元/4輪

Quanergy Systems
成立：2012
總部：美國加州
USPTO專利申請數：8
獲投：1.35億美元/4輪

網路安全新創
成立：2012
總部：美國加州
USPTO專利申請數：17
獲投：1. 77億美元/4輪

商湯科技利用深度學習
進行影像辨識
成立：2014
總部：中國北京
USPTO專利申請數：6
獲投：10.1億美元/4輪

成立：2011
總部：中國北京
USPTO專利申請數：32
獲投：6.07億美元/5輪

以深度學習、電腦視覺
為核心的人工智慧企業

網路安全新創
成立：2011
總部：美國加州
USPTO專利申請數：24
獲投：2.81億美元/5輪

網路安全新創
成立：2013
總部：美國加州
USPTO專利申請數：15
獲投：1.25億美元/5輪

網路安全新創
成立：2014
總部：美國加州
USPTO專利申請數：9
獲投：2.92億美元/5輪

語音辨識、語意分析新創
成立：2012
總部：中國北京
SIPO專利申請數：9
獲投：1.25億美元/5輪

癌症大數據
成立：2012
總部：美國紐約
USPTO專利申請數：1
獲投：3.13億美元/3輪

癌症基因檢測新創
成立：2013
總部：美國加州
USPTO專利申請數：5
獲投：3.0億美元/2輪

藥物開發
成立：2013.11
總部：英國倫敦
WIPO專利申請數：1
獲投：1.0億美元/2輪

網路安全新創
成立：2015.10
總部：中國深圳
SiPTO專利申請數：2
獲投：2.0億美元/2輪

沛星移動
人工智慧與跨螢技術
成立：2012
總部：台灣台北
USPTO專利申請數：1
2017、2018 AI 100
獲投：8,200萬美元/4輪

盾心科技
安防
成立：2014
總部：台灣台北
台灣專利申請數：1
獲投：960萬美元/2輪

創意引晴/Viscovery
影像辨識技術
成立：2013
總部：台灣台北
USPTO專利申請數：4
獲投：1,500萬美元/2輪

深度神經網絡ASIC 晶片
成立：2015
總部：中國北京
獲投：2.9億美元/2輪

商用深度學習專用的
Cambricon-1A處理器
成立：2016
總部：中國北京
獲投：10億美元/1輪
CB Insights 2018 AI 100

深度學習ASIC晶片
成立：2016年
總部：英國布里斯托
獲投1.1億美元（A,B,C輪）
CB Insights 2018 AI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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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金融科技、網路安全、汽車科技、零售科技、智慧家庭、穿戴裝置等，都看得到 AI 的蹤

影。 

整體而言，人工智慧的未來可以分為「產業 AI 化」（亦即 X＋AI）與「AI 產業化」（AI+），

依照目前發展與競爭的概況來看，基本上，X＋AI (產業 AI 化)較易找到獲利應用模式，儘管科

技巨頭領先，仍有許多技術型新創在以下領域突圍成功，如健康醫療、核心 AI 技術（機器學習、

機器視覺、語音辨識、虛擬助手）、資安、商業應用(BI、AD Tech)、金融科技、IoT、運輸。對

台灣 AI 新創相對具突圍機會，包括資安、智慧製造、智慧商業、銷售/廣告等領域。建議創利用

大公司發展的平台，在特定領域解決適合的問題，關鍵是挑對核心主題，定義 AI 化之後的體驗

與價值。相對於產業 AI 化，要發展「AI 產業化」面臨挑戰較多，包括技術、資金投入、市場競

爭。適合台灣的要件是獨有的數據，因此有機會突圍的領域為 AI 醫療、AI 金融產品預測。相對

地，自駕車、人臉辨識、AI 核心技術等領域，國際科技巨頭與新創領先群已占據領地，要突圍

相對困難。 

另外，台灣在 AI 發展的機會，絕對不能忽視台灣的硬體優勢。未來轉型的機會是善用開源

開放平台，從演算法出發，重新定義硬體，發展 AI 相關硬體，如開發深度學習智慧晶片與配套

工具，以及高精度、高可靠、低工耗、低成本的智慧感測器等。 

儘管人工智慧深具市場潛力，亦站在投資的風口上，但仍面臨諸多挑戰。首先是人才的養成，

在 AI 的跨領域特性下，需要的是既具備程式能力、數據分析，同時具備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與溝通協調能力的跨領域全才。而這種人不但是鳳毛麟角，更可能是一個需要培養

的「AI 團隊」。其次是在軟硬整合下，AI 生態體系的標準化尚未成熟，尤其是在開源技術發達

的今天，串聯數據系統並兼顧資訊安全的解決方案仍是難以突破的發展障礙。此外，AI 的背後

需要大量數據以及算力的支持，資訊時代的 M 型化將是不可抵擋的趨勢，人才更將集中於擁有

資源與技術的一方。如何因應這股趨勢，在 AI 時代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與獨特性，不論對社會乃

至於個人而言，都是必須深思的問題。 

參考來源 

1. 台經院，「人工智慧領域早期投資與專利局分析」，2017.11。 

2. 台經院，「人工智慧領域投資趨勢分析」，2017.12。 

3. CB Insights, https://goo.gl/GU1R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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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4 月焦點 2】區塊鏈+XYZ 

 

 

 

 

 

 

 

 

 

 

 

 

 

 

 

 

 

 

 

 

 

 

 

 

 

 

區塊鏈技術應用於能源產業 

根據 Greentech Media 於 3 月份針對區塊鏈技術運用於能

源產業的研究報告，從 2016 年 4 月出現將區塊鏈技術運用於

能源產業的專案，2017 年下半年可說是全球認同區塊鏈結合能

源產業具有潛力的轉折點，截至 2018 年 1 月，已有 122 家企

業參與了此領域，同時在 2017 年第二季至 2018 年 1 月之間，

以能源為重點的區塊鏈新創企業，獲得的投資與補助已超過 3

億美元。 

資料來源：Greentech Media 

根據募資管道的不同，有 75%來自 ICO，Greentech Media

也預期未來募資的趨勢會持續依此態勢進行。 

資料來源：Greentech Media 

 

 

當人們討論到區塊鏈時，有

時指的是區塊鏈的底層技

術，有時則是區塊鏈的應用

層面，更有時其實談的是數

位貨幣或數位資產，無論內

容為何，都透露出明顯的訊

息，就是區塊鏈全面性地在

影響各個產業。 

然而區塊鏈並非無所不能，

若沒有案例與場景，許多討

論仍停留在空中樓閣，是否

可實際運作、是否比現有的

環境或系統更加有益，都還

有許多需要深究的空間。本

文挑選當前區塊鏈所碰觸

到的三個領域，將對應的案

例與場景稍做整理與探討，

藉由這些資訊，除了可更有

效地理解區塊鏈的應用層

面，也可觀察出當前的發展

熱點。 

黃敬翔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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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投資將會增加 

如東電(Tepco)、Innogy 以及 Centrica 皆已投資多家新創，此外也聯合 Pacific Gas & Electric

以及 Engie 投資了區塊鏈聯盟，例如 Energy Web Foundation，這些將使設施投資同步成長。 

美國的能源基礎設施進入試驗階段 

Pacific Gas & Electric 在加州提出 Electric Program Investment Charge 預算，將用於提供兩個

區塊鏈試驗專案資金，該公司目前正在招募區塊鏈項目經理，主要負責監控各項區塊鏈能源項目

的實施作業。 

Ameren 計畫與 Omega Grid 合作展開區塊鏈能源試驗項目，後者參與 Ameren 的加速器項

目。而隨著越來越多的能源設施公司加入試驗，也會帶動其他公司仿效。

 

資料來源：Greentech Media 

能源批發交易將實現商業化部署 

對等網路能源交易是大多數試驗專案關注的焦點，占計畫和完成專案的 59％，但仍未取得

商業化的可行性成果。之前兩家歐洲企業與數十個行業夥伴合作，展開能源批發交易試驗專案取

得較為明顯的成功。 

提出能源批發交易試驗項目的 BTL 在今年 1 月份宣佈將會建立商業交易平台 OneOffice，並

使用區塊鏈技術營運；另一家 Ponton 表示在 2018 年將全面部署批發交易平台。 

其他新創企業也在努力攻佔此領域，尤其是隨著商業模式的初步形成，將有越來越多的企業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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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reentech Media 

其他商業模型將落地 

GTM Research 預期，電動汽車充電和再生能源信用（REC）交易將會成為區塊鏈在能源領

域的首批能獲利的應用方式。 

因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有限，且尚未有計費、調度和支付軟體的統一標準，對新概念和新

技術的進入自然阻力較小。在 REC 交易方面，區塊鏈可以取代傳統平台並減少重複計算的可能

性。開發人員可以在符合現有法規前提下設計這些 REC 交易平台。 

區塊鏈應用於能源產業將日趨普及。區塊鏈技術可降低交易成本、溯源並提升效率 

根據 CB Insights 於 3 月份整理區塊鏈應用於能源產業的新創企業現況，目前主要可區分為

交易平台、交易代幣化及其他等次領域。 

能源交易平台 

多數應用區塊鏈技術的能源項目聚焦在 P2P 能源交易平台。 

LO3 Energy 與西門子公司在布魯克林區合作成立「布魯克林微電網(Brooklyn Microgrid)」，

使用戶可透過區塊鏈向彼此購買和銷售能源。這意味著用戶可自由選擇供電來源，如太陽能電板

所產生的乾淨能源，而生產過多能源者也能出售剩餘的電力。 

Conjoule 也是同樣致力於使用戶在平台上出售未被使用的太陽能，交易將記錄於該公司的區

塊鏈平台上。 

The Sun Exchange 則是將 P2P 交易平台模式運用在太陽能發電募資上，用戶透過該平台募集

資金架設太陽能板，並將收益回饋給出資者。 

Electron 也嘗試架構一個新的能源框架平台，使用戶在選擇能源供應商、交易能源等項目上

提供更為靈活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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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交易代幣化(憑證化) 

Power Ledger 利用代幣作為能源交易平台的流通媒介，最為特殊的地方是該平台採用雙代幣

制，代幣 POWR 作為參與平台交易的憑證，而 Sparkz 則作為交易媒介。 

SolarCoin 則是提供一款太陽幣機制，當太陽能發電廠在註冊並接通 SolarCoin 的平台後，依

據發電量等值換得免費的太陽幣，SolarCoin 計畫利用太陽幣作為發電證明，進而鼓勵政府或其

他單位利用此機制獎勵或將太陽幣作為某種交換媒介。 

Bankymoon 是提供區塊鏈解決方案的公司，目前進行的一項方案提供全球民眾透過加密貨

幣的捐贈作為非洲貧困學校的水電資金。 

其他案例 

Grid Singularity 正在建構一個全新的區塊鏈體系，希望提供監管單位、營運商、投資人以及

消費者可全方面參與的一系列應用，可作為電網管理、促進投資以及綠色憑證交易的平台。 

德國能源集團 RWE 子公司 Innogy 分別與電動車充電平台新創 Share&Charge 以及 Oxygen 

Initiative 分別在德國與舊金山合作，以區塊鏈技術作為付費機制。 

區塊鏈技術挑戰銀行業務 

銀行業務可說是目前最快並大量被區塊鏈技術挑戰的領域，區塊鏈技術從降低中介成本的

角度切入銀行業務，正好瞄準第三方費用過高的痛點。根據 CB Insights 於 2 月份整理區塊鏈應

用於銀行業務領域上，目前主要可區分為支付、結算、籌資、證券及貸款等次領域。 

支付 

區塊鏈技術透過更低的手續費及更快的結算速度，滿足原本需要第三方介入的交易需求。 

例如 TenX，將加密貨幣錢包建立於簽帳卡上，使其用戶可以在一般消費時使用加密貨幣以

實時的兌換率換成法幣後直接付款消費。 

BitPesa 則在提供非洲國家的 B2B 付款方案，因非洲金融基礎設施不足，利用比特幣付款的

方式能達到更好的效率以及更低的手續費用。 

BitPay 提供企業接受加密貨幣的解決方案，同時也提供消費者使用加密貨幣付款的錢包軟

體。 

結算 

現存的金融基礎設施與系統使得銀行間的結算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特別是跨國間的交易，其

中所產生的中介費用也非常高，然而區塊鏈技術可加強參與者的信任，並透過適當的機制使整體

結算速度加快、降低過程中所需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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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當前跨國轉帳透過 SWIFT 執行，而區塊鏈技術企業 Ripple 則在試圖取代 SWIFT。SWIFT 是

單向的資訊傳送，與電子郵件非常相似，透過與銀行現有的分類帳直接集成，而 Ripple 的 xCurrent

產品為銀行提供了一種更快以及雙向的通信協議，允許實時通信和結算。據 Ripple 所提供的估

算，若完整使用其所提供的服務，可降低 60%的費用。 

                資料來源：Ripple 

R3 同樣也在此領域持續耕耘，R3 Corda 吸收了分散式帳本的優點，但基於針對私有鏈與聯

盟鏈的開發，為加重對於隱私的維護、提升交易的速度等因素，仍持續在底層架構與各個專案下

研究與改進。 

當然，SWIFT 在不久前也發布測試區塊鏈的報告，這告訴我們競爭帶來了進步，結算系統

的改變，應在不久的將來能使所有人享受到更高效與收費合宜的體驗。 

籌資 

雖然籌資這項事務不能完全歸為銀行業務，但透過 ICO 的方式更快更容易以及無國界的募

集資金方式，也勢必影響到銀行的相關業務。據 CB Insights 提供的資訊，去年 ICO 募集資金達

56 億美元，更瘋狂的是許多企業或團隊僅提供白皮書，無產出無實例，就募到過去位於 B/C 輪

的資金，自然吸引到許多打算撈一筆的惡質團隊。 

ICO 募資可說是去年最為成功的區塊鏈技術應用方式，Ethereum 提供發行代幣的智能合約

更是助長此態勢的火苗。根據 Coinmarketcap 的記錄，市值前 100 大的代幣超過 90%都是基於

Ethereum。 

CoinList 為創投媒合平台 AngelList 所成立，主要針對代幣銷售提供相關服務。CoinList 會對

投資者及協助的 ICO 專案進行審查以符合監管需求，並提供相關的一站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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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開始因加密貨幣價格的下跌以及參與者逐漸學習如何判讀欲 ICO 的團隊優劣，熱度稍

有下滑，此外各大社群媒體開始禁止 ICO 廣告，這將導致希望透過 ICO 獲得資金的優良團隊一

併受到牽連，然而隨著私募與風險投資也開始介入此領域，加上當前多數國家的法規仍處於灰色

地帶，想必經過時間的淬鏈與洗禮，ICO 募資方式或是延伸的變形機制應還是熱門選項。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證券 

過去圍繞著紙質所有權，這個社會架構了包含經紀商、交易所、中央證券存託機構、清算機

構和託管銀行來實現交易股票與債務等證券，這樣的系統涉及層面與參與者眾多，因此必須付出

許多手續費以及花費非常多的時間達成真正的所有權轉移。 

區塊鏈技術很有機會將此過程平面化，同時降低費用與加速移轉時程，於三月初，瑞信銀行、

ING 集團以及 HQLAx 合作成功完成在 R3 Corda 區塊鏈平台上進行的證券交易。 

澳洲證券交易所也在去年年底與 Digital Asset Holdings 合作，宣布將採用 DLT 取代 CHESS

處理股票交易。 

貸款 

當企業或個人有貸款需求時，銀行需先審閱信用評分，並藉此評估風險。CB Insights 引用美

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估計資料，有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其信用評分有重大錯誤，這將使他們難以獲

得貸款。此外，這些敏感資訊過度集中也存在極大風險，2017 年 Equifax 遭駭導致 1.43 億筆資

料外洩。 

區塊鏈技術對於資料的保存方式，有機會拓展更多信用訊息的保存，使人們可以藉由其他資

訊累積信用評等進而獲得貸款，這部分已在小型的 P2P 貸款市場發酵，更可能直擊當前貸款機

制的巨大市場。以下為數個當前正在運作的案例： 

Salt lending 提供了用戶抵押加密貨幣換取現金的貸款撮合平台，概念與抵押房屋、汽車等資

產相同，此模式使得仍希望持有加密貨幣所有權的人能獲得更自由的資金運用方式，而擔心加密

貨幣波動過高但仍對於進入加密貨幣市場有興趣的人，能透過此方式獲得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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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Lend 是一個基於以太坊的分散式應用（DApp），可用 ERC-20 代幣或 Ethereum Name 

Service 做為標的，以智能合約的方式進行抵押貸款，實現真正無第三方的貸款機制。 

Celsius 建立了一款加密貨幣錢包，提供用戶在錢包內可直接抵押加密貨幣借貸美元的管道，

同時也在建構使用戶可借出加密貨幣獲取利息的反向管道。 

Bitbond 提供基於比特幣的借貸撮合平台，需要資金(比特幣)的用戶需提供資金用途、金額

等多項訊息，在該網站公告後由可提供比特幣的用戶自由投資，以自由市場與拆分債權的方式達

成更有效率的資金配置。 

區塊鏈技術改善保險業務 

保險領域是否為區塊鏈技術天生適合應用的領域？首先，保險涉及的參與者眾多，包含消費

者、經紀人、保險公司和再保公司，此外，整個保險體系可說是基於紙質的保險契約做為主軸所

架設，這代表著充滿了人為失誤、訊息遺失以及冗長的行政流程。從這個角度看來，區塊鏈技術

的本質非常適合創新與改造保險領域。 

先不論區塊鏈技術進入保險領域後將會面臨的法律與監管問題，以保險本身的技術問題而

言，CB Insights 提供了區塊鏈技術可插手的保險領域四大方向，分別為反詐欺和風險防範、財產

及意外保險、醫療保險以及再保。 

反詐欺和風險防範 

因理賠流程的複雜性，牽扯多家保險公司與再保公司，充滿了緩慢的文書工作流程，這使得

惡意分子有可趁之機，例如針對單一事件向多家保險公司索賠，或使得保戶重複投保，徒增保費

的損失。 

區塊鏈的分散式帳本提供了難以修改可增加信任的記錄方式，也使得保險公司之間可更有

效率地協作，遏止可疑行為。據 CB Insights 提供的資訊，目前保險公司為了防止詐欺行為所購

買相關數據的必要支出，至 2023 年可能高達 420 億美元，這些數據在不同組織間通常不一致且

難以共享，阻礙了整個產業在防止詐欺上的效率。 

當前的案例如 Everledger，其使用區塊鏈技術為買家、賣家和保險公司創立鑽石所有權的分

類帳。該公司利用區塊鏈技術記錄數位化的 160 萬顆鑽石資訊，每顆鑽石的數位資訊包含序號、

顏色、淨度、切磨以及克拉等，形成鑽石的數位指紋儲存在不可竄改的分類帳上。這樣的資訊登

記方式可降低詐欺，例如鑽石擁有者若謊稱鑽石被盜取而申請保險理賠，爾後將同一顆鑽石變賣

時，因鑽石的資訊可實時訪查，可更容易追蹤到惡意詐保。 

Kasko2Go 為以色列的汽車保險新創企業，目前朝結合區塊鏈溯源技術與 3D 建模技術，將

事故現場建立成數位指紋，除了保存事實資訊以外，也加強判讀事故的成因資訊，降低重複理賠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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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領域 

財產及意外保險 

財產和意外保險的障礙在於需要收集大量的數據以評估和處理索賠，這個過程涉及大量人

工數據輸入和多方的協調。若透過數位方式追踪和管理實體資產，區塊鏈技術可以運用智能合約

編寫業務規則並自動處理索賠，同時提供永久性的審查追踪。 

新創 Stratumn 在 French Federation of Insurer 主導下，與 14 家法國保險公司以及德勤合作測

試解決方案，協助其成員高效且安全地管理保險流程。此次測試主要在因應法國新的哈蒙法

（Hamon Law），透過區塊鏈讓客戶的資料傳輸與轉移更有效率。 

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同樣是個複雜的問題，除了與財產和意外保險類似的問題之外，更擴及個人隱私、

醫療資訊散落各個醫療機構等，這些都造成更高的成本與可能的失誤。 

具體而言，CB Insights 指出兩個最大的障礙： 

1.過時與複雜的醫療記錄基礎架構：醫療數據散落在不同的醫院、診所、藥房、保險公司等，

且依據不同的格式與標準保存醫療數據； 

2.嚴格的隱私法律形成數據孤島現象：為了確保患者的個人資訊安全，而副作用就是增加如

保險公司調用相關資訊的成本。 

透過區塊鏈技術的解決方案是將醫療數據控制權交還給患者，患者本身擁有訪問權以及授

權訪問權。MIT 所主導的 MedRec 正在嘗試將醫療數據與區塊鏈技術連接，這將使保險業者可在

獲授權下訪查受到保護的數據，改善醫療保險的流程進而降低成本。 

資料來源：MedRec 

再保 

再保相較於上述的次領域，更側重於流程與資訊交換，區塊鏈目前發展的資訊追蹤與共享特

質，搭配智能合約的應用，可能是保險領域中可最快真正落地的次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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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i Services AG 為 Blockchain Insurance Industry Initiative(B3i)在不久前組成的新創企業，作

為擁有自有資本和知識產權的獨立法人機構，B3i Services AG 可以簡化區塊鏈解決方案的開發、

測試和商業化。B3i Services AG 目前推出的 Property Cat XOL Contract 為針對保險/再保業務的平

台，以減少人為操作、提高效率與保存契約為主要目的。 

         資料來源：B3i 

參考來源 

CB Insights、GTM RESEARCH 

網址： 

1. http://bit.ly/2Jf7GdJ 

2. http://bit.ly/2E8PfU4 

3. http://bit.ly/2q0KnfL 

4. http://bit.ly/2H6uX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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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4 月焦點 3】2018Q1 全球數位醫療

投資動能持續強勁

 

 

 

 

 

 

 

 

 

 

 

 

 

 

 

 

 

 

 

 

 

 

社會高齡化的趨勢與疾病型態慢性化的變化，全球面臨醫

療支出持續高漲的問題，造成各國嚴重的財政負擔，為此各國

政府皆透過醫療支出節約政策、增加醫療支出效益比以及提高

前端的預防監測與健康促進等方式，藉由雙管齊下的方式，期

望能夠對症下藥，以減緩日趨嚴重的醫療支出問題。然而對個

人醫療而言，往往面臨「三長一短」的痛點，亦即「掛號排隊

時間長、看病等候時間長、取藥排隊時間長、醫生問診時間短」。

另外，也因問診時間短，造成疾病診斷不準確，失去早期治療

的機會或浪費醫療費用。 

隨著數位及行動技術的發展，加上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

精準醫療技術革新，帶動數位與智慧醫療的快速發展，提高健

康醫療服務的效率、疾病診斷準確率與提供更好的個人化醫療

的體驗，更重要是降低龐大醫療成本。因此，各國政府均積極

將發展數位醫療（Digital Health），作為降低龐大醫療支付的重

要策略，此也帶動全球數位醫療市場的蓬勃發展，不僅吸引新

創企業投入，科技巨頭也紛紛投身於數位或智慧健康醫療的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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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投件數與金額雙雙創下歷史新高。然而 2018 年第一季全球

數位醫療投資是否能持續去年的投資動能？本文將分析 2018

年第一季全球數位醫療的投資動能與風口領域。 

麥肯錫報告指出數位醫

療，每年可以降低美國醫

療成本 3,000 億～4,500

億美元的成本。國內科技

部也將數位醫療列為優先

發展的領域，顯示其重要

性。 

由於數位醫療市場龐大，

加上技術與商業模式不斷

創新，愈來愈多新創企業

投入此一領域，也吸引風

險投資人的興趣。美國

StartUp Health 統計指出

2017 年全球數位醫療新

創獲投件數與金額雙雙創

下歷史新高。 

時序來到 2018年第一季，

數位醫療投資是否能持續

去年的投資動能？本文將

分析 2018 年第一季全球

數位醫療的投資趨勢。 

林 秀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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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Q1 全球數位醫療獲投件數與金額再次創下史上第一季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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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投資件數與金額在 2017 年雙雙創下歷史新高。而 2018 年第一季全球數位醫療獲投件數達 191

件，較去年同期成長 4 成以上；投資金額 28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大致持平，僅微幅增加。由於

2017 第一季有 GRAIL 高達 9.4 億美元的鉅額投資，若去掉該筆投資，2018Q1 投資金額則較去

年同期成長超過 48％。從圖 3-1 中，可發現從 2010-2018 年中每年的第一季獲投金額逐年增加，

顯示數位化、大數據、人工智慧、精準醫療技術新創，在近幾年不斷顛覆醫療領域，因此能緊緊

吸引投資人的目光。 

 

註：投資資料涵蓋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種子、創投、公司創投、私募股權的資料。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圖 3-1、2018 年第一季全球數位醫療獲投趨勢 

 

二、61％投資件數集中在早期階段，中、後期投資件數占比上升 

依據各階段的投資件數占比，發現從 2018 年第一季數位醫療企業獲投的階段持續高度集中

在早期階段（種子輪＋A 輪），占比達 61％，相對於 2017 年的 65％，減少 4 個百分點。但可以

看到 2018Q1 的中期階段（B 輪＋C 輪）投資件數占比較 2017 年全年增加 3 個百分點，而後期

階段（D 輪～）占比也上升 1 個百分點。整體而言，2018 年第一季全球數位醫療投資階段雖仍

以早期階段為主要，但有朝向中、後期階段投資的趨勢。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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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圖 3-2、2018Q1 數位醫療領域新創企業獲投階段結構-按件數 

 

三、2018 年第一季全球數位醫療的投資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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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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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包括：功能、應用、最終用戶、專業、技術等，將獲投資料的重新解構與分析。期望此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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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18Q1 熱門前十大功能領域：生物特徵數據採集獲投金額最高 

根依據獲投新創企業提供的功能（主要功能活動/價值驅動），「生物特徵數據採集」功能的

獲投件數雖不是最高，但幾乎涵蓋硬體設備的提供，平均與整體獲投金額最高。從前十大獲投的

功能來看，可以發現投資人仍繼續避開需要長期研發功能領域，而是選擇了更快落地的市場解決

方案，如行政工作流程、臨床工作流程和個性化醫療。 

表 3-1、2018Q1 數位醫療投資熱門前十大領域-按功能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次領域 募資金額 募資
件數

平均投資
規模

投資規模
中位數

1 生物特徵數據採集 ＄537M 19 ＄29.8M ＄6.5M

2 臨床工作流程 ＄472M 33 ＄19.7M ＄5.2M

3 行政工作流程 ＄347M 28 ＄14.5M ＄4.4M

4 個性化醫療 ＄299M 20 ＄17.6M ＄13.0M

5 研究 ＄289M 14 ＄20.6M ＄13.0M

6 病患賦權(健康促進、自我管理） ＄280M 43 ＄7.4M ＄2.0M

7 保險 ＄231M 6 ＄38.5M ＄2.4M

8 人口健康 ＄230M 10 ＄23.0M ＄20.0M

9 健康/福利 ＄159M 18 ＄9.9M ＄7.5M

10 教育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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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Q1 熱門前十大應用領域：基因分析、診斷/篩檢與臨床決策支援獲投金額最高，

都超過 5 億美元 

依據新創企業技術的應用情境，包括適用於組織或個人應用，發現在基因分析、診斷/篩檢

與臨床決策支援三項應用領域獲投金額都超過 5 億美元以上，顯示這些技術應用有其市場需求，

最具落地潛力。另外，員工保險或個人保險的投資件數不多，平均投資規模相對較大。 

表 3-2、2018Q1 數位醫療投資熱門前十大領域-按功能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三) 2018Q1 熱門前十大最終用戶：提供「醫療提供者」解決方案新創最受青睞 

若依受益於新創企業提供服務或價值的最終用戶（包括組織或個人）來分類，解決「醫療提

供者」痛點的新創最受投資人青睞，如行政工作流程或臨床工作流程簡化及提高處理效率，2018

年第一季投資金額高達 14.2 億美元，是第二名「針對病患提供解決方案」的 1.5 倍。若進一步分

為 TOB 與 TOC 來看，除了對病患與消費者提供解決方案的新創是屬於 TOC 外，其餘大多屬於

TOB（員工也隸屬公司下、醫護人員也隸屬於醫療院所下）的案件。 

表 3-3、2018Q1 數位醫療投資熱門前十大領域-按最終用戶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次領域 募資金額 募資
件數

平均投資
規模

投資規模
中位數

1 提供者 ＄1.42B 82 ＄17.3M ＄5.8M

2 病患 ＄949M 71 ＄13.4M ＄5.1M

3 消費者 ＄591M 51 ＄11.6M ＄6.0M

4 員工 ＄329M 11 ＄29.9M ＄9.0M

5 雇主 ＄300M 11 ＄27.3M ＄6.3M

6 研究機構 ＄230M 12 ＄19.2M ＄10.5M

7 製藥公司 ＄208M 8 ＄26.0M ＄13.0M

8 支付者（保險公司） ＄80M 6 ＄13.4M ＄14.6M

9 主管機關 ＄64M 6 ＄10.8M ＄1.5M

10 護理人員 ＄30M 4 ＄7.6M ＄5.4M

次領域 募資金額 募資
件數

平均投資
規模

投資規模
中位數

1 基因 ＄565M 11 ＄51.4M ＄40.0M

2 診斷/篩檢 ＄539M 25 ＄21.5M ＄13.7M

3 臨床決策支援 ＄524M 16 ＄32.7M ＄12.0M

4 醫療照護協調 ＄340M 20 ＄17.0M ＄7.8M

5 員工保險 ＄228M 4 ＄57.2M ＄31.4M

6 運作管理 ＄206M 24 ＄8.6M ＄3.5M

7 個人保險 ＄168M 4 ＄42.0M ＄1.5M

8 遠距/持續監控 ＄166M 15 ＄11.1M ＄7.3M

9 照護途徑 ＄148M 7 ＄20.9M ＄20.0M

10 數位治療 ＄143M 8 ＄17.9M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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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8Q1 最熱門前十大專業領域：未知領域與行政管理的解決方案獲投金額最高 

依據新創亟欲解決醫學或疾病的專業領域來分類，2018 年第一季以攻克未知領域與行政管

理的解決方案最受投資人青睞，獲投金額名列前二大。其次是癌症、基因與心血管疾病解決方案

提供者。 

表 3-4、2018Q1 數位醫療投資最熱門前十大領域-按專業領域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五) 2018Q1 最熱門前十大技術領域：網路 App 技術最受投資人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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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都是最高，如 OSCAR 為個人健康醫療提供醫療與保險相關網路 App 服務。其次是基因檢序、

硬體/醫療器材、行動醫療 App、分析工具也是獲投的熱門領域。生物資訊與醫療影像技術的新

創獲投件數雖不多，但平均投資規模則相對較高。雖然 AI 與機器學習在去年甚囂塵上，但在 2018

年第一季數位醫療領域中的獲投金額排名，僅名列第八與第十名，顯示該技術具潛力，但商業化

落地的案件仍有限。  

次領域 募資金額 募資
件數

平均投資
規模

投資規模
中位數

1 未知領域Agnostic ＄444M 46 ＄9.7M ＄3.0M

2 行政管理Adminstrative ＄368M 22 ＄16.8M ＄5.3M

3 癌症Oncology ＄308M 8 ＄38.5M ＄47.0M

4 基因Genomics ＄304M 5 ＄60.8M ＄39.0M

5 心血管疾病
Cardiology/Cardiovascular

＄303M 6 ＄50.6M ＄9.0M

6 初級衛生保健Primary Care ＄193M 11 ＄17.6M ＄8.0M

7 消費者健康醫療
Consumer Health

＄120M 8 ＄15.0M ＄12.5M

8 一般性健康/福利
General Wellness

＄117M 17 ＄6.9M ＄8.0M

9 預防醫學Preventative ＄115M 3 ＄38.5M ＄39.0M

10 慢性疾病Chronic Disease ＄99M 8 ＄12.4M ＄2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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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018Q1 數位醫療投資最熱門前十大領域-按技術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四、市場成熟圖-功能領域的投資階段熱力圖 

依據數位醫療的功能類別，觀察各階段獲投件數，可以看出大部份功能類別獲投案件集中早

期與中期募資輪次，而生物特徵數據採集、健康/福利有開始邁入成熟階段的跡象。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圖 3-3、2018Q1 數位醫療領域的投資成熟度-按件數 

  

次領域 募資金額 募資
件數

平均投資
規模

投資規模
中位數

1 網路 App ＄953M 83 ＄11.5M ＄4.0M

2 基因檢序 ＄497M 9 ＄55.3M ＄40.0M

3 硬體/醫療器材 ＄421M 22 ＄19.1M ＄15.0M

4 行動App ＄409M 59 ＄6.9M ＄5.3M

5 分析工具 ＄393M 38 ＄10.3M ＄6.5M

6 生物資訊 ＄253M 5 ＄50.7M ＄58.0M

7 醫療影像 ＄250M 5 ＄50.0M ＄4.7M

8 人工智慧 ＄230M 24 ＄9.6M ＄5.1M

9 感測器 ＄226M 15 ＄15.1M ＄14.0M

10 機器學習 ＄189M 16 ＄11.9M ＄5.0M

10 8

7

11

7

病患賦權

行政工作流程

生物特徵數據採集

臨床工作流程

研究

個性化醫療

健康/福利

人口健康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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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8 年第一季全球數位醫療投資前十大 

根據 StartUp Health 統計，2018 年第一季數位醫療獲投金額排行榜，HeartFlow、Helix、OSCAR、

PointClickCare 名列獲投資金額前四大，獲投金額超過 1 億元。相對於 2017 年第一季，有三筆獲

投規模上億美元，其中 Grail 獲投金額高達 9.14 億美元。2018 年第一季前十大入榜門檻為 5,900

萬美元，較 2017Q1 第十名的 4,100 萬美元高出 1,800 萬美元，見圖 3-4。前十大分述如下： 

 

圖 3-4、2017Q1 與 2018Q1 數位醫療獲投排行榜 

 

1. HeartFlow  

 

 成立日期：2007 年 

 總部：美國/加州 

 產品與服務：其開發的心血管血液動

力仿真輔助診斷軟件，可以通過 CT 掃

描采集的三維的主動脈和心臟模型計

算出血流儲備分數（FFR），是冠狀動

脈相關心臟病診斷技術上的突破。 

 最近一輪獲投：＄2400M/E 輪/2018.2 

 代表性投資人：Wellington 

Management、Baillie Gifford 等。 

2.  Helix 

 成立日期：2015 年，為 llumina 子公司 

 總部：美國/加州 

 產品與服務：次世代基因檢測 

 最近一輪獲投：＄200M/B 輪/2018.3 

 代表性投資人：DFJ Growth、

Warburg Pincus、Sutter Hill 

Ventures、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PMayo Clinic、llumina 等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7)。

公司 金額 功能類別

1 ＄240M 臨床工作流程

2 ＄200M 生物特徵數據
採集

3 ＄165M 保險

4 ＄146M 行政工作流程

5 ＄80M 人口健康

6 ＄80M 研究

7 ＄75M 生物特徵數據
採集

8 ＄61M 個人化醫療

9 ＄60M 保險

10 ＄59M 病患賦權

公司 金額 功能類別

1 ＄914M 大數據/分析

2 ＄115M 人口健康

3 ＄100M 病患/消費者
體驗

4 ＄90M 大數據/分析

5 ＄85M HER電子病歷

6 ＄65M 研究

7 ＄55M 電子商務

8 ＄52M 人口健康

9 ＄50M 醫療器材

10 ＄41M 研究

2018Q12017Q1

資料來源：StartUp Health Insight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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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SCAR Health 

 成立日期/總部：2013 

 總部：美國/紐約 

 產品與服務：為一家個人健康管理公

司與醫療保險公司。其應用網際網路

模式簡化商業保險的購買程式，並且

透過簡潔的介面設計增強使用者體

驗。使用者在終端用簡潔的語言描述

自己的病情，軟體後台會自動匹配附

近醫生。  

 最近一輪獲投：＄165M/輪次未揭露

/2018.3 

 代表性投資人：Capital G、Verily、

Founders Fund、V8、Khosla Ventures

等 

4. PointClickCare 

 成立日期：1995 年 

 總部：加拿大/多倫多 

 產品與服務：為一家醫療健康類軟體

開發公司，為長期和急性期後續護理

市場（LTPAC）提供護理管理、金融

管理等雲軟體的公司。  

 最近一輪獲投：＄146M/輪次未揭露

/2018.2 

 代表性投資人：Dragoneer Investment 

Group 獨家投資。 

 

5. villageMD  

 成立日期：2013 年 

 總部：美國/加州 

 產品與服務：為一家醫療資訊科技公

司，致力於為初級醫療保健醫生提供

資料驅動服務。 

 最近一輪獲投：＄80M/PE 輪/2018.1 

 代表性投資人：Athyrium Capital 

Management 

6. TEMPUS 

 成立日期：2015 年 

 總部：美國/芝加哥 

 產品與服務：為一家基因與臨床資料

獲取平台，目標在為癌症病人制訂個

性化治療方案。 

 最近一輪獲投：＄80M/D 輪/2018.2 

 代表性投資人：T. Rowe Price, 

Revolution Growth,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7. Personal Genome Diagnostics(PGD) 

 成立日期：2010 年 

 總部：美國/巴爾的摩 

 產品與服務：是一家美國精準診療服

務提供商，致力於癌症的靶向基因測

序實驗和 NGS 的液體活檢技術的研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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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輪獲投：＄75M/B 輪/2018.1 

 代表性投資人：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Windham Venture 

Partners、Maryland Venture Fund、

Inova Strategic Investments 等。 

8. Genetron Health 

 成立日期：2013 年 

 總部：中國/北京 

 產品與服務：焦癌症精準醫療，涵蓋

癌症全週期（風險評估、早期篩查、

分子病理診斷、用藥指導和癒後監

測），為癌症患者、癌症高危人群和

健康人群，以及癌症相關領域研究

者，提供科學專業的分子診療及科研

服務解決方案。 

 最近一輪獲投：＄61M/C 輪/2018.1 

 代表性投資人：V Star Capital, 

Zhongjin Kangrui Medical Industrial 

Fund, Shenshang Xingye Fund 

9. Bind On-Demand Health Insurance 

 成立日期：2016 年 

 總部：美國/明尼蘇達 

 產品與服務：為健康保險新創公司。

致力為個人需求訂製醫療保險方案，

提供線上工具提供消費者或家庭搜尋

保險、醫療院所，並進行比價。 

 最近一輪獲投：＄60M/B 輪/2018.2 

 代表性投資人：Lemhi Ventures 

10. Bright Health 

 成立日期：2006 年 

 總部：美國/明尼蘇打 

 產品與服務：為一個遠距視頻健康諮

詢和問診平台，其透遠端視頻提供健

康諮詢和遠端問診服務。 

 最近一輪獲投：＄59M/未揭露/2018.1 

 代表性投資人：Allianz X  

參考資料 

STARTUP HEALTH INSIGHTS™ REPORTS， 

“Global Digital Health Funding Report 2018Q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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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4 月焦點 4】十大醫療區塊鏈技術

蓄勢待發

 

 

 

 

 

 

 

 

 

 

 

 

 

 

 

 

 

 

 

 

 

 

 

隨著全球醫療保健進入數位化時代，醫療資料安全和患者

隱私保障變得越來越重要。區塊鏈因其去中心化、無法篡改、

低成本和能進行複雜的許可權的管理能力，成為了健康醫療資

料保管的最佳方案。 

區塊鏈可透過代碼的開源和非開源結合聯盟鏈、公有鏈、

私有鏈的選擇來保護病人隱私，同時產生區塊鏈的電子病歷、

檢驗報告等，對解決醫療糾紛是很好的方法。 

2017 年，眾多公司及機構加入到利用區塊鏈技術開發更安

全高效的健康醫療平台或應用的行列中。以下介紹十大區鏈鏈

應用於健康醫療的關鍵詞，藉以瞭解目前區塊鏈在健康醫療領

落地應用概況。 

#1：電子病歷 

目前電子病歷面臨資料洩露、可擴展性、操作性和資料整

合等問題。此外，由於使用者缺乏電子病歷的相關知識，導致

某些公司在個人醫療記錄的銷售和交易中謀取暴利。隨著消費

者意識的提高，希望能夠掌握自己的健康資料，並能隨時隨地

獲取自己的健康資訊。 

 

作為一種安全可靠的去中

心化技術，區塊鏈在風靡

金融領域後，醫療行業也

被認為是區塊鏈技術最有

潛力的應用領域之一。 

2017 年，眾多公司及機構

加入利用區塊鏈技術開發

更安全高效的健康醫療平

台或應用的行列中。以下

介紹十大區塊鏈應用於健

康醫療的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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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一情況，2017 年 11 月 Health Wizz

推出了一款行動平台，利用區塊鏈、行動技術

和資料管理技術，協助患者整理病歷資料，讓

患者可以隨時隨地安全瀏覽自己的資料庫。 

此外，一些特定的組織可以使用加密貨幣

來激勵患者為醫療研究貢獻自己的健康資料。

如 Health Wizz 基於以太坊發行的 OmCoin，

可以讓用戶透過區塊鏈安全可靠地交換自己

的健康資訊。 

Health Wizz 行動平台利用區塊鏈技術為

消費者提供所需的工具，使包括研究機構和製

藥公司在內的利益關係人，共同彙集、管理和

共用醫療資料，同時確保資料的完整性，保護

患者的隱私，真正做到了把患者健康醫療資訊

的所有權還給患者自己。 

Health Wizz 2016 年 5 月成立於美國維吉

尼亞州，在 2017 年 1 月收購美國另一家區塊

鏈公司 KreateIoT。 

#2：Dokchain  

PokitDok 成立於 2011 年，總部位於美國

加州，是一家為健康醫療領域開發 API（應用

程式介面）的公司， 它在 2016 年 10 月首次

推出名為 DokChain 的區塊鏈，一個“跨越醫

療行業，運行於財務和臨床資料交易處理的分

散式網路”。 

PokitDok 是第一家顯示出醫療區塊鏈技

術解決方案價值的公司，不僅與英特爾公司進

行合作，還與亞馬遜和第一資本金融公司等 40

多家公司形成了廣泛的合作聯盟。2017 年 5 月，

PokitDok 宣佈與英特爾開展合作，共同開發 

Dokchain 醫療區塊鏈解決方案，包括英特爾

開源鋸齒湖(Sawtooth Lake)超級帳本作為底層

分類帳，並使用英特爾晶片處理區塊鏈交易請

求，使得 DokChain 的安全等級達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這對於健康醫療領域是至關重要的。 

PokitDok 成立於 2011 年，總部位於美國

加州，迄今共獲得 5,530 萬美元的股權投資，

此外，包括美國守護者人壽保險公司（The 

Guardi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的戰略投資部門 GIS Strategic Ventures 等在內

的多家公司，都對 PokitDok 進行了戰略投資。 

PokitDok 的 Dokchain 主要有五大解決方

案，主要包含保險連接（X12）解決方案、在

線商城解決方案、預約解決方案、身份管理解

決方案及支付優化解決方案五部分核心內容。 

Dokchain 可以簡化患者登記手續，自主處

理健康保險管理，計算超出預算外的開支估計

值，並簡化各種醫療繁雜流程，如醫療支付和

報銷等。如此，患者就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和

精力，得到更好的醫療體驗，省錢且省時。基

此，由於 Dokchain 系統建立了操作標準，開

啟醫療區塊鏈革命性的一步。所以，PokitDok

的 CTO 和聯合創始人 Ted Tanner 稱其為「健

康醫療領域的奇點」。 

#3：NLP 平台 

數 位 健 康 醫 療 新 創 公 司 doc.ai 

Incorporated（doc.ai）成立於 2016 年 8 月，總

部位於美國加州。Doc.ai 公司結合人工智慧和

區塊鏈這兩大新興技術，打造人工智慧醫生，

透過收集大量醫療資料進行學習，進而可以回

答病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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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doc.ai 宣佈推出區塊鏈的自

然語言處理（NLP）量化生物學平台。doc.ai 利

用區塊鏈為其資料集加上時間標記，透過人工

智慧分析處理大量醫療資料，以便個性化地為

用戶提供其健康回饋。 

目前，doc.ai 已透過 ICO 募集 1,230 萬美

元，用以打造此一新型區塊鏈 NLP 平台。患

者在任何時間都能夠透過與人工智慧對話，獲

得自己的健康資訊，讓患者直接與「機器人醫

生」面對面交流。 

doc.ai 還計畫為醫療服務機構和付款方推

出三種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自然語言處理模

組。包括提高對遺傳資料的理解，並為使用者

提供決策支援的機器人基因測檢序平台，可根

據使用者的年齡、性別和病史回答 400 多個血

液生物標記問題的機器人血液學平台，以及使

用最先進深度神經網路和優化技術，利用人臉

來預測包括身高、體重和性別在內的各種解剖

特徵的機器人解剖學平台。 

有了這些平台，患者可以不用去醫院詢問

醫生，而是向人工智慧醫生詢問自己的健康問

題，例如“我如何在三周內降低膽固醇？”或

“我缺鐵，那麼鐵蛋白值最好應該達到多少？”

人工智慧會為每個問題提供答案和附加上下

文，這些答案都是透過去中心化區塊鏈網路中

的個人醫療資料所分析出的。Doc.ai 的 NLP 量

化生物學平台將可解決了目前醫生數量短缺

的難題，為患者尋醫問藥帶來更多的便利。 

#4：PTY 代幣-健康醫療領域第一個加密

代幣 

Patientory 是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一家

醫療區塊鏈解決方案供應商，敦促全球公民通

過區塊鏈解鎖他們的健康資料。2015 年成立，

迄今累計股權獲投 722 萬。 

在 2017 年 4 月，Patientory 宣佈推出其代

幣銷售專案。5 月 31 日，該公司正式開啟了代

幣銷售，這是健康醫療領域的第一個加密代幣。 

Patientory 的願景是建立一種代幣，讓醫

療服務機構不僅可以租用健康資訊儲存空間，

執行專用於健康醫療領域的智慧合約支付和

交易，還可透提高護理品質的補償模式，獲得

相應的獎勵，這種代幣就是 PTY 代幣。 

Patientory 的網路是一個安全的閉環分散

式帳本系統，連接健康醫療生態系統中的各方，

以便在高度安全且支援區塊鏈的健康資訊交

換平台（HIE）中無縫接地交換健康資料。 

而 PTY 代幣如同「燃料」一般，為該網路

提供動力支援。據悉，代幣化將激勵護理機構

提供優質的護理服務，並為醫療服務機構提供

有效的補償獎勵，提高護理品質，同時降低護

理成本。 

利用區塊鏈技術，Patientory 可以對醫院

和保險公司的病人資訊進行加密，使其不再是

集中式資料，而是分散式資料，從而符合《健

康保險流通與責任法案》（HIPPA）的安全規

則。區塊鏈技術能夠更安全和永久地保存記錄

和方便記錄的查閱，降低一般電子病歷容易被

駭客攻擊的弱點。 

透過區塊鏈健康資訊交換（HIE）協調患

者護理，減輕了不必要的服務和重複檢查，降

低了成本並改善了護理週期的連續性。相信

PTY 代幣的出現及使用，可以使健康醫療行業

轉型為價值導向的支付，不斷加速醫療行業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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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密錢包 

BurstIQ 成立於 2015 年 4 月，總部位於美

國科羅拉多，該公司主要提供符合美國醫療電

子交換法案（HIPAA）法案規定的數據平台，

並且無縫利用區塊鏈、高級安全、大數據和機

器智能等技術，幫助醫療企業和個人取得、搜

尋和管理各種健康數據。 

在 BurstIQ 生態系統中，企業和個人可以

定製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以及加值 B2B 服

務和 P2P 網路交易。BurstIQ 平台與整個生態

系統共同協作，提升健康數據安全性，降低醫

療成本。 

BurstIQ 與 Unified Signal 在 2017 年 11 月

10 日達成了戰略合作，雙方共同推出了全球

第一個與行動電話服務捆綁在一起的區塊鏈

加密錢包。這款電子錢包，人們可以用手機在

任何一家支持 Android 和 iPhone 行動支付的

零售店進行消費。目前主要應用在醫院、護理

供應商、保險公司、生物科技公司、數位醫療

公司、加值型服務供應商和政府等機構中使用。

此次合作，將擴大 BurstIQ 公司在手機服務、

手持設備和消費者市場的覆蓋範圍。 

使用者可使用比特幣，以太坊和 BurstIQ

自己的數位貨幣，在自己的手機上利用區塊鏈

安全手機錢包支付購買日常物品，就像國內人

人都使用的支付寶和微信錢包一樣方便。新版

加密錢包的測試版本預定於 2018 年初在

Android 和 iOS 上推出。 

BurstIQ 在 2018 年 2 月宣布完成了一筆

500 萬美元的募資，投資方為 Millennium 

Blockchain，目前揭露的獲投金額為 540 萬美

元。據悉，該公司曾在 2018 年瑞士達沃斯世

界經濟論壇上發起了股權私募，共計劃募集

2,000 萬美元，本輪募資也是這筆私募交易的

一部分，預計私募輪會在 3 月 31 日前全部完

成。 

＃6：創新合約 

目前美國健康醫療市場中，近三分之一的

付款採用的是新型支付模式。越來越多的醫療

機構和企業看到區塊鏈在醫療資料保存和醫

療支付、報銷等方面帶來的可靠性、安全性及

便利性，Curisium 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Curisium 於 2017 年 9 月成立，是一家總

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曼哈頓的健康醫療

技術和服務公司。2017 年 12 月 Curisium 公

司宣佈已從 Flare Capital Partners 、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NEA）、Shuttle Fund 等

重量級創投公司獲得 350 萬美元的種子輪投

資。 

Curisium 以醫療區塊鏈為基礎，為消費者、

供應商和生命科學公司提供量身訂製的解決

方案，構建以患者為中心的、價值導向的創新

合約解決方案。 

Curisium 打破現有框架改變當前的健康

醫療狀況，讓每個患者都能擁有可擴展的價值

導向護理合約。傳統的健康醫療合約基本都是

以大量人口為基礎，而 Curisium 以個體患者

為基礎，利用區塊鏈技術將各事件的少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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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為完整的患者健康狀態來呈現，從而簡化

合約，並能從不完整的資料推斷出新的結論。 

Curisium 推動區塊鏈醫療平台的發展，如

何改變全球醫療行業，第一為醫療機構和創新

型新興企業提供區塊鏈的互通性、隱私性和安

全性，甚至是轉換電子健康記錄軟體的可能性。

第二透過區塊鏈技術可以使患者更佳控制自

己的醫療資料。第三在藥品供應鏈應用區塊鏈

技術來建立一個監管鏈記錄，這將使不合格和

欺詐的藥品難以進入市場。 

＃7：醫療區塊鏈應用 APP 

最近幾年，隨著生物科技業多項技術突破，

導致研究機構和臨床試驗點的工作量越來越

大。Florence Healthcare 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

亞特蘭大的醫療科技新創公司，成立於 2014

年 8 月。Florence Healthcare 數位化解決方案

可以協助醫藥公司、醫院研究人員、以及臨床

試驗點把繁瑣的臨床試驗資料資訊導入雲端，

提升新藥的研發效率，並且確保臨床試驗安全

性。加上，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已經發佈了

新規則，要求從 2017 年 5 月開始，所有的臨

床試驗資料必須落實數位化提交，不再接受紙

本文檔，這對於 Florence Healthcare 公司來說

是一個重大利多。 

Florence Healthcare 公司的最終目標，是

希望在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的監管

下，讓醫療界各方都能彼此分享資料，加速藥

物研發速度，及時治療患者。 Florence 

Healthcare 的數位化解決方案則能夠大大減

少時間和資金成本，不僅可以實現流程雲端數

位化，而且支援離線生成醫療記錄和試驗報告。 

2017 年 9 月，Florence 和區塊鏈資產擔保

公司 Verady 宣佈合作開發醫療區塊鏈應用

APP，共同推進醫療和臨床研究。Verady 的應

用程式設計發展介面（API）將提供一個方便

使用、標準化的表述性狀態傳遞（ReST）介面，

為 Florence 的客戶降低區塊鏈的複雜性。

Florence 和 Verady 將與幾家製藥公司合作，

共同開發用於管理患者和臨床試驗資料的開

源區塊鏈 APP，可以讓研究機構和企業通過區

塊鏈更佳地掌握病人資料。透過 Verady API 

管理的患者和臨床試驗資料，讓研究團隊能夠

在尊重患者權利的同時，利用兆百萬位元組級

的患者資料，進行臨床研究。 

＃8：智慧監測設備 

2017 年 10 月，諾基亞和芬蘭最大的金融

服務集團之一的 OP Financial Group 聯手推出

了一個新的醫療區塊鏈試點項目。 

該醫療區塊鏈試點項目將偏重於讓消費

者對其個人健康資料進行安全控制，包括透過

區塊鏈技術實現共用、取得和使用消費者的個

人健康資料。 

該區塊鏈試點專案將挑選 100 名參與者，

透過諾基亞穿戴式智慧監測手錶 Nokia Steel 

HR，分享參與者每日行走步數和睡眠時間，並

在區塊鏈上保存相關資料。區塊鏈會對應用程

式上共用的資料進行加密，而這些資料只能由

OP Financial Group 公司讀取。此外，該公司還

會對用戶的表現和其健身目標進行比較，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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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標的使用者進行積分獎勵。該試點希望成

為醫療保險和醫療專案的一種激勵模式，從而

促使客戶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諾基亞表示，該試點在獲得使用者的信任

的情況下，收集全球健康相關資訊。與 OP 

Financial Group 的合作，象徵諾基亞建立全球

數位健康生態系統的目標向前邁出一步。  

＃9：企業級醫療區塊鏈 

Change Healthcare為美國最大的獨立醫療

IT 公司之一，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醫療服務，

使用智慧醫療網路處理了 120 億次醫療相關

的交易，每年處理的索賠超過 2.0 萬億美元。 

Change Healthcare 在 2017 年 6 月決定加

入 Hyperledger 計畫成為會員之一，Change 

Healthcare 成為第一個加入的醫療公司。

Hyperledger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合作計畫，致

力於推動區塊鏈的發展。其目標是希望結合

Hyperledger 成員，共同推動開放、分散式的帳

本(Ledge)科技，提高醫療產業的金融操作互通

性。Hyperledger 在 2016 年 10 月成立了醫療

工作小組，希望協助醫療產業實現開放式區塊

鏈科技的發展潛力。該小組目前已經有超過

425 位科技界人士與高階主管。 

2017 年 9 月，Change Healthcare 宣佈推出

首個用於企業級健康醫療的區塊鏈解決方案。

Change Healthcare 將採用由 Linux 基金會發起

的開源區塊鏈架構 Hyperledger Fabric 1.0 來建

立分散式帳本，這樣客戶和供應商將不必再開

發新的代碼、介面和資料格式。所有健康醫療

利益相關者，都能夠更高效地處理索賠和進行

安全的支付交易。這項技術，將使得眾多的企

業級健康醫療機構避免眾多理賠和支付問題，

提高醫療服務和收入週期效率。 

＃10：政府應用 

美國伊利諾州致力於推動分散式帳本技

術，2017 年 8 月州政府與 Hashed Healthcare

公司合作展開一項分散式帳本和區塊鏈技術

的醫療試點專案。該專案的目的該專案的支持

者希望在區塊鏈上建立一個醫療執照許可證

註冊表和醫療證書共用系統，並透過智慧合約

自動更新資訊，實現伊利諾州的醫療執照的許

可和追蹤程序自動化。最終的目標是為患者和

醫療保健者創造一個真實和透明的記錄鏈。 

Hashed Healthcare區塊鏈架構可以透過安

全、可驗證和可擴展的方式來識別醫療服務供

應商。認證機構可以進行查看和認證，醫療服

務供應商也可以驗證和維護記錄，所有的參與

者都可以相信該中心的記錄是有效的、經過認

證且唯一的。  

Hashed Healthcare 的首席執行 John Bass

表示“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技術可以為公共

和私人服務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從資料透明度

和信任的角度，重新界定政府與公民的關係，

進而為伊利諾州數位化轉型做出重要貢獻。”  

另外，美國伊利諾州也開始嘗試用一種加

密方式管理公民的出生證明資料，希望能將管

控資料的權利交回公民手上，目的是為讓伊利

諾居民可以同時擁有加密又具自我主權宣誓

的身分，透過區塊鏈，讓公民透過網路取得自

己的出生證明，或是授權給第三方認證自己的

身分。一旦完成，就可以「去中心化」，不再

需要去到中央機構，每個人自己的身分都可以

直接掌握。 

參考來源 

動脈網、壹讀（林秀英整理） 

網址： 

1. https://bit.ly/2Ijkv5g 

2. https://bit.ly/2H1GfmF 

 

https://bit.ly/2Ijkv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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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4 月焦點 5】汽車與科技大廠 2018

年 Q1 投資、併購動向 

 

 

 

 

 

 

 

 

 

 

 

 

 

 

 

 

 

 

 

 

 

 

 

 

 

互聯網巨頭在自駕車布局動態 

在互聯網巨頭方面，Google 看中東南亞的機車叫車服務預

計到 2025 年將有約 201 億美元的產值，進而投資成立於 2010

年的印尼摩托車叫車服務平台 GO-JEK。除了叫車服務外，GO-

JEK 還提供其他廣泛的服務，例如 Go-Pay 行動支付、物流及美

食外送等。該公司支持 3 個基本價值觀：速度，創新和社會影

響，其社會使命為透過市場效率來改善印度工人的福利和生計，

這項創新的服務不僅為客戶帶來極大的利益，也提供司機處在

更好的生活水平。GO-JEK 於 2 月 12 日獲得 15 億美元 E 輪資

金，而本次投資名單中騰訊(Tencent)也參與在內。此外，Google

不僅投資 GO-JEK，在自駕車的發展部份，也與克萊斯勒(FCA)

達成合作，雙方計畫在未來提供自駕計程車服務。 

 

 

隨著汽車科技時代的來

臨，大廠紛紛透過投資併

購來強化自己本身的實力

與未來性，也透過與其他

大廠或供應商合作來達到

分擔風險和投資金額目

的，其中電腦視覺、圖資、

雷達感測器、光學雷達、雲

端運算、V2X 和 MaSS 新

創都是大廠最為熱門的投

資與併購標的 

 

本文將針對汽車大廠、汽

車零組件大廠、科技大廠

等類別，追蹤分析 2018 年

第一季的投資與併購動

向。 

 

張嘉玲

 

台灣經濟研究研六所副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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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大互聯網「BAT」，百度(B 人工智

慧 du)在 2018 年 CES 大展中推出了「Apollo 

2.0 自動駕駛平台」。除了增加自己的自駕能

力外，還強化了定位、安全、感測和雲端計算

等功能，目前已經能夠完成「簡單」道路的自

動駕駛。 

騰訊(Tencent) 於 1 月 19 日與 Google 達

成專利交互授權的合作，而此一價值超過 5000

億美元的合作關係涵蓋了廣泛的產品以及科

技，將為客戶提供更好的產品與服務。 

阿里巴巴(Alibaba) 繼 1 月與 Honda 達成

合作協議後，3 月又與 Bosch(博世)和半導體大

廠恩智浦簽署策略合作備忘錄，朝車聯網 V2X

服務邁進。此外，騰訊還聯手富士康(Foxconn)

投資橫跨了網路、人工智慧和傳統製造廠的領

域的中國電動車廠小鵬汽車（ Xiaopeng 

Motors），讓自身能接觸到汽車製造領域，以

利未來整合與發展。 

 

IT 巨頭在自駕車布局動態 

在 IT 巨頭方面，蘋果(Apple)在開發自駕

車上的進度相對落後，除專注於研發自動駕駛

系統，3 月時擴大了加州的自駕車隊，並且開

始打造邊緣運算的硬體，期望將軟硬體整合以

利垂直整合；富士康(Foxconn) 除了前面提到

的與阿里巴巴(Alibaba)聯手投資中國電動車

廠小鵬汽車外，還與夏普合資成立生產車載攝

影機子公司，投入 8K 領域。 

微軟(Microsoft)自 2017 年加入百度阿波

羅計劃，提供 Azure 雲端服務後，在 2018 年

第一季主要也投入在雲端運算和管理，於 1 月

收購成立與 2008 年混合雲端數據儲存管理公

司 Avere Systems，該公司主要業務是在協助

科技、金融、製藥、製造和電信、研究機構和

政府機構等資料密集型組織提供服務。用戶能

夠混合使用私有和公共雲端的資料，在「混合」

雲端服務下，用戶能夠將一部份的資料至於私

有雲中以確保資料安全，其他需要時常大量處

理的數據則可以放在公有雲中管理，靈活地將

數據存儲，滿足客戶在雲端儲存上的需求。3

月時投資人工智慧會議助理 Voicera，該公司

的人工智慧會議助理 Eva 能夠利用人工智慧

語音辨識系統將會議語音轉換成文字記錄，即

使臨時離開會議也不用害怕錯過會議中任何

重要的時刻，微軟(Microsoft) 將 Voicera 所做

得會議服務帶入工作場所，還將此技術投入到

車輛強化其自身 Cortana 車內語音助理。 

三星(Samsung)自 2017 年 1 月成立 1.5 億

美元的 Samsung Next 創汽基金，主要用來投

資有潛力的擴增實境和人工智慧新創企業，以

助自身創新科技計畫。2018 年以來，三星

(Samsung)於汽車科技的佈局動作頻頻，1 月 1

日投資成立於 2014 年的交通訊息平台 Swiftly。

該公司利用大數據和雲端運算，即時分析公車、

汽車、自行車和步行抵達與出發時間，提供用

戶比一般系統精確 20%的交通資訊，使日常通

勤更快速、高效。 

三星在 2018 年 1 月 25 日投資基於人工智

慧技術的無人機新創公司 Converge。該公司將

無人機躲避障礙物和飛行穩定的技術投入到

手機的應用程式中，開發出第一款無人機的

APP，讓沒有操作經驗的人也能夠保持穩定飛

行，這套軟體還包括了空中領域情報。三星除

了強化其自動駕駛和車聯網技術外，近日還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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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競標，即將在智利設立鋰電池原料廠，投入

電動車領域。 

晶片大廠在自駕車布局動態 

在晶片大廠方面，英特爾(Intel)的佈局相

當積極，透過投資雲端大數據運算及電腦視覺

等人工智慧相關新創以帶動自動駕駛技術升

級。英特爾(Intel)洞察到自駕車大量的即時數

據都需要在 FPGA 上運算，因此投資雲端運算

公司 LegUp Computing，該公司能夠提升

FPGA 的 10 倍性能，使工程師使用 FPGA 處

理大量數據，加速各種高性能應用的進行，以

便在極短時間內做出有效決策。 

 

另外，英特爾(Intel)於本年第一季也相著

重在空中數據的搜集以及空中汽車服務的投

資，1 月 24 日投資無人機數據解決方案公司

PrecisionHawk，該公司的無人機能夠自動收集

飛行路徑的最佳圖像，且能自行選擇適合的感

測器來採集影像數據，其能將影像數據或衛星

數據產生 2D 或 3D 的模型為農業、建築業等

客戶提供服務。以建築業為例，PrecisionHawk

無人機能在開工前測繪，對場地進行調查以及

分析。 

另外，儘管英特爾(Intel)已經擁有德國空

中計程車公司 Volocopter 的股份，但仍然投資

空中飛車技術相當卓越的 Joby Aviation，該公

司鑒於每天有超過十億人在交通上花費上超

過一小時，而運輸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是最大的

污染源之一，因此其目標是為所有人提供安全

且實惠的航空之旅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推動

交通工具的轉型。Joby Aviation 利用電動馬達

及複雜軟體的驅動下可以垂直升空，一次充電

可飛行約 150 英里，速度為一般直升機的兩倍，

整個飛行過程中的所發出來的噪音也比一般

飛機還小，幾乎是靜音。 

 

 

無論是在自駕車、無人機或車聯網領域，

電腦視覺可說是非常關鍵，英特爾(Intel)於 2

月 21 日投資研發神經視覺系統的公司

Prophesee，該公司致力於將神經視覺系統從一

般技術的框架中跳脫出來，使其能成為開發商

的參考系統。近日 Prophesee 已開發出一款稱

為 ATIS 的圖像感測器，相較於一般感測器

ATIS 的解析度更高、數據率低且功耗更低，

該公司計劃在未來幾週內正式發表該產品。 

 

Navidia 於 2 月投資 2014 年成立的新創企

業 Skydio，該公司所開發的無人機結合機器視

覺與運動規劃演算法，提升無人機的圖像感測

與處理，以進行自動追蹤導航，讓用戶可以不

用雙手就可進行拍攝。Navidia 還將其技術應

用在自駕車上，整合該公司技術搭配強大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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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達到避開環境中的危險物體也能在不同地

形和情況下追蹤目標物。 

Qualcomm 與則是與福特合作，推出基於

CV2X 技術的自駕車雲端數據平台，以利自駕

車得知天氣、路況、施工等訊息。 

 

 

在車用電子大廠方面，博世(Bosch)與大陸

汽車集團在 2018 年第一季投資擁有精密圖資

的 Here，該公司先前被 Nokia 收購，該公司的

地圖提供定位服務、地理資訊系統等。地圖內

包含了建築、公園、交通等資訊，同時也提供

到商業公司的導航服務。Here 不僅能 Nokia、

微軟 Lumia 手機上提供服務，還能在其他作業

系統上執行，包括 iOS、Android，以及車載系

統。 

此外，Robert Bosch 創投於 1 月投資自

駕車解決方案公司 AImotive，該公司研發出自

動駕駛套件－人工智慧Drive。該套是由識別、

定位、運動和控制這四個引擎所組成。為了確

保路的系統穩定性，還開發出自身的模擬器人

工智慧 Sim。除此之外，AImotive 還設計了一

款神經網路加速器 IP，AIWare。此款加速器相

較於一般基於 GPU 的方案，其效能將有 20 倍

的提升。其目標為無論在任何城市和天氣狀況

下都能推行其自動駕駛解決方案。同樣在 1 月

時，Robert Bosch 創投也投資了一間膜熱釋電

紅外探測器生產廠商 Pyreos。該公司最大的技

術優勢在於低功耗的紅外技術，且靈敏度高，

能夠檢測更為微弱的訊號。低功耗的紅外技術

也能結合手勢操作和鄰近檢測，生產出便於攜

帶的消費性電子產品，例如具有「喚醒」功能

的穿戴設備。 

除此之外，博世(Bosch)還併購以企業、學

生和政府員工為目標群體的汽車共享服務平

台 SPLT，該公司連接組織內的員工共享通勤

時間，節省時間和金錢，同時減少交通堵塞並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博世(Bosch)主要針對自

動駕駛解決方案、電腦視覺與 MaaS 的互補性

投資併購；Delphi 則是為 2018 年 CES 大展中

的與會者提供自駕計程車的服務。 

 

 

汽車大廠在自駕車布局動態 

在汽車大廠方面，通用(GM)斥資擴大旗

下電動車 Chevy Bolts 的生產，並且於 CES 大

展後不久發表了一款車內沒有方向盤、踏板或

其他手動控制裝置的自駕車 Cruise AV。 

福特(Ford)則主要針對 V2X、精密汽車零

組件與 MaaS 的互補性投資併購。通用於 1 月

併購車聯網技術公司 Autonomic，擁有開放式

雲端服務平台－交通行動雲端。該平台能夠將

車輛和應用程序相連接，即時接收並處理所有

交通數據，提供路線圖、定位資訊、支付等服

務；應用程式開發人員也可以即時提供更新的

服務。作為運輸技術領域的領導者，福特正在

構建具有可衡量影響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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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1 月也併購 TransLoc，該公司為運輸

領域的領導者，並正在建構一個解決方案能夠

人們不只是過境，而是能讓過境機構為社區服

務提供更好的服務，幫助其移動部門成形。 

另外，為了擴大在印度和海外的市場福特

(Ford)還投資了印度共乘平台 ZoomCar，該公

司致力於打造單車、汽車出行平台，創辦人針

對印度交通壅塞，且火車和汽車普及率低的痛

點，打造了汽車共享平台解決交通問題。另外，

還打造類似 P2P 的 ZAP 平台，讓車主可將閒

置的車輛放在平上，台使用者可以獲取車輛共

享利潤，若車主無閒置的車輛，則可以透過平

台低價買進汽車。而因為福特(Ford)本身為一

家依賴金屬製造的公司，透過投資 3 D 金屬列

印技術生產精密零組件的 Desktop Metal，將能

夠加速其汽車的生產製造。 

最後一項值得一提的是，汽車科技背後所

隱藏的公共安全和稀土產地國家的童工和走

私問題。2018 年 3 月 18 日 Uber 自駕車在亞

利桑那州撞死了一名行人，目前推測是光達雷

射感測系統有盲點，沒有偵測到行人因此未自

主煞車。此事件不僅使 Uber 暫停所有自駕測

試，也引發大眾對於自駕車安全的疑慮。 

另一方面，由於電動車的電池需運用大量

金屬鈷，也引發稀土產地國家的童工和走私問

題，這些事件所給出的警示，都將使整個產業

對於自動駕駛系統的安全和稀土產地剝削問

題的處理上更為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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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最新發展與獲投消息】 

2018 年 Q1 ICO 趨勢 

2018年Q1對於涉入加密貨幣市場的投資

者而言應該不太好過。根據 Coindesk 的數據，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比特幣從 2017 年 12

月 16 日的 19,343 美元跌落至 6,926 美元，這

是自 2017 年 11 月中旬以來的最低點，其他加

密貨幣也遭受相似的下跌態勢。 

這也影響到了 ICO 的募資，根據

Crunchbase 的統計，2018 年 Q1 的 ICO 件數

明顯低於 2017 年 Q4 約 20%，由 2017 年 Q4

共 143 件，至 2018 年 Q1 僅有 114 件。 

然而透過 ICO 的募集資金反而是上升的，

2018年Q1募集資金約 39億美元，相較於 2017

年 Q4 約增加了 8.6 億美元，但深究真實的原

因則令人玩味，因為 39 億美元中有 17 億是來

自 Telegram，這已在市場多年受多人使用的通

訊軟體所發起的(非公開)ICO，若扣除此筆交

易，2018 年 Q1 的 ICO 募集資金也如同件數

般大幅下降。 

資料來源：Crunchbase 

2018 年 Q1 10 大 ICO 案件 

透過彙整 Crunchbase 所提供的資料，我們

將 2018 年 Q1 的 10 大 ICO 案件作一簡單的介

紹。 

#1 Telegram(17 億美元) 

Telegram 分別於 2 月以及 3 月完成兩輪

8.5 億美元的 ICO，傳聞 Telegram 計畫推行區

塊鏈 Telegram Open Network（TON），創造

包含通訊、支付和服務結合的生態體系。 

#2 Bitcoiin2Gen(2.33 億美元) 

Bitcoiin2Gen 正在透過創建一個自我維持

的數位生態系統來改變加密貨幣世界。

Bitcoiin 的自我維持生態系統是加密貨幣

（B2G）、採礦生態系統（Dragon Mining Tech）、

加密交換（Thorex）和加密錢包（B2G 錢包）

的開放式協作環境。 

1.隨著比特幣等加密貨幣價格的崩跌，ICO 熱度也在下降中 

關鍵字：加密貨幣、ICO 

日期：20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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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Zero(1.14 億美元) 

tZero 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開發並營運

面向資本市場的金融科技解決方案。tZero 平

台將加密安全的分佈式帳本與現有的市場流

程集成在一起，以減少結算時間和成本、提高

透明度、效率和可審計性。 

 

#4 FUSION Foundation(1.1 億美元) 

FUSION 是一個公有區塊鏈，致力於創建

一個具包容性的加密金融平台，該平台利用分

佈式網路節點控制各種加密貨幣的私鑰，使跨

鏈智能合約成為可能。 

 

#5 Bankera(1 億美元) 

Bankera 正在建設一個數位銀行以因應區

塊鏈時代的到來，目前規劃的服務包含交易所、

錢包、簽帳卡以及支付。 

#6 Centrality(8,000 萬美元) 

Centrality 與主要行業的領先創新者合作

開發應用市場。這些應用程式允許消費者使用

點對點方式來管理日常體驗，這些都透過使用

區塊鏈的基礎架構來完成。 

 

#7 Polymath(5,872 萬美元) 

Polymath 提供證券代幣平台，針對傳統金

融資產中的私募股權、股票、風險投資基金和

房地產等，一站式解決證券代幣無法交易、無

法監管的難題，創建快捷、方便、低成本的全

球首創證券代幣社區。 

 

#8 Celsius Network(5,000 萬美元) 

Celsius 建立了一款加密貨幣錢包，提供用

戶在錢包內可直接抵押加密貨幣借貸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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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同時也在建構使用戶可借出加密貨幣獲

取利息的反向管道。 

#8 Leadcoin(5,000 萬美元) 

LeadCoin 計畫將潛在客戶變為安全的數

位資產，透過讓消費者分享他們的資料以及讓

企業出售自己閒置的潛在客戶並從其他企業

購買熱門潛在客戶，形成一種協同商務經濟。

LeadCoin 的匹配演算法對潛在客戶進行分析，

並與買家進行匹配。透過以太坊智能合約使匿

名企業之間可以進行透明、安全和可靠的即時

交易。 

 

#8 Neuromation.io(5,000 萬美元) 

Neuromation 設立了一個分佈式平台，作

為人工智慧和數據生態系的服務平台。該平台

允許用戶創建數據生成器，生成和共享數據，

訓練和運行深度學習模型。用戶還可以在平台

市場上交易數據和模型，以及與人工智慧模型

的設計和開發相關的服務。 

 

參考來源 

Crunchbase（黃敬翔摘譯整理） 

網址： 

1. https://bit.ly/2IvUKPi 

  



 

133 

區塊鏈和人工智慧可能是當今最熱門的

技術之一。人工智慧的潛在用例令人感興趣又

令人興奮，在區塊鏈上也有著類似的現象。將

此二者結合可能看起來像是一個趕流行的行

銷手段，但兩項技術的融合可能獲取許多好處，

例如區塊鏈可以為人工智慧算法的開發提供

出色的支柱，它可以保護人工智慧的數據輸入，

使人們有可能觀察到人工智慧所進行每一個

步驟的學習和決策過程，並創建數據市場，大

大降低人工智慧的成本。另一方面，AI 技術可

以用來不斷改進區塊鏈。人工智慧和區塊鏈的

結合正在慢慢興起，以下為發展較受矚目的 4

個項目。 

SingularityNET 

該公司由 Ben Goertzel 創立，其 ICO 在 60

秒內籌集 3,600 萬美元。由於他擔任眾多人工

智慧相關研究機構中的諮詢角色，Goertzel 已

經成為人工智慧領域的一個知名人士。他還是

Aidyia Holdings 和 Hanson Robotics 的首席科

學家。 

如果 Hanson Robotics 的願景“我們讓機

器人成為現實”對你來說已經不夠科幻，那麼

SingularityNET 將會是他的區塊鏈創業，

Goertzel 博士希望創建一個以 AI 為重點的區

塊鏈來為 Sophia 的大腦提供支援。透過

SingularityNET，整個世界可以改善機器人

Sophia 和其他機器人的大腦。 

為了實現此一目標，SingularityNET 希望

創建一個分散式的 AI 市場。在這個市場中，

公司和個人都可以按比例購買和銷售數據和

AI 演算法。當前進入人工智慧行業的障礙非

常高，因為創造和開發人工智慧的成本過高，

隨著SingularityNET交易演算法和數據的市場

將為小規模參與者提供機會。此外，這個平台

將設置聲譽機制，藉此保證演算法和數據的品

質。 

DeepBrain Chain 

DeepBrain Chain（DBC）是 NEO 上首批

的 ICO 之一。由於進行人工智慧計算的成本

很高且進入人工智慧行業的門檻很高，

DeepBrain Chain 平台背後的團隊希望將這些

計算的成本降低。 

DBC 平台呈現為分散式神經網路。為 AI

提供計算能力的 DBC 網路節點。透過提供這

種計算能力而獲得 DBC token。除了提供動力

和開發人工智慧所需的計算能力外，DBC 平

台還將提供安全的數據交易平台。任何人都可

以在市場上購買和銷售具有強大安全性的數

據。區塊鏈技術的使用可防止數據洩露、轉售

數據所有權和數據使用權。 

2.AI+區塊鏈，玩真的還是噱頭？ 

關鍵字：AI、區塊鏈 

日期：201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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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ai 

Numerai 是由區塊鏈技術支持的 AI 協調

避險基金。儘管大多數避險基金已經由 AI 管

理，但他們並未使用區塊鏈技術。透過使用區

塊鏈，Numerai 允許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料科學

家提交基於機器學習模型的預測，以改善管理

避險基金的 AI。因此，避險基金由 AI 管理，

AI 由 Numerai 的網路參與者的貢獻來操縱。 

為促進頻繁而持續的預測，Numerai 平台

每週舉辦資料科學家競賽。透過比賽，Numerai

用戶提交他們的預測模型。此外，預測模型的

準確度也作為一項對賭標的，提交模型者可同

時以 Numerai token 押注，透過模型的預測來

獲得更多的 token。 

預測模型基於集體投入，這可能創建出準

確的預測模型供 AI 避險基金使用，提升基金

的準確潛力。 

Matrix AI Network 

Matrix 是一個開源的智能區塊鏈平台。

Matrix 平台將支持智能合約和機器學習服務。

該平台的基礎設施在人工智慧技術的幫助下

進行設計和構建，人工智慧將透過區塊鏈網路

的自我優化不斷用於改進平台。 

該平台還使得 Matrix 網路的挖掘能力可

用於 AI 計算。透過這種方式，可以解決複雜

而昂貴的人工智慧算法。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Matrix 已建立的自然語言智能合約，這項高度

創新的功能使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自然語言創

建和部署智能合約。這將為所有人提供使用智

能合約的機會，從而可以將其應用於任何事情。 

Matrix AI 網路將擁有自己的區塊鏈，

Matrix 主網。該平台的團隊計劃於 2018 年第

三季度推出此主網。 

參考來源 

Invest in blockchain（黃敬翔摘譯整理） 

網址： 

1. https://bit.ly/2qbf8h4 

  

https://bit.ly/2qbf8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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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_ROBOT 自造社群聯盟成立大會 

自造者們以熱情作為動力造成破壞式創

新，並創造出無限的可能，為打造自造者舞台，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提出了《南科AI_ROBOT自

造基地》計畫，除了透過中心基地及 17 個衛

星基地如火如荼全面推展外，並支持全台社群

成立一個跨主題、跨領域的《AI_ROBOT 自造

社群聯盟》，讓台灣自造者能有一個資源交換

與分享的完整生態系社群。為此，科技部舉辦

【下一站：自造 X 未來】AI_ROBOT 自造社

群聯盟成立大會，並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盛大

舉行。聯盟成立 AIoT/AR/VR、智慧機械/機器

人、無人載具、智慧演算/FinTech、智慧農業、

智慧醫療等 6 大主題社群，結合南科

AI_ROBOT 中心基地、衛星基地及台灣自造社

群，透過推展會議、主題分享、交流論壇及社

群年會，以及建立線上論壇及分享平台等方式，

讓自造者能藉此認識同好、協作共創、資源共

享。 

此次大會中有四項標竿性共創計畫展出，

分別是「Zenbo機器人導盲指引系統」、「Taiwan 

Drone 100 共創型專案」、「打火馬克頭盔」

以及「南部／南科的空汙即時偵測與監控」專

案；各個專案計畫都展示出從 maker 到實務面

應用的結合，而未來在產業與經濟應用面也有

其發展的價值。 

Zenbo 機器人導盲指引系統」，透過 Zenbo

視覺定位及帶位，運用在導覽，帶領一般大眾

進行參觀，也可以輔助視障者的行動。 

「Taiwan Drone 100 共創型專案」，透過

社群合作，建構出可以讓眾人一同參與的開源

架構，讓對無人機群飛有興趣的個人及團隊，

透過開源飛控軟體及標準版無人機製作，統合

通訊協定，進而在今年度達成 100 架群飛表演

的專案目標。 

「打火馬克頭盔」，以近眼顯示器技術為

基底，結合主動式降溫金屬頭盔概念，讓消防

員在執行任務、解救他人性命時，同時也能保

障自我的人身安全。 

「南部／南科的空汙即時偵測與監控」專

案，採用長距離、低功耗的 LoRa、Sigfox 或是

NB-IoT 來進行，並運用雲端的大數據進行統

計與分析。 

3.台灣自造社群與生態-直擊【下一站：自造 X 未來】 

關鍵字：物聯網、人工智慧 

日期：201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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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 6 大主題社群召集人針對各自的主

題進行分享。針對智慧農業主題，召集人

LASS/FBTUG/HCOS 社群創辦人許武龍(哈爸)

提及，要做智慧農業社群，先要了解智慧農業

的定義與開源農業在做什麼。對於當前自動化

農業發展進程緩慢，有志之士希望能做出一些

改變，透過開源(open source，針對軟體、硬體、

資料等內容)讓專家、農夫們能取得相關技術

與資源；例如： Open Hack Farm 架構下「阿

龜微氣候天眼通」以及「Mini FarmBot」都是

很成功的例子。關於 IoT 與社群概念結合的部

分，AIoT/AR/VR 主題召集人柯大創客屋創辦

人柯清長(柯大)指出，IoT 應用具體落實在智

慧農業與智慧醫療領域的成功例子很多，在眾

多物聯網應用中通訊傳輸相當重要，從裝置端、

gateway 端到雲端，都會用到各式通訊與傳輸

方式。在 IoT 社群經營方面除協助評估國內外

IoT 平台外，也協助通訊技術的應用例如智慧

農業、空汙檢測的示範就用到 LoRa(Long 

Range；超長距低功耗數據傳輸技術)getway，

另外在高雄的示範場域也用到 Sigfox 傳輸(超

窄頻通訊技術，傳輸速率低，可節省物聯網裝

置的電力消耗，適合流量回報頻率低的應用，

如:水電錶)，目前希望透過社群能量將 IoT 通

訊的試驗場域先建起來，讓大家能一起參與，

也供朝這方面發展的新創公司使用。 

對於當前機器人社群的發展，智慧機械/

機器人主題召集人太和光創辦人吉正然分享

過去大學時期的經驗提及，學程中最大的目標

在自己完成機器人的製作，要補足的東西很多，

當時沒有開源與社群的概念所以很辛苦；現在

希望透過場域建置讓更多對機器人有興趣的

人能進到試驗場域中實作，彼此貢獻自己的資

源，讓事情進行的更有效率。關於智慧醫療，

智慧醫療主題召集人義守大學醫學院楊智惠

副院長指出智慧醫療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依據

臨床端當前的需求，智能病房、智能診間甚至

是個人照護機器人都是很好的發展方向，而目

前正在積極進行的則是醫療大數據的建置，希

望能作為長照機器人的頭腦以及發展的基礎，

希望透過疾病預測模式延伸至個人醫療、家庭

醫療、社區醫療照護站甚至是公司等方面的應

用；進一步則希望透過疾病預測做到事前保健

提醒與疾病預防，提升民眾健康。未來也希望

透過社群、新創公司、產業界資源的投入，將

解決方案放入載具或場域中(如:照護機器人、

病房)，以進行更有效率的整合。 

無人載具主題召集人南台科大電子系李

志清老師回憶過去在無人機的投入，發現隨著

科技的進步，要接觸或使用無人機的成本已大

幅降低，結合實際的應用已不再需要高昂的投

入，因此能有機會大量用在送貨、巡檢、空拍、

空汙感測或是飛行表演等。目前無人機技術發

展已臻成熟，在監控、飛行、自動控制等部分

技術社群都能提供，未來大家可以提出應用的

想法，讓各種的解決方案能成型並加以推廣。

最後，智慧演算/FinTech 主題召集人南星創速

器創辦人朱宜振(朱拉麵)針對區塊鏈與物聯網

應用進行分享。關於 IoT 與區塊鏈的應用，目

前面臨一些挑戰，依據調查到 2020 年，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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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數量將會高達 500 億；需要關注的是 500

億個裝置量往後可能產生 DDoS(阻斷服務攻

擊)的問題。在 AI 與區塊鏈結合的應用方面，

reference check 是金融信貸方面業者最感興趣

的，但是要能實際操作還是仰賴於先前資料面

的準備度，有充足品質好的資料，所訓練出來

的 AI 才能符合所需，這部分可以靠社群的力

量做為前期準備的基礎。 

徐慶柏現場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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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GoJek及Grab這一類的東南亞公司，

其已成為與美國傳統科技大廠競爭的頭條新

聞。由於他們對東南亞的文化和語言的了解佔

有優勢，致使他們有能力去拓展到新興市場。 

愈來愈多投資者對東南亞地區有投資興

趣，也愈來愈多風險投資公司在尋找可以挑選

傳統科技大廠的企業，而相關領域包括移動裝

置、電子商務、金融科技以及交通運輸等。 

根據 Crunchbase 的數據顯示，東南亞新

創企業獲得種子輪和早階投資的交易金額，已

經由 2008 年的 6,100 萬美元成長至 2017 年的

8 億 5,300 萬美元，成長率將近 326%。 

 

 

 

根據這個巨大的成長， Crunchbase News

分析了這個區域前 20 大的新創企業；無疑地，

這個區域中，新加坡佔有領先地位，其在前 20

名的新創企業名單中即佔 12 席。 

 

 

 

根據 Bloomberg 的報導，風險投資公司對

新加坡企業的投資趨勢，主要來自新加坡政府

鬆綁法令的支持，並致力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同時也將公部門的資金引導到早階投資。收購 

Uber 在東南亞所有業務的 Grab，其估值為 60

億美元；另外，Lazada 為新加坡的電子商務大

廠，其亦獲得了中國大陸電商阿里巴巴 40 億

美元的資金。 

僅管如此，在 Crunchbase News 的分析中，

獲 得 最 多 早 階 投 資 的 企 業 是 泰 國 的

aCommerce。以下將針對這前 20 名企業分別

做簡單的介紹。 

 

aCommerce 

總獲投金額第一名的企業是 aCommerce，

該企業創立於 2013 年，企業總部位於泰國，

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9,380 萬美元。

aCommerce 為位於曼谷的電子商務解決方案

平台，目的在協助企業解決電子商務中的疑難

雜症，包括航運、物流、網路商店開發，以及

數位行銷等。 

企業名稱 企業總部所在地 最新獲投輪次 總募資金額

aCommerce 泰國 Series B $93.8M

Qoo10-Indonesia 印度尼西亞 Series A $82M

WB21 新加坡 Series A $79.7M

iCarsClub 新加坡 Series B $70.5M

Antuit 新加坡 Series A $60M

AsiaContent 新加坡 Series B $55M

Singapore Life 新加坡 Series A $50M

oBike 新加坡 Series B $45M

Lazad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亞 Series A $40M

Momo 越南 Series B $33.8M

CXA Group 新加坡 Series B $33M

Pomelo Fashion 泰國 Series B $31.6M

GreyOrange 新加坡 Series B $30M

Zilingo 新加坡 Series B $27.9M

Carsome 馬來西亞 Series B $27.4M

Sale Stock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亞 Series B $27M

ShopBack 新加坡 Series A $26.1M

Near 新加坡 Series B $25.5M

Fastacash 新加坡 Series B $23.5M

Nex-i 印度尼西亞 Series B $22M

4. 東南亞獲得早階投資的前 20 名新創企業 

關鍵字：東南亞、早階投資 

日期：20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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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o10-Indonesia 

總獲投金額第二名的企業是 Qoo10-

Indonesia，該企業創立於 2012 年，企業總部

位於印尼，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8,200 萬

美元。主要業務是電子商務平台，市場包括新

加坡、日本、印尼、馬來西亞、香港和中國大

陸等六個國家。 

WB21 

總獲投金額第三名的企業是 WB21，該企

業創立於 2014 年，企業總部位於新加坡，累

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7,970 萬美元。是一家

可供 180 個國家的一般民眾與企業客戶即時

帳戶開戶與跨境支付的數位銀行。此外，一般

民眾亦可透過比特幣存款來為支票帳戶提供

資金。 

iCarsClub 

總獲投金額第四名的企業是 iCarsClub，

該企業創立於 2012 年，企業總部位於新加坡，

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7,050 萬美元。

iCarsClub為新加坡私家車租借服務創業公司，

允許私家車主按小時計費租借出自己的車子，

屬於汽車共享的模式。 

Antuit 

總獲投金額第五名的企業是 Antuit，該企

業創立於 2012 年，企業總部位於新加坡，累

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6,000 萬美元。Antuit

是一家大數據分析企業，透過社群媒體和移動

應用的數據進行整合，幫助企業作出正確決策。 

AsiaContent 

總獲投金額第六名的企業是 AsiaContent，

該企業創立於 1999 年，企業總部位於新加坡，

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5,500 萬美元。該企

業致力於為線上廣告商和網路出版商提供網

路廣告的解決方案。 

Singapore Life 

總獲投金額第七名的企業是 Singapore 

Life，該企業創立於 2014 年，企業總部位於新

加坡，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5,000 萬美元。

Singapore Life 作為一家保險科技公司，為客戶

提供先進的長期人壽和儲蓄解決方案。 

oBike 

總獲投金額第八名的企業是 oBike，該企

業創立於 2016 年，企業總部位於新加坡，累

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4,500 萬美元。為新加

坡第一個無樁式智慧自行車共享公司，該企業

致力於用技術改變都市人群的通勤模式，特別

是在最開始和最後的一哩路。 

Lazada Indonesia 

總獲投金額第九名的企業是 Lazada 

Indonesia，該企業創立於 2012 年，企業總部

位於印尼，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4,000 萬

美元。為東南亞相當具有規模的電子商務平台，

平台上販售的商品相當多元，包括電子產品、

家居和生活、健康和美容、旅行和行李箱等。 

Momo 

總獲投金額第十名的企業是 Momo，該企

業創立於 2013 年，企業總部位於越南，累積

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33.8 百萬美元。Momo 為

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提供行動錢包和支付 app，

允許消費者透過智慧手機進行購物、轉帳和支

付帳單。 

CXA Group 

總獲投金額第十一名的企業是 CXA 

Group，該企業創立於 2013 年，企業總部位於

新加坡，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3,300 萬美

元。為一家保險科技公司，主要以雲端為基礎，

整合保險業務、健康市場、醫療數據的平台，

可協助顧主在不增加支出的狀態下提供員工

健康福利，而方法在於用個別公司現有的福利

支出來做員工的預防醫學。 



 

140 

Pomelo Fashion 

總獲投金額第十二名的企業是 Pomelo 

Fashion，該企業創立於 2013 年，企業總部位

於泰國，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3,160 萬美

元。Pomelo Fashion 為電子商務公司，所販售

的商品是自主品牌的服裝。該公司已將商品銷

往全球 140 多個國家，但業務重點仍然是泰

國、印尼和新加坡。 

GreyOrange 

總 獲 投 金 額 第 十 三 名 的 企 業 是

GreyOrange，該企業創立於 2011 年，企業總

部位於新加坡，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3,000 萬美元。針對零售、物流倉儲及電子商

務客戶提供機器人自動化解決方案，可幫助企

業客戶實現高效、低錯誤率的倉儲管理和快速

發貨。 

Zilingo 

總獲投金額第十四名的企業是 Zilingo，該

企業創立於 2015 年，企業總部位於新加坡，

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2,790 萬美元。為東

南亞時尚電商平台，主要在協助許多的獨立時

尚賣家和精品小店在網上拓展業務。 

Carsome 

總獲投金額第十五名的企業是 Carsome，

該企業創立於 2015 年，企業總部位於馬來西

亞，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2,740 萬美元。

為馬來西亞二手車交易平台，而營運的方式有

二，一是方便消費者出售自己的汽車，其二是

方便交易商回收二手汽車。而公司所採用的拍

賣模式不僅有利於良性競爭，而且能夠幫助出

售汽車的一方拿到比預期更高的成交價格。 

Sale Stock Indonesia 

總獲投金額第十六名的企業是 Sale Stock 

Indonesia，該企業創立於 2014 年，企業總部

位於印尼，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2,700 萬

美元。為時裝販售電子商務平台。 

ShopBack 

總獲投金額第十七名的企業是 ShopBack，

該企業創立於 2014 年，企業總部位於新加坡，

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2,610 萬美元。為一

家現金回饋的電子商務平台，相關業務不僅透

過提供消費者現金回饋，也幫電商業者導入訂

單。 

Near 

總獲投金額第十八名的企業是 Near，該企

業創立於 2012 年，企業總部位於新加坡，累

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2,550 萬美元。為一個

提供商場、消費者、商品整體訊息的環境智能

平台，且可以透過大數據分析來了解消費者行

為。 

Fastacash 

總獲投金額第十九名的企業是 Fastacash，

該企業創立於 2012 年，企業總部位於新加坡，

累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2,350 萬美元。為一

家線上支付的公司，允許用戶透過社交網路和

簡訊平台做價值轉移，而相關的價值轉移，除

了資金轉帳之外，還可以轉移其他有價的事務，

包括電影票、優惠券等等。 

Nex-i 

總獲投金額第二十名的企業是 Nex-i，該

企業創立於 1999 年，企業總部位於印尼，累

積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2,200 萬美元。主要為

中小企業提供數位行銷的解決方案。 

歸納整理東南亞新創企業獲得早階投資

前 20 名的企業型態可以發現，電子商務、數

位銀行、汽車共享、數位行銷、保險科技、行

動支付等是目前最吸引投資人目光的領域。 

參考來源 

Crunchbase（劉育昇摘譯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FF6Q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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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Gartner 預測，至 2021 年將有 40% 

的智慧型手機將搭載 3D 感測技術，這些感測

器是 AR 廣泛應用的關鍵。 

智慧型手機的主流技術在 Apple 推出 

iPhone X 之後，人臉辨識的 3D 感測也將是 

Android 陣營必然會搭載的配備。 

只是，依路透社報導，零件製造廠商 Viavi 

Solutions Inc、Finisar Corp 和 Ams AG 指出，

重要零件 VCSEL 的短缺是智慧型手機無法

大規模採用 3D 感測技術的主因。於此，

Android 手機要引入人臉辨識的認證功能，可

能要等到 2019 年。 

然而，韓國 THE INVESTOR 指出，

Samsung 目前已在為其 Galaxy S10 能搭配人

臉辨識的 3D 感測佈局，而以色列 Mantis 

Vision 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Mantis Vision 成立於 2005 年，致力於將

所有行動裝置、居家與企業的相關科技產品導

入 3D 的功能，成立至今的總獲投金額為 

2,220 萬美元，投資者包括 Qualcomm Ventures、

Flex Lab IX、Samsung Ventures、Sunny Optical 

Technology 及 Eclipse。 

此次，Mantis Vision 主要是與影像公司

Namuga 一起合作，預料會將 3D 感測軟體整

合進相機模組內，這將會使 Samsung 10 週年

紀念的 Galaxy S10 搭載 3D 感測相機。 

綜合多家外媒報導指出，這項正進行研發

的新一代 3D 感測技術，將採用特殊的模組化

設計結構；這也意味著，在不影響手機整體外

觀的情況下，甚至不需採用特殊的「劉海」造

型，就能實現 3D 臉部掃瞄辨識。此外，相比

目前 Samsung S9 系列具備的臉部辨識功能，

仍採用 2D 辨識技術，在安全性上預估也將有

更顯著的提升。 

目前 Samsung 與 Mantis Vision 正進行的

3D 感測技術仍處於研發階段，未來是否能超

越 iPhone X 搭載 「Face ID」的 3D 掃描辨識

技術，為手機更具創新性的應用功能，將是各

界關注的焦點。 

參考來源 

Beebom、Crunchbase、自由時報 

（劉育昇摘譯整理） 

網址： 

2. https://goo.gl/RMKVe4 

3. https://goo.gl/FW3N8U 

4. https://goo.gl/MYyqKz 

  

5.Android 將於 2019 年導入 3D 感測，Samsung 正為新型智慧型手機佈局 

關鍵字：Android、Samsung 

日期：2018.3.16；2018.3.20；2018.3.26 

 

 

 

https://goo.gl/FW3N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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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共享經濟最重大兩項併購事件：Uber

正式撤出東南亞市場，由競爭對手 Grab 接手；

另一方面，共享單車巨頭摩拜正式由美團點評

宣布收購囊中。 

Uber 和 Grab 的「策略聯盟」 

Grab 起步於馬來西亞，成立以來先後在東

南亞地區八個國家 191 個城市提供十種類型

的交通運輸服務，包括計程車、專車、共乘、

共享單車、電單車等 (如下圖所示)，Grab 因

熟悉東南亞政府行事作風，因而能有效避免衝

突、採用多元且彈性的在地化策略，使其在東

南亞地區長驅直入。但 Grab 的野心並不止步

於交通運輸，為拓展公司的營利模式，近期亦

進一步發展行動支付 GrabPay 和美食外送服

務 GrabFood，以邁向提供全方位電商服務的

整合式平台。 

   資料來源：TechinAsia 

長期以來，為打下東南亞這塊超過六億人

口的新興市場，Uber 和 Grab 陷入無窮盡的補

貼戰。Uber 和 Grab 此次達成協議後，Grab 將

接管 Uber 目前於東南亞地區八個市場以及外

送服務 UberEats，Grab 從下一季開始即可藉此

拓展期美食外送 GrabFood 的業務。對於一直

忙於籌措募資的 Grab 而言，獲得 Uber 的客源

以及背後的資源等於如虎添翼。Uber 則獲得

Grab 27.5%的股權 (價值約 16 億美元)，執行

長 Dara Khosrowshahi 則會加入 Grab 的董事席

位。換言之，表面上是 Uber 讓出了東南亞市

場，但實質經營上雙方更像策略聯盟。 

另一方面，軟銀可說是此次 Uber 和 Grab

的整併主要幕後推手。軟銀願景基金(SoftBank 

Vision Fund)於今年一月斥資 390 億美元收購

Uber 15%的股份，於此同時，軟銀也是 Grab

的最大股東。因此此番整併可讓兩家叫車服務

公司透過減少競爭而獲益，Grab 成功取得市場

大餅，Uber原先在去年虧損已高達 45億美元。

軟銀更要求 Uber 在明年 IPO 之前將主要業務

核心放在西方市場上，阻止其在亞洲市場的損

失。因此除東南亞市場外，Uber 同時也正在和

印度叫車服務 Ola 進行談判，討論合併的可能

性。由於 Ola 在印度市場的市占率較高，因此

如此次交易談成，Ola 很有可能會取得控制權。

由此可知，同時持有 Grab、滴滴出行、Ola、

99 等幾家大廠股份的軟銀(下圖為近年軟銀投

資狀況)很有可能實現其如意算盤，成為叫車

服務領域的最大贏家。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6. 共享經濟最新重大動向 

關鍵字：共享經濟、併購 

日期：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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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團點評以 27 億美元收購共享單車龍頭

摩拜 

美團以 35%股權、65%現金全資收購摩拜

單車，其中 3.2 億美元做為未來流動性補充，

至此 A、B 輪投資人以及創始團隊則以 7.5 億

美元股權退出。 

共享單車歷經各路玩家攻城掠地、燒錢補

貼戰、押金難退、資金緊張等風風雨雨，到陸

續退場、行業洗牌，美團的接手讓摩拜賣身落

定，但也等同巨頭阿里和騰訊的再次較量。 

價格戰打成消耗戰 

最初摩拜和 ofo對打時深信能以價格戰的

方式速戰速決，以為共享單車為日常必備的高

頻率消費行為，卻忽略共享單車即掃即用的工

具性質，且進入市場的資金和技術門檻都不算

高，使先行者和後來競爭者難以形成強而有力

的差異化區隔。甚至，如果共享單車價格超出

消費者預期，消費者可以自行購車做為替代品

迫使產品降價。共享單車原就有名無實，除市

場營銷及人力成本外，尚有固定資產折舊和維

護的管理成本，叫車服務滴滴只要停止補貼即

可控制成本止血，但停止價格戰卻無法為共享

單車快速實現成本控制，反而必須面對其為典

型重資本營運的殘酷現實。 

摩拜此次董事會之所以通過決議，就是解

決至少 10 億美元巨額債務的當務之急。以摩

拜的現況而言，能接手的只有行業巨頭，或三

大超級獨角獸，其中只有滴滴和美團的佈局和

摩拜的業務有正相關；去年 5 月美團宣佈損益

平衡，帳面資金已達 30 億美元，去年 10 月則

完成騰訊領投的 40 億美元募資，投後估值達

300 億美元，加上業務現金流，如今拿出 27 億

美元現金不成問題。然而據估，美團如要發展

出行業務，至少須花費 20 至 30 億美元，因此

騰訊背後撐腰的可能性極高。騰訊同時為美團

和摩拜的最大股東，其對共享單車的策略思考

無疑左右了此次布局。儘管騰訊同時也是滴滴

的大股東，但考量到複雜的股東關係，以及日

後勢必要和阿里競爭，整合美團發展新零售自

然成為他所下的一步關鍵棋。 

就在摩拜不斷尋求資金之際，競爭對手

ofo 顯然情況也不樂觀。ofo 於 3 月剛完成由

阿里領投的 E 輪 8.66 億美元募資，然而 ofo 創

始人戴威透過動産抵押方式，先後兩次將其資

産共享單車作為質押物，換取阿里巴巴共計

17.7 億元的借款，若扣除這筆借款，ofo 此輪

實際融資只有 5.8 億美元。 

換言之，共享單車發展迄今已被眾多市場

巨頭左右，幾乎每家單車企業背後都站著一家

估值百億，甚至千億、萬億美元的股東，因此

此次行業整併，實則為巨頭競爭的前哨戰。 

共享經濟的熱潮在幾年延燒後，難免步上

最後的相互整併，而無論最終市場態勢如何發

展，從這次兩大併購交易事件看來，背後的金

主無疑是最終贏家。 

楊孟芯編譯綜整 

資料來源： 

TechCrunch、TechinAsia、TravelDaily、新芽、

36 氪、The Economist 

網址： 

1. https://goo.gl/8kh3Jj  

2. https://goo.gl/qYFdY7   

3. https://goo.gl/xe8MPC  

4. https://goo.gl/3NtP4D  

5. https://goo.gl/kiHTF5  

6. https://goo.gl/snzPQG  

7. https://goo.gl/foNQrM  

8. https://goo.gl/MDVF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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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多家石油和天然氣巨頭以及可再生

能源公司都把注意力轉向了人工智慧的領域，

希望藉由人工智慧的技術，提高生產率和削減

成本。由下圖可知，2016 年底至今，將人工智

慧和能源產業放在一起進行報導的新聞開始

增多。本文摘議整理 CB Insights 發布的研究

報告，對於人工智慧在能源行業的 5 個應用方

向，及對應的案例做相關介紹。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Storage(能源儲藏) 

根據 Greentech Media 最近的一份報告，

美國的能源儲藏在 2017 年第四季度達到了一

個新的里程碑：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間，累計

儲藏量已超過 1,000 兆瓦時。該報告還預測，

這個數字將在今年增加一倍。隨著儲藏容量的

提升和新技術的出現，人工智慧正在提升這個

市場的效率。 

案例 1：Stem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 Stem 公司利用人

工智慧繪製出能源的使用情況，並允許客戶跟

蹤能源價格的波動，從而更有效地使用被儲藏

的能源。 

此外，Stem 已經從包括美國能源部、GE 

Ventures 和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控股

在內的多家投資者，融資取得超過 3,700 萬美

元的資金。 

 The Autonomous Grid(智能電網) 

如今，電網的能量來源通常有很多，除了

傳統的發電以外，還有風能和太陽能，這使得

電網營運系統變得更加複雜。據此，人工智能

分析巨量數據的能力可以為這些眾多的資訊

來源帶來更高的穩定性及效率。 

案例 1：美國能源部 

2017 年 9 月，美國能源部頒發史丹佛大

學 SLAC 研究人員研究獎，獎勵他們利用人工

智慧技術改善了電網的穩定性。透過用過去的

資料來對電力波動和電網薄弱環節進行程式

設計，新的智慧電網將自動對重大事件作出快

速而準確的反應。 

7. 人工智慧在能源行業的 5 個應用方向及實際案例 

關鍵字：AI、能源產業 

日期：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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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西門子 

 

智慧電網也能夠在同一時間更好地管理

不同類型的能源。西門子公司發佈了一個套裝

軟體來操作網路，即所謂的「主動網路管理」

(ANM，active network management)。 

ANM 的原理是，透過跟蹤電網如何與不

同的能量負載相互作用，來調整其可調節的部

件，從而達到提高效率的目的。雖然這之前是

手動調整的，但當新的能源生產者（比如太陽

能發電廠）開始工作時，或者新的能源消耗者

開始接入電網時，ANM 會對電網做出相應的

調整。因此，ANM 也為電動汽車利用智慧電

網進行充電奠定基礎。 

案例 3：英國國家電網 

2017 年 3 月，被 Google 收購的人工智慧

公司 DeepMind，與英國國家電網聯合宣佈，

他們計畫將 DeepMind 的人工智慧技術添加到

英國的電力系統中。該專案將處理天氣預報、

網路搜索等大量訊息，以開發需求激增的預測

模型。 

案例 4：Grid Edge 

英國的 Grid Edge 的公司（提供基於雲端

運算的電力管理軟體服務）聲稱，他們利用人

工智慧技術對能源配置進行了預測和優化，實

現了將控制權交還給了電力使用者。具體的方

法是，Grid Edge 操作一個 VPN，通過它來連

接和分析用戶所在建築的能源消耗資料，利用

這些資訊，Grid Edge 與連接的電網進行通信，

並制定相應的調度策略。這些策略的目的是節

約能源，避免超載。 

Failure Management(故障管理) 

2017 年 11 月，印度北部的一座燃煤電廠

發生爆炸，造成 32 人死亡，原因是煤氣管道

堵塞導致鍋爐爆炸。這是能源行業經常發生的

一類故障。導致事故的原因是沒有對設備進行

經常性的檢查，而且世界上許多地方都沒有嚴

格的監管規定，因此設備故障是很常見的。 

使用人工智慧來觀察設備並在事故發生

前檢測出故障，可以節省時間和金錢，甚至挽

救生命。目前，許多新創公司正在試圖將這項

服務提供給能源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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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SparkCognition 

2017 年 12 月 ， 美 國 能 源 部 授 予

SparkCognition 公司一個獎項，即利用人工智

慧提高燃煤電廠的發電量。該公司將解析學、

感測器和操作中產生的資料三者相結合，來預

測關鍵的基礎設施何時會發生故障。 

案例 2:AES Corporation 

2017 年 9 月，美國能源巨頭 AES 電力公

司宣佈了進軍人工智慧的計畫，將其作為提高

公司的警覺性、效率和保護公司財產的手段，

主要針對的是他們的太陽能電站和電網系統。 

Upstream Exploration(油氣探勘) 

案例 1：BP Ventures 

BP Ventures(英國石油風險投資公司)投資

了一家名為 Beyond Limits 的人工智慧公司。

該公司曾參與在外太空進行的勘探試驗。在投

資 Beyond Limits 的時候，BP Ventures 表示將

計畫使用 Beyond Limits 的油氣勘探技術，尋

找新的石油儲量。 

案例 2：Chevron(雪佛龍) 

石油巨頭雪佛龍正在利用人工智慧在加

州各地尋找新油井，以及具有額外價值的舊油

井。 

Energy Consumption(能源的消耗) 

透過對個人和企業的能源消費行為進行

監測，人工智慧可以提供優化能源消耗過程的

解決方案。 

案例 1：Alphabet's Nest 

Alphabet 旗下的子公司 Nest，開發了一款

智慧恆溫器，能夠透過自動適應用戶行為，達

到減少能源耗費的目的。一旦 Nest 被安裝在

用戶的家裡，它就會開始學習居住者的生活習

慣，並相應地調整溫度。據 Nest 稱，該公司的

技術已經為其用戶節省了 10%到 12%的暖氣

費。 

案例 2：Nnergix 

西班牙的 Nnergix 公司，運用機器學習技

術來預測大氣和天氣狀況對可再生能源產能

的影響，比如推算光伏發電廠每小時的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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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Google Sunroof 

Google 發佈了一個名為 Sunroof 的工具，

來計算太陽能對美國家庭的影響。該專案採用

了幾個因素來計算使用太陽能能夠節省下來

多少資金，這些因素包括天氣、電費等資料。 

參考來源 

CBinsight（賴宜廷摘譯整理） 

網址： 

1. https://goo.gl/FbSFMU 

 

https://goo.gl/FbSF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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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名家專欄-杜彥宏】茶餘飯後談創投與天使投

資

前一陣子，創投一姊 Yvonne Chen 在臉書

上，發表了一篇訊息，說有創投業者公然剽竊

別人的績效。當然，剽竊別人的績效是不對的，

但我想更多人不瞭解的狀況是，為什麼要剽竊

別人的績效？別人賺的錢並不會因此跑到自

己的口袋! 這就要說創投從業人員平常的活

動了。大部分的創投業者都很低調，除了合夥

人為了募資需求，需要高調曝光之外，平常大

家都低調行事，也更增添了這個行業的神秘感。

連我多年的朋友也會問，平常我們都是在做些

甚麼事? 也會有年輕的朋友很感興趣的問，該

怎麼樣才會轉職到這個行業?而我也很難簡單

而明確的說明，因為我也不明瞭其他創投人士

平常都在做些甚麼事，所以藉由創投一姊的小

故事，來做個開場。 

還是先回到原來的問題，把別人的績效說

成是自己的績效，到底有甚麼好處?創投是私

募基金的一種。銀行的投資理專介紹您購買的

基金，是屬於公開銷售，對不特定人募集的基

金。因為是公開、不特定人銷售，所以需要經

過金管會的審核管制，以保障投資人的權益。

而相對於公開募資基金，對特定人、少數人募

集的基金，就是私募基金。募集私募基金的管

理團隊，會針對管理團隊本身過往的經驗與能

力，而有不同的投資目標與操作策略。有些仍

會以上市櫃股票做為投資標的，將公司下市管

理的操作策略；有些以外匯、公債及期貨等不

同商品，但以計算風險組合為操作策略。另外

也有協助企業併購其他公司的併購基金。而創

投就是投資於未上市櫃公司的私募基金。創投

主要的活動就是:募資、投資、投後管理。創投

首先要能募資，再用這筆錢投資達到不錯的績

效，才能有機會再募集下一檔基金。至於如何

能達成好的績效，就是各家創投的經營方法。

有創業過的朋友都知道，募資時期是創辦人心

理壓力最大的時候。而創投更是屬於持續的募

資、持續的產出高績效無限循環的產業。當然，

或許也有些創投不是以投資績效為重點，而是

以產生多少就業人口、產生多少家企業、成就

多少新創募資、或是相關企業協助國家產生多

少 GDP。當然我們也會用這樣的數據來給政府

相關單位。最終對創投來說，投資績效是創投

公司經營的指標，而誇大自己的績效，對少數

創投來說變成不得不為的作法。我不瞭解

Yvonne 暗指的是哪家創投管理公司，但是募

資時提供的財務報表等績效是假不了的。努力

的讓自己的基金投資績效卓越群倫，是每個創

投從業人員該努力的方向。 

而如何達成好的投資績效，則是牽涉到創

投管理團隊的合作過程與背景。我加入創投這

個行業是在 2002 年，更早是在網路設備商工

作四年，對於下一份工作仍在研究與摸索的階

段，剛好有學長邀約，需要一位元瞭解網路產

業的 AO(account officer)，經過評估後，我就進

入這個產業。2002 年剛進這個產業時，有熟知

這個產業的朋友就說，這個產業還能加入嗎?? 

當時是 2000 年網路、光纖股剛泡沫大崩盤之

後，科技相關產業都在盤整，網路企業倒閉的

新聞接連發生。我是在這樣的時期進入創投這

個領域，自己也時時在思考，如果創投這個行

業，沒有所謂的景氣循環，還會是一個產業嗎??

當時也有許多朋友，也是在這個時期從產業界

轉職到創投這個領域。就我的觀察，台灣的創

投應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990 年到 2000 年；

2000 年到 2010 年以及 2010 年以後。自 1982

年當時政務委員李國鼎先生從矽谷考察回來，

引進創投制度，於 1983 年頒布「創業投資事

業管理規則」後，1984 年台灣成立了第一家創

投「宏大創投」。1986-1990 年行政院開發基

金與交通銀行籌資八億元，成立第一期創投發

展種子基金，協助成立了漢通創投(美國 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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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創投、全球創投、歐華創投等。是第一波

由政府啟動的創投設立潮，到 1994 年時創投

公司只有 21 家，但是隨著台灣電子產業的大

爆發，1996年到 1999新設的創投公司就有 126

家。爾後因 2000 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修訂，

取消創投股東投資抵扣優惠，投資人投資創投

的誘因消失。在 2002 年則有政府另一波的創

投發展推動，當時提出「挑戰 2008 國家發展

重點計畫」鼓勵民間投資創投。當時計畫由國

發基金出資 300 億元，搭配民間投資 700 億

元，預計可以引資 1000 億元的資金到創投，

提供創業家的資金活水。在 1995 年進入創投

這個領域的前輩，大部分在 2000 年前就可以

退休了。當時是台灣創投產業最好賺錢的年代，

很多人靠著投資未上市股票，快速的累積資產。

當時，也是當時創投基金績效最好的時候，靠

著台灣電腦電子業的蓬勃發展，很多科技新創

公司，從公司創立到股票公開市場交易，只花

不到幾年的時間。在這段時光裡，創投老闆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依靠老闆以前的業界人脈，

尋找案源並爭取投資額度。創投的老闆多是從

產業界出身，或是從工研院出來。當時的投資

主力在電子業，投資的重點在進口替代。公司

生產可以取代進口產品的零件，很容易在相關

的上下游供應鏈中切入市場，而創業家很多都

是創投老闆的同學、同事、朋友、供應鏈，爭

取投資額度，創投老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02 年政府的「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計畫，鼓勵民間投資創投，也成立了許

多新創投公司，並吸引新面孔從產業界進入創

投行業，我也是在這個時期轉職進入創投產業。

當時的環境確實不如 1995 年時候，原本的進

口替代優勢已經減弱，主要的原因是外商不再

採取轉移新產品，而是產品直接殺價與台廠競

爭，同時系統零件的採購權，也被原廠要求指

定供應商。原有的投資策略優勢慢慢的消失，

投資電子業新創公司的回收期也拉長。同一時

期，中國大陸成了世界工廠，中國對於製造業

電子產業供應鏈的投資比台灣更為積極，也讓

電子業新創公司面臨更嚴苛的產業環境。當時

仍是創投行業熱絡的時期，由於有政府「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而成立的眾多創投

公司，有一定的資金需要去投資，但是投資的

環境已經改變了，如果仍沿用 1995 年的做法，

則績效不容易達成。譬如某創投公司在 2016

年 6 月的新聞稿，「其品牌基金在十年後達成

總投資報酬率約達 30.8％，換算年化投報率約

為 3％。期再造基金 總投報率達 20.9％，換算

年化投資報酬率約 2.7％，兩大創投基金表現

皆優於不少同期成立的創投基金」。可見得當

時創投基金在投資壓力下，好案子很容易拿到

資金，甚至於差強人意的案子也獲投資。當時

有為數不少的創投基金，十年後仍然無法回本

給股東的情況，多有所聞。我認為創投如果能

成為一個「產業」，應該會有該有的產業景氣

循環，唯有經過不同階段的循環中，仍能表現

優異，才有汰劣存優的機制，也才能彰顯創投

公司的營運計畫與績效。如果所有的創投公司

的績效都一直很好，隨便做也能有超高報酬，

這樣將會持續吸引更多的資源進入創投基金，

直到每家公司的高績效被打破；相反的，如果

所有創投公司的績效都一直不好，則將沒有資

源會再投入創投公司，則台灣將不會再有創投

這個產業。創投如果是好的產業，能協助階級

流動，能協助創新創業的發展，對社會有價值，

政府就應該要盡力協助，譬如行政院國發基金

多年來投資了很多創投基金，累積了不少創投

公司資料與績效，經由這些資料的分析，從中

篩選優秀的創投團隊給予支持，協助績效好的

創投團隊持續經營，並協助創投團隊跨世代的

傳承，則對於台灣整個經濟，將有長遠的影響。 

2012 年以後，整個創投行業又有一番變化，

就是投資與育成/孵化的整合。從 2005 年 Y 

Combinator 開創創業加速器的潮流，慢慢擴展

到全美國以及世界各地，新創團隊開始有了與

募資以及業師資源對接的管道，新創公司與創

業家的數量也開始大增，而台灣也從 2010 年

開始出現創業加速器的熱潮，最後連台灣最大

的創投集團中華開發金控也於 2017 年成立了

中華開發創新加速器，我本身也協助過交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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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器擔任顧問或導師，對於加速器的做法也略

有瞭解。創投與加速器本身其實是合作的關係。

有些同時擔任加速器又同時擔任創投的機構，

應該對營運的流程要有個準則。我們曾經要投

資一個創業團隊，對方曾在台灣最早的加速器

孵育過，我們經過評估後，決定投資這家團隊，

但最後投資額度已經被加速器分配走了，最後

我們沒有額度投資。我們很樂見創業團隊能順

利募資、順利發展。對於加速器這種作法也沒

有覺得不妥，畢竟，運作加速器的目的就是為

了投資機會。但對於創業團隊來說，這就要注

意點，如果新創團隊進入這個加速器後，不能

獲得其資金的投資，對於創業團隊日後的募資，

就需要更好的條件來說服其他的投資人，因為

對投資人來說，最有錢也最瞭解你的加速器導

師，都不認同你、投資你，參加 Demo day 就

可以吸引其他投資人嗎?加速器運作如果有黑

箱，這個黑箱就有無限的想像空間。最好是像

中華開發創新加速器的運作流程，會先行投資，

再後續加速作為加速器運作的準則，否則加速

器出來的團隊，加速器自己都不投資，要如何

說服其他的投資人。 

近年政府力推創新創業，且創投也慢慢的

廣為人所知悉。常常碰到年輕的朋友，很想瞭

解如何進入創投這個領域。我也對於創投公司

的 AO 應該要有怎麼樣的特質? 思索了很多年。

創業投資或是天使投資的主要決策的重點，在

創業團隊的特質。那創投公司的 AO 是否也有

這個職務所需要的特質呢?需要主動積極、挑

戰風險的特質嗎??如果AO也有承擔風險的特

質，在看了這麼多的創業團隊後，AO 也會很

容易跳入進行創業活動。如果 AO 是保守型的

特質，那麼 AO 又如何去進行高風險的投資活

動?我認為創投公司的 AO 應該要有創業家的

特質，主動、積極、承擔風險，並且對新奇的

事物充滿熱情與好奇。對於各種新奇的技術、

商業模式、做事的方法都有興趣瞭解。平常會

接受各種資訊，並加以思考判斷。對於創業過

程中所需的資源與方法也都積極瞭解。至於是

否要企管所畢業?我覺得 AO 的個人特質比較

重要。同樣的，有這樣特質的人，不管是否加

入創投行業、或是加入創業團隊、或是在大企

業任職，其實都會是個人才，不管在哪個行業

任職，都會有傑出的工作表現。在大公司工作?

新創團隊?或是跳去創投公司工作，都只是每

個人的機緣與選擇，沒有誰優孰劣。創投公司

尋找AO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應聘應屆的MBA

畢業生(如台灣最大的中華開發金控)，一種是

招募已於業界工作多年的產業人士。而會招募

業界人士的創投公司，會以創投基金規劃的投

資重點為主。譬如計畫投資在生技、人工智慧、

或是物聯網等產業，就會以此招募相關的業界

人士。所以，轉職是靠機緣，將自己的特質與

能力培養好，這樣不管是在哪裡工作，就能有

傑出的表現。另外，成功的專業經理人與成功

的創業家，有很多特質是相同的，這是他們得

以成功的因素。但是專業經理人與創業家還是

有些不同。事業經理人在有組織、有資源的地

方，努力工作獲得職涯上的成功。創業家在沒

有組織、沒有資源的地方，努力的整合組織、

累積資源。慢慢的累積各種小成功，得以吸引

更多的資源。專業經理人傾向規畫大計畫，說

服主管/老闆/股東的同意，爭取足夠的資源，

然後執行。我們常常看到有新創團隊陷入雞生

蛋、蛋生雞的問題，預計規劃大規模的投資，

來執行營運計畫，並以執行後的成果來評估團

隊的價值。對於創業家型的創業團隊，則會去

努力的創造累積各種小成功，並以各階段的成

果讓投資人來評價團隊的價值，而不會糾結在

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上。專業經理人特質與

創業家特質一定是互斥嗎? 專業經理人也可

以擁有創業家特質，這樣的人在大組織中，會

善用資源做組織內改革或是改善。 

投資是為了獲利，有獲利就會有風險，投

資在高獲利的產品就要承擔高風險。而專業的

投資人，則是努力的在保持(或是提高)高獲利

的情況下，盡力的降低風險，譬如實地查核 

(due diligence)的過程，就是在降低未知的風險。

在同樣的環境中，如果能保持獲利倍數相同的

情況下，誰能積極降低失敗的機率，整體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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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績效就會脫穎而出。政府目前也對早期投資

提出政策上的引導與補助，包含「個人投資高

風險新創事業公司適用所得減除辦法」與國發

會「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對成立兩年內與三年內的新創企業的投資稅

務抵減或是共同投資的政策。個人也樂見台灣

天使投資人更為的活躍。對於有興趣投資新創

企業的投資人，該要如何進行才能達到最好的

效益呢? 我會建議做自己最擅長做的事。美國

有篇研究報告，分析早期投資能獲得成功的投

資人有三個特點。一是投資人投資在自己所熟

悉/擅長的專業領域；二是投資人投資前的評

估期很長；三是投資人投資後花了很多時間在

協助新創團隊。就像有人選擇投資股票，有人

選擇投資房地產、外匯、期貨或是權證。每個

人就自己的取捨，而做不同的選擇。喜歡短期

操作的，就得面對高張壓的生活型態，但也有

人不想天天盯盤影響生活品質。同樣，如果對

於輔導創業團隊深感興趣，而且又有多餘的時

間可以進行研究與輔導，投資人親力親為是最

為的恰當，這樣可以把每次的投資風險，以自

己的力量盡量的降低。或是可以參加投資早期

企業的各種團體，譬如「台灣天使投資協會」

等。其秘書長蘇拾忠先生之前擔任創投公會祕

書長多年，對於創投公司的運作瞭如指掌。目

前以「台灣天使投資協會」秘書長身分協助投

資人與輔導創業團隊；又或是參加各類的天使

投資協會與各大學的天使投資俱樂部組織等，

可以維持自身的生活型態，又能投資協助早期

新創事業。 

對於創投公司來說，募集到資金只是開始，

能夠給投資人豐碩的獲利才是成功。而怎樣的

績效才算豐碩呢?個人覺得創投公司，募集一

檔基金，十年後應要能達成一倍以上的獲利

(投資十元，回收二十元)，這樣的年複合投資

報酬率 (IRR)為 7%。如果十年後獲利只有三

成，年化報酬率只有 3%，如果考量風險因素，

其實是比存款還差的投資報酬。所以，不管是

打算自己操作，或是委由他人操作，目標應是

倍數以上的獲利。 

最後，對於投資後投資人如何與新創團隊

互動?這是很多投資人與新創團隊的難題，從

不同立場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新創團隊與天

使投資人認為，投資人只要給錢就好，投資人

對團隊經營不該有任何的意見。這樣的投資人

與團隊，認為投資人過往的經驗，只會造成新

創企業經營的困擾。同樣的，我也看過有心懷

不軌的投資人，在投資合約書中設下陷阱，或

是博弈條款。投資人也應當拿捏與創業團隊互

動關係，新創公司的風險是由團隊承擔，而不

是投資人自己在創業，所以該讓團隊有學習與

犯錯的空間。該如何互動?沒有簡單的答案。對

於喜歡單打獨鬥的創業團隊與投資人，我尊重

他們的操作模式，當公司是獨資企業時，自己

要怎麼操作，關起門來都是自己的事。但是接

受外部投資人的投資後，就要把外部投資人的

意圖放進公司的發展方向。對團隊來說，慎選

投資人是非常重要的，雙方事前溝通好，可以

避免事後的口水之爭，投資後如何與創業團隊

互動，早在投資前就應該要能彼此清楚瞭解了。 

本文作者杜彥宏，為交大天使投資俱樂部  

執行委員、雙魚創投合夥人、麗智科技執

行副總暨共同創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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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與產經政策】 

行政院長賴清德於 3 月 15 日在行政院會

聽取科技部「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執行績

效報告。科技部協同經濟部、衛福部、中研院、

金管會、國發會等戮力推動，已在法規環境改

善、資本市場調整、人才培訓、資源整合等產

業生態系建構方面初具成效，無論是健康福祉、

醫療器材、製藥及應用生技等生醫產業的各領

域營業額，總體預估達新台幣 4,860 億元，整

體成長率達 3.4%，為台灣的經濟成長注入強

勁的動力。台灣在 2017 年國際生技大會（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評為新興市場中生醫

創新第三名，超越南韓、馬來西亞及印度，躍

升為亞洲生醫產業的重要樞紐。 

106 年度生醫產業民間投資額達 526.2 億

元新臺幣，較上一年增加 16.8 億元，成長率

3.3%；投資案更達 118 件，較上一年成長 25.5%，

有效拉動了國內資本投資的成長。「生醫產業

創新推動方案」推動至今，我國廠商所開發的

新藥共計 5 個品項獲得了國際藥證的資格，

106 年由本土廠商研發的新藥中也有 3 個品項

成功在台上市，不但榮耀國際，更為國人的健

康福祉再獻新猷。另外，106 年我國醫療器材

產品共計 55 項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

FDA 510(K)上市核可，其中更包含了 37 項的

高值醫材，將台灣品牌成功打入國際高端市場，

創造台灣精品形象。 

科技部進一步盤點年度工作亮點，如下： 

一. 完成「科技基本法」、「生技新藥

發展條例」等重要法律修訂。從創新源頭銜接

產業發展，鼓勵學術界研發成果加速產業化，

導引學界人才參與產業，獎勵發展創新醫療器

材及新興醫藥品。 

二. 協調科技事業審定與上市櫃審議

共識，協助具良好公司治理實務的生醫企業順

利上市籌資。並放寬銀行對創投持股上限，提

高到 100%。 

三. 藉新修訂之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

標準第 17-1 條，已有太景公司研發之治療社

區型肺炎抗生素，符合以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

上市新藥之申請條件，獲得較優核價。 

四. 同時運用台灣-史丹福計畫及前瞻

基礎建設等人才培育機制，加速學研醫人才迅

速貢獻於生醫企業之新創及茁壯。 

五. 串接從北到南之特色生醫聚落，串

連包括「南港新藥研發聚落」、「新竹生醫創

新醫材聚落」、搭配中南部產業優勢（精密機

械、植入式醫材、PIC/S 藥廠等），所發展的

「特色醫材聚落」、與發展利基藥品促成傳統

製藥廠升級之「學名藥特色聚落」。 

六. 打造聞名國際之特色醫療產業聚

落，吸引國內擁有尖端醫療技術、有醫療利基

與特色之科別進駐新竹生醫園區特色醫療聚

落，未來可結合台大生醫分院分享園區相關醫

療核心設施，串連上、下游的生醫產品及服務

平台，做為我國高科技及高技術性之尖端醫療

專業場域，引導台灣生醫產業之創新發展，同

時發揮在地服務，拓展國際之功能。 

科技部強調，未來將協同各部會，共同努

力，持續強化產業有感、促進國人健康福祉的

重點工作，如推動醫療器材專法制訂、研議新

興生技醫藥相關法規（如細胞及基因治療、數

位醫療等）、吸引資金投入產業、擴大國產醫

藥品市場規模等；並整合創新聚落，搭配全方

位加速器平台，作為與技術及營運等資源網絡、

1.生醫產業創新引領經濟升級轉型，推動台灣產業邁向新高峰 

關鍵字：生醫 

日期：201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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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與國際市場連接的管道；積極落實精準醫

療、特色醫療、智慧醫療等相關工作，挑戰下

一波產業發展的高峰。 

相信在跨部會齊心協力推動，與各界的共

同努力下，將可帶動我國藥品、醫材及健康福

祉營業額之成長，同時也建置台灣成為全球生

技醫藥產業研發重鎮之一。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bit.ly/2GxJE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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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影響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排除投

資障礙與吸引企業投資台灣，進而促進國家經

濟成長，行政院長賴清德 15 日主持「加速投

資台灣專案會議」第 9 次會議，由經濟部、交

通部與國發會分別就「中小企業發展面臨問題

與因應對策」、「軌道產業興建及維修關鍵績

效指標」與「法規鬆綁成果及效益」等議題進

行報告。 

有關「中小企業發展面臨問題與因應對

策」，賴院長表示，中小企業是我國經濟民生

安定的重要推手，以及孕育、培養優秀人才的

搖籃，而各行各業的隱形冠軍，更是維繫我國

經濟命脈的功臣。因此，積極協助中小企業進

一步解決問題仍是當今重要課題。 

賴院長指出，台灣正邁向數位經濟時代，

如何協助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強化智慧科技應

用與跨領域創新，提升競爭力及創新力，刻不

容緩。考量國內中小企業約有 140 萬家，涵蓋

行業範圍相當廣泛，且員工人數 5 人以下的微

型企業占比超過 7 成，請經濟部採分級輔導，

並於一個月內提出行動方案。 

針對交通部「軌道產業興建及維修關鍵績

效指標」報告，賴院長表示，前瞻基礎建設共

推動 38 項軌道計畫，加計台鐵購車計畫總經

費達 1 兆 518 億元。政府在大力推動軌道建設

的同時，有必要同步思考建立自主軌道系統技

術能力及軌道產業發展等課題。 

有關推動軌道產業發展策略，賴院長指示，

在「軌道產業推動會報」方面，請交通部負責

盤點軌道系統興建及維修需求，解決涉及軌道

產業供需課題；請經濟部負責協助軌道產業有

關產品標準建立、技術研發資源投入及量產；

請工程會負責提供軌道機電系統採購所涉資

格及規格問題的解決方案，研議擴大國內廠商

參與標案的可行作法或機制。 

另外，在提升維修零組件國產化比例方面，

賴院長請交通部督促各軌道營運單位辦理商

機說明會，以促進供需媒合。 

賴院長進一步指出，產業發展亟須領頭羊

帶動下游廠商形成產業鏈，請經濟部鼓勵中鋼

公司積極參與軌道系統機電設備及車輛標案，

以帶動國內軌道產業整體發展。 

在「法規鬆綁成果及效益」方面，賴院長

表示，請各部會持續根據人民與企業需求，積

極興利除弊，檢討並鬆綁阻礙經濟發展的法規

及函釋，務實解決企業投資障礙，優化我國整

體投資環境。 

行政院表示，本次財經相關部會提出的鬆

綁事項共計 40 項，重點包括：優化創新創業

環境、推動減稅便民、賦予企業經營彈性、促

進金融產業發展等，重要成果如下： 

一、優化創新創業環境方面 

(一) 金管會(櫃買中心)107 年 3 月 8 日修正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創櫃板管理辦法」第 4 條等規定，刪除實

收資本額的限制、新增營業收入達 5,000

萬以上之申請公司得免除創新創意審查、

簡化財務報表申報格式及未透過創櫃板

籌資系統辦理之現金增資無須經櫃買中

心同意等規定，以吸引微型企業申請創櫃

板，使其有機會往公開發行及上市櫃市場

邁進，以利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流動。 

(二)金管會擬修正「電子票證應用安全強度準

則」第 9 條及第 11 條規定，將電子票證

端末設備感應距離自 6 公分以下統一放

2.推動中小企業躍升成長並活絡軌道產業整體發展 

關鍵字：產業發展、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 

日期：201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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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至 10 公分(含)以下，以協助新創業者

推動業務，並提升民眾支付便利性及優化

使用體驗。 

(三)經濟部 107 年 2 月 1 日發布函釋，放寬股

份有限公司可發行低於壹元面額的股票，

以利新創事業可以極低價格發行股票，友

善創新及創業環境。 

(四)工程會 107 年 3 月 8 日修正「中央機關未

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就機

關辦理逾 10 萬元未達 100 萬元採限制性

招標案件，刪除須就個案敘明不採公告方

式辦理之規定，以利機關彈性運用採購策

略。  

二、推動減稅便民方面 

財政部 107 年 2 月 1 日發布令釋，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設立的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與中心，提供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得免徵營業稅，以落實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

減輕家庭負擔。 

三、賦予企業經營彈性方面 

(一)工程會 107 年 3 月 2 日修正「政府採購法

施行細則」第 58 條，放寬「委託專業、

技術、資訊服務、設計競賽、房地產」之

限制性招標案件，準用最有利標決標案件，

於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依序遞補辦

理議價，以增進採購效率，節省機關及廠

商重行辦理評選之時間及成本。 

(二)經濟部 107 年 1 月 30 日公告，就辦理公

司設立、修正章程、股東出資轉讓事宜，

刪除股東同意書須加蓋公司印鑑的規定，

以簡政便民。 

四、促進金融產業發展方面 

金管會 107 年 2 月 12 日修正「證券金融

事業管理規則」第 56 條規定，放寬證券金融

業者發行商業本票取得的資金，得運用於有價

證券擔保放款業務，以增加證券金融事業的業

務彈性，並符合業者實際業務需求。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bit.ly/2EgbL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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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各大產業領頭羊已紛紛提出循環經

濟的願景和要求，中小企業面臨衝擊與挑戰，

為協助台灣中小企業因應國際資源循環趨勢，

積極推動循環經濟創新作為。中小企業處吳明

機處長於 13 日邀請不同領域業者現身說法，

共同向媒體展示中小企業處近年來循環經濟

推動成果。業者均對政策推動循環經濟表示肯

定，吳處長也鼓勵業者持續創新，將積極帶領

國內中小企業邁向循環經濟創新發展。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 102 年起推動「中小

企業綠色小巨人輔導計畫」，迄今已協助逾百

家業者朝綠色永續價值創新發展，六年來已提

升綠色產值達 61 億元新台幣，出口值達 100

億元新台幣。中小企業處深入了解國內企業生

態，鼓勵中小企業導入「低碳」、「節能」、

「永續」、「環保」等概念，朝永續價值創新

發展。並促進中小企業於技術與經營層面落實，

實現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共存共榮願景，以

最少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

和社會效益，成功協助業者邁向循環經濟。  

記者會邀請光宇材料李隆晉董事長、環拓

科技吳俊耀總經理及歐萊德葛望平董事長 3

家亮點業者現身說法，分享推動循環經濟成果，

現場也匯聚了旭聚、藍鯨、大愛感恩、茶籽堂、

富勝紡織、合富等 9 家業者具循環經濟綠色內

涵的再生產品，如運用海洋廢棄物再製紡織品

與太陽眼鏡、回收運動鞋作為橡膠發泡填充材

料或地、鞋墊等，都是符合循環經濟，且暢銷

國內外市場的綠色商品。 

光宇材料從半導體與太陽能事業廢棄物

中回收出高純度的矽粉及碳化矽粉，利用高值

化工序將廢砂漿轉化為高端材料，將廢砂漿循

環再利用率提升到 100％，能有效減少工業生

產造成的環境負面衝擊，李隆晉指出「機能性

服飾，即是從廢砂漿提煉出來的奈米級矽粉製

成高科技陶瓷奈米複合纖維。」，這樣的自行

調節、恆溫、遠紅外線、抗菌、除臭、抗敏感、

抗 UV 等機能特性，成為 2017 年世大運主要

供應服飾之一。 

環拓公司研發廢輪胎熱裂解技術，將廢輪

胎回收製成裂解油、碳黑等可利用再生資源，

所生產的環保再生碳黑無臭味，可添加在輪胎、

油墨或碳粉匣。滿足客戶環境責任要求，使用

環保碳黑(rCB)於潛水衣原料，綠色環保理念

獲全球潛水衣客戶熱烈的認同，秉持發揮資源

有限、創意無限的循環經濟角色，提供超越客

戶期待創新服務。 

歐來德葛董事長表示，發展綠色經濟最重

要的是「決心」，從設計、研發階段即需開始

落實綠色思維，為了實現無廢棄且能循環利用

的目標，研發創新、節能減碳「瓶中樹」，成

為世界第一瓶會長樹的洗髮精，於瓶底埋入相

思種子，當洗髮精使用完後埋入土壤中，瓶內

的種子可發芽成長，瓶身還能塑料分解成為養

分，讓瓶子回歸大地發芽成長，賦予包裝嶄新

生命力。 

參考來源 

中小企業處 

網址： 

1. http://bit.ly/2q1lEHi 

 

3.循環經濟魔法效應，中小企業創意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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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 106 年 8 月，透過台北市智慧

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完成信義路雙向

公車專用道自駕小巴夜間測試，更進一步選址

於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以真實道路情境模擬場

域，提供車聯網、自動駕駛及基礎設施智慧化

之技術測試。13 日與產學研等單位正式對外

公開全臺第一自駕車測試基地，率先落實國內

自駕車試驗場域發展，以打造臺灣自駕車友善

環境為目標，未來亦將提供業者進行更多元的

自駕情境測試，凝聚推動智慧交通服務之創新

能量。 

為回應民眾對自駕車服務的期待，以及產

業於自駕技術發展之測試需求，北市府進一步

規劃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約十公頃的實證場域，

建置完整道路基礎設施，開放業者及研究單位

測試自駕車號誌溝通、十字路口號誌判讀通行

等技術，作為上路實測之準備，並 13 日對外

公開這項計畫，創造自駕車相關產業發展利基，

加速智慧交通服務於北市落地之時程。 

林欽榮副市長表示，台北市推動智慧城市，

是一個非常願意接受各種實驗性，以及創新智

慧運輸服務的城市，在Living Lab核心概念下，

任何城市場域都有可能成為產業發展的助益，

希望政府與業者共同合作下，凝聚推動次世代

交通服務創新能量。 

林欽榮副市長進一步表示，感謝這次參與

北士科自駕車實證場域的產學研等單位，一同

為自駕技術發展努力；此外，面對即將到來的

「2018 智慧城市展」，台北市將於 3 月 27 日

至 3 月 30 日展會期間，向國內外貴賓展現臺

灣發展自駕車的實力，期待帶給市民及國際城

市首長與貴賓自駕車新科技的體驗與感受。 

資訊局李維斌局長表示，北士科自駕車實

證場域主要以推動智慧城市發展、促成北市智

慧交通服務產生以及協助產業完成自駕車技

術之應用情境，這次透過產官學研究的公私協

力，讓自駕車實驗場域的測試正式展開，讓新

科技為城市交通帶來更多無限想像。 

「北士科自駕車實證場域」內的產業生態

具多樣性，包括研發自駕車平台的「宏碁」、

推動自駕小巴服務的「喜門史塔雷克」、自主

研發改裝車輛的「臺大」、「艾歐圖科技（iAuto 

technology)」與「資策會」團隊、提供 DSRC

路側設備由「福華電子」與「工研院」技術合

作、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提供

專業建議，上述產學研皆參與了北士科自駕車

實證場域計畫，實地測試創新科技於交通領域

之應用。此外，還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

驗室(MIT Media Lab)與台北科技大學成立的

City Sicence Lab 也在現場展示其自行研發之

PEV 自駕三輪車，讓各類自駕載具於北士科場

域一展風采。 

參考來源 

台北市政府資訊局 

網址： 

1. http://bit.ly/2EgLB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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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賴清德 22 日在行政院會聽取行

政院資通安全處「資安產業發展行動計畫」報

告後表示，推動我國資安產業為落實蔡總統

「資安即國安」政策的重點工作，除為我國發

展智慧國家與數位經濟的後盾，並有利年輕人

一展所長。 

賴院長指出，行政院自 106 年積極推動

「資通安全管理法」立法，同時也在科技發展

計畫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挹注 4 年 110 億

元投入資安相關工作，現階段則希望透過推動

該行動計畫，結合我國半導體、晶片、資通訊

產業優勢，並與 5+2 產業創新、新南向、留才

與攬才等計畫資源整合，解決我國資安產業所

需的訓練場域、人才培育、技術研發、海外拓

銷等問題。未來將由政府帶頭，推動及落實產

業標準規範及認證，打造台灣產業優質安全品

牌，穩固國內關鍵基礎設施資安環境，進而扶

植我國資安產業，進軍國際市場。 

賴院長強調，該行動計畫對提升我國資安

產業相當重要，後續請經濟部統合，教育部、

科技部及相關部會依分工落實推動，並由行政

院資安處及科技會報辦公室定期追蹤推動情

形與成效，視需要滾動檢討本計畫各項內容，

以契合產業需求與整體計畫目標。 

行政院資安處指出，受限國內市場規模，

我國資安產業規模始終不大，連帶缺乏專業人

才投入的誘因及關鍵技術研發動力，惟近年來

由於數位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資安風險備受各

界關注，且為落實蔡總統「資安即國安」的政

策目標，行政院已將發展資安產業納為 5+2 產

業創新計畫所推動「國防(資安)」產業的一環，

並透過「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106 年至 109

年)」全力推動。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bit.ly/2EfNftq 

 

  

5.打造台灣產業優質安全品牌，「資安產業發展行動計畫」正式出爐 

關鍵字：資安、資安產業發展行動計畫 

日期：201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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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行政院長賴清德 26 日主持「行政院青年

諮詢委員會」第 5 次會議時表示，為讓年輕人

在台灣打拚創業時，擁有更友善的新創環境，

行政院積極推動「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

方案」，不僅針對新創的未來發展需求，修改

新的法治環境，同時也提供充裕資金及新創基

地，協助青年創業，歡迎年輕朋友多加運用。 

賴院長強調，該政策朝充裕新創早期資金、

人才發展及法規調適、政府成為新創好夥伴、

提供新創多元出場管道、新創進軍國際市場等

5 大面向落實，經國發會、相關部會與新創業

者及年輕人充分溝通，目標希望能在 2 年內先

孕育至少 1 家獨角獸新創事業；也希望未來 6

年內，每 2 年就培育出 1 家獨角獸新創事業，

積極協助新創的未來發展。 

會議針對「增進海外學者來台進行半年以

上之實質研究合作」討論案，賴院長請教育部

協同科技部，擴大邀請海外頂尖學者來台進行

半年以上的研究合作，並加強與國外頂尖學術

機構連結。 

有關委員針對「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少子女化、青年就業及人口老化等相

關議題所提意見，賴院長指出，「勞動基準法」

修正法案已於今年 3 月 1 日施行，行政院會持

續督促勞動部加強執法，確保勞工權利，營造

勞資團結和諧的環境。為因應當前產業發展諸

多不同型態的工作及生產方式，請勞動部盤點

相關函釋，並適時針對各界意見審慎研議。 

賴院長進一步指出，另為因應社會期待，

改善青年就業及少子女化問題，行政院也將就

優化新創環境、推動資安產業、最低工資法制

化及教保公共化、建立友善育兒環境等提出相

關對策並向社會報告。 

關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意見反映機制」

一案，賴院長表示，為確保學生反映意見後，

其個人隱私可獲得適當保護，請教育部處理學

生陳情案件時，務必落實相關保密規定，同時

亦應督導地方政府配合辦理，並請教育部國教

署持續推動建立學生申訴平台等工作。 

針對委員建議「各縣市政府雖陸續成立青

年專責單位或青年諮詢組織，仍應透過有效的

立法及行政措施，確保青年於相關行政的表意

權被落實」一案，賴院長指出，各地方政府是

否成立青年專責單位或諮詢組織部分，屬於地

方權責，不過教育部可考量於未來與各地方政

府合作舉辦青年相關活動時，適時向地方政府

加強宣導。 

關於「因應後黑客松時代，請深化公務員

資料素養」討論案，政務委員唐鳳表示，「總

統盃黑客松」在規劃討論時，採納許多委員的

具體建議，以 3 個月為期，具長期合作的關係。

「總統盃黑客松」共收到 108 個提案，其中至

少 20 個提案，將長達 3 個月至半年，具體融

入公務機關。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bit.ly/2IEMn4d 

 

  

6.政院優化新創投資環境，賴揆鼓勵年輕人多加運用 

關鍵字：投資環境 

日期：201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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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政府帶頭挺新創，亞洲．矽谷執行中心與

經濟部引領城市與新創業者共同攜手催生我

國新創採購機制，於 27 日在南港展覽館 2018

年智慧城市展的展館主題舉行「新創採購‧鏈

結新創引航智慧城」啟動記者會，號召各政府

機關共同響應。 

亞矽執行長邱俊榮表示針對「強化創新創

業生態系」及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兩

大主軸，亞洲・矽谷以國際鏈結為導向，積極

促成新南向交流合作，與經濟部共同促動新創

產業，結合政府與民間企業資源，建構新創採

購典範案例，期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提供新創

市場試煉機會，運用與政府合作成功經驗，進

入國外市場，以提升國際新創交流能量。 

經濟部次長兼亞矽共同執行長龔明鑫表

示，為優化我國新創業者的投資環境，提供其

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及市場，由政府成為新創好

夥伴，透過經濟部帶頭集結各機關力量凝聚需

求市場，使具有市場潛力的新創產品及服務可

深耕政府共同需求市場，除了可以便利各級政

府機關採買、深化體驗外，同時也能使新創業

者以此型塑商業模式與進一步探索新創發展

可能性。 

本次新創採購共同供應契約首度辦理，鎖

定在節能、安全、健康照護及 AR/VR 應用的

四大領域。為達永續發展目標，並透過新創結

合公務流程、提供民眾服務，本機制透過大型

展會及競賽成果網羅新創解決方案，希望徵求

具有潛力的新創業者進入政府採購共同供應

契約市場，包括「智慧用電管理系統」、「友

善洽公視障支援系統」、「智慧空拍系統」及

「AR 應用平台服務編輯器」等多種新創產品

或服務都是此次徵求的需求標的，預計今年年

中即能於政府共同供應契約平台上供政府部

門採買運用。 

此外，為深化政府和新創業者的連結，並

強化彼此溝通與交流，參考美國舊金山政府的

「創業家居留計畫」，將以「政府岀題、新創

解題」為號召，廣邀各地方政府提出問題，並

提供新創業者駐點或實習的機會，使其可以密

切地與政府在產品研發階段積極討論、溝通與

改良，以利新創產品或服務之催生更合於政府

需求。透過這種方式，將可以大幅度減少新創

業者產品開發與商業化模式探索的時間，同時，

在產品或服務研發階段參與討論與提供協助

的政府單位，也可以享有一段期間的新創產品

或服務金額上的優惠，創造政府與新創業者雙

贏的局面。而目前也有許多地方政府對此具有

高度興趣參與，像是地區型行動支付、病歷追

蹤系統等都是候選的名單。 

本次亞洲矽谷台灣館展出成果充分展現

對於未來城市之想像，包含AR/VR、智慧觀光、

智慧監控、智慧站牌、智慧路燈、警政大數據

等科技運用，而相關產品服務未來將能於政府

共同供應契約上找到解決方案。希望各地方政

府和新創業者利用此機制，在各自的需求和資

源上，發揮實質合作效益，並透過政府帶頭挺

新創，打造具有成長動能的新創生態系統。 

參考來源 

中小企業處 

網址： 

1. http://bit.ly/2IEqFNC 

 

  

7.鏈結新創引航智慧城，政府成為新創好夥伴，集結政府買力拉動新創成長 

關鍵字：政府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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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為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今天表示，2016 年中

小企業就業人口跟公司家數占比皆創新高，協

助中小企業取得資金，金管會從融資放款、創

櫃板籌資及普惠金融政策三方面全力協助，活

絡金融服務。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出

席「107 年關懷與服務中小企業暨提升財務競

爭力研討會」，在致詞時表示，2016 年底台灣

中小企業家數達 140 萬家，占全體企業家數

98%；就業人數 880 萬人，則占全國就業人口

78%，兩者皆創下歷年最高紀錄，顯示台灣經

濟發展過程中，中小企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顧立雄指出，協助中小企業如何取得資金，

向來是政府的施政重點，從融資、創櫃板及普

惠金融政策三方面，政府都積極協助中小企業。 

首先，金管會從 2005 年 7 月起就推動銀

行加強辦理中小企業放款，到 2017 年底，放

款餘額達新台幣 6.1 兆元，較方案實施前增加

3.7 兆，占全體企業放款餘額從 38.3%增加到

60.7%。 

其次，根據統計，至 2017 年底公司資本

額介於 100 至 500 萬共 54 萬家，占全體企業

79%，櫃買中心在金管會扶植下，創立創櫃板，

到 2018 年 2 月底已經有 82 家登錄，籌資金額

高達 3 億元；2015 年 4 月後開放股權性質的

群眾募資，2018 年 2 月核准 7 家券商協助公

司募資。 

而為了落實普惠金融政策，顧立雄表示，

照顧中小企業、微型企業的需求，金管會跟經

濟部促成 20 家信用合作社集體加入中小企業

信保機制，有助微型企業取得資金，繁榮地方

經濟，讓偏遠地區或弱勢族群，享有多元的金

融服務管道。 

參考來源 

中央社 

網址： 

1. https://goo.gl/h3sTur 

 

  

8.照顧中小企業 金管會三管齊下 

關鍵字：融資放款、創櫃板籌資、中小企業信保 

日期：201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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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法國總統馬克宏 29 日承諾，2022 年前投

入 15 億歐元 (合台幣約 538 億元) 預算發展

人工智慧，企圖扭轉人才外流的趨勢，並迎頭

趕上這一領域目前的領導者美國和中國大陸。 

馬克宏對內閣部會首長和企業負責人說，

未來是人工智慧的時代，法國要成為人工智慧

強國，「如果我們在競爭剛開始時錯失良機，

將來就不可能有任何影響力，也不會有任何發

言權」。 

首要目標就是將法國培訓的電腦工程師

和數學家留在國內。法國有一流的數學和工程

學院，培育出頂尖的人工智慧專家，其中許多

人卻在矽谷或倫敦為臉書等科技巨頭工作。法

國財政部長勒梅爾曾說，這簡直「浪費資源」。 

法國並不只想砸錢資助人工智慧相關研

究就了事，而是要創造有利於發展人工智慧的

環境，以持續吸引人才。根據科技新聞網站

TechCrunch 報導，策略有三。第一，吸引大型

企業到法國設立人工智慧研究中心，為法國帶

來數以千萬計美元的投資，並創造數以百計工

作機會。多家大集團 28 日宣布在巴黎建立大

型人工智慧研發中心，韓國三星表示將在巴黎

設立該集團第三大研究中心。日本富士通宣布

在巴黎設立歐洲研發中心。 

第二，法國政府準備在尊重隱私的前提下，

將公共服務機構蒐集的法國公民資料分享給

企業和研究人員，讓他們建立模型，並用人工

智慧改進技術。 

馬克宏說：「公眾資料必須開放，讓研究

人員取用。」富比世雜誌說，這在臉書爆發用

戶資料遭濫用醜聞之際，是個大膽的宣示。馬

克宏說，重要的是將「使用匯總資料」和「侵

犯別人的資料」區分開來，「必須有明確的規

範」。 

第三，將法規鬆綁，讓許多領域的企業能

大膽實驗。首先從自駕車領域開始。法國準備

明年修法，讓自駕車不必有真人在車上監督就

能上路測試。馬克宏說：「到目前為止，法國

在自駕車實驗研發上都落後。」 

在公布計畫前，馬克宏在總統府愛麗榭宮

宴請十幾位頂尖的人工智慧專家，包括臉書人

工智慧法國籍首席科學家 Yann LeCun；設計

出通過高考機器人的日本專家新井紀子；領導

DeepMind 公司做出 AlphaGo 的英國人哈薩比

斯，AlphaGo 在 2016 年打敗最強圍棋選手。 

參考來源 

聯合報 

網址： 

1. https://goo.gl/hytChd 

  

9.法國馬克宏射 AI 三箭 要超中趕美 

關鍵字：人工智慧、法國政府的策略 

日期：201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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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與觀點評析 

臺灣 10 家最酷科技新創 估計募資額達

6.08 億美元 

科技部 31 日由許有進政務次長召開記者

會並請來科技報橘(Tech Orange)進行直播，宣

布「2017 年臺灣 10 家最酷科技新創」名單，

包含沛星互動科技 (Appier)、萬里雲互聯

(CloudMile Ltd.)、睿能創意(Gogoro)、智抗糖

(Health2Sync)、愛實境(iStaging)、酷設工坊

(JARVISH)、美盛醫電(Maisense Inc.)、行動貝

果(MoBagel Inc.)、盾心科技(Umbo CV)及創意

引晴(Viscovery)等 10 家科技創新。 

許次長表示：「這 10 家公司是由科技部

聘請 22 個委員經過 3 階段推薦、評選，找尋

具有最『酷』技術、產品、服務、營運模式的

臺灣新創，再經過縝密的 Due Diligence 募資

額及技術後，評選出 10 家最酷科技新創。其

中屬於 AI 的公司計有 5 家、IoT 及生醫各 2

家、AR/VR 1 家，扣除不願意公布募資金額的

公司，估計募資額達 6.08 億美元。」 

各公司上台介紹「酷」點 

記者會上各個新創積極展現該公司的「酷」

點。其中 AI 公司占比高達 5 成，包括 Appier

專門開發各種人工智慧應用平台，協助企業解

決最棘手的商業挑戰；CloudMile 利用 AI、深

度學習及大數據系統分析提供語音及人臉辨

識、推薦系統、日誌及預測分析及遊戲算圖等

服務；MoBagel 研發自動化機器學習引擎，協

助企業用戶大數據作預測分析；Umbo CV 自

主研發 AI 影像辨識系統，運用深度學習的類

神經網路架構，將電腦視覺商用化在安全監控；

Viscovery 整合深度學習與電腦視覺技術，提

企業客戶高度客製化的視覺辨視解決方案。 

在 IoT 的部分，有 Gogoro 智慧型電動雙

輪交通載具引領傳統的大型都會轉型為智慧

城市；以及 JARVISH 發明的全球第一個智慧

頭戴安全帽及移動 IoT。 

在生醫的部分，Health2Sync 建立結合行

動/數位醫療及雲端服務的健康照護平台，協

助糖尿病患的管理；Maisense 的行動心血管監

測儀可同時測量各項心血管參數並與 APP 及

醫病管理系統結合，提升家庭醫生服務的效率，

並有效降低醫療費用。 

唯一做 AR/VR 的 iStaging，提供 AR/VR

垂直產業的應用服務、2D 轉 3D 雲端運算平

台、AR/VR 內容串流平台，深入的商用領域包

括了房產、設計、傢俱、電商新零售、文化觀

光旅遊等垂直產業。 

Taiwan Tech Arena(TTA)協助拚科技新

創 

Taiwan Tech Arena 即將在 6 月於台北小

巨蛋盛大開幕，許次長再表示：「臺灣的科技

新創都有很好、很酷的技術，TTA 的重點就是

希望能幫科技新創加值，透過科技部的力量協

助鏈結國際級加速器的業師、產業、技術及商

業模式等資源，最重要的目的仍是協助我們的

新創公司募資，進軍國際市場。對 TTA 有興

趣的科技新創團隊及新創公司，以及我們今天

公布的 10 家最酷科技新創，歡迎成為 TTA 的

策略夥伴，一起加入我們拚新創的行列。」 

參考來源 

科技部 

網址： 

1. http://bit.ly/2ICM75t 

 

10.科技部發布 2017 年臺灣 10 家最酷科技新創名單 

關鍵字：科技新創 

日期：201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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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賴清德 2 日召開的「行政院數位

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簡稱 DIGI+小組)第

二次委員會議，賴院長表示，「數位國家・創

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 年)」(簡稱 DIGI+

方案) 為實現行政院「智慧國家」施政目標的

重要政策，也是打造 5+2 產業創新蓬勃發展的

數位沃土，更要提升台灣國家競爭力與人民生

活品質。  

會中，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報

告「DIGI+方案成果及未來推動重點」， 2017

年 DIGI+方案在各界的支持與努力下，立法院

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與「外

國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法」等創新法規調適，

推動金融科技創新，以及填補產業所需人才與

技術缺口。對民眾方面，完成公共場所免費

WiFi 服務，於高鐵、桃捷全部車站及列車、桃

機、台鐵各車站等無線上網，讓國內外旅客以

及通勤族在行車間或公共場所上網暢通無阻；

同時民眾透過一站式災害情報站，就可得知颱

風資訊、停班停課、停(復)水/電力/電話、道路

封閉等民生災害即時訊息服務。  

另外，2018 年行政院將持續推動下列三項

計畫:第一、落實「台灣 AI 行動計畫」，培育

AI 人才及推動 AI 科技發展，已促成微軟在台

設立 AI 研發中心，Google 將推動台灣為

Google 亞洲最大研發基地；第二、推動「優化

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希望能在 2 年

內先孕育至少 1 家獨角獸新創事業，並帶動未

來 5 年新創事業獲投資金額每年成長 50 億

元，使台灣成為亞洲新創資本匯聚中心；第三、

加速「資安產業發展行動計畫」，以「建立全

球資安產業創業基地， 2025 年扶植新創公司

累計達 40 家，資安產值達 780 億元，達成 8

年產值倍增。 

DIGI+民間諮詢委員會於會中報告，並提

出 7 項建議，包括參與國際標準規格制訂、推

動智慧建築、開放防救災害資料、提升智慧系

統的採購效率、強化電商資安、推動數位轉型，

以及人才培育等。  

與會委員對於 DIGI+方案目前推動成果

表示肯定，並針對後續推動方向提出多項具體

建議，包括充實新創早期資金、提供創投租稅

優惠、加速建立政府資料開放法制、政府創新

採購、將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法延伸至移

民政策、提供大型 AI 或資安創新應用實驗場

域、吸引東南亞獨角獸公司來台設立研發中心

等。同時，六都與會代表也分享推動智慧城鄉

之相關經驗，並提出要做到人民有感、應用落

地、場域開放等，且結合產業資源完成系統整

合，再輸出國際，才能算是成功案例。  

院長提示，過去這段時間，在數位經濟法

規調適、AI 行動計畫、優化新創事業環境、資

安產業發展、寬頻建設、智慧公共服務、智慧

城鄉等都展現具體成果；對於尚在審議的法規，

要加強溝通，促成法案立法通過，對於行政院

通過已編列預算的計畫及核定之行動方案，要

掌握預算，具體推動。針對委員及外界建言，

各部會應務實面對、積極推動，除會中所回應

之處理說明外，亦請吳政務委員政忠、陳政務

委員美伶、唐政務委員鳳三位副總召集人透過

DIGI+小組平台，持續與各部會討論精進作法，

並滾動修正方案內容。 

參考來源 

新聞傳播處 

網址： 

1. http://bit.ly/2ICMQDJ 

  

11.DIGI+小組召開第二次委員會議，賴揆期許加速 5+2 產業創新邁向「智慧國家」 

關鍵字：DIGI+、智慧國家 

日期：20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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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園地專欄】創業募資甘苦談-天使在哪裡？ 

從 2013 年開了第一間屬於自己的公司開始，我就一直都在找願意投資我的人。 

從家人到認識的朋友，到朋友介紹的朋友，線上遊戲的陌生人，銀行背景的創投，無數個號

稱自己是天使的創投，到各大募資平台，各種有名的孵化器，加速器…等等，幾乎能談的不能談

的我都談過！ 

五年來我真心的覺得要遇到天使比撞鬼還要困難許多，但又比中樂透的機率要高一點，所以

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而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可遇而不可求，然而筆者有幸在創業的過程中遇到

幾個小天使和一堆假天使，在創業第五年也就是今年初，遇見了我的大天使，所以本篇就來分享

一下募資過程的甘苦談，還有募資前應該注意的事項，在這裡對天使的定義是當你的 bp 沒有任

何獲利能力前，就願意把錢拿出來陪你賭一把的人！ 

你真的需要資金嗎？多少？有何用途呢？ 

從一開始申請公司到購買生財器具或租辦公室等等的前置作業，林林總總的花費，通常都是

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多很多，花個幾萬元是絕對跑不掉的。然而花了這些錢之後呢？公司就可以開

始賺錢了嗎？好像也不一定，甚至很多時候你才發現一開始花的錢，大多都是不必要的開銷，筆

者在創業的過程也是如此(淚)。所以從筆者慘痛的經驗想告訴大家在募資之前先問問自己哪些是

必要支出哪些是次要支出，哪些是非必要支出。 

 

在這裡分享一個簡單的分類方式給大家參考： 

必要支出 : 使公司可以開始有營業收入的最低門檻 

次要支出 : 可使營業收入增加或是提升營業收入的速度 

非必要支出 : 讓自己過得太舒服或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所有費用 

其實每個人的標準不一，所以我們在這邊就不多做討論，以我自身創業為例，筆者本身的專

業是舞蹈教學和舞蹈編排，在創業的過程需要寫企劃書，我就是自己透過朋友和網路找相關的企

劃範例來看，然後自己用企劃軟體慢慢花時間把自己的想法做成企劃，從創業至今這個企劃案已

經到了 10.2 版，也就是大改加小改總計 102 次！而不是選擇花錢找外包來做，外包人員不可能

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想做什麼，再者最大的好處是透過這個過程你會更清楚你自己的想法，也

讓自己更能夠去思考應該改進的地方，最後就算創業失敗，你也多學會了一項技能。 

再者，因為製作網站需要寫程式，這屬於太專業的技能，於是當初選擇找外包公司，結果陸

陸續續換了三間公司，都做不出我要的網站，花了幾十萬的冤枉錢，最後我找到願意技術入股的

工程師，但是工程師需要了解整個網站平台所有的功能以及頁面，這部分稱為網站地圖，通常是

由專案經理跟業主聊過之後製作出來再跟工程師討論，這個部分也是可以外包，但因為之前的經

驗，所以我選擇自己跳下來做，網路上有需多製做網站地圖的軟體，我下載之後發現真的還是要

花時間才可能學的會，最後我選擇去買一張全開的圖紙，用土法練鋼的方式，在上面把所有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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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畫出來，標明清楚，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但這個過程讓我發現不但可以修正原本的想法並

找到更好的做法，還能讓自己看到許多一開始沒發現的問題。找外包人員不但不可能有這個結果，

不斷的修改還會增加金錢成本和溝通的時間成本，更重要的是這個結果讓我在後續和募資單位

簡報時，更有自信，也讓投資人看見我真的花了很多心血和時間投入在這件事情上面，可以增加

他們投資的意願，因為對他們來說，把錢拿出來投資在一個沒有任何營利証明的公司，其實等於

就是投資在擁有這個想法的創辦人，也就是你這個陌生人身上，所以你必須要展現出一定的自信

和決心，讓他們相信你不是玩玩的，也不是只想拿別人的錢來試試看你的想法而已。 

找到對的人，才能事半功倍 

在外面的人看來，創業家就像是瘋子，投資人就像是傻子，一個是幻想花別人的錢來成就自

己的夢想，一個是錢太多不知道要做什麼想拿給別人花，看起來這二種人似乎一拍即合，但就像

是相親一樣，一男一女都想找到完美的另一半，但各有各的想法，所以就需要媒人婆居中去尋找

適合的兩方，於是這個角色就特別的重要。 

在尋找投資人這部分也是一樣，真正有錢的金主大多不是生意做很大就是事業有一定的程

度，所以通常都很忙碌，需要另外找經理人或是成立創投的部門來協助尋找投資項目，然而在這

個部門的人，他本身就是領人家薪水的員工，大多沒有創業的經驗，加上早期根本也沒有創投經

理這個職位，他們在聽完創業者簡報之後，通常需要整理一份報告給金主看，而如果這個投資賺

了錢，當然功不可沒，但是如果慘賠呢？肯定是難辭其就，還可能連工作都不保了，在這個情況

下，試想一下如果你是這位經理，你的報告會是保守的還是會要金主大膽投資呢？ 

筆者參加過不下十次的募資媒合會，成功率是零，當然媒合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不能全部歸

就於此，但反觀我成功找到資金的幾次募資，都是跟投資人本人做簡報，聊過幾次後資金就順利

到位，尤其是最近的這一次募資，這位天使投資人跟我見面聊不到十分鐘，連簡報都沒做，就決

定投資我三百萬，而且股份還是由我決定要給多少，讓我更加確定要募資一定要找到金主本人。 

總體來說，目前市面上大多數的創投單位或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 SOP 流程在運作，然而

就是這套 SOP 流程淘汰了許多不可行的點子和創業者，但也同時扼殺了許多新鮮有趣稍加修正

就可以大鳴大放的好點子和創業者，筆者認為一切的問題出在創投的第一線和創業者接觸的專

案經理人身上，而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根本不該有專業經理人這個職位來第一線面

對提案的創業者！所有有心想要創立天使創投公司的人，應該找有成功創業經驗的人來擔任顧

問，或是金主直接面對提案的創業者，才能夠直接點出創業者的問題所在並快速評估是否投資，

如此一來不但不會浪費雙方的時間成本，也節省金主大筆無效的人事成本！ 

第一印象其實就決定了成敗，從外表到談吐之間的眼神交會 

創業其實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所以常常需要讓自己保持在最佳的狀態，每天要出門之前，

我一定會讓自己的外表和服裝儀容看起來像是個成功人士，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試想一下，

如果你一臉看起來很累或是一副有心事的樣子，加上穿著一點品味也沒有，不要說是金主了，可

能連狗也不想靠近你，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創業家、老闆或是很有能力很有才華

的人！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天使會出現在你身邊，而你的一言一行就透露了你的性格和你的

事業成功的機率，這也是投資人判斷是否要投資你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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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參加過許多的創業聚會，每次去參加聚會時，我都會和我的夥伴討論在場哪幾個人最吸

引我們的目光，哪幾個人可能是值得我們去認識的人，透過這個過程我們也發現實際上真的是如

此，許多優秀的人才在參加聚會時都會穿著合宜的服裝，儀容也會由內而外讓人覺得有股正面的

能量，會讓人想要主動去認識他們，而大多數的投資人，通常都已經見過許多行行色色的創業者，

也聽過大大小小的抱負和夢想，如果你的外表看起來，沒有任何可以吸引投資人的地方，可能連

交談的機會都沒有，更不用說會想要投資你了，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的想法抱負，除了充實內在的

實力，外在的服裝儀容也同樣重要，不見得要西裝革履，但是務必看起來乾淨整潔，讓人會想要

靠近你，傾聽你的夢想。 

你準備好了嗎？給正在創業這條路上想透過募資完成自己夢想的人 

不管是你正在募資或是準備募資，希望大家在出門前都可以先照照鏡子，問問自己能提供給

投資人什麼東西？然後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投資人，你願意拿多少錢投資鏡子中的這個人呢？

這世界變化的速度早已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樣子，許多的想法也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才有，筆者創

業這五年以來，就至少遇到超過 6 個人以上有跟我一樣的想法，想做一個類似的平台，但每一個

人有每一個人的特質，也有每一個人自己的問題，所以想要募資前，先清楚了解公司所提供的價

值和市場定位，反思自己是否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或許你會突然發現你並不需要投資人，你需

要的是一群可靠的夥伴，又或許你自己才是最佳的投資人，而往往當你由衷的認為自己不需要投

資人的時候，他們就會如雨後春筍一般的冒出來了，因為這時的你，才開始俱備了值得別人投資

的特質和光芒。 

作者：陳駿憲 

（宏騰國際娛樂行銷有限公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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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園地專欄】EBAN 公開天使不投資你 

的理由 

EBAN（European Business Angel Network）

為歐洲創業天使網絡協會，性質類似美國天使

資本協會（Angel Capital Association，ACA）。

目前有超過 50多個國家 150個會員組織參與，

包括：天使網絡、早期創投與種子基金、電子

資金平台、個別天使投資人、群眾募資與加速

器等。 

EBAN 提供眾多的功能與活動，包括：（1）

提供工具與認證服務；（2）舉辦研討會、論壇，

頒發年度最佳天使投資人/團體；（3）提供調

查研究、統計分析與政策分析；（4）出版白皮

書，提出政策建議，進行政策遊說；（5）提供

天使投資人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EBAN 在 2018 年 1 月 26 日公布一份名為

「為什麼天使不投資」（Why Business Angels 

Do Not Invest）的報告，這是 EBAN 從 2016-

2017 年期間在歐洲各地舉辦的投資者培訓大

師班和研討會的參與者所收集的調查回覆。以

下就調查結果，進行解讀分析。 

女性對天使投資興趣大增 

此一調查共收到來自 41 個國家 683 份回

覆問卷，從圖 2-1 中，可發現絕大多數回卷的

天使課程培訓參與者都是男性，約占 81.6％，

女性天使投資人還不到二成。 

相對於 EBAN 在 2010 年的統計，女性參

與比重低於天使總數的 5％，因此，2016-2017

年女性對天使投資的興趣大增，這可歸功於歐

盟委員會等的努力，而 EBAN 也致力推出諸

如 Rising Tide Europe Program 這樣的計畫，這

是唯一由女性投資者所創建並領導的培訓和

投資計劃，致力鼓勵女性參與天使投資行列。 

過去 5 年主要投資種子輪募資階段 

圖 2-2上半部顯示了回卷的天使投資人在

過去 5 年投資件數分布，投資 2-5 件者的投資

人最多，約占 35.4%，其次是 6-10 件者，占

27.1%，高於 11 件者僅 6%。至於完全沒投資

者為 13.8%，可能尚在接受天使投資培訓課程，

還未有投資實績。從圖 2-2 下半部可發現天使

投資人參與投資的階段，偏好投資種子輪

(60.5%)和前種子輪(39.1%)的募資階段。 

 

圖2-1、EBAN 調查回收樣本之分布

圖2-2、受訪天使投資人投資概況

過去5年投資件數分布(占所有回卷者%)

過去5年投資階段分布(占所有回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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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原因讓天使投資者不投資某些募資項目？ 

至於天使投資者在過去 5 年不投資某些募資項目的原因，調查結果顯示，以該募資項目失敗

風險過高(87.6%)和估值過高(55.1%)二項原因最高。許多新創企業的創辦人往往不了解其業務計

畫涵蓋何種風險，或者他們沒有正確處理這些風險，這都是天使投資人卻步的主因。 

比較令人訝異的是，只有 7％的受訪者認為投資回報率低是不投資的原因。這一結果也說明

了向天使投資者提交的大部分募資項目，大都具有可接受與良好的回收潛力。因此，大部分的創

業者不需要為了獲得資助而人為增加項目的潛力，應該著重解決項目相關的風險。 

阻礙天使投資人投資的主要風險或問題 

EBAN 接著詢問受訪的天使投資人為何不投資科技或非科技創業公司的主要原因，正如預

期的那樣，投資人首重項目為是否具有市場需求、市場的競爭性、團隊的結構、團隊的執行的能

力，第五項才是公司估值。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創業家往往關注產品/技術，但投資者更感興趣的

項目風險過高

估值過高

沒有其他投資人

項目沒有我可以施力
之處

不知道如何與創業者
協商

項目的回收報酬潛力
太低

我從未投資過該領域

圖2-3、你認為天使投資過去5年人不投資某些募資項目的主要原因?

資料來源：eban(2018)

圖2-4、阻礙天使投資人投資科技新創的主要問題(%)

市場：需求未被驗證

市場：競爭格局不夠清楚

創業團隊缺乏執行項目的能
力

創業團隊的人格特質不合
適

估值過高

創業團隊缺乏倫理

沒有採用精實的方法

潛在法律風險

光是資金仍不足以讓公司
生存下去

潛在的技術風險

不具有可擴展性

無法接受的投資法律條款

資料來源：eba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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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了解新創企業的產品/服務是否有市場，以及創業團隊是否有能力執行他們的商業概念。因

此，如果企業家在業務計劃與募資展示中需更強調市場性，可能會增高獲投的機會。 

 

投資人不投資於影響力項目的主要原因 

通常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是指一種能夠對社會、環境產生積極影響力，同時又能獲

得收益和利潤的投資方式。EBAN 也調查了天使投資人不投資於這種對社會、環境具「影響力」

之募資項目的原因。很可惜的是，儘管已經很多團體為澄清影響力投資和慈善之間的差異作出許

多努力，亦有許多文獻透過實證研究，證明影響力投資與傳統投資一樣有利可圖，但從受訪投資

人的意見中，可以看出這些投資人仍然認為影響力投資只會虧本或是投資回報率過低。這樣的調

查結果，說明了未來影響力投資領域需要展現更多的成功案例來說服投資人，否則投資者仍會傾

向於將這些投資視為慈善項目。 

市場：需求未被驗證

市場：競爭格局不夠清楚

創業團隊缺乏執行項目的
能力

創業團隊的人格特質不合
適

估值過高

創業團隊缺乏倫理

沒有採用精實的方法

潛在法律風險

光是資金仍不足以讓公
司生存下去

潛在的技術風險

不具有可擴展性

無法接受的投資法律條款

圖2-5、阻礙天使投資人投資非科技新創的主要問題(%)

資料來源：eban(2018)

2-6、不投資影響力募資項目的主要原因(%)

覺得投資會虧錢

投資報酬率太低

事業計畫不
佳

其他理由

永續發展的課題不會影
響投資決策

資料來源：eba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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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投資人風險程度的作法 

至於那些情況或做法可降低或分攤投資者的風險程度，調查結果顯示「新創企業的產品或服

務具市場性」和「團隊風險高低」是受訪者最在意的風險因素，並不令人意外。此與前面阻礙天

使投資人投資的主要風險或問題相呼應，只要能避免或改善這些因素不利的一面，就能降低投資

風險過高的疑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與政府基金共同投資作為降低投資風險的考量因素，其排名還高於租

稅優惠，儘管後者給予投資者立即回報，但並未獲得投資偏好，可能與因許多國家的專業天使投

資人並無法獲得資本利得減稅的好處，因為許多稅收減免計劃只適用於勞動收入。另外一個可能

的原因是減稅是讓投資人減少繳稅金額，但並未增加投資報酬率。但與政府基金共同投資的措施，

可以增加總體投資金額，加上政府祭出非對稱退場讓利的優惠，未來該項目一旦成功退場的話，

可預期回收報酬將高於獨自投資或租稅減免，因此，受到天使投資人青睞，這種天使投資人與政

府基金共同投資，並祭出非對稱退場讓利的措施，在歐洲國家常見，如荷蘭。 

 

 

 

圖2-7、那些因素可以降低投資人的風險程度(%)

創業項目的市場接受度高

創業項目已經獲得客戶訂單

團隊人力均衡，而非只是創辦
人一人公司

擁有來自客戶的可靠意向書

創辦人懂得採用精實創業的模式

與政府基金共同投資，並有非對
稱退場讓利機制

對投資人的租稅減免優惠

根據新創發展里程碑分階段投資

有其他投資人共同參與同一交易
案件

正確的估值或依未來績效來決定
估值

獲得技術中心的認證，證實技術是
可行的

曾有多較多創業失敗的
切膚之痛

標準的法律文件

獲得專利證書，具有專利法律保障

投資標的獲得EU或國家資金補助

取得投資企業的董事席次

跨國界投資 資料來源：eban(2018)



 

175 

 

 創業生態大觀園 

投資人對新創企業進行募資時的準備度看法 

圖 2-8 中，76%受訪天使投資人表示當新創企業找上門時，是處於尚未完全準備好或是根本

還沒準備的狀態，只有 24％的募資新創是處於投資者接受的「可投資的準備度」。接受調查的

投資者表示這些新創企業仍需要加強輔導來提升其可投資準備度，建議可以透過育成中心、加速

器和 EUREKA E!nnovest 計畫與其他歐盟相關計畫，如 InvestHorizon、ePlus Ecosystem 與 Future 

Internet Business 等來強化落實。 

最後，在圖 2-9 中，一旦募資新創的投資準備度上升時，天使投資人是否會增加投資該項目

的機會，可以看出 68%會傾向增加投資的機率，但仍有 19%會降低與 13%不會改變，報告中提

到可能與這些項目估值過高有關。 

結論 

EBAN「為什麼企業天使不投資：發現阻礙投資新創企業的因素」的調查報告，目的在試圖

找出歐盟等地區的天使投資人為何投資某些募資新創的主要原因。其透過調查 2016-2017 年期間

參加過 EBAN 投資者培訓研討的對象，共回收 683 名參與者針對八項問題的調查問卷（其中 81.6

％是男性），結果如下： 

 大多數受訪者在過去 5 年中投入了 2 到 10 件投資，其中 35.4％投入了 2-5 件，27.1%投

資 6-10 件； 

 就投資案件的募資階段而言，絕大多數受訪者投資了前種子輪與種子輪階段的企業； 

 募資項目的失敗風險性高和估值誇大過高者是絕大多數受訪者不投資的前兩項主要原因； 

 與市場前景相關的因素，例如市場需求尚未驗證和競爭格局不夠清楚，則是阻礙天使投資

人投資科技與非科技新創的主要原因； 

圖2-8、新創企業與天使投資人接觸互動時的募資準備程度(%)

完全還沒有準備

尚未完全準備

已經準備

準備度相當完整

圖2-9、若新創企業募資準備度提升時，天使投資人是否會增加投資
該項目的機會(%)

會

會降低

不會改變

資料來源：eban(2018)

資料來源：eba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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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有大量報導和實證研究來佐證影響力投資是可兼具社會、環境效益與投資報酬的功能，

但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投資影響力的項目，只會導致投資損失或低回報； 

 產品或服務受到市場歡迎的項目被廣泛認為是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另外，減少市場和團隊

風險的不利因素，以及政府基金共同搭配投資或退場讓利的機制設計，都是投資人認同可

降低或分攤投資風險的作法。 

 投資準備度是投資者決定是否投資新創企業的關鍵因素。 

林秀英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副研究員) 

參考文獻： 

Eban(2018)，”Why Business Angels Do Not Invest：Findings on obstacles preventing investment in 

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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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T＊STAR】Thinker-Tinker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OCTOBO/ 

根據全球最大消費電子展 CES 的趨勢報告指出，兒童互動科技產品會是近年科技大廠的開發焦

點，而在眾多產品中，美籍台裔設計師蘇郁婷設計的智慧互動娃娃 Octobo 章魚寶備受關注，因

其獨樹一格的兒童互動體驗，受邀參與 E3、GDC 等數個國際型大展，並獲得 2017 年富比世三

十歲以下菁英榜（Forbes 30 Under 30）的殊榮。 

 

Octobo 章魚寶是一款結合智慧娃娃、平板遊戲、故事繪本的數位學習平台，隨著繪本故事情節

的進行，智慧娃娃的感應元件能偵測孩子與娃娃之間的實體互動，平板則顯示對應的數位學習內

容，給予孩子最即時的情緒和認知回饋。內建的數位學習內容目前為 0-9 歲的英文與基礎認知，

未來將擴充更豐富的主題，如：外語、數學、科學、藝術、程式⋯家長可以持續下載擴充數位內

容，促進孩子不同發展階段的多元學習。 

 

              資料來源：Thinker-Tinker 提供 

 

https://www.facebook.com/OCT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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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T 創業補給站】 

新增創業協助資源一覽表 

在 104 年度已在「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網站中，針對「中央各部會創業協助資源」、「六

都政府創業協助資源」、「大學與民間創業育成協助資源」、「海外早期資金資訊」等項目，建

置將近 500 個來源聯結與說明。自 105 年以來計劃團隊按月更新協助資源，107 年度計畫團隊本

月新增海外知名加速器 8 筆。 

類別/標題 連結 

(六)海外資金與資源取得管道 （新增） 

6.海外知名加速器一覽表-按領域別 (區塊鏈) 

Adel https://goo.gl/ZmkPnp  

Bank of England FinTech Accelerator https://goo.gl/zBMCqg  

Blockchain Space https://goo.gl/bQ2XvL  

Blockchain Business Solution Accelerator by Deutsche 

Bank 

https://goo.gl/pUCzEy  

BoostVC https://goo.gl/jyK9wj  

Chicago BlockChain Center https://goo.gl/jF4ZuY  

Coin Apex https://goo.gl/P4orU1  

Coinsilium https://goo.gl/FYtWmN  

 

 

https://goo.gl/ZmkPnp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Pages/fintech/default.aspx
https://goo.gl/zBMCqg
https://goo.gl/bQ2XvL
http://www.h-farm.com/en/acceleration/accelerators/blockchain-accelerator
http://www.h-farm.com/en/acceleration/accelerators/blockchain-accelerator
https://goo.gl/pUCzEy
https://goo.gl/jyK9wj
https://goo.gl/jF4ZuY
https://goo.gl/P4orU1
https://www.coinsilium.com/
https://goo.gl/FYtW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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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181 

 

 活動訊息 

系列活動02 

投資人論壇暨媒合會 

創業 X 募資 X 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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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航講座 系列活動01 

欲報名領航講座請至 
至 https://goo.gl/98zD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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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參加 PITCH 提案請直接將您的商業計畫書(BP) 
於 5/18(五)18:00 前至 https://goo.gl/forms/QrDKu7nylQA9yzHh2 報名 

 

  

 

【107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活動

 

 

 

 

 

 

 

 

 

 

 

 

 

 

  

 

 

 

 

 

  

四月 五月 
05 月 24 日 (四) 下午 

南軟育成中心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 號 E 棟) 

04 月 23 日 (一) 下午 

行政院新創基地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55 號 2) 

五月 

春季 

06 月 21 日(四) 13:30-17:0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85號B1) 

 

03 月 30 日 (五) 09:30-16:3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6 月 1 日(四) 13:30-17:00 (暫定) 

台中光明頂創育智庫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540 號 10F) 

夏季 
H1 

論壇 

06 月 21 日 (四) 9:00-13:3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區塊鏈來勢洶洶，是救世主?還是一場夢? 

11 月 15 日 (四) 13:30-17:0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台中 

() 
 

H2 
11 月 15 日(四) 9:30-13:3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生醫領域下一個投資風口 

論壇 
冬季 

05 月 25 日 (五) 下午 

倍力輔導 X 領航講座@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2F) 

 

 

即日起 

強力徵件中 

https://goo.gl/98zDrT
https://goo.gl/forms/skYj1NgkaBckvFOR2
https://goo.gl/forms/QrDKu7nylQA9yzHh2
http://www.google.com/maps/place/25.0394064,121.5398692999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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