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 - 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

運營商- 領濤新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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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新北市-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
全球有數百萬個活躍客戶每日依

「新北市-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

開發者、新創公司、中小企業、大

世界創新能量的中心，提供企業

賴 AWS ，這些跨領域的客戶包括
型企業和公共部門。 透過「新北

市-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
，
AWS 將帶來各種雲端科技與最佳

的雲端應用經驗，促進台灣新創
產業的發展，並加快各個產業中

大型企業推動數位轉型的腳步，

中心」的成立，將成為鏈結台灣和

知識交流、資源串接、商機媒合、
接軌國際等機會，以「打造優質新

創環境、鏈結雲端科技研發能量，
實踐產業智慧應用發展」為目標，
提升整體產業發展能量。

提升國內與國際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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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Amazon Web Services

新北市-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

造「新北市-亞馬遜AWS聯合創新中

新和經濟發展，加速台灣新創在雲端

(AWS)及藍濤亞洲共同投入資源打
心」
，委由領濤新創經營管理，並結
合遠東集團多角化企業推動發展，於

2018 年 8 月 10 日正式立足於新北市

板橋區-台北遠東通訊園區（Tpark）
主要希望透過產、官、學、研、企業集

團 與 新 創 等 各 領 域 的 資 源 與 能 量，
引進全球智慧資本與 AWS 全球資

源，讓台灣連結世界，協助入駐企業
邁向全球市場，並打造國內領先、國

際一流的全方位企業成長生態系統，
創 造 出 獨 特 價 值。透 過 導 入 國 際 雲
端服務、強化創業投資資金、鏈結業

界 輔 導 資 源、培 育 雲 端 產 業 技 術 與

人才接軌在地產業優勢等五大面向，
整合國內創業培育資源，打造全方位
的創新創業生態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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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利用國際合作和領先科技推動創
專業技術上的部署和應用。吸引全球
領先新創團隊以及技術專家進駐，協

助新創公司及中小企業進行數位轉

型和雲端運算為目標，提供 AWS 雲
端服務、技術訓練以及商業和技術上
的諮詢，包括物聯網、大數據分析、機

器學習、人工智慧、 AWS 雲端運算等
領域相關的諮詢，協助企業節省大筆

成本、加速產品上市時間、提升業務
敏捷性，擴展至國際市場。

協助新創 打“ 亞洲盃 / 世界盃 ”

針對具備全球化發展潛力的新創團隊，
透過新北市-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

系統化的加速輔導計畫及國內傳統產業
因應智能數位轉型需求的對接，並藉由
AWS 生態系及全球商業網路，架構國內

創新生態系加速器平台，協助新創快速
成長與全球市場佈局，並連結世界、連結
未來、創造獨特價值。

協助企業智慧“ 升級轉型 ”

針對傳統產業數位轉型需求、企業的痛
點與瓶頸，導入創新解決方案，協助企
業升級轉型。

培育雲端人才

提供大專院校「雲端運算」
、
「大數據」
、

「物 聯 網」等 新 經 濟 相 關 教 學 內 容 或

實習機會，培養產業界所需之新型專
業人才。

ntpc-awsj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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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世界連結未來

NTPC AWS - J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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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獨特價值

連結六大資源

創新者聯盟 2019

The Beginning
打造世界一流的加速器 樹立產業的新標竿
協助新創企業達成高度、廣度、速度、深度
強化新創企業商業化、產業化、國際化、資本化
精心打造「智慧 + 生態系」
提升自身的能力 走出台灣迎向世界新的挑戰

ntpc-awsj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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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計畫
「新北市-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集合新北市政府與 AWS 、藍濤亞洲的資源，
以 AWS 享譽全球的雲端服務及其國際鏈結為基礎，協同藍濤亞洲的金融資源與
企業網絡，發展新創加速、企業數位轉型、雲端人才培育的整體解決方案，將台灣

新創企業推向國際舞台，並助力臺灣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將透過「主題式徵選」
、
「
導入資源培育」
、
「投入資金加速成長」及「鏈結國際創新生態系」四階段，提升新創

企業示範驗證的能力，並協助傳統產業數位轉型。成功進駐的團隊能以優惠的費

用享有AWS雲端資源與全套課程、諮詢、活動等專業服務。未來更將與全球各地的
亞馬遜AWS聯合創新中心所有新創團隊充分合作交流，資源互享，經驗相互傳承。

「新北市-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將成為鏈結台灣和世界創新能量的中心，
提供企業知識交流、資源串接、商機媒合、接軌國際等機會，以「打造優質新創環
境、鏈結雲端科技研發能量，實踐產業智慧應用發展」為目標，提升整體產業發展
能量。

SPACE &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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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

聯合創新中心

AWS 工作坊

募資簡報課程

AWS 王珊總經理來訪

進駐廠商說明會

新北市政府

•傳統產業與新創公司的對接窗口

•研究機構之技術人員輔導新創公司之技術研發
•專案補助，加速新創公司的發展
•協助計畫執行及溝通協調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AWS SA Office Hour 個別技術諮詢

•AWS Activate Program 提供使用 AWS 所需的資源，
最高可獲得 10 萬美金雲端用量

•技術專家與新創高階主管分享最新開發技術及應用與
領先創新經驗

•利用 AWS 覆蓋全球 190 個國家的網絡，快速推廣服務

藍濤亞洲

•精品投資銀行：臺北、上海、香港和新加坡

•創投、併購、私募、財務顧問、企業上市服務
•提供跨地區、跨金融產品整合性財務服務
•為新創公司量身訂做融資與併購方案

•提供聯合創新中心之營運經費及業務執行顧問
ntpc-awsj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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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經過甄選進駐後，新創團隊將享有聯合創新中心所提供的為期六個月的一站式服

務，透過豐富的產業商機對接、雲端技術資源與諮詢、創投融資諮詢、導師與商業

人脈、海外市場開發、國際舞台與交流、媒體報導與曝光等機會，全方面加速成長。
同時亦安排各項 AWS 專業技術訓練，包含課程、工作坊、研討會等，協助人才培育
及媒合，使雲端人才能夠發揮專長、適才適所。

智慧雲

提供一系列諮詢、課程與活動，培養新創公司在AWS、研發、
籌資、業務、行銷、營運等各方面的能力
企業雲

透過辦理產品與服務說明會或引薦企業決策者，提供展示與
洽談管道，提升市場商機拓展能力及創造策略合作機會
導師雲

根據各新創公司之領域，從顧問團中為其挑選合適之企業或
投資者導師，於進駐期間進行輔導
資本雲

提供進駐新創公司投資銀行的籌資、併購諮詢服務，協助引
薦過內外投資夥伴。預期將設立創投基金投資潛力新創
國際雲

鏈結進駐新創與國際資源，讓新創公司和海外企業、投資者
有更多交流機會，協助新創公司開發亞洲與國際市場
雲場域

Tpark是遠東集團最新穎的通訊科技大樓園區，主要服務資
通訊相關企業，提供新創公司開發創新服務的最佳實驗場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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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 對 象

公司類型

產業類別

團隊成員

技術需求
融資階段

公司成立五年以下，專注提供 B2B 服務或解決方案，並已在市場上測
試商業模式的新創公司（服務已上線，或產品已發表）
。

主要業務能夠對標智慧製造、智慧零售、智慧醫療、智慧生活等相關產
業項目。

核心團隊掌握技術及商業模式關鍵資源，並具備流暢的英文業務討論及
簡報能力。尋求全球或區域市場資源連結及業務發展潛力者為佳。

目前已經在使用 AWS 雲端資源，或已規劃並即將使用 AWS 雲端的新
創公司。

曾獲得種子輪或天使輪融資以上，或擁有自有資金的新創公司。

主題式
聯合徵選

6個月
全方位資源加速

投行、創投
融資諮詢

豐富產業
商機對接

ntpc-awsj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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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 招 募開跑！
新北市 - 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
第二屆進駐團隊 強力招募
Build a World-class Innovation Ecosystem with Us !

新北市 - 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由 AWS 與新北市政府及藍濤亞洲共同投入資

源所設立，並由領濤負責運營。期望透過導入國際雲端服務、強化創業投資資金、
鏈結業界輔導資源、培育雲端產業技術與人才接軌在地產業優勢等五大面向，整
合產官學界創業培育資源，打造全方位的創新創業生態系。

加 入 創 新 者 聯盟

共 創 智 慧 ＋ 生 態系

智慧零售

智慧製造

收件截至 2019年6月26日
敬 請 把 握 機 會，線 上 申 請！
立即掃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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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智慧醫療

ntpc-awsj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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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者聯盟 2019

The Beginning
2019 / 6 / 21 (五) 13:30 - 17:30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演講廳 ( 新北市板橋區遠東路 1 號 B1 )
• 新創團隊現場展示/交流

• 專題演講《新北市、AWS、藍濤亞洲》
• 新創團隊 Demo Pitch
 《 NTPC - AWS JIC 代表 》
• 新創與投資人交流

活動報名

活動聯絡人 蔡小姐

Anni

02-7717-0688 分機 2010

anni.tsai@cardinalrain.com.tw

全

世界正邁入一個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的時代，台灣

處在絕佳的位置，我們有技術、人才、地理、語言和產

業的優勢，外資科技大廠紛紛來台布局 ， 政府積極推動 AI ，
台商也加速往數位化轉型，台灣新創公司的機會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好。

然而在這個充滿機會的時代，卻也充滿無限挑戰。新創企業
如何連接產業、走向國際、整合資源、提升價值，存在許多問
題，缺乏全面的解決方案。
「新北市-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

心」
（NTPC-AWS JIC） 在這個背景下成立，希望打造世界一
流的加速器，樹立產業的新標竿。

NTPC - AWS JIC 從四個角度協助新創企業：高度、廣度、速

度、深度，並且強調四化：商業化、產業化、國際化、資本化。在
AWS

全球頂尖的雲端資源和技術協助下，新創企業和產業

的CEO 及投資界的菁英直接對接，在精心打造的「智慧生態

系」中快速成長，跨地域、跨領域連接各種豐富的資源，提升
自身的能力，走出台灣，迎向世界新的挑戰！

2019 / 6 / 21（五）NTPC - AWS JIC 第一期新創學員結業，我們
舉辦了盛大的 Demo Day ，邀請你們來體驗。這不只是新創

企業的發表會，更是台灣創新商業模式新的篇章，請來參加

「 創新者聯盟 2019：The Beginning 」
Be there, you will be amazed.

進駐 團 隊
生態系分類

零售

亞科國際 Arkkers
www.arkkers.com

新零售時代的生態形銷售媒合平台

ArkBeez 針對 ＫＯＬ 行銷所設計的平台，不僅解決了 ＫＯＬ 商品銷售的問題，更透過專利 『分

銷商系統』 功能，在同一個系統中串連起供貨商 => KOL => 消費者的生態系，不只為新零售揭開
新的章節，更讓跨境電商不再只是口號。

生態系分類

零售

雲祺科技 Nxtcloud
nxtpos.com

NxtPOS — 一個藉由整合與擴充為商家帶來更多可能性的管理平台

由矽谷頂尖工程師領軍，將現有產品利用軟體、網際網路丶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整合來創造更
多附加價值的科技公司。處世哲學只有不做和做到淋漓盡致兩個選項沒有其它，團隊實力更甚才
華洋溢，簡直才華噴射。

首先推出的 NxtPOS 是目前市面上唯一針對服務業及外帶店打造的 iPad POS 系統，並藉由 API

、 SDK 來優化和解決客戶需求，為商家提供更多商業智能整合服務。跳脫傳統架構，顛覆以往對

POS 的思考，並賦予全新的定義及更多傑出效能。我們追求的不只是一個好產品，而是一個可以
為顧客帶來更多利益的產品。

Nxtcloud 的最終目標是成為一個 B 型企業，將商家、供應商、消費者之間不同的平台，串聯成為
經濟共享、互通有無的生態系，推動傳統服務業電子化發展，以實際行動幫助台灣成為一個更便
利的國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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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分類

零售

雲守護 Beseye

www.beseye.com/tw

Beseye AI 影像分析技術，讓「守護」一直都在你身邊

Beseye 團隊主要專注於提供安全攝影機的人工智慧影像分析平台服務，透過雲端AI影像辨識與巨

量數據分析，協助商用場域的攝影機可以在不需要大量保全人力監督攝影機畫面的情況下，由系
統自動分析與偵測各種安全性威脅與警示，提供商用場域在可負擔價格下優異的全自動化安全保

護服務。 目前 Beseye 服務的客戶包含日本東急鐵道公司的平交道攝影機系統、台灣前兩大電信
安全攝影機家用/商用方案等客戶，全球主要服務市場包含日本、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國家。

生態系分類

零售

勝義科技 HyXen Technology
www.hyxen.com

Location AI 行動科技服務

勝義科技 (HyXen Technology) 為領先的智慧定位服務 (Location Intelligence) 公司，長期創新研
發行動定位技術及累積位置資料庫，至今擁有全球超過 70 億筆位置資料，並擁有美國、台灣、大

陸發明專利。勝義科技基於創新的技術，將純粹的 LBS 進化至 Location Based Audience (LBA) 及
Location Based Intelligence (LBI) 的智慧定位服務邁進，目前以運營 AdLocus 智慧定位行動廣告

服務及授權行動定位服務技術為商務主軸，並同時推出智慧 IOT 裝置 GetLocus ，提供人流引導到

客流分析的全方位服務，期望以 Mobile 4.0 的創新方式，發展 O2O2O 的服務應用。 勝義科技創
業以來獲得 HTC 創辦人卓火土先生天使投資以及鴻海集團策略性投資。

ntpc-awsj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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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分類

生活

米斯 MakeeTV
xprosay.com

提供企業電視台及品牌頻道建置服務，建立跨領域共同創作的影視平台

企業電視台及品牌頻道的建置專家，三年來累積 YahooTV 、 新唐人網路新聞台、運動器材品牌頻
道、博弈直播影棚、電競比賽轉播、投顧財經頻道、農經產品直播銷售、藝人直播節目等成功案例。
我們認為每個品牌都需要有自己的頻道與消費者直接溝通，而建立品牌頻道並非每個企業皆能自行完
成，我們掌握全球第一手影視軟硬體技術及雲端媒體應用資源，使得非電視台背景的企業也能建立自
己的品牌頻道。

今年加強利用 AWS Elemental Live 的雲端運算資源，強化 MakeeTV 成為影視雲端製播平台，方便
開發如雲端導播室、自動化輔助素材生成等工具，減少在地端昂貴設備建置與派遣人員至異地拍攝
費用。之後在 5G 的大頻寬/低延遲特性下，更可以讓世界各地的影視人才為我們的平台提供即時素
材、共同產生內容、多管道發佈， 也方便平台加強個人化廣告、置入品牌訊息、導引購買等功能。

生態系分類

生活

高得科技 Atmos
www.atmos.app

淺水愛好者共享資訊平台，並發布能即時顯示潛水數據的智能潛水錶
ATMOS - 探索海洋 就該如此簡單

ATMOS 擁有智慧穿戴、軟體與設計專家，潛水是我們的共同語言及熱情所在，我們明白每次潛水
都是一段獨一無二的美好旅程，故結合新科技與潛水思維，創造出能帶來極致體驗的產品，讓用

戶潛得更輕鬆安全，精彩故事廣為流傳。 2019 年甫推出的 MISSION ONE 擁有水肺潛水與自由潛

水所需的眾多實用功能，能以震動和訊息提醒潛水警報，並搭載 GPS ，能自動標記潛點到 ATMOS
App 數位日誌中。中文介面、時尚外型，不論入門或專業的潛水員， MISSION ONE 都能帶給您最
佳潛水體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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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分類

生活

重力科技 Zstrength
snailhouse.com.tw

窩牛網：台灣第一的線上售屋交易平台

台灣第一的線上售屋交易平台，除了完整售屋資訊揭露外，我們也提供完整售屋服務,更可以使用線
上的議價機制購買房屋。

我 們 秉 持「 買 屋 0 元 服 務 費 」
、成 交 收 取「 賣 方 定 額 服 務 費 」
，提 供 最 划 算 的 購 屋 選 擇！
搭配知名的律師事務所、代書，及台新銀行價金信託合作，提供一個最安全的不動產交易環境，無論
買賣金額大小，雙方隨時都可以在第3方的協助與見證下，透明、公平、安全的進行買賣交易。希望透

過透明的資訊與安全的平台能，更有效率的協助買賣雙方，合理化服務收費機制，追求雙方的最大利
益，成為買賣雙方的最佳不動產交易夥伴！

生態系分類

生活

極限電競 Extreme Esports
www.esportasia.tv

打造電競產業生態系，建立橫縱向活水回收機制

2016 年度正式成立『極限電競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極限工作室』，過去致力於媒體通路以
及娛樂產業，近年來重心轉換至文化創意產業進而發掘極具潛力的電子競技產業。

本公司核心資產為瞭解電玩產業的消費性需求，同時具有媒體通路、娛樂產業以及文化產業的背
景，整合多重產業的優勢，創造多種虛實整合的新行為與商業模式。

『極限電競股份有限公司』要創造的是完善電競產業鏈，產製數位內容 IP ，整併「娛樂、遊戲、

科技、媒體」四大產業對接國際市場，以推廣國際電競賽事出發，開創電競賽事品牌 Holyland 。
活水商業模式，透過賽事活動創新電競產業，貫穿人才培訓、品牌經紀、 IP 產業及發行。整合贊
助、廣告、線上線下推廣。極限電競平台為全球首創整併電子商務的媒體頻道，提供贊助廠商回
收販售機制，讓觀眾於平台欣賞賽事同時可以購買喜愛的電競商品。

ntpc-awsj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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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分類

旅遊

雅匠科技 YajanTech
yajantech.com

提供跨平台 AR / VR 開發工具 SDK

雅匠科技係以提供 AR/VR 核心技術與整合的服務商。透過AR/VR技術在不同的場域提供適合的產
品，以體驗價值創造最佳的用戶互動型態，帶動產業多元應用，也將逐步改變你我的日常生活。

YajanTech is an AR/VR integrated provider. We are not only dedicated to providing you the
befitting products based on creating the best UI experience for users with experience value but

trying to drive multiple applications of industries and advance our daily life around the world via
our AR image, VR and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ies.

生態系分類

旅遊

踢歐哎哎 Toii
www.toii.io

Gamify Your Travel Experience Fun and Easy with AR
& Geo-based service

Based in the U.S. and branch in Taiwan, Toii is an awards-winning team with diverse talents
onboard. We create virtual gaming experience integrated with AR (Augmented Reality), Loca-

tion-based Service (LBS), and Mobile Gaming.Our team is design and UX-driven. Most of our team
talents are award-winning designers from New York, San Francisco, and Taipei.

We have several clients across industries, i.e. government units, metro-system (subway)

corporations, shopping malls, local business, museums and galleries in New York City, Taiwan,
and Japan.

We have honored with awards and funding from startup competitions worldwid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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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分類

醫療

A P I

亞太智能 Asia-Pacific Intelligent

醫療資訊產業的投資公司

亞太智能為醫療資訊產業的投資公司，致力於「智慧醫療應用軟硬體解決方案」之設計與規劃，
產業範圍規劃為智能醫療，智慧照護，智慧養殖。

目前已投資捷格股份有限公司，捷格是台灣首家推動全院無紙化打造電子病歷管理，也是打造了
台灣第一家智慧醫院，讓醫療院所有最前瞻性智能化的發展。捷格研發各種需求解決方案，例如

智慧病房，智能手術，電子病歷....解決方案，受各家醫院肯定，真正能協助改善醫療品質，提升
醫療及照護品質及智能智慧化的發展。亞太的發展將投資與捷格各項醫療完整對應解決方案相關

的產業。以捷格 20 年的智慧醫療系統經驗拓展全球，除目前與中國，日本外，東南亞與美國也為
未來發展的方向。

生態系分類

醫療

盛雲電商 Share-eco-money
share-eco-money.com

專為診所服務的醫藥衛材交易平台

盛雲電商為診所專屬的 B2B 藥品採購 / 比價平台，提供一站式多項整合服務，搭配平台回饋機

制，長期使用將可節省診所購藥成本 5~15 % 。透過自行開發的系統與醫療資訊系統廠商合作，整
合供貨端及售後服務，以期達到商品多樣化的選擇與藥品衛材的快速配送服務。

盛雲電商平台擁有專業系統團隊，並提供高規格的資安服務予平台會員及合作廠商；同時與醫療
資訊系統結合，每日投放與傳遞有效資訊至診所看板，透過診所用藥紀錄與平台藥品交叉比對，
即時給予診所適當採購建議。

ntpc-awsj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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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分類

金融

VSC Ecosystem
www.vsceco.com

A platform that allows the public to co-invest with reputable VCs in selected startups.

VSC Ecosystem aims to create and facilitate a platform that allows the public to co-invest

with reputable VCs in carefully selected startups, giving more investors access to previously
unavailable high venture returns.

生態系分類

金融

好好投資 How Investech Inc.
www.howinvest.com

聰明人專屬的一站式基金規劃投資平台

好好投資科技由全球最大私人銀行UBS前任副總裁：楊少銘 (Fionn Yang) 與麥格理資本證券前總

經理：張博淇 (Daniel Chang) 共同創辦。是一家，用科技把傳統高門檻人力財富管理，搬到網路
上的智能理財平台。

繼 2018 年中取得「AI投資分析演算系統」發明專利後，又於 2019 年再獲得「區塊鏈共同基金交
易系統」的發明專利，是國內極少數擁有雙項發明的 Fintech 公司。

團隊對金融遇見科技有具體實踐。以 AI 技術「消化」複雜金融數據至一般人可輕易解讀，再協助
產生「專屬」最適投資組合，透過區塊鏈智能合約，以比傳統更低成本的方式，加速取得申購成
交及贖回價款。提供全天候「投資後」管理服務，讓小資族，也能簡單直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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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分類

金融

好險網 Phew Inc.
www.phew.tw

保險業務人員數位化學習工具

好險網係由劉先覺董事長於 2016 年成立的保險媒體資訊平台，提供最新的保險知識與數位工具，
協助保險業務人員提升各項專業，以因應 Fintech 所帶來的衝擊，並致力成為保險業務人員最佳的
數位後盾。

好險網在內容方面是知識及數位工具的複合式網站，我們協助業務夥伴理解、分享知識內容的方
式與價值並透過數位輔銷工具，促進業務夥伴積極分享，因此創造出獨樹一格的擴散式流量。目

前好險網普徧受到業務夥伴的關注與肯定，累積了 42,000 位的 FB 粉絲、 24,000 位 Line@ 粉絲與
近 11,000 位的會員。

今年度我們開發的線上數位學習平台也成為保經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公司所指定、唯一獲得課程
授權的第三方教育訓練平台，提供保經人公司業務人員每年所需法定課程時數的訓練。

生態系分類

金融

艾博碩 Coinful
coinful.capital

專注於加密貨幣市場的量化交易共享平台

我們是一群熱衷於加密貨幣交易和區塊鏈技術應用的工程師及交易員，團隊成員畢業於麻省理
工學院、英國劍橋大學、倫敦政經學院、美國馬里蘭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並曾任職於 Morgan
Stanley 、 UBS 、 WorldQuant 、 IBM 、 HTC 、 Mozilla 等國際知名企業與投資機構。

我們團隊在量化交易、機器學習、以及 AI 人工智能領域皆以鑽研多年並累積相當的實戰經驗。我
們致力將量化金融交易結合區塊鏈技術，打造量化交易共享平台，讓不熟悉量化交易的用戶也能
輕鬆的在此平台上，和專業的交易員一起在全球金融市場投資致富。

ntpc-awsj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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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分類

金融

匯雲數位 NexTrek
www.nextrek.co

雲端記帳及金流管理工具，滿足中小企業記帳與營運管理需求

NexTrek 致力成為台灣中小企業「雲端記帳與金流管理系統」的領導品牌。透過提供簡單易用的
介面，與不受限制的雲端平台，讓企業能輕鬆達成記帳與管理需求，並即時產出所需營運圖表，
提升效率與競爭力。

NexTrek 將逐步整合串接金融機構、支付工具及財稅資訊，數位化帳務處理流程，協助中小企業
成長與發展。

生態系分類

金融

關網資訊 Gateweb
www.gateweb.com.tw

雲端電子發票服務 + 小微企業融資媒合平台

《關網資訊》 成立於 2014 年 5 月，以創新策略性思考，提供符合中小企業需求的雲端電子發票服
務，至今已有 2000 家以上企業選用，亦吸引許多國內上市櫃企業採用。 2015 年 6 月獲選行政院

國發基金天使計畫， 2017 年 12 月再獲選為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是政府對
具發展潛力的新創企業最直接的肯定與證明。 《關網資訊》 思考結合既有優勢基礎，積極邁出永
續經營的下一步，於2018 年 7 月推出 《P2B好企貸》 小微企業網路融資媒合平台，成為金融科技

趨勢中，專為小微企業打造，公開透明、方便靈活的短期、小額融資新選擇。 《關網資訊》 將秉
持初衷，致力成為中小微型企業最穩健創新且值得信賴的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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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分類

城市

雲米 Cloudmii

www.facebook.com/Cloudmii/

雲端代管及虛實整合服務

雲米(股)提供雲端代管及虛實整合服務，創辦人具有 AWS 五年顧問經驗外，同時具有 AWS 及 SAP Cloud 夥
伴資格， 並於 2019 年 2 月得到 SAP 台灣總經理親頒 FY2018 「年度最佳創新夥伴」 之殊榮肯定。

創辦人為 NTT-Taiwan 出身，具有 ICT 及系統整合背景。創辦雲米(股)後仍繼續為 NTT-Group 及其他企業客
戶提供各式雲端整合服務。

生態系分類

城市

雲派科技 Pakingtek
www.pakingtek.com

智能綠化停車暨大數據商業服務

雲派科技去年與臺灣遠傳合作智能停車服務，另外也攜手香港電信 (HKT) 進軍香港熱門地區，打造領先的購
物中心智能停車場服務。在 2019 年，除了已經成案的台灣及香港地區外，繼續加強其他海外市場推廣、主
攻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日本、杜拜、北美洲和其他地區。透過全球電信公司商業渠道合作，有效協助雲派科
技切入各重要市場，提供「泊王」超智能停車解決方案在城市中找不到停車位的窘境，讓行車的最後一哩路

變得無比順暢。透過簡單的物聯網（IoT）系統設計，在強調「環保、綠能」的施工概念下，可於一夜之間快
速完成智能停車場改建。從此，駕駛人可享受到如行雲流水般的停車服務體驗並可結合停車場周邊的商圈聯
合行銷，好買好停車，打造充滿智慧的在地消費服務。

生態系分類

城市

軟領科技 Softchef
www.softchef.com

專注於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協助垂直行業快速升級

軟領科技針對市場導入物聯網遇到的技術缺口，提供軟體、硬體及專業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

軟體端—以「快速部署」及「100%擁有數據實權」為核心技術開發出 IoT 平台 — sensor.live ，能夠數分鐘

之內在客戶的 AWS 帳號中，自動化完成營運物聯網所需的服務配置與實現多雲帳號管理；不僅如此， sensor.live 應用功能可以適應企業不同營運時期與多樣產業並且靈活擴張。

硬體端—依據不同產業應用分為適合固定場域應用的 Anest 通訊協定整合平台，透過雲端調變

protocol 使設備快速上雲，解決整合通訊協定的問題，且支援執行邊緣運算，可以在設備之間即時回應；與
適合消費性商品的晶片模塊具備連網與安全傳輸的能力。

配 合 s e n s o r. l i v e 終 端 用 戶 模 組 與 完 整 的 A P I 介 接 營 運 所 需 的 行 動 應 用 A p p 與 商 業 邏 輯 系 統
（BusinessLogic System），平均降低 98% 的開發時間與 75% 成本開銷，協助企業快速升級。

ntpc-awsj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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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顧 問
張溢修 Victor I. Chang

協和國際法律事務所 合夥人 (外國法事務律師)
張律師二十年的多法域交易經驗，包含：私募股權和創投基金的設立與投資、併購、以及各類型的跨
國複雜磋商交易等領域，是由 Chambers , IFLR , Legal 500 , ALB 以及 Asia Law 所公認，在私募基金
交易、跨國併購及公司事務方面的頂尖律師。

加入 LCS 協合以前，於 2004 年擔任了 Trader Classified Media , N.V.（為於巴黎證交所上市的分類廣
告業權威公司）的副總法律顧問。亦於麻薩諸塞州波士頓市 Testa , Hurwitz and Thibeault 法律事務
所有時年 7 年執業經驗。 自 2003 年開始，代表過眾多委託人設立大中華私募股權以及對沖基金，總
計承諾價值超過 42.5 億美元。

陳友忠 York Chen
智基創投 創始合夥人

陳友忠 (York Chen) 為智基創投創始合夥人，過去 19 年間積極參與中國的創投產業建設，被
Zero2IPO、ChinaVenture、Forbes China 及其他媒體評選為大陸最活躍的創投業者之一。另有媒
體稱 York 為“ VC 佈道者 ”及“ VC 學者 ”，把自己從實踐中走出來的體會與觀察，歸納提升為
理論，歷年來發表不少頗具參考價值的報告，並透過大學 MBA 課程、培訓、論壇、專欄及媒體專
訪等方式與業界分享。

智基創投 (原稱宏碁創投) ，管理國內外基金約五億美元，投資重點在大中華地區的高科技及高成
長企業，包括廣義的 IT 產業、新能源和環保行業以及消費類產品與服務。

林銘遠 Peter Lin
現任

守護天使管理顧問 (股) 公司 總經理
興利投資(股)公司

零壹科技獨立董事

中華組織發展協會 理事
社會影響力協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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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豐利管理顧問 創辦人及董事長

台灣工業銀行投資部最高主管投資協理
美商中經合創投集團 董事總經理
遠邦創業投資 副總經理

陳儀雪 Yvonne Chen

Ceres Capital (穀神星資本) 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20多年的通訊產業和早期科技併購投資經驗涵蓋領域有 AI 、半導體、健康醫療、 AR/VR 、 Fintech
、 資訊安全、物聯網及區塊鍊等。

曾任職於開發國際投資、漢鼎、宏達電及中經合。成功的投資並管理約 1 億元的阿里巴巴台灣創業
家基金，完成跨美英法的 4.35 億元併購案，投資管理達 5 億美元的策略投資及 1.2 億元的創投基金
等。這些也要歸功於台揚科技擔任系統工程師及駐美代表時所累積的經驗、人脈及前瞻性。

邱明慧 Hemingway Chiu

中國信託創業投資(股)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
經歷

28 年以上創業投資及高階管理經驗。

2011 年說服中國信託金控集團長官投資文創產業，首創金控投資國片-電影「殺手!歐陽盆栽」之

風氣，對文創投資有獨特策略與眼光。在其規劃下陸續主導投資誠品生活、華研音樂、必應創

造、寬宏藝術…等，並配合國家產業政策將金控資源導入文創產業，協助台灣文創業者商品化、
產業化及國際化。中信創投文創投資中心是國內金控唯一深入研究與投資文創之專業投資機構，
也是目前國內文創投資最成功的投資人之一。

蘇榮智 Julian Su
藍濤亞洲 資深副總裁

擁有十餘年的豐富私募股權投資、管理經驗；曾主導負責臺灣、新加坡與香港多個融資收購與下
市項目。
經歷

曾任職藍濤亞洲有限公司資深副總裁、鼎石投資私募基金副總裁、遠邦投資私募基金 (FAT Capital)
投資經理。

曾任職於寶來資本 (Polaris Capital) 私募基金顧問、徳碩管理顧問 (Abeam Consulting) 管理顧問、
臺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顧問，臺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創意產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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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適陽
董事長
現任

經歷

研華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

創辦人之一。

精營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總顧問

全球第一工業電腦公司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二位
研華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是知名「Tic100全國
學生創新創業競賽」的創設者之一，目前已造成
全台，甚至大陸的大學創新創業風潮。

徐竹先

TXA 創業家私董會創辦人
徐竹先具二十多年企業培訓、新事業開發、品牌策略規劃、及創業輔導經驗，其所創立之 TXA 創業
家私人董事會，已於全球召開超過 250 場私董會，足跡遍及紐約/東京/巴黎/墨爾本/曼谷/吉隆坡/
北京/上海/深圳/臺北/胡志明市/沖繩等地，為臺灣最大之國際私董會組織。
經歷

ICSB國際中小企業聯合總會副理事長
上海財經大學台灣校友會副會長

李靜芳 Philby Lee
遠東零售規劃總部 執行長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董事長

2010 銜命應遠東集團徐董事長旭東指派轉調集團總部，成立『遠東零售事業開發規劃總部』，擔
任執行長一職，整合集團綜效及兩岸零售事業資源、資產開發，並展開零售事業管理數位化與全
通路新零售之策略佈局。

李靜芳畢業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會計系，並擁有美國會計

師資格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加入遠東集團前，李靜芳曾任職於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在
電信業、零售業、會計顧問、以及營造建築業皆有專才。

30

ntpc-awsjic.com.tw

劉容西 Frank J. H. Liu
全福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長
學歷

經歷

美國普渡大學物理碩士

MIT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中華企業論壇社理事長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機電腦碩士
台灣大學物理學士

MIT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台校友會會長

匯亞資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暨執行副總裁
香港科技創投公司董事
富群超商聯鎖公司董事

李亦秦 Yichin Lee
藍濤亞洲合夥人

藍濤亞洲合夥人 / 美國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工學碩士、博士

原國際知名管理顧問公司 Booz & Co. and Monitor Company 資深顧問、臺灣首席代表，及麥肯錫
公司（McKinsey & Co.）高級專員

超過 30 年的大中華地區企業運營管理經驗
通訊傳媒科技產業資深專家

黃紳嘉 Singer John Huang

晨興旗下創新善投創投基金 執行長
擔任史丹福法學院亞洲顧問委員會 常務委員
AWS 聯合創新中心的創投聯盟負責人

紳嘉博士台大畢業後赴史丹福 Stanford 攻讀材料科學與電機工程碩博士學位（Ph.D.）並於史

丹福法學院取得法律博士學位（J.D.），致力於智慧財產權創新和創投事業（“ IP, Innovation
& Venture Capital ”）近 25 年。

黄博士於 1993 年加入當時全球最大的國際通商 Baker & McKenzie 事務所，派駐香港和北京負責
智慧財產權與科技法律業務。除了法律之外，黄博士在創投與 Internet 方面也有獨特的經驗和
專業，於 1997 年協助晨興集團投資搜狐網，1998 年協助華登創投合併四通利方與華淵成立新浪
網，並為了他們在納斯達克上市設計創立了如今盛行的 VIE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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