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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Meet Taipei 2017
Leading the Future for Startups
從 2014 年開始，Meet Taipei 創新創業嘉年華，一直是一個獻給台灣全體創業社群的嘉年華，以新
創公司與創業者為核心，聚攏關注創新創業的投資人、領先企業、資源提供者，創造交流的碰撞與
機會的發生。更透過議題設定與倡議，溝通創新創業對台灣未來產業的重要性，創造社會影響力。
打開 Meet Taipei 創新創業嘉年華，除了是一場共襄盛舉的活動，更是一個開放創業社群共創、共存、
共榮的機會平台，匯集不同國籍、族群、形式、意見、與聲音，讓 Meet Taipei 創新創業嘉年華形成
台灣創業生態圈的精緻縮影。

從 Let’s rock the platform. 到 Let’s rock the island.
延續平台精神的共創與多元，反映的其實是台灣這座創業之島的野生性格：多元、新生、小而豐沛。
島國擁有分明的氣候說明了創業環境的變遷，多樣的地貌凸顯了創業路途的不易，充沛卻無法輕易
取得的能源反映了創業資源的近在眼前又遠在天邊。
然而島國有界，創業無疆，台灣新創能用創業精神以啟山林，能跨出海洋走向國際；可以包容世界
走進來，更可以自己勇敢闖出去。
這就是島國創意、島國創造、島國創業的力量展現。
Let’s rock the island with the power of startup.
http://meettaipei.tw/

關於 Meet 創業小聚
Meet 創業小聚，從 2011 年 1 月開始，每個月舉辦 1 場活動，至今即將滿 7 年。包含每月小聚月會、
一年一度與 AAMA 台北搖籃計畫一同合作的年會、年終盛會 Meet Taipei 創新創業嘉年華，以及其
他不定期與不同社群、不同國際單位合辦的大小交流聚會，共計已經舉辦超過 80 場的活動，同時我
們也透過線上網站、社群內容資訊平台、各式社群媒體與創業團隊、VC、創業服務推動者保持良好
互動。更重要的是，透過平均每週 2 到 3 次的創業午餐會，我們一年內採訪了超過百家新創，也成
為許多新創公司首度發聲、第一次受訪發表的媒體。
透過線上媒體與線下活動，我們打造一個凝聚機會、資源、與資訊的創業社群平台，7 年來我們已經
採訪近 900 組新創團隊，選拔出 200 家年度 Neo Star 新創公司，匯集了數萬名社群參加者一同交流，
這些數字，將持續的往上成長。
https://meet.bnext.com.tw/

關於 Bussiness Next 《數位時代》
1999 年開始以雜誌形式出發，聚焦財經科技領域的新趨勢、新觀念、新模式、新人物，採訪與編輯
國內外重要變動；爾後跨越平面與數位媒體，以線下 (Ofﬂine) 多元活動形式，結合線上 (Online) 不
同型態的內容服務，例如：日報、網站、社群媒體等，為讀者尋找影響新經濟的下一個關鍵，為下
一步發展預作準備。其中「創新創業」是《數位時代》長期關注不變的議題與焦點。
https://www.bnex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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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NEXT Innovation Summit

11.16（四）09:30-16:30

Pink Stage

預見 IoT 下一哩戰場
物聯網是台灣扭轉產業的最後一次機會，從新創到共創，更是大企業拉開市場競爭的最佳途徑。台灣需要在國際擁有全新的形象，重新定位台灣
在全球經濟的任務分工，創造新的價值！在最後一哩的服務戰爭中，掌握怎樣的趨勢，才能成為物聯網的贏家？
在 IoT NEXT Innovaiton Summit 中我們引進國際趨勢的共創經驗，拆解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慧等關鍵技術，讓我們串聯國際新創發展，共
同預見 IoT 的下一步！

時間

09:30

議題

講者

開場表演／貴賓致詞

Part 1：創新趨勢洞察╳接軌國際市場
10:00

台灣 IoT 的「共享經濟」與「跨界整合」

10:30

歐洲市場：IoT 智慧應用新風貌

11:00

法國經驗：物聯革命打造創新生態系

11:30

實戰資源：硬體新創勇闖國際市場

12:00

德國觀點：讓開放式平台引領物聯轉型

研華科技執行董事

何春盛
意法半導體亞太區副總裁暨台灣區總經理

Giuseppe Izzo

EuraTechnologies 執行長與
Adoption and Tech Evangelisation of Sigfox 總監

Raouti Chehih

環球資源創客空間總監

黃振南
台灣西門子總裁暨執行長

Erdal Elver

Part 2：掌握關鍵科技╳ IoT 應用佈局
14:00

5G：跨界整合應用新商機

14:30

區塊鏈：快速拓展的區域鏈應用浪潮

15:00

智慧製造：引領工業 4.0 新時代

愛立信網路產品部台灣、香港及澳門 資深協理

馮家輝
IBM 技術長暨業務副總經理

徐文暉
英特爾業務行銷事業群企業解決方案總監

李立仁

Part 3：深度資源連結╳團隊實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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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資源鏈結：亞洲新創市場實戰觀察

16:00

創投觀點：IoT 新創生態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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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tex Venture 集團總裁暨執行長

蔡其樂
Fenox Venture Capital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與 SWC 主席

Anis Uzzaman

輕鬆掌握趨勢觀點
與深度報導
搶先閱讀即時下載

數位呈現豐富互動

1
2
choice

choice

方便查詢輕鬆保存

《 數 位時 代 》電 子 雜 誌1年
綠色體驗價

999

元

立即線上訂閱

《 數 位時 代 》電 子 雜 誌 2年
特別優惠價

1,490

元

立即線上訂閱

《數位時代》+《哈佛商業評論》各半年6期
《創業就是要細分壟斷》

獨家
加贈

聯賣價

2,200

元

※雜誌統一於 12 月號開始寄送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一年12期，定價4,800元
《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創立於1922年，為國際商業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刊物。
八十餘年來孕育出許多先進的管理觀念，對全球的管理實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許多著名學者和專家常常先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原創性的文章，等待迴
響，然後改寫成書，如杜拉克、波特、韓第、蓋瑞‧哈默爾、大前研一的著作。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於2006年9月1日啟動，不僅提升整個華人企業
的管理理念，改進實務運作，更引領台灣企業與世界一流的管理觀念接軌。
贈品《創業就是要細分壟斷》
創新工場CEO訓練營教材
世界快速多變，抓住最好的創業時機
預測→破局→All in

立即線上訂閱

打造從0到1的戰略，從非常小的專注點做起，在創業一開始就成為壟斷者

IoT NEXT Innovation Summit 講者

研華科技執行董事

何春盛
何春盛為現任研華公司總經理，負責全球業務行銷、品牌管理與運營管理，並主導研華邁向「智能地
球推手」之品牌新願景。研華於 2004 年至今，連續榮獲知名品牌鑑價公司 Interbrand 評選為台灣前
二十大國際品牌；其中更於 2016、2017 連續兩年為國內品牌價值成長幅度最高的品牌企業之一。

意法半導體亞太區副總裁暨台灣區總經理

Giuseppe Izzo
於 1987 年加入 SGS-Thomson 半導體公司 （意法半導體的前身），曾於韓國、台灣、香港、中國大
陸多個國家定居工作，在意法半導體亞太區擔任過多項職務，包括電源管理、消費性電子、電腦系統、
汽車電子及多重市場半導體等產品的行銷與銷售、應用開發及產品設計。Giuseppe Izzo 創辦了意法
半導體上海汽車電子和多元系統能力中心和意法半導體台灣電源管理能力中心。

Euratechnologies 執行長與 Adoption and Tech Evangelisation of Sigfox 總監

Raouti Chehih
於 2017 年加入 Sigfox，擔任 Adoption and Tech Evangelisation 部門總監，負責推動科技研發及
新創事業，對於 Sigfox 推動新應用、新科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同時也是法國里爾最大的孵化器
EuraTechnologies 的 執 行 長。Raouti Chehih 於 2013 年 加 入 EuraTechnologies 擔 任 策 略 總 監，
2009 年擔任執行長職位。

環球資源創客空間總監

黃振南
黃振南先生為創客空間總監，整體目標規劃、日常營運及策略發展。「創客空間」是亞洲規模最大的
硬體新創企業展覽，為「環球資源電子展」的重要展覽。同時負責協助硬體新創通過最合適的全球產
品銷售通路成功擴展業務，為新創品牌提供開拓亞太地區跨境 O2O 的銷售方案，並成功於兩年間把
參展公司數目由 50 家拓展至 400 家。

台灣西門子總裁暨執行長

Erdal Elver
艾偉先生為現任台灣西門子總裁暨執行長 , 曾任越南西門子總裁暨執行長、中國西門子江蘇省總經理
暨中國西門子副總裁、西門子行動通訊網路德國慕尼黑總經理暨中國區銷售副總裁 , 以及西門子行動
通訊網路德國慕尼黑業務開發副總裁 , 擁有德國慕尼黑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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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四） 09:30-16:30

Pink Stage

愛立信網路產品部台灣、香港及澳門 資深協理

馮家輝
馮家輝自 2016 年 7 月起，任職愛立信台灣、香港及澳門的網路產品部資深協理，負責強化愛立信產
品的領導地位，並確保愛立信藉其業界領先的產品組合推助客戶完成市場轉型的過程。 在此之前，馮
家輝曾擔任愛立信香港與澳門客戶解決方案部門主管達 10 年時間，肩負發展策略、諮詢建議，以及
研發符合客戶需求的解決方案。

IBM 技術長暨業務副總經理

徐文暉
徐文暉先生擔任台灣 IBM 公司技術長（Chief Technology Ofﬁcer, CTO）暨業務副總經理（Enterprise
Business Unit Technical Sales Executive），協助推動包含認知運算（Cognitive Computing）、物
聯網（Internet of Things），以及區塊鏈（Blockchain）相關新興技術和業務推廣技術支援等。徐文
暉擁有超過 24 年協助客戶設計資訊系統架構、軟硬體產品技術支援、網路服務管理等專案經驗。

英特爾業務行銷事業群企業解決方案總監

李立仁
李立仁現任英特爾業務行銷事業群企業解決方案總監，他於 2016 年加入英特爾公司並負責亞太區製
造業客戶，對台灣、日本、韓國大型製造業終端客戶的智慧化布局及需求有深入了解。
加入英特爾前，李立仁曾擔任台灣 IBM 公司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副總經理，帶領團隊協助台灣
製造業客戶的業務規劃、開發與實際執行。

Vertex Venture 總裁暨執行長

蔡其樂
蔡其樂先生於 2008 年加入祥峰集團。加入祥峰前，他是 Biosensors 的總裁 , Biosensors 是一家在新
加坡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蔡其樂先生曾是立通網絡有限公司 (MediaRing.com Ltd) 的創辦人之一 ,
MediaRing 在 1999 年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2003 至 2006 年間，他曾擔任華登國際 (Walden
International) 的董事總經理。蔡其樂先生擁有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機械工程學士學位以及斯坦福大學
工程碩士學位。

Fenox Venture Capital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與 SWC 主席

Anis Uzzaman
Anis Uzzaman 博士是矽谷 Fenox Venture Capital 的普通合夥人暨執行長，也是創始會員之一。他曾
投資超過 100 家新創，其中包含美國、日本、與東南亞的團隊 , 知名的美國新創包含 : Genius, Jibo,
Affectiva, Meta, Afero, Blockstream, 和 ShareThis 等。他也是全東南亞最大科技媒體 Tech in Asia
的投資人與董事會成員。同時擔任 Jibo, Affectiva, Afero, Lark, Sano, Jetlore, DLE, I AND C-Cruise,
Infoteria, 和 ZUU 的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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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五） 09:20-17:40

2017 Meet Neo Star 創業之星
Demo Show
時間

議程

09:20-09:30

活動開場、主辦單位代表致詞

09:30-09:45

貴賓致詞

09:45-10:30

2017 創業大調查

10:30-11:25

2017 Meet Neo Star Demo Show

11:25-11:35

休息時間

11:35-12:30

Part 1 明日科技

2017 Meet Neo Star Demo
Show

Part 2 智慧物聯
12:30-14:00

Part 3 人工智慧
Part 4 行動雲端
Part 5 消費商務 (1)

14:55-15:15

15:15-16:25

講者／團隊

黃亮崢／《數位時代》 創新長
Marc Penzel ／ Startup Genome 創辦人兼營運長

TG3D Studio
優照護
財經 M 平方
AMIS
創淨科技

美盛醫電
智慧電源科技
英霸聲學
飛立威光能
麒趣科技

午餐時間暨新創 × 評審交流午餐會
2017 Meet Neo Star Demo Show

14:00-14:55

Pink Stage

優拓資訊
mit.Jobs
BQool
鮮食家
AmazingTalker

休息時間

2017 Meet Neo Star Demo Show

Part 5 消費商務 (2)

Cyberbiz
陽光伏特家
iParking
iCarry
Pointimize
主持人 AppWorks 之初創投創始合夥人

林之晨
與談人

16:25-17:25

台杉代表：台杉資本總經理

創投觀點高峰對談

翁嘉盛

從投資觀點看新創必備的國際

台灣代表：FlyingV 創辦人

DNA

林弘全
亞洲代表：SOS Ventures 共同創辦人

William Bao Bean
歐洲代表：Director, StartupFest Europe at StartupDelta

Sjoerd Hauptmeijer
17:25-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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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評與頒獎

2017 Meet Neo Star Demo Show 團隊介紹
AI&Big Data

優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D3-2

一起工作科技有限公司｜ D2-1

智能商務機器人

mit.Jobs

以自行研發的技術架構、自然語意 AI、推薦推播 AI，為企業打
造智能商務機器人。

https://www.yoctol.com

mit Jobs

mit.Jobs 是一個面向全球的社交求職網站，工作機會和求職者遍
及 17 個國家。
https://mit.jobs/

Consumer&Commerce

順立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C1-10

家庭雲端股份有限公司｜ C1-19

一站式新零售解決方案

鮮食家

協助店家快速架設品牌官網，串接智慧倉儲以及實體店面 O2O
服務。
https://www.cyberbiz.co/

可以跨品項任選的食品垂直型電商平台，
目前商品總數超過 5 千。
https://www.famicloud.com.tw/

閃電俠股份有限公司｜ C3-6

美商博德邁股份有限公司｜ C1-21

驚奇學習

Pointimize 旅行常客搜尋引擎

線上 1 對 1 外語家教平台。
https://amazingtalker.com

Pointimize.com 是世界唯一針對頂尖飯店及機票的跨現金 / 點數的
比價網站。
https://www.pointimize.com/

直流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CX-1

庫網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X-1

iCarry

俥酷 App

iCarry 目的地旅遊購物預訂平台，門市同價，購物免攜貨，旅遊
購物從此不同。
https://www.icarry.me

俥酷 iParking，為車主解決停車繳費大小事，提供智能停車的整合方
案。
https://www.findata.com.tw/

陽光伏特家｜ C1-15
陽光伏特家 能源互聯網金融平台
提供投資人、屋頂 / 土地擁有者、太陽能系統建置廠商之媒合平
台。
https://www.sunnyfounder.com

Mobile&Cloud

葳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3
亞馬遜商店自動化服務
提供亞馬遜賣家自動化工具 , 包含自動電郵 , 智慧調價與
BigTracker 選品等軟體。
http://www.bqoo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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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Hardware&IoT
SP
Smartpower Technology

智慧電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8

英霸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3-1

無線充電模組

智慧音效引擎及其演算法

世界第一個具備 15W 無線充電並且支援手機快速充電的模組。

http://www.smartpowertec.com/

XROUND 是獨家音訊演算法，能提供一般喇叭與耳機沉浸式的聽感。
http://www.xroundaudio.com

飛立威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E1-4

麒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7

永續太陽能供電外殼

Vulcan 溫控智慧插座

永續物聯網光能供電技術。
http://www.flexwave.com.tw

Vulcan 智慧溫控插座，讓所有人直接升級到智慧廚房，自由地
重現不同的食譜。
https://cookery.kitchbot.com

Tomorrow’s Techenology

優護平台股份有限公司

適着三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3-2

優照護

TG3D Scanatic™ 360 人體掃描機

優照護為短期居家照護的預約照護平台，讓居家照護有更多的選
擇！
https://ucarer.tw

Scanatic™ 是一套專為高級訂製服裝產業開發的自動量身解決方案。
http://www.tg3ds.com/

恩平方財經股份有限公司｜ A1-5

帳聯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A1-2

財經 M 平方

區塊鏈技術顧問服務

亞洲唯一研究指數型商品基本面的專業總經投資平台。
https://www.macromicro.me

AMIS 是一間金融機構聯盟暨科技公司，專注發展以區塊鏈為基
礎的分散式帳本核心技術及應用。
http://am.is

創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1
e 立淨消毒噴霧
世界首創加水通電即生成高活性氧消毒水，榮獲多項國際大獎。
http://www.elecle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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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台灣創業者基金執行總監

李治平
李治平先生為阿里巴巴台灣創業者基金之執行總監，同時也是該基金之董
事會成員並負責該基金之日常運作。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係由阿里巴巴集
團獨資成立，透過創業投資方式，幫助由台灣創業者創立之企業成長，該
基金資本承諾為三億美元。
李先生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取得財務金融學之企管碩士學位。

Vertex Ventures Holdings, Venture
Partner

500 Startups 創投合夥人

王俞又
畢業於加州柏克萊大學，曾任職於微軟、Atmel 等知名國際企業。因有心
為台灣的新創產業環境貢獻一己之力，共同創辦 appWorks。以矽谷經驗
為本，帶領 Wantoto 瑞策國際及 Tickle Labs, Inc. 發展引領行動醫療系統
及創新程式教育，志在以創意、科技與永續商業模式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現為 500 Startups Venture 在台合夥人，盼能串連台灣與矽谷國際人才交
流及創業投資新風貌。

Mesh Ventures 董事總經理

喬國筌

擁有近 25 年創業投資管理經驗，在大中華地區 ( 中國及台灣 ) 累積投資超
過 70 家公司，其豐富經驗涵蓋 AR / VR、電子商務、半導體、IC 設計、
Internet、通訊以及 LED 光學等產業，累積豐富的科技相關投資經驗，也
曾擔任過多家上市櫃公司董事及創新創業競賽之評審。針對企業前往東南
亞經營策略、營銷管理、商業模式等均擁有深厚實務經驗及實力。

喬國筌是 Mesh Venture 的董事總經理，擅長幫助初早期科技新創，透過與
新創創辦人緊密合作並為新創團隊鏈結台灣、中國與美國的資源。專攻跨
領域工程與商業策略。畢業於喬治亞理工學院，擁有材料工程與科學學士
學位，以及應用生物學碩士學位。

徐冠華
徐冠華是新加坡創投公司 KK Fund 的合夥人，為東南亞、台灣、香港等
地 區 的 新 創 公 司 提 供 種 子 輪 投 資。 在 KK Fund 之 前， 曾 事 McKinsey &
Co., Solectron, Merrill Lynch, Goldman Sachs, Temasek Holdings, 以及
GREE Ventures。生於台灣，擁有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及文學院的雙碩士學
位。

開發創新管理顧問總經理、中華開發創新
加速器總經理

郭大經
郭總經理在中華開發負責早期創業投資項目。目前負責開發創新基金，搭
配創業加速器計畫，同時負責阿里巴巴台灣創業者基金。曾任宏全、州巧、
新盛力等公司之董事。現任 Zentera、Fiiser、Viscovery 等公司之董事，自
2008 年即擔任時代基金會青年領袖培育計畫 YEF 及創業加速器 Garage+
導師。加入中華開發以前，曾共同創立 MosArt Semiconductor Corp. 並
擔任 CEO，帶領研發及業務部門。

中華開發創新加速器協理

黃淑慧
黃淑慧於中華開發負責早期創業項目投資和管理，以開發創新基金，搭配
創業加速器計畫，協助新創企業連結中華開發既有投資戶等之企業資源。
同時負責阿里巴巴台灣創業者基金之項目評估和管理。此前曾服務於裕隆
集團新揚投資，累積 20 年於半導體，資訊電腦和網路等產業之豐富投資
經 驗， 目 前 擔 任 4Gamers Entertainment，Citiesocial 和 Umbo CV 公
司董事。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代表

劉蔚廷
劉 蔚 廷 在 物 聯 網 及 智 能 系 統 公 司 研 華 任 職， 負 責 公 司 之 大 型 併 購 案、
Joint Venture Investment 及 外 部 新 創 事 業 和 內 部 事 業 群 之 business
development。過去工作經驗包含證券投資分析師、研華智能系統事業群
產品經理及研華企業投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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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元資本合夥人

成之璇
成之璇畢業於美國加州 UCLA 商學管理研究所。曾任職於奧美集團、美國
雅虎、美國思科、Trianz 管理顧問等，也曾在台共同創辦 EnvisionRecruit
教育行銷顧問公司。目前是心元資本的合夥人以及台灣區代表，負責亞洲
區的投資以及輔導管理所投資公司。心元資本專注於投資新創團隊，目前
在全球共投資了 120 多家新創公司，代表投資包括 Pinkoi, Flexport, Wish.
com, Virgin Hyperloop One 等。

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助理院長

朱志賢
在工商業界擁有超過 20 年工作經驗，涵蓋資訊科技丶投資銀行丶 廣告丶
零售丶中藥等。 目前擔任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助理院長，負責推進
大學的知識轉移以及創新創業培育工作 , 包括統籌及管理 5 個創業種子基
金，已培育超過 200 間新創公司。 他並負責管理在校園及深圳的 PolyU
InnoHub，為初創企業提供免費工作空間、專業培訓與指導。

微軟創投加速器 - 上海董事總經理兼首席
執行官

周健
現任微軟創投加速器 - 上海董事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 (CEO)，他在微軟負責
創投企業的加速工作，幫助初創企業融資億元美金以上，使這些企業的估
值在四個月中提高 3 倍。他在中國和美國矽谷有二十多年的高科技行業工
作經驗，他是個成功的連續創業者和投資者，在加入微軟之前，他從 2003
年起作為聯合創始人一共創辦了三家高科技公司。

2017 Meet Neo Star Demo Show 評審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總經理

何子明
何先生於 2001 年 6 月加入星展銀行的投資銀行部擔任董事總經理一職。在
加入星展銀行之前，何先生自 1998 年起在美國摩根大通銀行於亞洲的全球電
信、傳媒與科技集團擔任負責人。何先生職業的開端是於紐約的大通銀行作為
一名兼併與收購部門的專家，之後他專攻於紐約及亞洲之傳媒與通信業。

StarFab 創新加速器產業資深顧問

梁義偉
30 年資通訊產品開發、驗證及管理的實務經驗，熟悉新產品開發的系統規劃、
架構設計、系統驗證及產品開發流程，曾在美國公司、工研院、竹科新創公司
及鴻海等，也負責鴻海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慧實驗室 (MIT CSAIL) 先進
技術研究計畫的推動執行。
目前擔任 StarFab、交大加速器、竹科及悅智顧問公司顧問，輔導協助新創產
品開發及推展。

ITIC VP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葉馥菱
於上市公司任職多年，專任於公司策略精錬、策略夥伴如上游供應商、橫
向合作廠商的建立，國內外投資人資源鏈結及策略性轉投資目標的開發。
曾於華碩電腦（現和碩聯合科技）擔任 OEM 業務經理，熟稔代工系統運作。
累積上市公司經驗後轉而參與早期創業投資並擔任新創團隊董事長，協助
資源開發、策略及商業模式的建立與管理執行。

富智康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
我創互動娛樂有限公司 負責人

陶韻智
陶韻智現為我創互動娛樂董事長，也是香港上市公司富智康集團獨立董事。
此前為 Next Entertainment (HK) Ltd. 副總裁，該公司為提供泛娛樂直播平
台的新創公司。在此之前，彼為 LINE 台灣區的總經理，亦為 LINE PAY 台
灣區的董事及總經理。彼擁有超過十五年的新創、成長、管理與諮詢經驗，
並於商業模式創新、移動應用程式行業、以及數碼趨勢發展尤其具深厚見
解。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劉晏蓉

宋雲峰

StarFab Accelerator 創辦人及 CEO， 被譽為台灣雲計算創新育成之母 ; 交通
大學管理科學碩士，擁有超過 20 年無線通訊、寬帶網路、雲計算產品開發及
國際行銷經驗。
經歷：StarFab Accelerator/ 執行長、台灣雲谷雲豹育成計畫 / 共同主持人、
台灣智慧航空城產業聯盟 / 副執行秘書、台灣快製媒合中心 / 營運長、工研院
產服中心 / 專案副組長、智原科技 / 市場經理。

宋雲峰，目前擔任中華電信公司執行副總經理兼投資長，負責中華電信轉
投資業務。歷任英商華寶證券執行董事、德意志銀行台灣環球銀行董事總
經理，荷蘭銀行台灣分行副董事長、董事總經理兼駐台灣投資銀行部門主
管、高盛台灣執行董事、聯昌證券董事長暨台灣區投資銀行主管及峰安投
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等職，投行歷練近 30 年。

SparkLabs Taipei 國際新創加速器管理合
夥人

創業邦 天使基金合夥人 & 董事總經理

邱彥錡為 SparkLabs Taipei 新創加速器管理合夥人，協助台灣新創公司進入
國際市場，鎖定物聯網、人工智慧、虛擬與擴增實境、行動通訊、金融科技、
智慧醫療等領域進行投資並輔導。於 2014 年創辦 Jumpstart 人才加速器；
曾任 Gogolook 營運長，負責 Whoscall App 國際市場拓展，於 2013 年獲
Naver 集團收購；亦曾服務於 IBM、HP 等科技公司。畢業自清大計量財務金
融系。

AAMA 台北搖籃計畫共同創辦人 / 校長

顏漏有
顏漏有先生目前擔任 AAMA 台北搖籃計劃共同創辦人 / 校長、社企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及 iLab 育成中心校長、誠品生活 / 信義房屋 /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
顏漏有先生近年來專注於建立創業公益平台連結導師及各項資源以協助台灣新
創團隊成長發展。
在投入創業輔導前，他在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及會計師事務所包括台灣、美國及
中國大陸服務三十年，專長為商業模式、企業成長策略及上市櫃規劃。

開宇研究諮詢公司總經理

喻銘鐸
曾任聯發科財務長暨發言人，除職掌財務會計也負責投資人關係、公關及
人力資源部門，在任內協助聯發科建立團隊與制度，改善內部財務結構，
完成重大併購案。後加入北京小米科技公司擔任財務長，建立財務會計和
法務團隊也協助完成 D 輪融資。現為開宇研究諮詢公司總經理，喻銘鐸先
生積極輔導新創，除擔任 AAMA 導師也是天使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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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平潮
方平潮先生具有清華大學媒體 EMBA 及北京理工大學學習經歷。 2007 年
加入創業邦創始團隊，2012 年起負責創業邦天使基金工作。在創業投資領
域有 10 年的工作經歷，投資方向主要集中於前沿科技、企業服務、泛娛樂
領域，目前已投資四十餘家公司，主要投資案例有 Insta360、水滴互助、
禮物說、宜花、活動行、易思匯、凍品在線等。

攤位編號

EX-1

11.18 （六） 12:30-16:30

創業爆米花

Pink Stage

好想創業！可是創業需要什麼必備條件？是資金？是人脈？還是新鮮的肝？
創業需要熱情與勇氣，才能維持初衷；創業需要創意與創新，才能異軍突起；創業需要機會與膽識，才能過關斬將。
Meet Taipei 與 Skyline Film 共同策劃「創業爆米花」，透過電影播映，帶你感同身受創業路上的點滴滋味。

時間

議題

12:30

社子島少年行

13:10

中場休息

13:15

速食遊戲

15:15

中場休息

15:20

闖蕩

16:30

活動圓滿結束，明年見！

社子島少年行

速食遊戲

闖蕩

延續 2015 年幸福任務「小小鼓手」，2017

「麥當勞絕對可以成為美國的新教堂，而且

商人，是嗅覺最敏銳的一群，尾隨他們的步

年國泰持續向群眾溝通「給人幸福 就是幸

不是只開星期天而已。」30 秒出餐的效率、

伐，一起經歷這個野心時代，高速發展的中

福」的意念，推出了幸福任務第 2 波「社子

耀眼的金黃色拱門，還有極度美國典型文化

國。深圳賽格廣場，全球最大的電子市場，

島少年行」。2016 夏天，因緣際會，我們

的名字。讓 52 歲的捷克裔奶昔機銷售員克

一個晶片裡的小料件，成本就可以便宜 20

發現這座島上有幾個孩子，他們很喜歡把撿

洛克一眼就愛上，他有信心讓這個小快餐店

倍；中國市場，擁有台灣 60 倍大的人口基數，

來的回收物任意拼裝成會跑會閃光的腳踏摩

成 為 全 美 國 的 象 徵， 而 且 他 真 的 做 到 了！

也可以讓一個人的野心，膨脹無上限。我們

托車，他們騎乘著自己的發明穿梭在青春正

創業的艱辛或是必要的爾虞我詐，都只是成

以「闖蕩」為這部紀錄片命名，這裡的人快

盛的少年時光。

功的過程罷了。當那些仕紳富豪嘲笑著他過

步、浮躁、不安，儘管成功的比例不到萬分

去的夢想時，或許真正引領克洛克走向成功

之一，他們仍堅信自己會是那隻飛上枝頭的

的，是鍥而不捨堅持，還有賭上無家可歸的

鳳凰。接近失心瘋的狀態，讓這部紀錄片既

勇氣，就是創業家的精神。

寫實又魔幻，追求成功，就是他們掙不開的
枷鎖。

共同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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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

11.16 （四） 14:00-17:00

La French Tech

White Stage

French Tech Taiwan 正式邁入 1 週年，這一次 French Tech Taiwan 再度攜手與法國在台協會以及數位時代合作 "La French Tech 專場活動 "。將
在 11/16 的下午由來自法國一流的加速器，新創團隊帶來精彩的活動 ( 包含團隊 Pitch，成功故事的經驗分享談 )。來到 La French Tech 專場活動，
您將會發現浪漫時尚的法國如何成為歐洲新創者的浪漫天堂。

時間

主題

講者
法國在台協會主任

14:00

貴賓致詞

紀博偉先生
立委

余宛如

14:20

French Tech Taiwan 一週年慶祝活動

14:25

創新Ｘ文化 = 104

14:35

成功故事：

14:45

將人才聚集的藝術

14:55

在創業領域上意想不到的可行方法

Ecole polytechnique

15:20

發掘國際新創在巴黎的機會

International Programs Project Manager at Paris & Co (Paris)

15:30

智慧財產權：如何在法國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taché / INPI (French Embassy in

和其他歐洲國家保障你的創意

Mrs Anne-Catherine Milleron

French Tech Taiwan:

Coordinator of French Tech Taiwan

15:40

15:50

從廢棄工廠成為世界級的數位中心

Deputy Director of Le 104 (Paris)

Mrs Valérie Senghor

President of Euratechnologies (Lille)

Mr Raouti Chehih

Corporate innovation Director at The Schoolab (Paris)

Mrs Carine Sit

Director of the Technology Venture Master Program at

通往法國的橋樑

為什麼要將你的新創設立在法國？

Mr Bruno Martinaud

Mrs Justine Justine Michel

Seoul)

Mr Laurent Le Guyader

Senior Investment Manager at Business France Taiwan

Mrs Zoé Lin

Meet Taip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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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UP@Taipei Demo Show

11.17 （五） 09:00-11:40

White Stage

StartUP@Taipei Demo Show 邀請臺北市政府計畫團隊登上 Meet Taipei White Stage，展示其一年來累積的成果，並同時邀請各界投資人參與，
與會觀眾除可現場欣賞各家團隊的出色 Pitch 簡報外，活動中亦開放現場投資人提問，其對答互動也是精采可期。

時間
09:00-09:05

融資貸款計畫

09:40-10:00

交流時間

10:00-10:35

獎勵補助計畫

10:35-10:55

交流時間

11:40~

| Meet Taipei

Demo 團隊名稱

活動開場

09:05-09:40

10:55-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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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明日之星培訓

交流時間

緹蜜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心展物聯網有限公司
莊志功概念藝術設計工作室
創砥數位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飛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快記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走出來股份有限公司
岳鼎股份有限公司
愛關懷股份有限公司
諸度股份有限公司

潮語傳媒股份有限公司（MemePR）
角珞有限公司
攝享家有限公司（PhotoxShare）
洺鈞畜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幹得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鳴醫有限公司

國際新創快問快答

11.17 （五） 14:00-17:00

White Stage

11.18 （六） 10:00-12:00

Orange Stage

50 組國際新創遠道而來，多元且豐富的國際創業者陣容，與世界的交流就在 Meet Taipei 發生！
與來自英國、美國、法國、俄羅斯、日本、香港、印度、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新創熱情交流，更有機會了解愛爾蘭、泰國、牙買加、越南、比利
時、墨西哥等新創市場與創業經驗！
Global Chit-chat 將由主持人針對國際創業家進行訪談，全程以英語進行與中文摘要總結。

楊鍇豪
職涯服務網站 Himelight.com 共同創辦人，專注於青年履歷及職涯發展領域。諾貝爾曾受邀於台灣大
學、北京大學、勞動部、台灣微軟等大專院校與知名企業，主講超過 100 場職涯講座，是近期廣受歡
迎的職涯講師。創辦 Himelight 之前，曾在台灣微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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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六） 09:00-12:10

WorkFace Taipei 創變者年會

White Stage

社會、經濟的成長源自於個別創變者 (ChangeMaker) 在不同領域的突破與創新。WorkFace Taipei 2017 年年會，將藉由這些創變者們的分享，
帶領我們從思維、認知開始產生改變，進而展開不同的行動方案，共同發揮不同大小的影響力。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9:00

WorkFace Taipei 開幕入場

09:10

WorkFace Taipei 開幕介紹

WorkFace Taipei

09:20

成為創變者 (The ChangeMaker) 的關鍵轉捩點

城市浪人共同創辦人

張希慈
Girls in Tech 台灣分會會長

09:40

以創變精神活出框架突破自我

石舫亘
Brandex 識覺共同創辦人

許惠淳

10:00

在未來取代夢想的辭彙，自我！

Comedy Girls 好好笑女孩團長

10:20

女性創業 × 共創對談

主持人｜以熙國際 CEO 暨創辦人

10:40

WorkFace Taipei 創變者介紹

WorkFace Taipei

11:00

成為創業領航舵手的洞察邏輯

知名 AI 公司 全球企業解決方案資深總監

11:20

體驗創新設計的新思維

南台科大創新中心執行長

11:40

在地出發，創造台灣新契機

小鎮文創創辦人和 CEO

12:00

閉幕 × 美好交流

黃小胖

鄭宇庭

林伯翰

張家誠

何培鈞

小鎮文創創辦人和 CEO
城市浪人共同創辦人

Comedy Girls 好好笑女孩團長

張希慈

黃小胖

Girls in Tech 台灣分會會長

知名 AI 公司 全球企業解決方案資深總監

以熙國際 CEO 暨創辦人

石舫亘

林伯翰

鄭宇庭

Brandex 識覺共同創辦人

南台科大創新中心執行長

許惠淳

張家誠

何培鈞

Meet Taip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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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六） 14:30-16:20

設計新商業

White Stage

價格還是價值，哪一個才重要？而價格與價值能相互作用創造雙贏嗎？
本場交流我們從設計與平台談起，聽設計師從日常生活與工作經驗中觀察累積，將產品最根本的元素進行解構，再透過設計思考構築與創造價值。
再看平台如何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受眾理解創作要傳達的內容，最後達成價格與價值間的 WinWin。

時間

議題

14:30

不斷提問的設計師

15:00

中場休息與交流

15:10

好看、好用，還要好笑？

15:40

中場休息與交流

15:50

轉換設計語言的說書人

16:20

自由交流

講師
平面設計師、究方社總監

方序中

打鐵仔創辦人

黃釋民（東東）

嘖嘖 zeczec 共同創辦人

徐震

方序中
平面設計師、究方社總監
2017 金馬 54、第 27 屆流行音樂金曲獎及第 51 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操刀主視覺設計，究方社總監、
Sense 30 店舖視覺總監。除了音樂專輯設計之外，領域跨足活動策展、品牌規劃、裝置藝術、MV 美術等。
究方社更於 2015 年被《Shopping Deisgn》雜誌選為 「Best 100 年度最佳設計團隊」。

黃釋民（東東）
打鐵仔創辦人
設計師東東因為想讓生活中的家具變得更貼心更有溫度，於是揮灑著青春的汗水創立了「Patya 打鐵仔」。這
項設計家具品牌，結合鐵的剛強與木的柔暖，致力於創造真正符合需求的好朋友家具，為你量身訂做前所未
有的生活細節和貼心體驗。好家具，就像好朋友一樣，為你帶來最無怨無悔的溫暖陪伴。

徐震
嘖嘖 zeczec 共同創辦人
畢業於倫敦大學 Bartlett 建築學院，當了五年的都市設計師。在倫敦這一個世界上最充滿創意能量的城市裡，
遇見了很多來自不同領域背景的創作人。2011 年受到當時在歐美興起的群眾集資浪潮啟發，與幾位一樣在倫
敦求學、工作的朋友一起創立台灣第一個綜合性群眾集資平台「嘖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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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創業首站國際新創挑戰賽

11.16 （四） 09:30-17:00

Orange Stage

30 組國際團隊精采呈現！四大科技領域：Smart Hardware&IoT, Mobile & Cloud, Consumer & Commer, AI，挑戰 5 分鐘內用 10 張簡報講出
創新產品服務與創業模式

時間

議題

09:30-10:00

【Registration】

10:00-10:15

【Opening Remarks】

10:15-12:00

【Pitch Part1】

12:00-13:30

Break

13:30-15:00

【Pitch Part2】

15:00-15:30

Break

15:30-17:00

【Pitch Part3】

17:00~

Chat And Networking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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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媒體宣傳

亞洲矽谷 TIEC 國際投資媒合會 #3
@Meet Taipei

11.17 （五） 09:30-17:30

Orange Stage

【亞洲矽谷 TIEC 投資媒合會】年度壓軸場。
秉持協助台灣創業團隊獲得國際創業資源的信念，致力於從台灣出發，鏈結國際資源，力求讓新創團隊在舞台上獲得更多分享自己的理念、服務
與產品的機會，並規劃團隊 Pitch、與國際投資人 1-on-1 面對面對談 ... 等活動。

時間

議題

09:30-10:00

來賓報到

10:00-10:30

長官致詞及儀式

10:30-12:30

Startup Pitch

12:30-13:15

中午休息

13:15-13:30

來賓及媒合團隊報到

13:30-14:30

座談會 : 跨界創新創業鏈結
主講人 :

Sjoerd Hauptmeijer | Director of StartupFest Europe, StartupDelta
Yvonne Chen | Partner, WI Harper

14:30-15:00

午茶交流
( 邀請制 )

15:00-16:15

創投與新創媒合面談

16:15~

指導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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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交流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Dragon's Chamber

11.18 ( 六 )13:00-16:00

Orange Stage

準備好了嗎？加入 Dragons’ Chamber，用自己的點子贏得比賽，獲得創業基金！
由加拿大商會與安石國際等單位共同舉辦的 Dragons’ Chamber Taiwan，邀請自信、潛力的創業者加入創業競賽，贏得創業基金；更歡迎具成
功經驗的企業主一同參與，尋找下一個投資商機、下一個明星產業！

時間

主題

13:00

開場：關於 Dragons' Chamber Taiwan

13:15

台灣外籍工作者經驗分享

13:25

創業 Demo Show

15:05

評審時間

15:25

頒獎

15:40

交流

安石國際商務服務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Elias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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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蒙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創辦人暨執行長

Revital Shpangental Golan

Elias Ek 是“How to Start a Business in Taiwan”的作者，致力於協助在台
的外籍創業者，進一步也協助推動台灣產業環境。17 年來他策劃舉辦了
許多創業活動，包含 2005 年舉辦首屆外籍創業家論壇，以及在 2011 年
協助將 Startup Weekend 推廣至台灣。Elias 本身也是 B2B 行銷顧問公司
Enspyre 安石國際的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同時也是智慧旅館 IoT 新創服務
的 Docceo 的共同創辦人與技術長。

來自以色列的 Revital 是管理顧問公司 Anemone Ventures 的創辦人，負責
拓展亞洲區的業務，尤其是針對台灣與韓國。Anemone Ventures 協助客
戶在目標市場以最高效與低成本的方式獲得良好的市場表現，提供在地化
協助、高度透明化與持續性的策劃達到客戶目標。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投資部主任

美國中經合集團副總裁

David Bostwick

Kelvin Sun

David Bostwick 於 2015 年 擔 任 加 拿 大 駐 台 北 貿 易 辦 事 處 貿 易 投 資 部 主
任 一 職。 在 這 之 前， 他 在 加 拿 大 渥 太 華 擔 任 DFATD(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Trade and Development) 國 際 貿 易 單 位 資 深 顧 問。
David Bostwick 於海外曾擔任過的職務包含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資深政策
幹事；洛杉磯、加州貿易經理以及加拿大駐東京大使館副秘書。

Kelvin 專 注 於 未 來 電 信、 媒 體 與 科 技、 信 息 技 術 產 業 的 投 資 (Telecom,
Media and Technology,TMT) 他也積極參與行動網路、IoE 和軟硬整合等
投資活動。在擔任美國中經和集團副總裁之前，Kelvin 負責領導雲端運算
新創全球市場發展以及技術業務、拓展海外市場機會。同時 Kelvin 在半導
體產業、行動通訊平台技術擁有超過 10 年的經驗。並且針對台北智慧城市
WiFi 發展、新科技發展執行過多次企業資源計畫、IT 顧問等職務。

11.16 （四） 10:00-12:00

2017 育成榮耀表揚典禮
創新思維是企業開創新局與塑造核心價值的重要推手！

2017 育成榮耀表揚典禮， 敬邀您與國內績優育成中心與傑出企業代表共享榮耀 一同為台灣創新創業注入能量共同發聲！

時間

活動內容

10:00-10:30

【來賓報到】

10:30-10:35

【活動開場】

10:35-10:50

【開幕致詞】

10:50-11:00

【國際榮耀表揚】國際榮譽育成中心、國際榮譽育成之光

11:00-11:20

【育成榮耀表揚】績優育成中心獎

11:20-11:40

【傑出企業表揚】破殼而出企業奬

11:40-12:00

【合影 + 交流】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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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媒體合作

Open Stage

經濟部商業司—Startup #Demo Day

11.16 （四） 14:00-16:10

Open Stage

創業是一條永無止盡的道路，該如何在實現初衷同時，開創商機？
Startup #Demo day 點燃你的創業魂！
2017 年亞洲矽谷智慧商業服務應用推動計畫打造新創交流平台，扶持優質團隊，自 3 月份啟動以來，歷時 8 個月培育，入選團隊將於 11/16
Startup#Demo day 登場，用 6 分鐘精彩 Pitch 站上新創事業舞台，最後將遴選出 3 名創業之星！

時間

議程內容

14:00-14:05

開場 & 競賽規則說明

14:05-15:45

Demo：直流電通、悠勢科技、維星科技、愛物聯、庫網金融、
老虎網路、一圓有限、曜比科技、禾力科技、優租網路。

15:45-15:55

新創資源介紹

15:55-16:00

(1) 公布競賽結果 (2) 評審代表總結

15:55-16:00

評選總結

* 每組簡報 6 分鐘 + 評審 QA 4 分鐘

指導單位

執行單位

媒體合作

Meet Taip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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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五） 09:30-11:40

Meet 物聯網產業沙龍：AI 主題場

Open Stage

從物聯網到人工智慧 (AI)，跨領域科技結合將成為趨勢。隨著人工智慧運算技術的成熟，人工智慧將主導物聯網的服務。AlphaGo 的一場漂亮
勝仗，讓眾人見到 AI 的威力，AI 絕對不只是機器人，從廣告、醫療、商業決策甚至家電的完全整合。邀您一起參與，看 AI 人工智慧如何應用在
物聯網產業，如何帶領台灣一起在經濟上攻城掠地。

時間

活動議程

講者／團隊

09:30

開場／ Meet 物聯網產業沙龍介紹

09:35

引言／講者介紹

《數位時代》顧問／郭大經

09:45

Part 1：台灣 IBM 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

顧問協理／陳昌裕

10:00

Part 2：光寶科技智能生活與應用事業群

技術資深處長／ Bruce Bateman

10:15

Part 3：商湯科技有限公司

戰略發展總監／吳育瑞

10:30

Part 4：行動貝果有限公司

執行長／鍾哲民

10:45

Part 5：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總監／林宏洲

11:00

Part 6：Snips

COO ／ Yann Lechelle

11:15

Part 7：灼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DT42）

共同創辦人／楊琬晴

11:30

結語

11:40

交流時間

光寶科技智慧生活與應用事業群技術資深處長
台灣 IBM 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 顧問協理

陳昌裕
任職於台灣 IBM 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擁有超過 15 年產業諮詢顧
問經驗，主要專長為 AI 人工智慧、IOT 物聯網、生物識別以及金融業數
位轉型，曾協助國內多家大型金融機構進行數位轉型。

商湯科技戰略發展總監

吳育瑞

三泰科技技術總監

林宏洲
畢業於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目前任職於三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擔任技術總監，帶領研發團隊從晶片設計、軟硬韌體支援服
務，以及開創性的市場眼光發展差異化創新產品。專長 VLSI 設計、數
位 IC 設計、嵌入式系統、微處理機架構、Mobile 系統應用開發及雲端
系統整合。

行動貝果執行長

COO, SNIPS

鍾哲民

Yann Lechelle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進修，曾擔任臺灣大學、政治大
學、資策會講師及中華電信專案執行長。現為美商 MoBagel 行動貝果
執行長暨創辦人。

Yann Lechelle 從 10 歲就熱愛資訊科技，今天的 Yann 更是一名創新發
明家、一名連續創業家：在擔任 SNIPS 營運總監之前，他一共創辦和
共同創辦了 Appsfire, Etheryl, KickYourApp 和 SonetIN 等４家企業。

楊琬晴
Tammy Yang 不僅是數據分析家、AI 研究員，同時也是物理學家。曾在
Canonica 和 Viscovery 擔任技術主管和數據科學家一職，開發 AI 演算
法。2016 年成立 DT42 作為創始人和深度學習研究員，將為裝置帶來
更好的 AI 應用

| Meet Taipei

曾任戴爾、美商優科無線股份有限公司、2Wire 與 Picturetel 資深工程
師與部門主管。長年深耕研究網路通訊、互聯網、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與人工智慧相關領域，有擔任新創公司技術顧問與天使投資人的多年經
驗。對人工智慧與機器人有莫大的熱情，目前著手實踐應用人工智慧與
機器人為世界帶來更簡便生活。

Ray 擔任 AI 及大數據相關解決方案商務拓展人員多年，近年來中國的創
業環境形成各類應用的最佳試驗場，Ray 2015 年到了中國，在年間完成
多項場景的方案落地及量產複製，希望能將相關案例及技術在台灣能找
到更好的發揮，幫助相關產業翻轉形成新應用。

DT42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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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Bateman

數位科技跨界創新應用分享會

11.17 （五） 13:30-17:00

Open Stage

當全球都在瘋科技創新時，導入創新科技，進行數位轉型，成為企業不可忽視的關鍵議題！
2017 數位科技跨界創新應用分享會，現場將以品牌企業場域與新創服務合作，進行跨界創新應用體驗的案例分享，也期許透過成功案例的經驗
分享，呈現未來數位新經濟的趨勢與風貌

時間

議程內容

13:30-14:00

【來賓報到】

14:00-14:05

【開場引言】

14:05-14:15

【貴賓致詞】

14:15-14:20

【數位科技創新應用成員合影】
專題演講 / Keynote Speech

14:20-15:00

【2017 零售新動向：全通路零售 x 重新定義消費場景】
專題講者：全家 E-Retail 電子商務 黃士杰副部長

創新對談 / Innovation Talk
【全通路整合 x 用數據驅動消費的新零售】
15:00-15:50

15:50-16:40

主持人：關鍵數位行銷 謝依如 創辦人
與談人：全家 E-Retail 電子商務 黃士杰副部長
神腦國際 數位商務發展部 張鈿浤副總經理
九易宇軒 ( 股 ) 行銷處 李朝基行銷長
匯盟餐飲服務 ( 股 ) 李明元執行董事

【新科技幫助打造新體驗，增進客戶忠誠度】
主持人：資策會 洪雯娟 計畫主持人
與談人：MOMA、innspo、研擎科技、繪聖

16:40-17:00

【交流 & 情境展示】

字體
華康中圓體
Century Gothic

主辦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
Center of Industry Accelerator and Patent Strategy, NCTU

國立交通大學

執行單位

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
Center of Industry Accelerator and Patent Strategy, NCTU

媒體合作

字體
Franklin Gothic Heavy
Century Gothic

IAPS

Center of Industry Accelerator
and Patent Strategy, NCTU

IAP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AP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Meet Taip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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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 for Stage - 新創 Talk Show

11.18 （六） 10:30-15:40

Open Stage

最緊張的新創發表擂台，看創業家們如何用啤酒比拼，爭取簡報時間！
贏者 10 分鐘 + 完整簡報；敗者 3 分鐘口頭報告！
想跟最酷的創業家們為伍？快來為你支持的產品搖旗吶喊！

時間

Fighter

Lighter

10:30 - 10:50

宇逸國際 Wyless

打打打綠能科技 SMART POWER

10:50 - 11:10

鎏䬠 LIOVE

台灣料理研習所 Taiwan Cooking School

11:10 - 11:30

頌易禾多元行銷 SOYIWO

財經 M 平方 MacroMicro

11:30 - 11:50

台灣代駕 TWDD

創思特科技 Win-Win TRUST Technology

午間休息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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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 14:20

艸木栽培 HOMIYA

友愉股份有限公司 Tomofun

14:20 - 14:40

EasyStore Taiwan

Netexboom Limited

14:40 - 15:00

踢可 tico

適着三維科技 TG3D Studio

15:00 - 15:20

人能語言 P&P Language

易開科技 Canner.io

15:20 - 15:40

頌易禾多元行銷 SOYIWO

台灣益控通 Digorlon

| Meet Taipei

新鮮發聲 閉幕音樂秀

11.17 （五） 16:30-18:30

Open Stage

就算全世界都說我們在做夢，那又怎樣？朝著無限的夢想邁進，就能挑戰限制、創造無限可能！
和 Meet Taipei 的創業者們用音樂喊聲，一同把夢做大，從台灣發聲。

時間

內容

演出者

16:30

開場表演

巴奇先生

17:00

樂團喊聲

鄭宜農

17:30

閉幕 DJ 秀

陳涵

演出者介紹（依演出序）

巴奇先生
「巴奇」代表桶子（Bucket），也就是巴奇先生在演出時主要用到的器材，搭配一些鍋碗瓢盆等等日常生活
用品，敲擊組合成動感的節奏。
www.facebook.com/papibucket

鄭宜農
2007 年以電影《夏天的尾巴》出道，這十年來經歷演員、編劇、電影配樂、作家及唱作人等身份，展現她飽
滿及全面的創作才華。近年更征戰各大小 Live House 及海內外的音樂節，現場演出實力備受肯定。
www.facebook.com/ennocheng

陳涵
10 年來在臺北不同的唱片行工作，對於挖掘新音樂總是充滿熱情。2015 年開始投入 DJ 的領域，目前是臺北
備受推薦的活動「Thursday@Korner」DJ 班底之一，每月向聽眾放送國內外經典曲目。
www.facebook.com/thefunksoulspectre

Meet Taip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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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Meet Life Market

今年 Meet Taipei 最推薦的亮點展區。集結 25 位風格創業家：善用
獨到眼光與精巧手藝的手作創意工作者，也有傳承老品牌經驗再注
入創新活力的二代經營者，更有決定在台扎根的海外創業家。這些

風 格 市 集

風格創業家的共同特點，就是將自身的專業與生活的觀察持續不斷
的透過作品分享傳遞。

支付合作夥伴｜台新銀行

11/16-11/18

四 大 特 色 ｜．筆筆消費都推播，輕鬆刷卡好安心！
．開車族必備，獨家創新免費停車時數計算功能。

11:00-17:00

．多元繳費方式，線上繳費超便利，帳單再也不過期！
．行動支付最方便，手機就是我的信用卡 !

餐飲創業
蜜堂蜂蜜

咖啡杯杯

來自嘉義縣的三宜養蜂場，創立於 1915 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
史，是傳承四代的養蜂世家。由早期蜂農自產自銷的經營模式，在
嘉義地區優良的氣候條件與自然環境下，逐漸建立起一座蜂園，進
而發展品牌化經營。
www.honeyfarm.com

咖啡杯杯是結合線上線下的連鎖行動咖啡車，透過科技的技術提供
一個簡單且高效能的系統，能夠在一個車廂裡完成所有的產品，用
戶可以坐在辦公桌上，使用咖啡杯杯 App 線上訂購咖啡，並由行
動咖啡車到達指定地點「現煮」。
攤位位置：Consumer & Commerce
www.facebook.com/coffeebeibei

磨子 Mill

在在食堂

磨子 Mill，我們將食物料理轉換成日常風景。在一棟喜歡的老房子
２樓，可以跟好友有一段愉快的午茶，跟情人有一頓舒適飽足的晚
餐，或是獨自享用一杯咖啡搭配一本書。我們製作料理，而你們累
積一些故事。small gathering. 生活中的小聚。
臉書搜尋：磨子 Mill

在在意味著無論香港或台灣我們都在這裡。在在希望提供一個輕鬆
的地方，給每一位帶“香港製造”給台灣，同時把台灣美好的介紹給
香港。我們著重質量，提供優質的產品。工作室旨在推廣手工藝文
化，建立香港與台北的關係；食堂是在提供香港特色飲品和小吃，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在在這地方。
www.mymadebyhand.com

御鼎興純手工柴燒黑豆醬油

花 mama 乳酪蛋糕

西螺在地超過一甲子的老品牌以新的包裝、新的概念重新出發。醬
油達人嚴選台灣黑豆、澳洲海鹽，和來自日本的菌麴，西螺在地技
術培養，不變的私房手工，遵循古法釀造，用古老的大灶頭，柴火
慢煮，在醬油達人細心的堅持下，做出讓人一嚐難忘的醬油。讓老
品牌，好味道一直可以流傳下去。
www.ydsin1940.com

花 mama 乳酪蛋糕源自對家人的愛。本是花媽媽做給三個孩子的點
心，沒有華麗的外表，沒有人工的香精，沒有酥油，沒有過度的包
裝，只有單純的原物料。每個蛋糕都是花媽媽親自製作，品質嚴格
把關。
臉書搜尋：花 mama 乳酪蛋糕

小良絆 - 涼面

拾福青果

當季食材結合低溫烹調，將台灣傳統小吃融入西式文化，有了更豐
富的樣貌與可能性。透過餐車，希望能讓造訪的人都能增添新的情
感記憶，這就是所謂的「絆」。我們相信真正羈絆是從與客人互動
的那一刻開始。一個難忘食物的滋味，是一個新舊交融的概念，更
是一個對生活的嚮往。
www.facebook.com/bancoldnoodle

追隨著爺爺的背影，農夫用雙手撼動大地，我們用雙手濃縮美味，
為辛勞工作的你加油！吃得幸福，又是充滿戰鬥力的一天。破土而
出，為農業盡一份力。
www.facebook.com/vegshifu

Taiwanese Cold noodles

福芬茶品

孵雞蛋糕 FUJICAKE

茶葉有它自己的獨特性，它不只是一種飲品的類別，更是一種蘊含
文化底韻的存在。身為一個在充滿茶香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希望能
夠過自己的力量讓更多人品嘗到茶的美好，讓更多人輕鬆喝茶，開
心喝茶，創意喝茶，自在喝茶。
www.facebook.com/goodfortunetea

從前，菜市場有一群人，叫做孵雞蛋人，他們接受客人請託，日夜
照料雞蛋，孵出一隻隻小雞仔。
現在，城市中有間小店，叫做孵雞蛋糕，我們陪你飽嚐生活，每日
細心烘烤，孵成一顆顆雞蛋糕。
www.facebook.com/fujicake.cityegg

白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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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底色

手作創業
fcns 販賣機

一句制作

善用獨特的眼光與靈巧的雙手，從挑布、打版、裁剪、製作到包裝，
都親自完成。不定期出國費心挑選優質布料，顏色飽和鮮豔，注入
創作者的盼望和夢想。販賣機的商品帶來喜樂的感受，販賣所有愛
的可能。
www.facebook.com/Fcnsapart2

「在繁忙不堪的香港，我辭掉了別人羨慕的穩定工作，開始了一個
人的創作旅程。」 透過不斷的實驗跟學習，希望創作出有意義跟故
事 的 作 品。「LOVE YOUR EXPERIMENT LIKE A CHILD」 是 品 牌
想要帶出的概念，期許自己變成勇敢的小孩，喜歡並積極嘗試每個
想到的實驗，希望透過這樣的創作連結生活中的每個人。
www.facebook.com/yijuofficial

Y I J U
SINCE2015

Letter.Word.shop

Indigo Studio

文字不再是冷冰冰的，也讓人更有想像空間，希望能為大家帶來快
樂正面的影響。我們相信一張溫暖的卡，並不需要太名貴。只要一
支筆，一隻手，還有一份心意。
www.facebook.com/letterwordshop

Indigo Studio 的創作使用多樣素材：黃銅、琉璃、塑料甚至是稀
少的古董老件搭配而成，異種材質加上腦內一片一片的抽想意象碰
撞而成。時而內斂、時而外放卻又與眾不同，能在配戴時發現更多
不同面貌的自己。
www.facebook.com/indigostudio.tw

The MAMA's Closet

嬤嬤 murmur

快樂源自於分享。我們想要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新的選擇，給不
想從眾也不想太標新立異，卻又不會因此被淹沒在人群中的你們，
一種適中舒服的穿搭與氣味。
www.facebook.com/THEMAMASCLOSET

自言自語的創作方式自由揮灑出充滿故事性、帶有拙趣幽默和樸質
的風格。初心是希望人們生活在甚麼都講求快速便利的世界裡，稍
微放慢腳步，觀察內在，用心呼吸感受生活的養分。生活以各種方
式呈現他的姿態，面對未知讓我們有勇氣面對！
www.facebook.com/MaMamurmur
嬤嬤logo

女子女子

Betty & Ryan

採用台灣機能布料及台灣製造，自行設計生產，打造適合亞洲人身
型的運動服飾，讓運動融入生活，舒適穿著的運動服飾也可以納入
每天的穿搭。
www.facebook.com/goodgoodsportswear

《每個相遇都是久別重逢，每件作品都蘊藏璀璨動人的回憶》BR
相信每件珍貴的金工珠寶設計飾品，都蘊藏璀璨動人的回憶，將絲
絲點點的回憶鑲嵌在珠寶及寶石，匠心獨運將傳統工藝技術與現代
時尚感設計融合，創造富含感動的日常輕珠寶，提供生活時尚穿搭
的風格選擇。
www.facebook.com/bettyandryan

日出小姐

溫視日 Wednesday

日出 Si Domada，來自臺灣蘭嶼的名字，達悟語中的「日出」象徵
著希望與無限美好的祝福，2010 年的一趟旅行，從此展開與蘭嶼
小島之間的深深連結。小島教會我如何與大自然相處，如何去愛，
如何成為他人生命中的一顆閃亮的星。
www.facebook.com/missdomada

日常生活所需的陶瓷器，因為要天天見面，所以應該是要很有溫度
的。從這個溫暖視角出發，製作陶瓷胸針、食器、花器、擺飾。純
手工方式捏製陶器，不完美卻獨一無二的療癒線條，將手感溫度結
合冷調美學，創造出最剛好的視覺溫度道具。
www.facebook.com/wensdesign.tw

畫畫臉

Pickers 古董設計

畫畫臉 DrawGift：客製畫送禮平台，由 Lighto 光印樣：美好燈箱
創辦，為台灣首創專門提供似顏繪的客製化平台，網羅多元化風插
畫家，讓有客製化送禮需求的客人能夠一次性的挑選喜歡的插畫
家，平台並提供繪畫後的各種客製化產品製作，期望能讓插畫家的
作品有更多元的應用。
www.facebook.com/heylightochan

學生時代開始養成定期去跳蚤市場掏寶的習慣，喜歡參加各種有趣
的國內外市集，深深的對於古董物件著迷，一邊蒐集舊時代的古物
當個選物人傳遞舊物的美好。同時進一步的將古董的元素為主題
下，創作出限量的飾品，挖掘出屬於記憶中的味道。
www.facebook.com/pickers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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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park

國際新創館
身為 Meet Taipei 2017 的亮點展館之一的國際館，扮演著連結國際團隊與台
灣新創生態圈重要的橋樑。走進國際館便可以感受到異國風情，今年的 Meet
Taipei 2017 有來自 14 國（俄羅斯，法國，英國，美國，愛爾蘭，墨西哥，
比利時，牙買加，泰國，日本，香港，馬來西亞，印度及越南）的 50 家新創
團隊在國際館展出代表自己新創的創意商品或者是服務。

英國
G1-1

British Office
Taipei

G1-2

Skyrock
Projects
G1-3
Digital Asset Exchange Platform

俄羅斯

越南

G1-11

G1-16

iot.ru

Biotegy
Corporation

G1-12

G1-17

Taiwan-Russia
Association

日本東京

Innoviz

比利時

BlockEX Asia
G1-15

Onemore Inc.

美國
G1-5

日本福岡

Language Hero

G1-4

Eatsmart

墨西哥

Fukuoka City
Government
G1-14

G1-29

Assembly Inc

法國

My Room Abroad

G1-28
Mexican Trade
Services
Documentation
and Cultual Office

G1-33
G1-6

G1-27

Nulab Inc.
G1-32

To Dr Solution
inc.

Machina

牙買加
G1-30

G1-7

La French Tech

G1-8

UnaBiz

G1-9

hap2U

G1-34

STARTUP CAFE
Fukuoka city
G1-13

YAMAP Inc.

印度
G1-18

BaiAn
攜手BaiAn • 開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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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0

BaiAn Ltd

Research Stash

DaiMangou

愛爾蘭
G1-31

BuilderEngine
Limited

馬來西亞
G1-35

SITEC

香港

ORII

G1-37

Origami labs

G1-19

Pokeguide
Limited

G1-25

G1-21

PolyU
InnoHub

Marketemy
Limited

G1-20

G1-39

BidEATS

36 Technology
G1-42

G1-23

G1-24

Golden Bulter

Synet

G1-50

G1-41

Viewider

HKSTP

G1-44

G1-45

Novus Life
Sciences
Limited

RV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G1-40

G1-48

G1-49

iRoboinvest

Dazzle Ltd.

G1-43

G1-38

G1-22

Maven
Watches
Limited

Acquaintance
Enterprises Limited

Pacific Telecom & Navigation Limited

Pacific
Telecom &
Navigation
Limited
G1-46

Launchduck
Marketing
Limited

Appcider
Limited
ASA
Innovation &
Technology
Limited

泰國

G1-47

fotosTP
Limited

泛太通信導航有限公司

G1-26
裳匯
樂坊
Sew on Studio

Sew On Studio
Limited

G1-36

TMES Co.,Ltd

國際館顧問
感謝以下顧問，協助 2017 Meet Taipei 創新創業嘉年華國際館邀約國際新創公司來台，共同為台灣建立國際連結一同發聲與努力！

iiiNNO 一諾新創有限公司
http://iiinno.co/
iiiNNO 是一個國際化並具有加速能量的育成中心，擁有多元且豐富的天使人脈網絡。同時我們更致
力於協助新創團隊 / 公司透過台灣這極具地理優勢的地方，能在亞洲各地落地、拓展業務。而在我們
中心，我們更相信藉由共創的精神，不論是台灣或國際的新創團隊 / 公司，都能夠為新創生態圈貢獻
一份心力並建構一個更強壯的數位經濟。

Laurent Le Guyader 梁洛杭博士
台灣科技部 / 法國在臺協會 創新科技專家
梁洛杭博士曾被任命為 Biowin 中國國際關係總監，從那時起，他成功地協助一些歐洲的中小企業與
中國伙伴合作。現為法國政府工作之國際科技創新專家，辦公室設置於台灣科技部，協助台法雙方之
技術的合作機會。任務重點在推廣與支持台灣與法國的創新技術（French Tech Taiwan），使法國成
為在歐洲最佳的台灣企業家培育搖籃。他在法國圖盧茲第三大學得了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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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in Reality
AR/VR 趨勢亮點館

AR 的應用普及，VR 的發展愈發多元，AR/VR 科技已經不再遙
不可及，是現在進行式，也是近未來，隨著 5G 的發展，將可
預見下一波的應用大爆發。
Reality in Vision-- AR/VR 趨勢亮點，要讓大家看到 AR/VR 產
業的光，光進來，黑暗才會走。

社團法人台灣虛擬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
http://www.tavar.tw/news.aspx
台灣第一個 VR/AR 產業協會和商業社群，致力推廣 VR/AR 技術，並攜手政府推動產業發展，希
望創造一個給予軟體、硬體、創意人才交流的社群和商業信任圈，促成台灣科技產業接軌國際，
奠定在國際間領導地位。

Red Pill Live
Red Pill
www.rpvr.ai
Red Pill Live 整合最新 HTC Vive 硬體，開發出最先進之即時動作擷取演算法，結合聲音轉表情
AI 科技，可於直播中實現虛擬角色整合真人演員之即時互動技術，配合與粉絲互動性更高之線上
玩法與動漫文化，Red Pill Live 將帶給您更虛實整合之直播體驗。

AR2VR 導覽眼鏡 APP 整合服務
AR2VR 數位互動科技工作室
http://ar2vr.tw
AR2VR 致力於 Mobile VR「直覺、快速、輕便」的導覽眼鏡 APP，輔助於教育、旅遊觀光以及
協助企業產品 VR 展示與 8K3D360 拍攝。透過 AR 與 VR 技術協助教師製作趣味的尋寶課程，也
能協助工商業製作產品或廠房的 VR 導覽。

VBIP 室內定位創建系統
光禾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osensetech.com/
除自有的核心技術：VBIP 室內定位技術（國際專利申請中）， 視覺圖像辨識技術、空間定位演
PANTONE 376C

算法開發、VR/AR 內容製作和應用軟體開發，均是光禾感知的服務範疇。目標成為「全球最大室
內圖資資料庫」，持續研發視覺圖像辨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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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禾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SENSE TECHNOLOGY CO., LTD.

Startup Hub
團隊名稱

團隊簡介

攤位號碼

AAMA 台北搖籃計劃為協助成長期創業家的公益平台，每年招收 20 位指標性創業家與
商業菁英導師進行兩年指導，透過專業課程、交流學習，參與 AAMA 北京及矽谷活動。

S2-1

2012 年啟動至今累計 56 位導師與 126 位創業家加入。

「17 創聯盟」於 2016 年由全國台企聯副會長林子凱創辦，秉持整合兩岸青年優勢互補
合作創業的初心，目前在上海、東莞、台灣均設有孵化器，希望能成為台灣青年前進中

S2-2

國大陸市場的助創家。17 創聯盟目標為打造台灣青創到中國大陸發展的首選加速器。

FutureWard 是一個國際化的創業聚落，加速創新創業者的成長。我們致力於滿足會員
不同的成長需求、提供適合的空間方案、媒合不同領域的專家、引薦國內外政府部門，

S1-1

並藉由各會員的經驗分享，讓彼此能獲得交流與學習成長的機會。

iiiNNO 是一個新創平台，我們致力於幫助新創公司透過育成服務和加速計劃共同創造新
的價值。此外，我們堅信為創業生態系統做出貢獻，並建立跨境合作，創造一個完整的

S1-2

數位經濟。

STARTBOARD 協助在台灣的東協印度同學創業，整合創業所需場地、創業家簽證、智
財、法律輔導等一站式服務，解決國際團隊創業痛點。已入選印、星、泰、越等團隊，

S1-3

期望打造國際友善之創業 Eco-system!

台灣新創競技場（TSS）是一個透過密集培訓計畫、強力領導精神及廣大的國際夥伴聯
結，全力輔導台灣新創團隊進軍國際市場的創業中心
Standard blue logo

S1-4

White logo (for dark background)

MOX 在台北成立於 2016 年初，為矽谷創投公司 SOSV 旗下以行動裝置為主的創業加速
器，主要服務給全球各地的手機 app、平台、行動服務公司團隊，讓他們快速進攻新興
國家的智慧型手機市場。

KPMG 安侯建業提供新創企業審計、稅務、顧問、法律、育成等專業服務，協助新創企
業解決經營問題，讓企業在瞬息萬變的產業生態中，有效地應變、設定目標、掌握機會
與評估風險，奠定創業成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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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4

新創找人才 Powered by 台大創創中心
團隊名稱

團隊簡介

行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RISMO 是一款解決旅遊構圖溝通問題的產品，致力於讓任何人都能拍出您想要的照片。已經於今年九月在 App store
上架，將積極拓展亞洲及歐美國家的市場，同時發展旅遊拍照解決方案 FRISMO 在意每個夥伴的成長，如果你期待一起
完成世界頂級的產品，不論你是工程師或任何背景，請不要猶豫向我們推薦自己

狄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card 是全台灣最大匿名論壇，共同創辦人兼 CEO 林裕欽在 2011 年，尚在就讀台大資管時成立。抽卡功能讓各校學
生在午夜 12 點隨機配對，同時提供匿名論壇讓使用者能毫無壓力說出想法，是在年輕族群有極高滲透率與影響力的社
群平台。

超夢國際教育有限公司

Trid=Try+Kid，我們創造一個鼓勵孩子勇敢嘗試的王國。榮獲親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 選，結合國際資源，提供台灣國中
小的孩子來自國內外培養創業家精神的實體活動，包含來自矽谷的兒童創業課程 BizWorld，和小小旅行規劃師多元主題
課程，給孩子面對未來的關鍵能力。

龍骨王有限公司

PAPAMAMA 遠距復健系統，將乏味的復健加入趣味互動元素，提升復健意願。遠距提供虛擬訓練指導，有效降低人力
及交通成本。配合雲端平台，也能以數據化分析，即時掌握復原狀況。期待打造更便利、更友善的醫療環境。

秘密公開有限公司

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台，提供一個跨國、跨領域交流的公開經驗分享平台，透過海內外前輩的耳與目，讓在台灣沒有資
源或人脈的人，可以去了解世界，讓他們敢於作夢，不被環境所受限； IOH 希望幫台灣學子開一扇世界的窗，替他們尋
找海外戰場，提供一個反轉社會階級的免費資源，為了他們自己，也為了台灣的未來。

美商凱德諾藍

嗨！我們是來自矽谷的新創團隊 PicCollage 拼貼趣，主要產品『PicCollage』是一個追求自由創造及分享的照片拼貼
app，主要使用者來自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家。目前全球下載量已突破一億六千萬，並曾在數十個國家榮登照相類
app 前十名！

小人小學兒童環境平台

「小人小學」以自然為場域、邀小農為師 ; 從孩子需要出發，進階親子關係新里程。結合友善環境農家，專業家庭諮商
團隊，量身打造客製化任務型態課程，陪伴親子突破瓶頸。強調親子共學，偕同家長成為孩子最棒夥伴。

Skinny Player

讓音樂更貼近你

Skinny Player 最輕薄的穿戴音箱！輕巧時尚、防水，無需使用耳機線，無論是戶外慢跑、騎單車、散步、作瑜珈皆可以
貼身使用，帶來全新音樂體驗。

世界探索股份有限公司

OysterX 致力於透過創新科技幫助更多人更簡單保存及分享旅行記憶，完整呈現旅行過程，不再只是難以串連的打卡和
片段；同時透過方便使用的旅行後整理功能，即使不是專業旅行部落客，也能擁有精彩且便於分享的旅行回憶錄。

潮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 2010 年，深耕亞洲市場的數位行銷技術公司；於台北、上海、北京和廣州設有辦公室，以 AI 人工智慧為核心技
術，提供即時跨媒體預算分配、24 小時即時優化、跨媒體即時監控的行銷解決方案。

偉薩科技有限公司

偉薩科技為大數據加速處理器解決方案領導廠商，提供基於 Intel FPGA 的 Apache Hadoop™ 與 Apache Spark™ 平
台加速處理器解決方案，以及廣泛應用於精準醫療領域的『基因組定序』提供加速解決方案。偉薩科技 Intel FPGA 加速
處理器解決方案大幅提升資料處理分析效能，對於節能以及營運成本的降低更有顯著的效果。

皮爾愛迪亞有限公司

Codementor 是 一 間 位 於 台 北 的 國 際 新 創 公 司， 產 品 為 目 前 全 球 最 大 的 線 上 一 對 一 程 式 語 言 教 育 平 台 (www.
codementor.io)。2016 年 底 推 出 第 二 個 主 要 產 品 CodementorX， 提 供 工 程 師 和 企 業 的 媒 合 服 務。 我 們 曾 獲 得
Techstars, 500 startups 等知名創投投資，產品曾多次登上 Hacker News 與 Product Hunt 首頁，客戶及使用者主要在
北美和歐洲地區等英語系國家。

特亞有限公司

特亞團隊成立於 2014 年中，專精於裸視 3D 技術，著重於 3D 顯示技術和演算法的開發。投入技術含括光學 / 影像處理
/ 深度學習 / 軟體工程，團隊成員為台清交各大學光學 / 軟體 / 硬體之人才，特亞與美國史丹福大學 / 台灣大學 / 清華大
學 / 交通大學的教授皆有合作 ，

2erguy

2erguy 的使命是「創造時間的最大價值，並讓全球遊客體驗獨特在地生活」。我們致力於時間共享、在地達人、旅行
交友之跨國在地生活體驗服務。為全球首創時間軸之時間共享經濟與時間媒合的創新模式，也是一個結合旅遊與在地生
活體驗的服務平台。

悠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經營團隊有多年的數位廣告技術開發及數據處理經驗，為國內早期開發程序化購買相關技術團隊，著重在人工智能
(AI) 推薦系統。數位廣告及數據化相關技術為數位行銷的核心基礎，相關應用會展現在電子商務、受眾分析等。

享旅科技

FRNCi 專注於打造台灣與世界的橋樑，創造 多元的人際與文化交流體驗，透過平台連結外國人與台灣人成為可以分享興
趣、交流語言和文化的朋友。更希望讓台灣人不用出國也能走進世界，培養多元 的 國際觀與 動人的 國民外交能力。目前
平台已累積 50 個國家約 5000 名用戶，並持續舉辦實體交流活動，活絡社群。

PicSee Inc.

PicSee 為亞洲最大的轉址服務，使用之知名粉絲專頁包括華納音樂、滾石唱片、ELLE 雜誌、聯合報，及網路紅人如蔡
阿嘎、這群人。PicSee 的核心功能為轉址服務，但我們除了轉址還包括提供：- 客製化分享連結的縮圖、標題 - 連結點
擊分析，成效報表 - 針對不同裝置轉址到不同網站 - 轉址時安插追蹤碼，讓行銷公司針對點過連結的受眾 re-targeting

踢可有限公司

tico 是第一款專注於訊息傳遞時機的通訊服務。透過 tico 所有人都可以將訊息排程在任何地點，讓更重要的提醒或資訊
可以在最好的時機與地點被讀取。目前已在全球五大洲超過 30 座城市裡獲得近一萬名使用者，未來以成為世界級通訊
平台持續邁進。

邦妮科技有限公司

邦妮科技 (BotBonnie) 致力於協助企業打造對話式智能服務 (chatbot) 解決方案，除了開放行銷與客服人員簡易上手的
聊天機器人建置平台，也提供使用情境創意發想與諮詢顧問服務。邦妮科技幫助企業在匯聚數億名高黏著度用戶的多渠
道通訊軟體上，運用聊天機器人提供優質、個人化並成效卓越的顧客體驗。

台灣益控通有限公司

益控通提供產業解決方案，協助媒合客戶與系統商。系統商提供生產線智能化、自動化升級服務給客戶，益控通提供顧
問服務、協助企業解決方案與硬體行銷的活動了解工業自動化欠缺人才與自動化，提供學生畢業可以來益控通平台成立
工作室接案，中小企業來平台找外包目前平台有超過 600 間的系統商以提供多樣的服務。找外包 ? 益控通

威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eMo Scooter 是亞洲第一個智慧電動機車即時租借服務，結合智慧 App 操作功能、 無特定站點 24 小時即時租借及
環保綠能電動機車，期望從臺北出發，打造交通便捷的未來城市。

台大創創中心

台大創意創業中心於 2014 年成立，是校內的一級單位。中心除了接續經營 NTU Garage，更開始啟動孵化器、加速器
等輔導與培育計畫，串連校內校外各個創新創業機構和資源，並引入業界符合市場需求的輔導資源，幫助新創團隊於六
個月之內能走進市場，邁向事業起飛。我們的使命是發揚創業家精神，實踐創業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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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 臺灣創業首站新創主題專區
臺灣 X 英國 X 泰國 X 馬來西亞 X 日本，精選 60 組國際新創聯合展示

60 組國際團隊，三大領域精采呈現！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臺灣創業首站」計畫，以臺灣在 IoT 領域發展優勢為利基，與國外加速器策略合
作，串接在地資源。聚焦 IoT、創新科技、數位內容與 AI 人工智慧，精選國內外團隊聯合展示。除國內外新創服務展示，特別規劃跨域情境展
示專區，結合場域情境與新創服務，深度體驗數位科技的創新應用。

國籍

2017/11/16
IoT

國籍

2017/11/17
創新科技

國籍

2017/11/18
數位內容 &AI

16-1

台灣

優仕達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7-1

英國

Franklin Energy

18-1

台灣

凱寧達康股份有限公司

16-2

台灣

維諾股份有限公司

17-2

英國

Incremental Solutions
18-2
Limited

台灣

卡布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16-3

台灣

英特思科技有限公司

17-3

英國

Pure Air Industries

18-3

台灣

紙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4

台灣

宇集創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7-4

泰國

Queue Q

18-4

台灣

馥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5

台灣

樂騏科技有限公司

17-5

泰國

IVET Hostipal

18-5

台灣

明日逸品股份有限公司

16-6

台灣

光禾感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7-6

泰國

Pi R Square co.,ltd

18-6

台灣

酷樂石軟體
股份有限公司

16-7

泰國

Saim city tool.co.,ltd

17-7

泰國

vet producs R&I
center co.ltd

18-7

台灣

癒善糧餐飲有限公司

16-8

泰國

Electronic Nose
co.,ltd

17-8

泰國

PRO-toys co.ltd

18-8

台灣

盲旅股份有限公司

16-9

泰國

Pathum Instruments.
co.ltd

17-9

馬來西亞

Tag La

18-9

台灣

創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10

泰國

泰國國家科學院

TakeCharge.asia

18-10

台灣

草蛉生技有限公司

le ciel Inc.

18-11

台灣

賽米資訊有限公司

好好前進事業有限公司 18-12

台灣

棋苓股份有限公司

18-13

台灣

聯騏技研有限公司

飛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8-14

台灣

華元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7-10 馬來西亞

16-11 馬來西亞

iPrima Media

17-11

日本

16-12 馬來西亞

Stone Amperor

17-12

台灣

16-13 馬來西亞

BEAM

17-13

台灣

16-14 馬來西亞

TinkBig Venture

17-14

台灣

福客斯資訊有限公司

16-15

英國

Future Care Limited

17-15

台灣

愛文西門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8-15

台灣

微加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6-16

英國

DBD Limited.

17-16

台灣

方城市行銷
股份有限公司

18-16

台灣

移動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16-17

英國

Trakz

17-17

台灣

種子森林設計
開發有限公司

18-17

台灣

愛駒資訊有限公司

16-18

英國

WRS

17-18

台灣

通潤股份有限公司

18-18

台灣

恩萊生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6-19

英國

LightFi

17-19

台灣

灶易有限公司

18-19

台灣

若林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6-20

英國

Strodtbeck &, Co. Ltd. 17-20

台灣

矽基分子電測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8-20

台灣

宏雲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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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StartUP@Taipei 主題專區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自 104 年起設立了「StartUP@Taipei 創業服務辦公室」，旨在提供創新創業團隊所需的奧援。本次台北新創館中召集了
超過 40 餘組國內外優秀的團隊，參觀臺北新創館的，不僅能看見臺北市新創團隊的優秀能量，還能兌換咖啡、抽大獎。

計畫團隊

公司名稱

1

必有鄰智庫有限公司

2

路星股份有限公司

3

良知股份有限公司

4

鉑鑉股份有限公司

5

口袋商圈股份有限公司

6
7

創業台北團隊

軟領科技
狂點軟體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

米菲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9

曦檬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10

盟特股份有限公司

11

貝克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2

Commuter

13

7NEXT

14

beone

15

Bon Voyage

16

ClearSkin

17

dipp

18

FLOATTI

19

GROM

20

inomis

21

Kinomap

22
23

國際團隊

Osaro
OvuCon

24

Pontic Tech

25

Sankoya Technologies

26

Sinitic

27

SPACOSA

28

Sundose

29

Rain Neuromorphics

30

RoadLaunch

31

WeavAir

32

Zhen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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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3

創櫃之星主題專區

創櫃板提供具創新、創意構想之非公開發行微型及小型企業「籌資」及「輔導」功能，扶植其成長茁壯。櫃買中心特別邀請到於創櫃板輔導及已
登錄之夥伴於現場進行成果展示，分享創業的經驗與如何有效運用櫃買中心的資源，讓微型創業發光發熱。

攤位名稱

攤位介紹
位佳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 2015 年榮獲 SBIR 創新研發研究獎 • 2015 年協助國家電影中心做「電影藝術前進校園」-『認識電影』國小組的輔助教材 • 2016 年幫桃園市客家事務局發行
台灣第一部客語發音經典卡通電影 , 讓學童在自然的影像環境裡輕鬆學習母語 • 20170921 以文化創意 登陸創櫃版 股票代號 7526 • 目前有 193 部片榮獲 - 臺灣
國家電影中心館藏。海外推展部分 : 發行跨足日本﹑韓國﹑及越南等國家。

一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一科技是由一群專業的軟體人才組合而成，以快樂的心情，激發熱情工作態度，並主動挖掘問題，不斷創新。產品精緻化、服務標準化是我們的承諾，有效
改善組織行政作業方式，成為辦公室軟體產品第一品牌是我們的願景。

益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益豐為亞洲華人區頂尖樂器製造商之新代表，多年積累強大技術能力，近年專注音樂教育培訓加盟市場，與中國音樂教育最高機構 " 中央音樂學院 " 聯手打造管
樂器教學平台板塊，建立亞洲樂器新標準。

恩控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恩控系統是全球智慧控制系統解決方案的供應商，擁有創新的研發能力、獨特的專利技術。自 2014 年於台灣新竹成立來，致力提供物聯網的家庭自動化系統解
決方案，從建立人性化的智慧家庭出發，未來應用在智慧旅館、民宿。

乂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乂迪生以一條龍的教學產業營運模式，創造出獨一無二的競爭優勢。更是全國教學產業唯一掛牌創櫃的創新企業。積極投入研發 O2O 智慧學習體驗服務、獨創
企業雙軌訓練模式與企業自主管理平台，滿足個人學習與企業訓練需求 !

都以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都以特成立於 104 年 9 月 , 深感未來客戶在大數據與物聯網及工業 4.0 的發展 , 會有更高層次的服務需求 , 因此從 104 年年初的雲端產品規劃與組織團隊 , 並深
入現有客戶了解其產業需要 . 最後決定成立都以特以專注在新一代的雲端行動整合產品的研發與服務 , 因此 , 都以特的主要產品 Sky Family 是為了將產業在設計
研發 , 組裝生產 , 國際行銷與售後服務四大領域透過 3D 數位資料與雲端行動應用做完美整合 , 以提升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為目的 .

瀚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瀚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來，即以「人本環境、同中求異」的企業價值督促經營者及所有同仁，在產品創新及經營管理上追求至善，並以「同步成長」、「成
果共享」的企業理念，努力成為一家值得客戶、同仁及社會所信賴的企業。

壹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壹聯網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6 年，是由一群對「互聯網 + 健康」創新商業模式有使命與熱情之團隊所組成。本公司致力於運用互聯網技術，結合醫學專業，
以改變台灣醫療環境及民眾健康照護模式為宗旨，是台灣第一個「健康照護互聯網共享平台」。

亞思通股份有限公司
亞思通 (Axpert) 應用基礎於物聯網 (IoT) 的解決方案，協助品牌商活化兩大資源，客戶與產品，使品牌商能持續開拓潛在的市場機會。
透過 Axpert 的 IoT 服務，每件商品都持有獨具的身份，並轉化為智慧商品；不僅能為品牌敘說品牌故事，提供消費者詳細的商品信息，並能在整個商品運銷鏈中，
提供商品追溯等信息。同時，商品也成為品牌與消費者的接觸點，透過智慧手機，消費者能一觸商品就能獲得詳細的內容和品牌商的即時服務。
亞思通已被多方面的應用；應用在防偽追溯，行銷銷售與快速回購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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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創新創意推動計畫專區
臺南市政府創新創意推動計畫

臺南，這塊傳統文化與創新產業一向兼容並蓄的地方，臺南市政府結合在地產業的優勢內涵，於 105 年起辦理「創新創意推動計畫」，透過競賽、
輔導相輔相乘的方式，廣納具特色發展方向之產業，協助創新概念的團隊落腳臺南，讓臺南的創新產業能量更加厚實。

攤位名稱

攤位介紹
帝澳森綠能企業社
帝澳森風能團隊師承成大航太系，已累積超過十年的研究與整套系統之規劃設計，目前以水平軸為設
計方向，陸續開發出 200W-1kW，團隊致力於小型風力發電之研究，希望能將再生能源融入大眾生活
中。

桂仲萱生醫科技有限公司
桂仲萱核心技術為「新穎性生物機能性材料」，優勢為「BX-10」系列萃取物，具「天然防腐」功效
之複合型生物機能性原料，取代化工防腐劑並應用於清潔保養品，未來將跨足食品、醫藥品等領域。

AQLine
NK

團隊成員主要來自國立成功大學，希望發展無毒有機奈米材料配方，能填充於可攜帶的噴灌上，透過

I
BL

噴霧方式快速提升空氣濾材的過濾效果，能便利的與提升呼吸空氣品質的優質產品做連結，目前與覓
特創意科技緊密合作中。
INC

鍶國際有限公司 TRILLION-SR / CARD PROPOSAL

Blink Brake

BLINK BRAKE

Blink Brake，最安全的二輪車煞車系統，提供自行車者降低煞車時之事故率，為渼漾團隊開發之新產

BUSINESS SLOGAN

品。渼漾致力於透過創新設計與行銷帶動產業轉型，落實創新設計從零到一整套的商業化過程，共創
INC

美好時代！

百兆鍶國際有限公司
陳 秋 璋 總經理
陳 秋 璋 專案經理
TSIC 為創新型科技公司，專注於提供企業解決方案與專案開發。透過研發團隊的努力，已開發出可取
T
06-2620525
T
06-2620525
代傳統軸承診斷流程的技術，且結合雲端運算，使顧客能及時預警軸承損壞，減少企業損失並提高安
A 臺南市南區建南里中華南路二段53巷100號
A 臺南市南區建南里中華南路二段53巷100號
T r i l l i o n -S r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r p o r a t i o n

全。

E

F r a n k C h e n @ t r i l l i o n s r. c o m . t w

E

統一編號 6 4 9 4 6 8 4 9

w w w. t r i l l i o n s r. c o m. t w

F r a n k C h e n @ t r i l l i o n s r. c o m . t w

統一編號 6 4 9 4 6 8 4 9

星杰創新工作室
星杰創新工作室團隊成員主要來自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目前已開發完成的隨行充氣式安全透氣嬰兒床
/ 床墊 / 涼墊外，未來將持續發展醫療器材創新領域產品，歡迎各方與我們進行合作或委託創新研發，
共創美好的創新未來。

謝宏恩
T

研發部

副理

莊蕙鎂

會計部

專員

06-2620525

T

A

臺南市南區建南里中華南路二段53巷100號

A

臺南市南區建南里中華南路二段53巷100號

E

h u n g e n @ t r i l l i o n s r. c o m . t w

E

h u i m e i @ t r i l l i o n s r. c o m . t w

統一編號 6 4 9 4 6 8 4 9

斑花農田工作室

06-2620525

統一編號 6 4 9 4 6 8 4 9

台南東山小部落 - 斑芝花坑，每逢乍暖還寒的早春會開滿火紅的斑芝花。斑花農田的蔬果皆遵循著自
然生態定律栽種，不僅能維護土壤及生態系統，還兼顧人體健康與食品安全。希望以熱忱讓在地品牌
精神如繁花似錦般繼續綻放。
夏傳詠
T

研發部

工程師

陳品蓉

採購部

專員

06-2620525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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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5

高雄市政府 - 數位高雄主題專區
數位科技。明日高雄

現在的高雄，跳脫以往的工業大城印象，未來以數位內容為基礎的跨域應用將成為高雄產業轉型的重要關鍵！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積極推動新興產業，營運「DAKUO 高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心」以扶植數位內容產業和社群組織，提供創新創業資源和一
站式全方位服務，本區展示高雄數位資通訊新創團隊，無論在視覺影像、體感科技或是智能應用，皆能呈現數位高雄的發展能量，歡迎更多國內
外技術團隊深根高雄宜居樂活。

攤位名稱

攤位介紹
日商 Toydea Inc.
來自東京的遊戲開發團隊，目前進駐於 DAKUO 高雄市數創中心，以製作原創作品為目標，開發行動裝
置與家用主機的遊戲作品，並自行營運、販售。代表作《龍牙》(iOS/Android 平台遊戲 ) 在日本創下超
過兩百萬次下載，2017 年繁中版已在台上線。

繪聖有限公司
雙人射擊 VR 遊戲 - 須在特定時間內將攻擊玩家的飛碟殲滅，平台會因得分而前進，被攻擊而後退。最
先抵達終點的玩家獲勝。
按讚送海報。

瑭宜網路多媒體有限公司
2015 年初，我們決定擺脫以往代工的框架，創立屬於自己的網路頻道品牌。
希望藉由在影視產業的實戰經驗，透過網路頻道，讓對影視產業有興趣的朋友知道，在高雄就有一個
新興的原創網路電視台，讓你有發揮表演細胞的舞台。
下載點點 App 送貼紙。

捲毛獅科技文創有限公司
本公司積極開發 IP 商品行銷全國、拓展國際市場。核心技術為數位教材開發、VR 虛擬實境、行動 APP
技術開發，結合既有之兒童與一般教育圖書教育內容設計，使其更多元化，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與促進
更多元的服務模式。
打卡標註體驗 Artlord VR 遊戲並於 Artlord 粉絲團按讚，即可免費體驗最新最夯 VR 遊戲一次。

點子行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機醫生 App：全球超過 300 萬人使用
iMT 手機產線系統：台灣與中國蘋果二手機採用

er logo

Sogigo 二手機交易平台：二手機估價、比價與交易平台
從消費者、門市到產線的完整解決方案
每日攤位限量贈送快樂星貓塗鴉著色繪紙 ( 每日限量 100 份 )

點點科技有限公司
點點科技提供店家基於雲端平台，快速簡易建立行銷管理服務、串連包含網路和行動裝置，讓店家能一
站式進行會員管理、集點及核銷、紅利導購和客戶關係與數據分析。

前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沿科技是台灣少數專注在開發 中文語意理解 及 語音 / 對話式介面 的團隊，我們除了開發自有品牌的
軟 / 硬體產品外，也可以客製化開發聊天機器人，截至目前，我們已有 roomie SP1 聲控智慧投影 機與
Rocktek X5 聲控電視盒子兩個實際產品可作實機展示。
打卡按讚送咖啡券。

52

| Meet Taipei

Tomorrow’s Techenology

A1-3

台灣新佳聯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新聯在線巧妙運用網路及科技的力量，打破債權投資的高門檻，讓投資人只要輕鬆的動動手
指，就能享有 7% 的年化報酬率。成立三年以來，債權總媒合金額已經達到 18 億新台幣，並
幫助 4000 餘名投資人獲得超過 1 億新台幣的投資報酬。

A1-4 LIOVE
城市中，建立可提供多個空間單位元的建築，並允許另在工廠量產，且整合居家裝潢及設備
成工業化的貨櫃屋，結合到建築內部空間而展開擺設，形成模組化的高機動性住宅，擁快速、
可負擔、環保永續又安全舒適的居住品質。

A1-6 璞學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FlipRobot 翻轉機器人團隊從「課程設計」出發，以機器人為核心研發一系列的課程系統，展
出完整的 STEAM 素養學習架構，並搭配相關的教學工具及資源，將機器人教育有更緊密的結
合，清楚的讓學生透過機器人專題學習 21 世紀的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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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 創客科技有限公司
Trunk3D 是一個培育孩童教育，設計，工程和創業家精神的平台。我們希望擺脫年齡，年級
的限制，創造一個屬於孩童專屬創作的空間，我們在教育中分為初級，中階，進階跟專業四
個層級，讓差不多級別的孩童在同個區域一起學習。

A1-8 台科三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科三維成立於 2016 年，致力於提供創新的 3D 列印整體解決方案，並將光固化 3D 列印的
整體門檻降至最低，讓消費者可以輕鬆無負擔的體驗光固化 3D 列印，列印出個人化的各種物
品，並推出史上第一台行動 3D 列印機。

A2-1 人能語言有限公司
高效雲端協作教育，以人為本，打造「最有溫度及效率的線上學習」。引領創新的教材與量
身訂製的課程，補足以往死板的教學內容與大班級上課的缺點，所有課程都具有其原創、歸
納、扎實、豐富及知識性。外籍教師專業分工化，注重每位教師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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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連結活動大數據
強化品牌會議互動性

創新、互動、無紙化app
一手掌握活動數據
超過20,000名企業用戶選擇Micepad作為活動解決方案

隨時編輯議程及講義

個人簡介及交流

即時提問、投票及測驗

線上問卷及會後分析

現場紀錄分享照片

支援多種語言

聯絡我們立即體驗micepad

或參考

Tomorrow’s Techenology

A3-1 盈科泛利股份有限公司
Accupass 活動通集結論壇、展覽、講座、免費體驗及各式有趣活動資訊；無論您想要找活動
或者辦活動，方便的線上售票及活動報名功能都是您事半功倍的好幫手

A3-3 環球睿視有限公司
環球睿視公司自主雙向影音直播引擎技術所開發之 MyKnower 我的專家，為創新的雲端影音
串流 TMT 平台，以人臉辨識追蹤以及虛擬數位場景科技，提供 OTT 素人影音全媒體數位內
容快製與串流服務，包括一對一即時教學課輔諮詢、一對多雲端影音教室及 VOD 線上影音隨
選即看，讓專家達人零成本創設雲端影音微站，用戶在平台上一鍵即時諮詢專家達人。

A3-4 日商思達典雅樂寶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來自日本的 COCOAR2 無限製作 AR 擴增實境內容，免費下載 app。
只要上傳識別圖片與素材，就能立刻公開 AR 還可不斷變換內容！
讓您用一筆費用進行幾十、甚至幾百個企畫！歡迎尋找行銷利器的公司與我們聯絡！

企業攤位 南爵總研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南爵訓練，以男性性狀態提升為基礎的訓練品牌，透過長年的經驗實測與修正，將訓練、保健、
數據整合應用，經由藥學背景輔助，與數據統計分析，建立誠信可靠的男性訓練，更透過篩
選機制，更進一步達成有效的狀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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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創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創思特致力於提供企業數位轉型的雲端解決方案：

創 新思維特選

一、 創造更多業績的「業務與客戶營銷利器」：
1. 業務開發歷程即時追蹤 2. 報表分析讓決策更精準
二、 熟客再行銷的「數位會員制」：
1. 提高會員忠誠度 2. 創造企業持續穩定的收益

B1-2 快辦通
快辦通提供一站式全球 B2B 外包服務，包括商品採購、業務談判、金物流整合、語言翻譯、業務推廣、
商機媒合。透過自有 SEO 網路行銷技術，零廣告費、無業務開發，就已獲得逾 80 ,000 家全球 B2B 自
來客，並以每天增加 100 家以上來自全球的新客戶數持續成長。

B1-4 樂堤科技有限公司
樂 堤 科 技 是 一 家 專 注 研 發 即 時 通 訊 應 用 的 新 創 軟 體 公 司， 致 力 於 研 發 輕 巧 專 業 的 跨 平 台 聊 天 模 組
(Software Develop Kit SDK) ，已為多家企業量身建置專屬該企業或商模的即時溝通解決方案，累計已
達 30 萬人次使用樂堤科技的軟體模組，目前樂堤科技也為法國電信 Orange 加速器計畫 Orange Fab
Asia 的一員。

B1-5 幹得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J 即時上工」為一媒合「臨時工作」與「人力」的線上即時服務。透過－工作價值數據化、人力差異
視覺化、薪資支付數位化等努力，改善台灣就業與雇用的困境。使企業保持高彈性省成本的生產力，並
提昇臨雇人員的工作議價力。

B1-6 打打打有限公司
打打打綠能科技是一家以節能技術和物聯網智慧控制的研發公司。專注於智慧建築能源管理與居家智能
控制兩大應用領域，提供相關系統與設備的整合型解決方案。SMART POWER 是一款以模組化架構所設
計的智能雲能源管理系統，具備強大的即時建築空間能耗模擬技術與客製化智慧能源管理服務。

B1-7 利眾創新
數位媒體已經成為訊息交換與流動的主要場所，我們運用大數據追蹤在數位環境下流動生滅的費諾曼農
( 現象級 phenomenal 中譯新詞 )，予以捕捉定位，經過虛實整合，探索跨平台、跨市場、跨產業的各種
文創產業可能性。
本次展出三個主題：費諾曼農 1 體育改革、費諾曼農 2 文資保存、費諾曼農 3 CCP 十九大 VS 加泰隆尼亞。

B1-8 元祺資訊有限公司
台灣物流寶以跨境航空貨運為主從源頭管理到最後一哩信息整合。
服務項目： 境內物流派送、清關與快遞系統、倉儲管理、運單管理查詢、簡訊通知、線上產標、條碼化
理貨。
合作夥伴： 黑貓宅急便、新竹物流、全家、嘉里大榮、嘉里快遞、順豐速運 ... 等境內外物流公司致力於
結合跨境電商和物流，為客戶提供物流信息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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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Start-up Speed Interview

媒合區

年末轉職絕佳機會！
「Asian Start-up Speed Interview」讓你一次與多家亞洲跨國新創企業主管面談！
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你是否因為通勤、面試、等待回覆耗費許多時間？
11/18( 六 ) mit.Jobs 與 Meet Taipei 合作舉辦 Asian Start-up Speed Interview
邀請亞洲跨國新創企業主管，坐下來與你面對面聊十分鐘！

徵才廠商

1
2
3
4
5
6
7
8
9
10

主辦單位

mit Jobs
Meet Taip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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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Cloud
B1-9 清真三度有限公司籌備處
Halal XYZ
清真三度空間

清真三度空間目標在發展全方位的清真數位生態圈，滿足穆斯林在清真數位化生活中的所需，也幫助在
台灣的穆斯林方便地獲取任何有關清真的資訊，包含產品、地點、旅遊，以及一站式的清真服務平台：
認證、電商、金融系統。我們從台灣發跡，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攜手並進，擴展前進亞太市場。

B1-10 英屬維京群島商協作雲端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全球獨創且唯一的協同式雲端電腦 CCC 及協同式雲端作業系統 CCOS。
在中港台有超過一百家企業使用。
2017 年全球包含 BBC、美聯社等 200 多家媒體爭相報導 Picowork 協同式雲端電腦 CCC 和協同式雲端操作
系統 CCOS。

B1-11 友睿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Yourator 新創職涯平台」是專注於新創與數位產業領域的求職與徵才平台。透過呈現新創公司的團隊
文化，協助求職者找到適合自己的新創工作。我們已經協助將近四百間新創公司進行徵才，也用心製作
新創人物專訪等數位內容。

B1-12 樂方股份有限公司
價格是消費者下決定前最重要的因素。比個夠 BigGo.com.tw 是一個創立於 2016 年的全網商品搜尋網
站。成立不到一年，我們已經是全台前 70 最熱門的網站之一。BigGo 為網站帶來消費者與流量，並提
供使用者更精緻快速的在地化搜尋體驗。

B1-13 團團賺科技有限公司
Screea 是一個可以串聯起消費者和商家，讓彼此共同獲利的返利回饋制度。用戶到全球任何一個合作店
家消費，都可立即獲得現金回饋，無次數或金額限制。用戶可以用自己的推薦碼邀請朋友加入，朋友每
次消費獲利時，推薦人也會得到現金回饋。

B2-1 集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界科技分別擁有兩種不同面向之產品：
To B: QR 碼數據收集，用戶掃描 QR 碼即掌握用戶社群網路數據
To C: mutix 職人分享創作的大舞台，提供各領域職人交流與合作

B2-2 錫諾系統有限公司
Patisco 貿商道 是針對中小企業 B2B 業務所開發的多渠道前端解決方案。
它使中小企業能自由規劃與建構私有的線上型錄，選擇性發放給潛在客戶，使他們能依屬性的不同而看
到不同產品、交易條件、價格之後，再進行業務互動。

B3-2 易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nner.io 是一個跨世代的內容管理平台，提供多樣齊全的後台元件，搭配後台權限管理、後端伺服器
架設、即時圖片處理、統一的 API 規格、Cloud Function 等功能，使開發者快速、安全地建立自己的後
台系統，不用再花大把時間來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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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新芽網路
SurveyCake 是由台灣團隊打造，企業級的雲端問卷軟體，提供一般大眾和企業用戶最專業直覺的調查
統計工具及圖表分析功能，打造體驗度最佳的全方位問卷解決方案。

B3-4 光穹遊戲有限公司
「用一杯咖啡的時間，讓人們換取一段不平凡的旅程」是「光穹遊戲」開發遊戲的初衷。「光穹遊戲」
開發許多款遊戲都與冒險有關，在劇情當中融合社會議題，另玩家在享受娛樂之餘，還能思索深刻的故
事。未來，我們期許以資訊搭載娛樂，透過遊戲改變人們的生活。

B3-5 宇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Wyless 成立於 2015 年，是無線充電產業導入生活的領導者。我們的使命是成為全台灣最專業的無線充
電 Solution Provider，提供各個產業多元化的無線充電應用，減少線材的束縛，使生活便利。

B3-6 獅馬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獅馬以分享的經營態度 , 不斷地找出價值所在。
獅馬國際集合了德國 , 英國 , 瑞典 , 日本以及台灣的特色商品 , 提供一個讓工班或是一般民眾可以一次購
得頂級材料的平台。

企業攤位 商線科技有限公司
SHOPLINE 為賣家提供簡易、免編寫程式的品牌網店，以「免抽成」替品牌電商創造利潤極大化，讓中
小企業、微型賣家能以最小的預算開始經營網店。RWD 介面設計、訂單管理系統、金物流及行銷工具等
功能完善。目前累積已超過 100,000 個品牌選擇透過 SHOPLINE 開店，更陸續獲得 500 Startups 、阿
里巴巴創業基金投資！

企業攤位 日商才望子股份有限公司
才望子 (Cybozu) 成立於 1997 年，以基於互聯網的 OA 雲端辦公系統為中心，向各企業提供軟體服務。
至今我們在日本已是市佔率第一，共有八萬家以上的企業導入實績，並進出美國、大中華及東南亞市場
獲得佳績。

企業攤位 台灣亞馬遜網路服務有限公司
Amazon Web Services 成立於 2006 年，提供強大而功能完整的雲端基礎設施平台，服務包含運算、
儲存、資料庫、分析、應用與部署服務。全球 190 個國家快速成長的新創公司、企業、政府機構等超過
100 萬個客戶目前仰賴 AWS 的服務快速創新、降低 IT 成本以及擴張全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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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1

經濟部商業司 - 智慧商業服務新創主題專區
12 組智慧商業服務應用團隊展示，厚實臺灣軟實力

發掘智慧商業新創，扶植優質團隊，經濟部商業司透過亞洲矽谷智慧商業服務應用推動計畫，招募與培訓 12 組優質團隊進行成果展示，協助新
創企業朝向創新服務邁進，為商業環境帶來嶄新樣貌。

攤位名稱

攤位介紹

一圓有限公司
一圓原為數位行銷團隊，發現數位行銷將由 Online 進入 O2O 時
代，於是投入實體數位廣告領域，藉由網路行銷的專業增加綜效。

禾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forCharge 是全世界第一家致力於整合無線充電與行銷傳媒於一
身的物聯網應用公司。我們提供大眾最簡單、方便的無線充電解決
方案，建立無線充電服務據點，培養大眾無線充電的使用習慣，並
整合數位雲端應用價值，建構無線充電生態圈。

老虎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17FIT，由台大畢業的新創團隊所建立。兼具理工及商學背景的創
辦人 Tiger 曾是體重破百的胖子，愛上健身、成功減重後，不但成
為教練，更集合了在學期間的好友共同為美業的科技化一起奮鬥，
期待用智能營運翻轉整個產業。

直流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直流電通主業為電子商務平台之經營，名稱為『iCarry 我來寄』。
平台上商品多為臺灣在地知名的伴手禮業者，本公司現在致力於亞
洲地區跨境業務的開展。

若森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是一群熱愛科技與文化的團隊，想要幫助傳統中小型零售業轉
型成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全通路新零售模式。透過一套自動化、雲端
化與行動化的全通路零售後台服務系統，集成線上線下、企業內外
部各個環節的資訊流、金流與商流，進一步協助企業服務轉型與價
值再造。

庫網金融科技
庫網金融科技為中興電工全額投資的子公司，主要著手拓展互聯網
＋之概念。透過互聯網＋為基礎，推出以智能停車服務為入口的
「俥酷 iParking」，並加以整合後汽車金融市場，發展線上支付服
務及線下 O2O 的汽車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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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名稱

攤位介紹

悠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現私有車位共享平台，整合串接停車之服務系統，解決車位不足
與難尋的問題，使提供者產生收益，創造共享經濟之價值，在有限
的環境創造無限停車空間。

集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liaCloud 集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於讓所有人都能享受人工
智慧以及大資料所帶來的便利。2015 年成立，擁有獲得國際認證
的堅強技術實力，曾獲得 Evernote Hackathon、 Google Cloud
開發者挑戰賽、 百度 Hackathon 等多項大獎，同時也為 Google
認證的雲端技術合作夥伴。

愛物聯股份有限公司
愛 物 聯 是 致 力 於 提 供 零 售、 餐 飲、 旅 館 和 商 場 一 站 式 O2O 到
CRM 解決方案的公司。從無線網路、Beacon、QRCode 及數位
看板應用到數位行銷、數據收集、會員經營與再行銷完整軟硬整合
服務方案，豐富的雲端後台行銷應用及客戶關係管理，幫助客戶降
低行銷成本，解決經營的盲點與痛點，提供最佳的銷售策略分析。

維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sta 團隊致力推廣 360 度環物影像，不管客人身在何處，商品都
能透過 AR/VR 雲端櫥窗展示在客人眼前。

優租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MAZE，用溫柔的方式建立起女孩與穿搭的連結，讓穿衣不再是
單向購物，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帶著這樣的初衷，我們快速前進，
創造了業界的精彩，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實現時尚與環保共存，為
女孩帶來更多幸福。

曜比科技有限公司
曜比科技成立於 2013 年，主要核心產品是客立樂 QLiEER iPad
POS 收銀系統，我們的開發理念為 QUICK、CLEAR & SIMPLE，
以去雜訊化的設計準則專注開發流暢好操作的系統介面，讓工作人
員工作更有效率。QLiEER 未來將提供各式 API 串接服務，爲實體
商家和消費者間提供更完善的 O2O 數據化整合服務。

Consumer&Commerce
C1-1 品禾國際有限公司
品禾—極光之鍊，融合綠能與傳統的文化塑造了產品與人的對話。科技的使用更應使人與人之間更加溫暖，
使用了極簡風的設計，去蕪存菁的留下最實用的功能，尋覓出傳統工藝技法。讓大家享受歡樂的同時，也能
輕鬆出門，更能環保愛地球

C1-2 異域資訊
HelloWings 是異域科技的主要產品，透過 HybridConnect 技術應用大數據精密地算出最便宜的機票組合，
為顧客規劃出最最便宜、最棒的飛行路線。讓探索世界不再只是夢想。我們提供的服務包含 103 家廉航 + 傳
統航空所有航線的 50 萬種路線組合，以顧客所選擇的單一貨幣、語言、圖像一次呈現，讓使用者一目了然。

C1-3 明早戶外有限公司
明早戶外有限公司以生質能轉換為核心技術，發展出一系列「環境永續」、「創新設計」、與「獨特使用體驗」
之戶外用品。主要產品線有「戶外野炊火爐」、「創新生火套件」與「輕量炭烤爐具」等系列產品，致力於
打造一個台灣自有的戶外用品品牌。

C1-4 滴兜
dido 是全新的即時定位追蹤應用程式，具備「地圖」和「實景」兩種追蹤模式，並可設置「見面點」。除了
可以地圖上即時掌握朋友的位置，還可以在手機鏡頭中找到朋友及見面點所在的方位，再也不擔心找無人或
迷失方向。

C1-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znk/P2B 網路借貸媒合平台 /Bznk 願景是協助企業應收帳款可以快速回收，而不是做越多生意，資金越吃
緊。平台先協助應收票據轉讓變現，而且是合理的、確定的費用，改善財務週轉效率。投資者在投資獲利中
亦幫助企業週轉順暢。

C1-6 Exabytes Ecommerce Sdn Bhd
EasyStore 為馬來西亞最大開店平台，為 API 串接導向的開店工具，專注服務中小型買家、跨境電商業者。
已串接全球 20 家金流服務商、東南亞購物、導流平台、多元擴充功能。自 17 年 6 月正式服務台灣，累積超
過 3 千家用戶，季成長率高達 248%

C1-7 優導網
Guide4Me 優導網的想法來自於多年來為旅客規劃不同的旅遊行程而衍生出的平台，用在地人的生活，去體
驗在地的文化與步調，唯有在地人帶領深入之旅才能有更深刻的感受，我們希望讓全世界的旅人們能有不同
的旅遊體驗

C1-8 果本森林有限公司
果本森林選用新鮮水果，加入冰糖手工熬煮成天然果醬；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劑及人工果膠，吃的到水
果果肉；保留水果最新鮮的口感，可以塗抹麵包或搭配優格，或是沖泡成茶飲做使用！帶您體驗果生態的生
活美學！

C1-9 艸木栽培有限公司
「好米芽」取自台語諧音好東西之意！我們致力推廣老食物、在地好食材與背後的故事及用心耕耘的生產者。
結合在地小農或美食，研發特色產品，希望是永續活化傳統產業創造三贏（消費者、廠商、好米芽），願景
是成為「從生產到餐桌的橋樑」。

C1-11 君奇偶意社有限公司
本團隊是個以識別度極高的戲偶作為影片創的的團隊，藉由人型雕塑技術，可將所有人微縮成布袋戲偶，並
使用此戲偶拍攝影片。如：愛因斯躺、賈伯斯、梵谷、武則天等，將真實人物布袋戲化，不僅可以製作成全
新網路劇，同時可以替不同公司做微型代言。期許未來能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影視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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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Commerce
C1-12 Netexboom Limited
Triplisher 真旅遊共享平台，創造全新旅遊互助體驗。創新規格化揪團，智慧規劃行程，快速刊登找旅伴，食
宿交通都可共享，即時線上支付，安全玩完才給款。系統化揪團管理，透明化評價，保障優質旅友，旅行好
玩輕鬆更省錢。

C1-13 諸度股份有限公司
諸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6 年 10 月，提供“訂單自動智慧處理”的餐飲科技化產品與服務，利用軟硬整合
的雲端系統，專注在“快速”與“便利”的核心價值主張，曾獲得經濟部商業司主辦 的“智慧商業藍圖”潛力獎，
已在台北、新北、新竹、台南提供服務。

C1-14 嗨森青年創意工作室
嗨森青年創意工作室，是帶領阿里山竹崎在地青年組織的工作室，我們除了針對竹崎火車站在地導覽之外，
也同步包裝、販售在地青年家中產業，如百年製茶廠手工苦茶油、光華社區手炒薑糖 ... 等

C1-16 誰的有限公司籌備處
「Whosdiary 誰的日記」是高品質匿名聊天及匿名發言平台，匿名聊天係指媒合兩位陌生人進行聊天，提供
一套機制，不會因匿名特性，讓惡意用戶產生不適內容的問題。另外也是機器學習為基礎的匿名聊天平台，
透過機器學習發展一系列人工智能及社群產品。策攜手並進，擴展前進亞太市場。

衣美e櫃
eMei Wardrobe

C1-17 衣美 e 櫃
衣美 e 櫃是打造個人專屬行動 e 櫃和時尚目錄的衣櫃管理服務 :
1. 客製化衣服穿搭 2. 美妝 3. 衣服數位攝影 e 化處理。
目的：1. 節省時間 : 整理穿搭後可以快速整裝出門或打包行李 2. 避免衝動購衣：購衣前，快速瀏覽行動 e 櫃

開啟您每天精彩生活!
A Beautiful Cozy Day with eMei.

C1-18 光隼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運用免費抽獎聚集用戶，並利用用戶獲取抽獎資格的慾望，引導使用者進行消費行為或遊戲任務來達到為店
家引流之目的。傳統引流有著高成本低轉換率的問題。優點：廠商 - 低成本高轉換率；消費者 - 免費且高期待；
平台 - 持續且穩定的收益來源。

C1-20 英語職涯網
English.Agency 是線上海外教育顧問媒合平台，協助用戶根據自身的留遊學需求，透過線上媒合取得合適的
顧問，來打造留遊學規劃與學校申請協助，同時也讓優良的顧問能夠在線上取得評價，讓優質的顧問可以得
到推薦，幫助更多有留遊學需求的用戶。

C2-1 螞蟻帝國
螞蟻帝國以螞蟻飼養作為核心專業，透過大規模長期飼養螞蟻的過程，發展出更佳的飼養模式，並以長期飼
養經驗進行蟻巢的設計與開發，從規模化飼養過程中發現可以向螞蟻學習與實際應用的層面，進而與各領域
進行異業合作

C2-2 豊舫有限公司
飛行傘、Spa、廚藝課…數百種獨特的生活體驗，都是送禮的選擇！
我們用心嚴選多種體驗包裝在精緻的禮盒裡，讓您輕鬆選購，也讓收禮者能在眾多選擇中，挑選一個自己喜
愛的體驗兌換，讓每一份禮物，都是難忘的回憶。

C2-3 群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代駕是全國第一家代駕服務 APP 平台，致力提供更安全的行車服務，創造數百億規模的新產業，並提供
超過 10 萬個工作機會。透過酒後代駕服務，避免酒駕肇事悲劇，同時提供商務代駕、疲勞代駕、銀髮族代駕 ...
專業代駕司機、完善保險規劃，讓您與愛車都能平安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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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程澈科技有限公司
Buy+1 系統是在 FB 應用程式的訂單管理系統，連結 FB 社團並透過留言 +1 的方式即可自動成立訂單。有效
的縮短賣家記單的時間，簡化賣家管理流程，使賣家用戶專注於開發新商品並提升業績，並符合社群經濟團
購的消費模式。

C2-5 PULO 找師傅 App
PULO 找師傅 App：給你美好裝修體驗。想要改造家的一角或全部？提供各種專業師傅幫你！
承諾 打造安心裝修服務
估價→簽約→施工→驗收→入住，PULO 站在你左右，分享喜悅

C2-6 愛得適
智慧商店 - 無人化方案，解決支付及排隊的問題。結合線上點餐系統 / 線下點餐 / POS 系統 / 震動通知系統 /
支付系統 / 叫號系統，一條龍 / 全自動功能。達到虛實合一 / 支付統一的系統，虛實接訂單 / 即時互動的系統 . 雙
伺服器接訂單，每個商店都可以是電商。台灣 20 年發明專利。

C2-7 菲迅金工設計有限公司
「3DGold 菲迅」主要從事的業務，是 3D 列印、3D 掃描、珠寶製作，並同時開設各類珠寶相關的教學課程，
從 3D 設計到成品。我們希望將數位設計與 3D 列印的美好，讓更多人知道，讓傳統工藝與科技合作，碰撞
出不一樣的火花。

C2-8 艾貝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課外通」是專注於兒童的課外課程、活動及冬夏令營隊的資訊平台；在課外通您可以透過類別、特性、地點、
年紀及時段等條件快速找到適合您孩子的課程或活動。

C3-1 大林餐飲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大稻埕台灣料理研習所提供體驗型的旅遊經驗 : 雙語 ( 中英、中日、中韓 ) 教學，一人亦可上課，線上預約付
款， 100% 滿意否則退費，新手 OK ！大稻埕台灣料理研習所將解構重整台灣料理的核心，保留傳統口味但
賦予新的搭配， 符合單身與小家庭的飲食需求

C3-2 Socialive
Socialive 量身打造品牌專屬的軟體化整合直播服務。化繁為簡的操作門檻， 專業品質的內容故事， 倍數打
擊的觸及聲量， 實質轉換的社群黏著， 及大幅提升的行銷效益。全面進化的社群直播體驗已是眾多歐美國際
品牌指定的Ｂ 2 Ｂ策略合作夥伴。

C3-3 巨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以雜誌型式出發，聚焦財經科技領域的新趨勢、新觀念、新模式。跨越紙媒與數位，以線下多元活
動型式，線上多種型態內容服務，為讀者尋找影響新經濟的關鍵，為產業下一步發展預做準備。

C3-4 良路設計有限公司 ( 走走家具 )
走走家具是為都會族群設計的「帶著走的家」，強調美感與實用、簡易重複組裝、易搬運及環保，解決搬家
時的困擾。全套八件家具符合小空間的生活需求，改善搬家問題並提升生活品質，榮獲 2017 年國際設計 - IF
與 Reddot 雙獎肯定。

C3-5 有人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HEYCPR - 模特兒網路媒合平台， 代替傳統模特兒仲介公司， 以最快捷， 自助， 有效的方式作出媒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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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Big Data

D1-1 司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均每人每天 90% 的時間都待在室內，然而室內地圖的相關應用相對於室外地圖卻少了很多。
STOMAP 室內地圖平台補足了 Google Map 室內版的缺口，開發出整合室內與室外的地圖導
航平台。

D1-2 創智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創智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以影像處理及最佳化技術為基礎，提供自動化影像後處理、影像檢測、
客製化影像分析、網路大批影像處理等產品及服務。

D2-2 圓台科技有限公司
圓台科技，二方面事業 :
1.) 創新趣味：宗旨 在設計 創新、有特殊意義的 玩具夢想，例如 : 龍棋
2.) 創新科技：目前主力方向 鎖定 主力發展 無人機—機器人之軟體操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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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Big Data

TURING

D2-3 拓熙股份有限公司
拓熙在語意分析已經深耕了四年的時間，目前有業界最高的正判率，將技術應用在金融和美
食領域，即時收集全台近 150 個產經新聞及公司資料 300 多萬間，分析大盤、類股股票新聞
量和內容，及個股轉投資之產業要聞，預測產業投資新契機，提供一個完整的金融分析平台 .

D2-4 藍星球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藍星球資訊，進駐臺大創新育成中心；自數位典藏資料庫起步，跨足媒體內容分析領域，以
機器學習為基礎，持續研發自動化文字探勘技術。團隊成功為眾多政府及企業客戶，建置數
位典藏系統、新聞分析等平台，獲多方好評。

D3-1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usion$360 基於 FinteXchange 交易平台，支持金融科技創新所需的大數據、人工智慧、
區塊鏈 API 交易服務，串接終端客戶、金融機構、網路平台、新創公司，建立生態圈解決方
案。目前產品包括跨國資料交易市集以及信用風險分析器，協助客戶快速取得資料、進行企
業 KYC 評等與追蹤。

企業攤

台灣微軟

Microsoft BizSpark Program 微軟新創火花會員計畫是微軟公司針對全世界新創公司提出的
創業資源補助計畫，加入 BizSpark 會員的新創公司將享有一年的各種免費服務，如微軟出產
的各式軟體產品 ( 如 Ofﬁce， Ofﬁce365)、服務、四次企業級技術支援、訓練、以及 Azure
的雲端資源使用額度。

68

| Meet Taipei

企業攤 ChatWork 日商查特維克股份有限公司
ChatWork 為跨裝置的商務即時通訊，用以代替 email 和電話。已協助 15 萬家企業提升效率
以及確保資訊的安全。訊息和檔案永久保存，擁有完善的關鍵字搜尋功能。工作管理功能，
可發送工作及記錄待辦事項。直覺的操作介面為辦公室數位化的友善推手。

企業攤 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OS 的 系 統 穩 定 性、 移 動 性 帶 來 了 極 大 的 便 利 與 美 好 的 使 用 體 驗， 現 在 透 過 SUNIX
iDevicePort，讓原本缺乏擴充界面的 iOS 智慧行動裝置，更具備了在各領域應用的可能
性。 SUNIX iDevicePort 設備擴充盒，創新整合多樣擴充界面（RS-232， USB， ...），透過
Ethernet 或 WiFi，讓 iOS 行動裝置可以運用在更廣泛、不論遠近距離的應用場景裡，例如
POS 點餐、智慧零售、智慧醫療、工業 4.0......。

企業攤 萬里雲互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1) 機器學習模組 2) 雲端架構設計 產品：1) 即時語音翻譯智慧系統 2) 物件識別智慧系
統 3) 智慧推薦引擎
利用機器學習演算法及大數據分析技術，提供客戶在雲端管理、人工智慧應用的顧問及設計
服務、架構建置規劃及技術支援。客戶包含金融、媒體、Adtech、高科技、製造業、EC、遊
戲和 IoT。CloudMile 同時是 Google Cloud 核心合作夥伴，為 2017 年 Google Cloud 全球
新進夥伴中成長最快速的團隊， 擁有數十人 Google 認證的雲端架構師、數據工程師及機器
學習專家，已在香港、新加坡設立海外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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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1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 創業在桃園
創新創業在桃園，6 大創業政策 x 17 組團隊展示

在創業的路上，桃園協助您成長茁壯！為健全桃園的創業環境，桃園市政府透過青年事務局的設立，提供青年創業的共創空間、政策輔導與獎勵
補助，也整合市內創業育成單位帶進國際趨勢觀點與國際育成鏈結，本區精選 6 大創業政策 x 17 組團隊展示，想了解在桃園創業的資源，來創
業桃園主題專區就對了 !

攤位名稱

攤位介紹

攤位名稱

創想列印工作室 ( 創想創客 )

一隻怪獸股份有限公司
攤位名稱

我們相信『3D 列印技術』能夠有效率的提供『解決少數而特定需
求』的方案。
我們以 3D 列印設備販售及推廣研習的方式，協助企業及學校及個
人學習使用 3D 列印，達成『降低產品研發流程及成本』及『協助
學校落實創客教育』。

我們致力發展實境地圖社群平台 APP，結合定位地圖、社群及移
動裝置，讓真實世界每個角落都能充滿樂趣與驚喜。【整個城市都
是我們的冒險世界】。

互動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模弧工作室

互動創新， 以「台灣製造，行銷世界」為目標。 利用「光分解，
光殺菌」技術，首創個人隨身產品，Luft 空氣淨化器。「可攜帶，
免敏原，除異味，分解 VOCs」，落實「好空氣 帶著走」理念。

禾智團隊
禾智公司為一新創公司，由負責人胡坤偉主持，原為網路雲端虛擬
化工程師，因緣際會接觸魚菜共生農法，對此生態系統產生興趣，
投入大量時間研究水族及園藝結合，目前開發出一系列結合水耕植
物與觀賞魚的輕巧型生態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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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覓謎爾機器人教育中心 )

Mimir 覓謎爾機器人教育中心整合十二年國教與 STEAM 教育課
程，藉由橫跨電子、電機、機械、程式領域的機器人課程，讓學校
所學由理論轉為實體。
投石機理解槓桿原理、循跡自走車理解微積分，學生便能輕鬆以生
活應用應證所學。

艾克斯馬克全球有限公司
以工業品及快速消費品等客製化產品，以歐洲、日本市場為主。結
合中原大學育成中心技術研發能量，以特定市場研製創新產品，整
合軟、硬體，利用 IoT 及金屬加工等技術，將研發觸角延伸至綠色
資源回收領域。

啟康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線下課程管理系統，包含學員的出勤、學習表現、繳費等等，透過
整合學員悠遊卡 / 一卡通卡片，追蹤學員上下課狀態。教師則透過
多點登入協作，更容易的幫助學員的提升學習效率。

台灣第一家提供清洗水管服務的公司。此清洗水管技術在日本已經
發展數十年，目的在於清潔自來水管中的髒污與病菌。啟康清洗水
管持續在台灣發展洗水管的技術並積極宣導清洗水管的重要性，讓
國人喝好水用好水。

首創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安東青創基地

關於徵才：是其聚會講中文的東南亞人才平台，讓曾經來台工作、
求學的人才返鄉後善用中文能力幫助企業穩定發展。關於求職 : 致
力於協助人才提升競爭力，除了將工作資訊透明化。

「安東青創基地」是桃園市政府執行「亞洲．矽谷」計畫所設立的
科技青年創業中心，以 ICT 產業為主軸、VR/AR/MR 相關產業之
開發、應用、創新與創業，鏈結國際的青年創業空間。

顏研亮美容機構擁有實體店鋪及虛擬通路，透過客戶的體驗與口耳
相傳，使本公司的產品更臻至善，未來透過產官學同時結合科技，
賦予產品更佳的生命力，持續開發出更符合消費者需求之產品。

航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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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r
覓謎爾

快樂能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向心圓 RADIALROUND，致力於設計、銷售環保無毒，友善環境
之產品，RadialRound 兩段式金屬環保牙刷為首發商品，以友善
環境，享受生活為宗旨，提供綠色環保的生活日常用品，推廣可重
複使用和可自然分解之產品，降低對地球環境的負擔。

研顏亮有限公司

飛 行 學 院

Fuzzy 致力於製造好玩、好看的娛樂性產品，如：雙足機器人、射
擊坦克遊戲等。

向心圓有限公司

杜瓦行銷 ( 莘莘教育 )

B &B Yan.Yan.Liang

攤位介紹

《航見科技》無人機飛控系統整合、飛航安全監控平台技術及防落
摔演算法專利技術。
《ArkLab 飛行學院》為公司之教育團隊，以無人機專業人才培訓、
證照考核與競賽辦理、飛行科技教育師資培訓與教案授權、教材研
發製造。

全家農牧行
以直販做為銷售通路，野放畜養雞種，呈現成熟美味珍寶雞肉；以
提供一個健康畜產品供應平台為願景

台灣唯賜寶智能團隊
我們是有著學齡前兒童的家長，近視問題從小就困擾著我們，為了
不讓孩童明亮的眼睛躲在眼鏡之後，推廣唯賜寶防近視智能筆，由
一支筆開始預防近視，延伸到預防醫學、智能教育，我們致力成為
孩子健康安全的智慧守護者。

EX-2

南科 STSP x StarFab 主題專區

為解決新創具備技術能力卻無法快速推廣產品，南科定向育成結合成熟企業，協助新創從市場帶路、技術合作、場域驗證出發，達成商業合作目
的。用以大帶小、創新實踐的方式，協助新創團隊與成熟企業鍊結，邁向國際市場。

時間

議題

11/16 10:30-12:30

國際加速器交流活動

11/16 14:00-16:00

新創經驗交流營

11/17.18 全天

免費新創建診 ( 產品打造、財務規劃、鑑價諮詢、商標專利等 )
天奕科技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博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捷螺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旺捷數位行銷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行品股份有限公司

雲守護安控股份有限公司

Pantone 326C

Meet Taipei |

73

EX-3

科技部 - 台灣創新創業中心專區

台灣創新創業中心 (TIEC) 為科技部委託工研院執行的新創相關計畫。旨在將台灣創業企業家與矽谷投資人和加速器進行鏈結，並發掘具備發展
潛力的台灣創業公司，經過篩選流程後，提供預算補助前往矽谷發展。此外，TIEC 透過在矽谷經營與鏈結的人脈，為前往矽谷的新創公司提供
諮詢，指導和其他所需服務，以融入創新和創業環境。TIEC 計畫不僅展現為投資人和新創公司創造機會的奉獻精神。同時，擴大了台灣在全球
價值鏈中的作用，與矽谷建立新型態鏈結，吸引雙邊投資，展示與台灣企業和創業團隊合作的價值。

攤位名稱

攤位介紹
TITAN
Taiwa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rena (TITAN) 計畫由科技部支持，工研院執行。本計畫可分為三個推動重點，第一為 Soft-landing Program，提供國際
團隊來台灣發展之 30 天 -180 天的 Soft-landing Program，支持有潛力的國際新創團隊與台灣產業鏈結 (Industry Engagement)，我們提供業界金牌導師的輔
導資源、免費的工作空間、機票與住宿等補助，以及一對一的創業經理人協助團隊精準對接市場與資金，以及與台灣產業合作。106 年度 TITAN 計畫成功吸引
來自 7 個國家的 10 個國際團隊來台發展，吸引了來自美國、比利時、西班牙、芬蘭、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等地的國際團隊來臺進駐並接受國際育成訓練。
第二個重點，鎖定台灣本土新創團隊，以 TITAN- 厚創新計畫協助。此計畫透過專家遴選出具有厚實科技基礎實力之新創團隊，提供具產業經驗的業師媒合，讓
老手帶著新手共創產業新機會，透過團隊與業師的一對一輔導，讓團隊善用我國過去所累積的科技研發與產業基礎，將原有的創意概念打造出實體產品。本年度
已遴選出 6 個團隊，集中於生醫及物聯網領域。第三個為博士創新之星計畫 (LEAP)，選派具創新創業企圖心之博士級人才赴美國、法國及以色列等企業、新創
公司以及知名學研機構進行專案合作研習 6-12 個月。希望藉此開拓我國高階人才之能力與創新思維，並透過參與當地創新創業或相關社群活動，建立我國與海
外創新資源之連結，並在返臺後能對臺灣產業或學研界有所貢獻。

大氣電漿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在機能複材鞋業上，提供獨特的空氣電漿設備，讓製鞋業者用空氣取代傳統有毒的強力膠化學膠水。
目前主要的客戶，包含全球主要運動鞋品牌公司，以及合作的 O.E.M 廠商。一年全球 240 億雙鞋子產量的需求，不小於手機一年 16 億支的市場。
未來所有有關的貼合的應用，都會用到空氣電漿設備，以符合性能與無毒環保要求。
包含生醫輔助醫材貼合，汽車裡各式防震橡密封膠貼合，機翼複材貼合等，都已開始進行合作開發。

憑甚麼股份有限公司
Jobalaya 是一個求職／求才網路平台，致力於員工內部推薦（employee referrals）的普及。Jobalaya 鼓勵在職者利用 referrals 來強化自身人脈，協助求職者
更容易透過 referrals 尋找理想的工作機會，並且幫助企業更主動利用 referrals 找到專業人才。

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來自學界的原創研發團隊，多年致力於合成生物學基因迴路設計技術是台灣的領導團隊，並成立 TWBio『全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建構安全穩定快速的「珍稀
天然藥物細胞工廠」，目前利用安全益生菌進行天然蝦紅素量產。未來與學界密切合作研發，委託第三方進行功效安全認證，與業界行銷策略聯盟實踐跨領域跨
之競爭力。

諦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諦諾科技是一間金融科技公司，利用人工智慧實現快速精準的金融風險評估，現階段應用於汽車貸款評估與貸後風險管理，擁有阿里巴巴做為投資人，為了擴展
中國及亞洲市場，目前在台灣、北京、上海皆有據點。

福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 GYM PRO 智能運動按摩機－是針對喜好運動的族群所設計研發的行動運動輔助器。能滿足不同運動狀態的需求，提升運動表現。
運動前 -- 熱身準備：避免進行高強度的有氧或激烈運動極可能造成肌肉拉傷、扭傷或過度使用的情形。
運動中 -- 加強或輔助訓練：如在健走或跑步時可以利用 U-GYM PRO 鍛鍊腹肌。促進血液循環、強化運動效能。
運動後 -- 肌肉放鬆：運動後，為了加速肌肉恢復以及避免肌肉緊繃，需 2 小時以後用 U-GYM PRO 針對特定部位進行放鬆按摩，若是激烈運動如馬拉松、重度
訓練依個人狀況最好是隔天進行紓緩放鬆。
U-GYM Pro 的中頻頻率每分鐘可振 4000 ～ 8000Hz，速度之快，讓使用者幾乎感覺不到它在振動，如同指壓按摩的觸感，時而輕柔、時而強勁的捶打擠壓、揉
切的按摩手法，而沒有一般低頻電療機使用會產生的皮膚刺痛感。

酷手科技
酷手科技使用獨特的肌肉訊號感測技術測量肌肉活動狀態及力道強度，並以此辨識手勢動作。此項技術與競爭者相比的最大特色是不受陽光、汗水 / 雨水干擾，
尤其適用於戶外環境，並可結合 AR/VR 應用，讓使用者只要戴上，手指便可如同滑鼠一樣靈活操控各式裝置或遊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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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 雲海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海先進科技致力開發高通用性的軟硬體服務、從感測器到伺服器，實體看得見的模組及雲端平台，未來正
逐漸朝智慧化發展，無論是本公司任何領域所提供的服務、皆可以整合雲端平台與透過機器學習，提供人類
更完善的科技生活體驗！

E1-2 傑源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傑源照明設計服務可以幫助您，以最低的成本，享受最舒適的照明環境。應不同的室内外照明需求，傑源可
提供比一般照明設計節能 78%-90%，舒適性超越 30% 的設計效果。設計結果滿足 CIE、IES 及 EN 國際健康
節能照明標準及規範。

E1-3 綠銀科技有限公司
綠銀科技擁有堅強的技術團隊，主要研發物聯網綠色節能與大數據相關技術，總部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生產
製造的 G-Switch 無線智能開關，已通過 CE/FCC/NCC/BSMI/ROHS 等認證。我們秉持創新的精神，持續在
產品與技術尋求創新，提升品牌競爭力。

E1-5 摩豆創意科技
寵物是我們的家人是也好朋友，跟我們一樣都需要時刻關心健康 !
Moore Lick 可讓您即時了解寵物飲水習慣及狀態，去防範因為飲水不足而造成的相關疾病。Moore Lick 品
牌來自 2014 年成立的摩豆創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產業主要是將傳統產品與 IOT 技術做結合，為用戶帶來新的生活並為用戶提供新的體驗 .Moore care ，
Moore fun !

E1-6 GoWiFi 出國旅遊上網
GoWiFi 出國旅遊上網首選品牌，提供全球 108 國家旅遊上網 wiﬁ 網路分享器租借的服務。我們致力打造新
一代的旅遊方式，期待能成為旅人們與世界的橋樑，連結目的地、家鄉以及旅行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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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9 愛拍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愛拍設計是一個 2016 年成立的新創公司 . 愛拍設計希望由自身開發的立體視覺技術，可以讓人更接觸和認
識 3D/AR/VR，就像是透過昆蟲如寶石般的複眼，讓視界看起來迷幻更具美感，體驗充滿張力虛實並存的世
界。

E1-10 智邁科技有限公司
MightyRC 是一個整合遙控器、家庭自動化、媒體播放器跟手勢控制多功能為一體的產品。MightyRC 不單讓
使用者可以控制影音設備的開關，更能夠透過手機 App，充分整合影音內容管理、影音設備跟家電的控制，
提供使用者更簡單與流暢的影音體驗。

E1-11 智精創新
Smart jewelry, Smart beauty,
Smart xlock, Smart easy

Smart innovation, creative value.
智慧跨戒，創造价值

智慧跨戒，創造價值
智慧珠寶來電通知與手機遺失通知
智慧精品開鎖。

E1-12 微思國際有限公司籌備處
發展女性科技，研發情慾感知及生心理健康之智能穿戴裝置，透過產品讓女性放鬆、消除壓力，了解自己的
生理情報。影響女性情慾健康包括缺乏知識、對性的恐懼，無正確刺激。進而我們希望促進人和人之間的健
康關係，讓親密關係不再害羞，而是時尚、健康的表達。

E2-1 達可設計有限公司
達可設計公司 1997 年起致力多媒體，網際網路與光碟製作服務。
累積多年提供科技產業服務的經驗及呼應廠商在全球各地參展如 CeBIT， Computex，.. 送禮需求，於 2004
年成立禮贈品部致力設計開發新型實用以科技導向的企業禮贈品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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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 綠光能數位有限公司
綠光能數位—IT 設備古董商，是以服務為導向的優質團隊，在中古料件市場有豐富的知識及資源，支援各大
品牌二手整機和良品料件銷售，並提供企業級設備維護和資料庫建置，現亦開發 GreenSys for LINE 軟體讓
監測設備更加方便。

E2-3 頌易禾多元行銷有限公司
使店員於合適工作空間內架設視訊設備，再接通指定之門市，即可通過實況轉播與 3-5 門市連接，以達至同
時服務多家門市客戶之目的。安裝防盜裝置於產品上以保安全，當客人到店詢問且使用產品時，由線上店員
可透過視訊裝置進行導購。

E2-4 Kadacharge
「自轉發電，綠能無限」。Kadacharge 結合臺灣自行車文化與 IoT 技術，為現今大量仰賴電子用品的生活
型態，提供更環保、健康的互動充電方式。「腳踩發電」的綠色能源，將不再受傳統電網限制，使用者可隨
時隨地為行動裝置充電，並藉由產出電能，獲得兌換贈品的商業價值。

E3-2 友愉股份有限公司
Furbo 是一台專為狗狗設計的寵物攝影機，讓飼主透過手機隨時與狗狗遠端互動，還能進一步追蹤和分析狗
狗的行為。Furbo 不只在台灣受注目，並於美國、加拿大、英國及日本成為亞馬遜單日最暢銷狗狗攝影機，
成為至今最成功的寵物科技新創品牌。

E3-3 威購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購金融科技的 WayGo Box，結合物聯網和區塊鍊技術打造世界上第一個「開放式與去中心化」的行動支
付平台。考慮金融交易安全性，易用性和商家成本，WayGo Box 允許與不同的付款應用 App 相互配合，是
實現無現金支付願景的最佳方案。

E3-4 點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點睛科技由一群年輕有活力的設計與工程師組成，完整的設計 UxU 部門，雲端應用與 APP 開發，專精物聯
網軟硬整合開發設計，已設計幾十款智慧系統，擅長智慧家庭 / 醫療 / 健康 / 監控等系統，友善的流程與直
覺性的介面提高使用率，藉由物聯網特性創造產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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