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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OECD 的定義，數位經濟泛指透過數位產業帶動的經濟活動，加上非

數位產業透過數位科技之創新活動。數位革命帶動全球創新創業新一波的發展，

如雲端運算、巨量資料、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慧等，皆成為引領創新經濟的

關鍵要素，因科技的快速進展，產業創新速度將愈來愈快，未來產業革新將來自

於數位科技的更迭，國際各國已投入大量資源，並提出相關政策。 

而我國自 2017 年起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 年）》

（簡稱 DIGI+），希望打造臺灣成為一個具備優質數位創新生態的國家。蔡英文

總統也多次公開宣示，走進數位時代、發展數位經濟、加強創新創業能量，將是

臺灣經濟與產業轉型的關鍵。我國經濟型態正朝向以「創新驅動」為核心的階段，

需要透過創新創業推升經濟成長。臺灣除具備堅實的硬體創新研發能力，也擁有

軟體研發人才，但應如何透過政策措施讓軟硬體確實整合，將是我國推動數位創

新的關鍵要素。 

有鑑於此，為了促進我國數位創新產業之發展，本社結合台灣經濟研究院團

隊之產業、財經研析專才，由擅長從理論面分析財經政策，並長期關注臺灣產業

發展之林建甫院長，帶領團隊合作執行「臺灣數位創新創業及關鍵議題研究」議

題，從檢視國內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的現況，並盤點國內外數位創新創業相關政策，

藉由跨國政策橫向比較，找出臺灣政策缺口，型塑政策調適之建議與依據。同時

探討國內外數位創新創業相關案例，研析現有法規之限制、調適進度與方向、早

期投資階段的資金融通等，並對數位創新創業趨勢進行研判，包括天使投資人、

活躍創投及科技巨頭的資金布局。由市場現況與未來趨勢，分析臺灣數位創新創

業政策之發展方向。 

此外，為充分掌握臺灣數位創新創業關鍵議題，並凝聚各方意見與政策建議，

特舉辦兩場座談會，討論全球數位創新創業趨勢及對「金融科技」和「生技醫療」

領域發展之影響，以及一場「如何建設臺灣數位創新創業」座談會，邀請各界專

家，針對臺灣數位創新創業政策進行深入討論。 

序 

財 團 法 人 中 技 社  

2018-06 



 

特彙整相關研析與研討成果出版此專題報告，期望在借鏡國外推展數位創新

創業作法與思維時，也能梳理出臺灣發展數位創新創業之關鍵議題，協助創新創

業政策之驅動與調整，提升我國於全球數位環境之角色，吸引更多人才與資金來

臺，形成正向循環，強化臺灣經濟體質，優化臺灣產業競爭力。 

本報告特別感謝台灣經濟研究院林建甫院長率領其團隊，包含譚瑾瑜主任、

吳孟道所長、許峻賓副研究員、林姿儀組長共同參與。議題執行期間，亦感謝歐

嘉瑞理事長的指導與協助，以及撥冗參與會議之國內專業學養及經驗俱豐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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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前言:問題及目標 

數位革命帶動全球創新創業新一波的發展，如雲端運算、巨量資料、物聯網、

區塊鏈、人工智慧等，皆成為引領創新經濟的關鍵要素。我國自 2017 年起推動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 年）》（簡稱 DIGI+），希望打造臺灣

成為一個具備優質數位創新生態的國家，透過創新創業推升經濟成長。臺灣除具

備堅實的硬體創新研發能力，也擁有軟體研發人才，但應如何透過政策措施讓軟

硬體確實整合，將是我國推動數位創新的關鍵要素。 

本專題報告期望借鏡國外推展數位創新創業作法與思維，梳理出臺灣發展數

位創新創業之關鍵議題，協助創新創業政策之驅動與調整，提升我國於全球數位

產業之角色，強化臺灣經濟體質，優化產業競爭力。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專題報告藉由盤點國際數位創新創業政策，探討各國文化背景與政策目標，

及其推動策略與方式的差異，研析國家包括美國、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

中國大陸等六國。同時也檢視國內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的現況，透過跨國政策橫向

比較，找出臺灣政策缺口，作為政策調適之建議與依據。也進一步透過探討國內

外 14 個數位創新創業重要案例，分析企業投入數位創新創業成功的關鍵要素。

此外也從案例經驗，討論國家資金應如何協助新創企業。最後，總結國際主要國

家政策、新創案例分析及三場專家座談會之結論，歸納出我國推動數位創新創業

之方向，並針對數位創新創業政策推動過程中的關鍵議題，提出相應的建議。 

三、結論 

本專題報告將研究成果歸納整理後，從國際經驗與我國現況來分析數位創新

創業之關鍵議題。在創業環境與創業精神方面，有許多需加強的地方。首先，國

內大專院校缺乏創新創業氛圍，教師評等機制所提供的研發成果商業化誘因相對

不足，大專院校實際擁有的研發技術價值遠大於已成功技轉的授權金額，顯示科

研成果投入產業應用與創業仍有成長空間，應設法提供學研機構投入技術商轉的

誘因。人才投入上，台灣雖有高素質人力，政府也提供許多補助來協助創新產業

發展，但缺乏創業文化，教育體制中跨領域學習也不足。此外，多數新創業者常

有國內資金取得不易的問題，雖然政府有許多政策上的補助，但就結果而言，不

少新創團隊因資金問題而轉到其他更容易取得資金的國家進行創業，顯示目前國

內的補助或是吸引資金投入仍有進步空間。 

數位創新多為跨領域革新，易衝撞現行法規體制。主要標竿國家推動數位創

新創業政策，多以降低企業法規遵循的不確定性、給予企業安全的創新試驗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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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為國際上推動數位創新創業在法規調適上的趨勢。目前國內已在金融與無人

載具領域已推出實驗條例，未來如數位生醫領域或其他跨領域之產業上，也勢必

需要有實驗性的法規環境，才有辦法突破既有法規的限制。 

數位資訊取得方面，雖然外界普遍認為台灣具有完整的金融行為資料及健保

醫療資料，但過去主管機關是以管理為目的，可能與數位創新應用所需要的資訊

有所落差。雖然政府已開始積極建置金融服務與健康醫療的大數據資料庫，但多

屬一般行政用途，部分資料受限於法規不易取得，仍待相關法律之修訂。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綜整全球數位創新創業的國際經驗、我國重要政策措施，並歸納分析我國推

動數位創新創業所面臨的關鍵議題後，本專題報告提出整體政策推動、人才培育、

籌資環境、創新創業生態系、法規調適、資料應用之相關建議，並納入三場專家

座談會之意見，提出政策建議供有關單位施政參考。 

(一) 整體政策推動建議 

1. 以製造優勢槓桿「軟體與硬體」的跨域整合能力。 

2. 發展能回應民生社會需求的數位創新創業。 

3. 強化政府部會間的政策連結與合作。 

(二) 培育數位創新創業人才 

1. 打造創新創業的校園實驗場域。 

2. 建立能提升教職員投入數位創新創業的誘因機制。 

(三) 建立更彈性與多元的籌資環境 

1. 創造有利新創事業投資出場的多元籌資管道。 

2. 善用創投業者及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力量。 

(四) 增進創新創業生態系之密切互動 

1. 鏈結新南向市場共同打造數位創新創業生態圈。 

2. 鼓勵大小企業結盟。 

3. 形塑臺灣數位創新創業的國際品牌。 

(五) 打造有利數位創新創業的法規環境 

1. 建立與時俱進的公共採購制度。 

2. 法規制度宜跳脫防弊思維並採風險管控原則。 

3. 監理沙盒法規宜明確對創新產品與模式的接受範圍。 

(六) 建立安全的大數據資料共享機制 

1. 加速研議我國「開放銀行」（Open Banking）之運作機制。 

2. 逐步進行醫療健康資訊應用相關法規之調適。 

3. 加速建立臺灣語音資料及使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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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數位革命帶動全球創新創業新一波的發展，雲端運算、巨量資料、物聯網、

區塊鏈、人工智慧等，皆成為引領創新經濟的關鍵要素，因科技的快速進展，產

業結構創新速度將愈來愈快，未來產業革新將全面來自於數位科技的更迭，美、

中、韓、星、以色列等國已投入大量資源。 

其中，美國身為全球科技領先大國，聯邦政府所提出的「美國國家創新戰略」

（A Strategy for American Innovation），希望透過先進製造、智慧城市、數位教育

等政策，推動美國數位創新創業之發展。德國政府則在其《高科技策略2020》（The 

High-Tech Strategy 2020 for Germany: Ideas, Innovations, Growth）架構下，推動《新

高科技策略：創新為德國》（The new High-Tech Strategy Innovations for Germany），

作為打造德國成為全球創新領導者的基礎。 

而在亞洲方面，日本則因應全球數位化發展之趨勢，規劃「超智能社會」

（Society 5.0）作為推動《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的基礎，訂定包含物聯網、

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數位創新科技之挑戰目標，規劃於五年內合計投入25兆日圓

之科技研發經費，以建設日本成為「世界上最適合創新的國家」，並鎖定醫療、

供應鏈、金融科技等作為數位創新之優先領域。韓國也為了因應數位化時代到來，

積極推出相關研發創新補助政策，鼓勵新創企業朝技術型與創新型發展。 

鑒於全球先進國家均積極推動數位創新技術之發展，我國行政院則自106年

度起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年）》（簡稱DIGI+），預

計在2025年時，我國數位經濟規模能夠成長至新臺幣6.5兆元、民眾數位生活服務

使用普及率達到80%、寬頻服務可達2Gbps、保證國民25Mbps寬頻上網基本權利、

我國資訊國力排名能夠躍進到前10名，希望打造臺灣成為一個具備優質數位創新

生態的國家。蔡英文總統也多次公開宣示，走進數位時代、發展數位經濟、加強

創新創業能量，將是臺灣經濟與產業轉型的關鍵。我國經濟型態正調整為以「創

新驅動」為核心的階段，需要透過創新創業提升我國之經濟成長。以發展人工智

慧為例，我國具備堅實的硬體創新研發能力，也擁有軟體研發人才，但應如何透

過政策措施讓軟硬體確實整合，將是我國推動數位創新的最關鍵要素。 

日前亞馬遜旗下亞馬遜網絡服務公司（AWS）將與藍濤亞洲及新北市政府合

作，在臺灣建立聯合創新中心，由藍濤亞洲將擔任營運商，將有助整合產官學界

創業培育資源，令雲端產業人才培育能接軌在地產業，並在臺灣打造全方位創新

創業生態系。AWS 加大對臺灣市場的投資並設立聯合創新中心，原因在於我國

的物聯網及雲端產業及技術發展具有相當潛力，該公司希望藉此強化其在全球數

位創新領域生態圈之布局。 

惟面對全球數位發展環境的快速變遷，我國政府應如何透過政策規劃建構良

好的數位創新創業環境，並擬定最佳調適策略，協助數位創新創業者作到預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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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規劃與調整，以因應環境變遷與影響，降低衝擊，並掌握發展趨勢，將有機會

取得全球布局之先機。 

因此，對當前國內數位創新創業政策的檢視以及他國數位創新創業政策的觀

察，自然是促進創新創業發展的重要課題；此外，對於全球當前數位環境以及潛

在未來趨勢的判讀，也會是現有政策法規調適之參考重點。據此，加強對於全球

數位趨勢之監測，描繪未來生活型態與需求樣貌，並針對轉變的型態與需求，找

出未來產業創新創業變化之方向，是為促進創新創業發展預做準備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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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外數位創新創業政策分析 

面對工業4.0和數位經濟潮流，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指出各國應正視此顛覆性革新對各國經濟發展之影響，各國政府、企業和學研機

構應通力合作，研議推動各項政策措施，以完備有利數位經濟發展之基礎環境與

競爭力。 

WEF於2018年1月發布「2018未來產出備戰能力之評估報告」（Readiness for 

the Future of Production Report in 2018），從「生產力組成架構」（Structure of 

Production）和「生產力驅動因子」（Drivers of Production）兩大構面，評比各國

因應未來工業4.0和數位科技帶來經濟轉型挑戰的競爭力。構面一之「生產力組成

架構」，衡量一國當前的生產力基礎，包含生產智能的多樣性和製造附加價值對

GDP貢獻度等；構面二之「生產力組成架構」，衡量一國因應數位經濟的創新潛

力，包含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全球貿易與投資、政府效能與法規制度、永續資

源含量、創新需求等。 

目前全球100個受評國家中，共25個國家屬於「領導組」（Leading Group），

即「生產力組成架構」和「生產力驅動因子」兩大構面評分同時達5.5以上者，這

些國家已累積良好的工業生產力基礎，並具備因應未來數位經濟的創新潛力，使

得這25國貢獻了全球逾75%製造附加價值（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 MVA），且

最能夠面對未來工業4.0和數位科技所帶來的經濟轉型挑戰，如圖1及表1。1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18）。 

圖 1 世界經濟論壇評比全球25大數位經濟領導國家 

                                                      
1
 WEF, 2018. “Readiness for the Future of Production Report in 2018”, Jan. 12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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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經濟論壇評選全球 25 大數位經濟領導國家 

項目 

國家 

生產力驅動因子 生產力組成架構 

評分 名次 評分 名次 

美國 8.2 1 7.8 7 

日本 6.8 16 9.0 1 

德國 7.6 6 8.7 3 

瑞士 7.9 3 8.4 4 

韓國 6.5 21 8.9 2 

中國大陸 6.1 25 8.2 5 

英國 7.8 4 7.0 13 

新加坡 8.0 2 7.3 11 

瑞典 7.4 9 7.5 8 

荷蘭 7.8 5 6.3 26 

加拿大 7.5 7 5.8 33 

丹麥 7.2 10 6.3 27 

芬蘭 7.2 11 7.0 14 

挪威 7.1 13 5.6 36 

法國 6.9 14 6.9 18 

愛爾蘭 6.8 15 7.3 10 

比利時 6.8 17 6.5 24 

奧地利 6.8 18 7.5 9 

馬來西亞 6.5 22 6.8 20 

以色列 6.2 23 6.4 25 

西班牙 6.2 24 6.0 29 

捷克 6.0 26 7.9 6 

義大利 5.9 30 7.0 15 

波蘭 5.8 31 6.8 19 

愛沙尼亞 6.0 27 5.8 34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18）。 

註：世界經濟論壇將「生產力組成架構」和「生產力驅動因子」兩大構面評分同時達5.5以

上者，列為「領導組」國家。有些國家「生產力組成架構」雖達5.5以上，但「生產力

驅動因子」未達5.5分者，如泰國、菲律賓、印度等國，則未能列為「領導組」國家。 

 

此25個領導國家中，美國以創新能力、研發人力和法規環境為強項，「生產

力驅動因子」居全球第一；日本在廣泛領域皆掌握專精技術且製造業具高附加價

值，「生產力組成架構」居全球第一；德國同日本具專精技術與高附加價值製造

能力，「生產力組成架構」居歐洲第一；新加坡以研發人力和法規環境為強項，「生

產力驅動因子」居全球第二、亞洲第一；韓國以高附加價值製造能力為強項，「生

產力組成架構」居全球第二、亞洲第一；中國大陸也以高附加價值製造能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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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組成架構」居亞洲第二。 

因此，本章將探究美國、日本、德國、新加坡、韓國、中國大陸及我國等，

在推動數位創新創業之相關政策措施，從中爬梳六國可借鏡參考之處。 

 

第一節 美國、德國、日本之數位創新創業政策分析 

如前所述，世界經濟論壇（WEF）評比之全球 25 大數位經濟領導國家中，

美國、德國和日本以其創新能力、研發人力、法規環境和製造能力為強項，在

WEF 評比的「生產力組成架構」及「生產力驅動因子」居全球第一和所屬各洲第

一，可為先進國家中學習發展數位創新創業之模範。故本節將以美國、德國和日

本做為研究標竿對象，分析探究這三個國家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的政策

措施，以供我國借鏡做為政策參考。 

一、美國數位創新創業政策 

美國的歷史文化造就美國人處於「想要甚麼就必須自己創造」的社會氛圍，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不僅是國際上數一數二開放的經濟體，在科技發展方面也

是國際上的翹楚。然而與亞洲諸多國家採取鼓勵創新政策不同，美國之所以成為

全世界創新創業最為興盛的國家，並非仰賴鼓勵或補貼政策。美國能成就現今的

國際創新先驅地位，乃由教育、創業信念與法規環境等不同要素相互串聯，不僅

在創新創業前無形中鼓勵美國人創業，更打通創業人才培育及資金挹注的管道，

同時透過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保障創新成果並提升其誘因，使得美國擁有創新的溫

床。以下針對美國在教育、創業信念與法規政策環境三方面，推動數位創新創業

之相關政策措施予以說明。 

（一） 教育 

大學在美國的創新環境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它替美國充入研發能量。美

國的大學作為創新的基石，其研究領域包含生命拯救、社會運作模式及確保糧食。

除了研究範圍之廣泛，大學內還有培養新創點子的溫床，例如史丹佛大學的弗雷

德里克·特曼教授(Dr. Frederick Terman)就在學校裡設立一些方案來鼓勵學生們發

展他們的「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事業，包含由威廉·惠利特(William Hewlett)

和戴維·普克德(David Packard)兩位學生建立惠普公司，以及勞倫斯·艾德華·「賴

利」·佩吉(Lawrence Edward "Larry" Page)和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布林(Sergey 

Mikhaylovich Brin)從學校一項關於搜尋資料的研究專案成立了 Google。 

 

（二） 創業信念與創業投資 

雖說美國的大學教育為創新創業提供非常好的人才，但反觀世界上也有諸多

極力培育人才的國家，卻未在創業上取得如美國一樣的成功，原因在於美國人的

創業精神已經深植在歷史脈絡中，而且跨越階級、文化，此外，美國相信自由的

市場會為努力的人們帶來回報，我們稱之為「創業的信念」，也是美國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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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絕的原因之一。除了思考創造的一群人外，資助創新成型甚至商業化也是

重要的一環，在美國天使投資為世界之冠，此外，美國有諸多著名的投資公司，

如號稱企業孵化器的Y Combinator，不僅給予新創企業基金，亦會開設相關課程、

指導創新創業團隊並督促團隊執行創業計畫；其餘著名的投資公司還有 Airbnb

和 Reddit 等。 

美國的創業信念及競爭氛圍恰巧符合創新必須要不停地思考、求新求變的特

性，如美國為世界上對研發投入最多資金的國家使得美國擁有世界上最高的研究

創新水準；除了資金的投入，現今的創新時常跨越不同領域，也因此需要聚集起

各種不同行業或職業的人，包括高階管理人、學術專家及其他對創業有熱忱的人。

美國的克萊蒙森大學充份展現競爭者聚集在一起後將使得研究更為精進，例如該

大學與諸多車廠建立合作關係並研究自動駕駛技術，以確保克萊蒙森大學在該產

業的先驅地位。 

 

（三） 法規政策環境 

最後在法律規範上，智慧財產權的保障以及對法律的尊重使得美國為新創公

司創造了跨業合作的機會。美國是世界上居民專利申請最多的國家，且在近十年

來個人專利申請更有上升的趨勢。 

自二戰以來，開始針對創新創業提出相關政策及法規因應，其主要目的有二：

一為確保美國未來的世界經濟地位同時維護其國家安全；二為透過創新創業增加

就業機會以推動經濟持續發展。 

美國針對創新創業的相關政策法規主要聚焦於兩種手段：提供法律保障和給

予資助。法律保障的部分，可以發現美國積極建立專利申請及保護的機制，例如

《專利法》、《拜杜法》、《史蒂文生-魏德勒法》、《聯邦技術移轉法》、《國家競爭技

術移轉法》及《國家科技移轉和進步法》。這些法律主要都是為了確保創新技術

能夠擁有專利權，同時該技術能進一步商業化，以下就《拜杜法》、《史蒂文生-

魏德勒法》、《聯邦技術移轉法》進行說明。 

1. 《拜杜法》（Bayh-Dole Act） 

在《拜杜法》訂定之前，各政府機構與其資助者自行簽訂契約，決定資助項

目的產出，如新型技術等的專利權歸屬在契約中明訂，因此當時美國擁有 20 種

以上的政策。1978 年卡特總統組成的委員會建議全國政府資助研發政策應該要統

一並制成法律，因此催生出 1980 年的《拜杜法》。此法案的精神一方面是為了讓

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得以被民間使用甚至商業化，另一方面則是考量政府資助的

研究成果不盡快申請專利，可能被外國搶先。 

1980 年的《拜杜法》只允許小型企業或非營利機構保有受資助研究成果的權

利，1983 年則允許所有承包政府資助項目的單位都可以選擇是否保有研究成果的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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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蒂文生-魏德勒法》（Stevenson-Wydler Act）和《聯邦技術移轉法》（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of 1986） 

《史蒂文生-魏德勒法》與《拜杜法》同為 1980 年制定，兩者差異在於《拜

杜法》給予受資助單位擁有研究成果的權利的可能性，《史蒂文生-魏德勒法》則

要求持有技術的政府要致力於將其持有或創造的技術移轉給州政府、地方政府或

私人團體，還必須從研發經費中提撥預算進行技術移轉。而 1986 年《聯邦技術

移轉法》則修正了《史蒂文生-魏德勒法》，允許聯邦政府所設的實驗研究機構與

私人實驗室合作，且實驗成果可以歸屬為私人實驗室；另外，也允許任職於聯邦

政府所設的實驗研究機構職員，若研發出某項成果，可以分享專利授權甚至享有

專利。 

由上述幾項法律來看，可以發現美國聯邦政府除致力於確立智慧財產權，並

希望透過明訂智慧財產權的方式提升創新創業的誘因，也希望任何與政府資助或

由政府研發的成果，能夠被善加利用或商業化。因此美國採用確立權利及允許權

利移轉的方式作為激勵、促進創新創業的手段。 

3. 《創業企業促進法案》（JOBS Act） 

美國於 2012 年 4 月由歐巴馬總統簽署通過《創業企業促進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 JOBS Act)，目的在提供小型及新創企業便利的籌資管道。

其中第三章《群眾募資法》（Title III, Crowdfunding）允許註冊合格之券商及籌

資平臺，得發行 100 萬美元以內的股票來募集資金；前述所謂合格券商及籌資平

臺，係指向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及證券商自律組織登記合格者。此一措施有助於

提升美國初級市場效率，並促進美國股權籌資蓬勃發展，以扶植美國新創企業成

長茁壯。2
 

4. 數位政府 

一直以來美國在專利法上下足功夫外，為了使聯邦政府所擁有的資訊能更廣

泛地被使用在增進美國國民福祉，2016 年歐巴馬政府針對未來美國轉向數位化提

出三項策略，第一項為「使美國國民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及任何裝置上皆可

使用高品質的政府資訊及服務」因此需要建立具有操作互動性及開放性的系統；

第二項為「抓住研發智慧、安全及平價裝置、應用程式及資料的機會」；第三項

為「將政府資訊解鎖以便激發創新並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予美國國民」。以下為

該文件的內容摘要： 

(1) 以訊息為中心 

政府常因為特定目的或用途公開某些部分的資料，但同時其他部會可能也因

為其他不同目的或用途而公開同筆資料，這造成資料的重複揭露，也等同於政府

花費了兩次以上的心力在揭露同筆資訊。因此聯邦政府以建立通用資料庫為目標，

                                                      
2
 高啟仁，2014 年 4 月，＜我國推動「創櫃板」與「群眾募資」之情形＞，《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32 卷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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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整合所有政府單位的資訊揭露，避免資源的浪費。 

而建立通用資料庫仰賴一致的網路操作介面，建立一致的網路操作介面之前

須有合理的分類法及元數據做為資料的標籤，使得資料易於分類及被搜尋。除了

在資料的分類下功夫，使得資料能夠有效地被呈現，也必須將安全及隱私的監控

嵌入結構化的數據及元數據當中，如此一來現今仰賴設備保護維持資安防護的方

式就可以直接轉為資料保護。 

除了操作介面一致有助於統合資料，為了更廣泛地公布資訊，各機構就必須

要評估系統內的資訊並即時公布，以便於被外部取得及應用，同時資料的呈現形

式也應以機器可讀的格式置於官方網站上。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須在資訊公開網

站上擴充網路操作介面的目錄，以便使用者更容易利用資訊，同時機構本身或開

發者的網路操作介面也將彙整到擴充的網路操作介面目錄中。 

(2) 以共享平臺為中心 

以共享平臺為中心的策略中，政府必須主導共享平臺的創建，並考量欲開發

的新項目是否為政府機構可合力解決的問題，同時避免資源的重複浪費，同時檢

視與現有基礎設施或系統的重疊性，以達成「一次建造，多次使用」。同時為了

統合各機構間的合作，設立數位服務創新中心及數位服務諮詢小組。 

數位服務創新中心與各機構合作建立共享解決方案及提供培訓，以支持聯邦

政府對基礎建設及資訊內容的需求，該中心的重要行動方案有三： 

A. 確立建置資料共享系統的實行方案並支援其完成。 

B. 提供專家資源及其他資源幫助機構發展操作介面及揭露有價值的數據。 

C. 與聯邦 CIO 委員會（ Federal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ouncil）聯合推出共

享移動應用程式的計畫；協助提供應用程式精簡的測試環境；促進共享及驗

證的政府應用程式。 

此外，為了強化跨機構間的合作，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將聚集聯邦CIO委員會、

聯邦網路經理委員會和其他機構的領導人將組成「數位服務諮詢小組」，其工作

除了向聯邦首席資訊官提供戰略實施的建議外還有三個重點工作： 

A. 挑選數位服務創新中心需要優先完成的資料共享系統。 

B. 促進現存的共享政策及現有的線上平臺、社群以提供更多特殊合作架構。如

以開放自攜裝置的工作環境以測試相關系統。 

C. 確立政策標準與技術引進或發明的差距並提供縮小該差距的建議。 

(3) 以使用者為中心  

政府提供的數位服務品質將影響社會大眾對政府機關的評價及信任。數位服

務包括跨平臺、跨裝置傳送數位訊息或提供交易服務，不論是哪種形式，數位服

務都應優先考慮使用者服務並能與使用者目前使用的技術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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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升使用方便性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政府意味著要回應使用者的需求，並讓搜尋和分享資訊更

加便捷。這需要我們在數據即時性、內容實用性、傳輸便捷性及互動密切性上維

持高水準，以達成「隨時、隨地、任何裝置都可以使用」的目標。 

為了更有效率地發展使用者導向的產品與服務，政府須專注於評估能給出多

好品質的服務；將精力放在有用且有價值的互動上；建立績效衡量，並根據這些

衡量結果持續改善服務。 

如果政府想要隨時隨地任何裝置都能提供數位服務，響應式網站及優化搜尋

引擎將會是重要的一環。另一方面，為了能在不同的平臺上取用資訊，數位服務

諮詢小組將與聯邦網路經理委員會（ Federal Web Manager Council）共同建立準

則及數位服務發展作業程序，包含整合重複網站的方法及協調跨機構傳遞訊息的

作業程序；確立首要優化的內容和資訊，例如通用語言、強化可用性、搜尋及可

取得性、資訊內容生命週期管理；下一世代網路發展，如資訊管理系統、通用代

碼庫、響應式網頁；標籤及結構化資訊內容和建立數據機器可讀性的標準；利用

客戶反饋進行改善的方法；衡量支援「以訊息為中心」的安全模式。 

B. 簡化政府資訊系統 

聯邦政府核發新的域名將只為了整合各機構散落在不同域名的相似內容，以

精簡使用者的使用成本及減少多餘的政府網站，一般服務管理局將透過數位服務

創新中心提供工具、準則及培訓以助機構遵循這些新政策並持續整合各個系統。 

除了整合相關資源，客觀的績效衡量應能驅動發展及提供數位政府服務。由

於大部分的機構缺乏通用的衡量標準以利一致地衡量網站使用，這將影響機構判

斷如何分配資源。為了使績效衡量由數據驅動，機關被要求在 6 個月內利用所有

政府域名(.gov)上的分析及使用者滿意度衡量工具，同時將評估彙整成聯邦層級

的數據。 

(4) 安全及隱私 

機構需持續將有效的安全和隱私措施設計引入聯邦政府的所有新技術中，包

括移動設備，應用程序和無線網絡，並與現有政策保持一致。為了使機構能夠共

享安全測試資訊並防止不必要的重複，國土安全部（DHS）和國防部（DOD）將

與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合作，在 12 個月內制定聯邦政府的移動設備

和無線應用安全標準。 

另外，政府必須試行、記錄並快速擴展新方法，以確保數據和移動技術的安

全，並解決隱私問題。這將有助於推動政府的資料安全防護，並將聯邦政府對相

關事項的期望傳達至私營部門。例如將資料轉移到雲端，因為若將應用程式、操

作系統和數據留在適當安全的雲端環境而非設備，將減少設備丟失、被盜的潛在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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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數位創新創業政策 

德國的經濟繁榮立基於機械工程、能源部門、化工產業、航空航太和汽車工

業等傳統行業，若這些產業無法有效掌握先進數位化的營運策略，且順利轉型到

下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亦即「數位經濟」，則德國產業將無法持續表現優異且就

此沒落。對此，德國工業聯合會（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BDI）

曾在 2015 年 3 月提出一份研究報告「產業的數位轉型」（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3報告提到預計在 2025 年，經由數位轉型成功的產業將具有很多發

展潛力，整個歐洲的產業價值亦將達到 1.25 兆歐元。 

在德國的企業結構乃是以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MEs）

為主體，將有 99%為中小企業，4故也被稱為「中堅企業」（Mittelstand），是該國

最強大的創新和技術推動力，並在全球享有盛譽，他們認為企業唯有處於創新發

展的前端，才能保持競爭優勢，而數位化，將是它們在專業市場中保持成功的唯

一法則。 

德國政府自 2006 年起致力於運用政策和法規構築創新體系，建立寬鬆和完

善的法律環境，形成良好的研發運作機制，促進創新活動，提升德國全球競爭力。

此外，德國也成立「高科技創投基金」5來投資高科技中小企業，以及「商業天使」

（Business Angels）6來提供創業者資金及專業諮詢服務，藉此扶植德國高科技創

新和創業。以下分述之。 

（一） 德國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之相關法規或政策 

     德國是世界領先的製造和出口大國，為確保其創新強國地位，維持其強大

的國際競爭力，總理梅克爾在 2006 年推出「高科技策略」(High–Tech Strategy) ，
7在 2010 年提出「高科技策略 2020」（High-Tech Strategy 2020 for Germany: Ideas, 

Innovations, Growth）；8後又在 2014 年通過「新高科技策略：創新德國」(The new 

High-Tech Strategy Innovations for Germany)，9其後又陸續在 2016 年提出「2025

年數位策略白皮書」（Digital Strategy 2025）10以及在 2017 年提出的「數位平臺白

皮書」 (White Paper Digital Platforms: Digital Regulatory Policy for Growth,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articipation)。11德國政府透過政策工具，為德國數位

                                                      
3
 Roland Berger Strategy Consultant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BDI, 2015/03/15. 

4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資料顯示，員工人數小於 250 人，且年營業額不超過或含 5,000 萬歐元者為之。 

5
 由德國聯邦經濟暨能源部與德國復興開發銀行及私人企業等共同合作成立。 

6
 由德國聯邦經濟暨能源部與歐洲投資資金(European Investment Fund，EIF)合作 

7
 The High-Tech Strategy for Germany, 

http://www.umic.pt/images/stories/publicacoes200801/bmbf_hts_lang_eng.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7/11/24。 
8
 High-Tech Strategy 2020 for Germany: Ideas, Innovations, Growth 

9
 The new High-Tech Strategy Innovations for Germany, https://www.bmbf.de/pub/HTS_Broschuere_eng.pdf，

最後瀏覽日期 2017/11/24。 
10

 Digital Strategy 2025, https://www.de.digital/DIGITAL/Redaktion/EN/Publikation/digital-strategy-2025.html，

最後瀏覽日期 2017/11/24。 
11

 http://www.bmwi.de/Redaktion/EN/Publikationen/white-paper.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最後瀏覽

日期 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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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明確方向，同時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鼓勵以企業為主體進行創新

合作。 

1. 推動「高科技策略」，開創德國通往創新創業大道 

總理梅克爾有感於德國雖然是全球重要的出口國，在 2006 年制定了「高科

技策略」，這是德國政府首次進行跨部門的創新政策行動。主要目標是要藉由創

新，克服成本劣勢，進而帶來高科技與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繁榮，使德國

保持全球市場領導者的地位。 

在 2010 年 7 月 14 日通過為期四年的「高科技策略 2020」，與第一階段不同

處在於，此階段並不關注技術領域，而是關注需求領域，強調聚焦於全球挑戰、

著眼未來和面向歐洲等策略新重點，提出了包括氣候變遷、新能源、健康醫療、

行動科技、安全技術、通訊科技等五個行動領域，目標為提升德國在虛實整合領

域（Cyber-Physical Systems）的高科技能力。其中最為人知曉且影響世界趨勢者，

即「工業 4.0」子計畫，德國倡導通過利用網際網路技術（也稱為第四次工業革

命）實現集成工業的願景投入近 2 億歐元，持續改善創新環境，支持工業領域新

一代革命性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網絡實體系統、數位化工廠、智慧製造、物聯網

也將成為工業 4.0 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 

2. 確保德國創新政策連貫性，通過「新高科技策略：創新德國」 

德國內閣為確保德國創新政策的連貫性，且進一步加強德國的繁榮和經濟成

長，促使德國邁向成為全球創新領導者的道路。不僅著重於改善創新的整體環境，

並將科研成果快速轉移為具有經濟效益的產品、工藝和服務。此外，透過德國聯

邦經濟和能源部（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BMWi）

發起的技術中立計畫，包括中小企業核心創新計畫（Zentrales Innovationsprogramm 

Mittelstand，ZIM）和中小企業產業合作研究創新計畫（Central Innovative Program 

for SMEs，IGF），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支援。這不僅因為德國創新的主體是企業，

更重要的是為更好地推動有德國經濟支柱之稱的中小企業投入研發創新，推出了

一系列針對中小企業的支援項目，幫助它們迎接數位化、全球化和價值鏈重塑帶

來的機遇和挑戰。德國在此策略下，成功促成科研界及產業界合作，形成夥伴關

係，進而成為群聚網絡。 

3. 健全德國數位科技環境，落實推動數位策略相關白皮書 

德國政府為健全其數位科技環境，使德國民眾擁有高速光纖頻寬，以利推動

「工業 4.0」及「新高科技策略」等計畫。 

德國自 2016 年 3 月推動「2025 年數位策略白皮書」（Digital Strategy 2025），

規劃在 2025 年以前完成光纖網路基礎建設之布建，總計將投入一千億歐元，絕

大部分由政府出資，小部分吸引民間參與，目標使全民均享有快速之聯網頻寬；

同時著手強化相關促進數位科技研發與競爭力的政策規範，包含：創設主管全國

數位化事務之專責機構、制訂適用於數位化時代的法規環境(包含提供法規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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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場域)、給予中小企業數位科技研發之稅負抵減優惠等。顯示出德國聯邦及經

濟科技部（BMWI）近年來所設定的優先目標、所開發的能力及使用的新式工具，

進而完成數位化德國的可能。 

2017 年 3 月提出「數位平臺白皮書：成長、創新、競爭及參與的數位監管政

策」（White Paper Digital Platforms: Digital Regulatory Policy for Growth,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articipation），其主要目的乃為了有兩個管制目標是至關重要的：

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透過投資和創新促進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保

障個人基本權利（Basic Rights）和數據自主權（Data Sovereignty）。 

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取決於數位化或是數據化的發展程度，特別是「大數據

平臺」日益成為主要的經濟成長動力，政府必須能夠因應數位和網絡世界所帶來

變化，而此份白皮書不僅要促進各階層的公平競爭，也必須為數位經濟的趨勢和

許多高速網路的數位基礎設施提供激勵。如此作為，不僅充分保障每個人都能夠

公平地參與發展權利，並且以主權和民主的方式處理創新技術。 

 

（二） 德國數位經濟發展或創新創業的主要推動領域 

促使德國成為世界上最具創新性，且能引領關鍵前瞻性技術的國家，是梅克

爾總理上任後一直以來的最終目標。從德國推動高科技策略來看，在推動創新與

產業的轉型上，從「生產需求」延伸到「社會需求」及「未來需求」，德國政府

從現實面出發，以解決當前困境以及前瞻未來的態度，推動相關政策措施落實。

為此，德國聯邦經濟事務部於 2017 年 4 月發布了一個基於雙管齊下的創新議程：

「創新政策基石：為市場帶來更多創意」(Innovationspolitische Eckpunkte – Mehr 

Ideen in den Markt bringen)，12該議程提到政府應提供技術中立的資金，以便企業

家決定他們自己想要投資哪些技術。其次，應該更加關注前瞻性和關鍵支援技術。

由此可知，德國將重點放在提升競爭力及創造價值和就業機會。德國政府所強調

的不僅是技術創新，也有新的組織方案和有關服務及社會職能的創新。隨著全球

創新競爭加劇，中小企業更應靈活地選擇研究和創新滿足當地和區域需求的新技

術及產品，進而改變了每個人的世界和生活。 

早在 2006 年推出的「高科技策略」中，為促使德國經濟繁榮和就業，挑選

具市場潛力的重點技術領域，例如：健康研究與醫技、安全、植物學、能源、環

保、資通訊、汽車和交通技術、航空技術、航太科技、海洋科技、邁向知識經濟

道路的服務業、奈米、生技、微系統、光學、材料與生產科技等 17 項高科技領

域技術投資計畫，藉由導入高科技創新技術，以能有效整合科技、產業、教育界

力量，形成具體「創新策略」和「行動規劃」。同時，讓德國高階市場的業者，

提供高價值與高品質的產品及服務，強化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12

 Innovationspolitische Eckpunkte – Mehr Ideen in den Markt bringen, 

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Downloads/I/innovationspolitische-eckpunkte-lang.pdf?__blob=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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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2010 年 7 月提出的「高科技策略 2020」更提出 5 大創新支柱包括在價

值創造和生活品質方面所面臨的優先挑戰、網路以及傳輸、產業創新的步伐、友

善的創新架構、透明化與參與等；6 項創新優先發展場域，包括數位經濟與社會、

永續經濟與能源、創新工作環境、智慧交通、居家安全系統、健康生活等，其策

略重點領域將瞄準全球範圍面臨的重大挑戰，包括氣候變化與能源、健康與營養、

汽車、安全和通信等五大需求，並明確分布在這五大需求領域和交叉領域的「關

鍵技術」，包括生物、納米、微電子、納米電子、光學、微系統、材料、工藝、

服務業、航太、資通信等方面，因而提出包括高效能低碳城市、智慧能源轉換、

可再生資源、個性化治療藥物、優化營養提升健康、老年獨立生活、2020 年擁有

100 萬輛電動車、有效保護通訊網絡、節能互聯網、全球知識數位化與普及、未

來工作環境和組織等，以打造德國成為世界創新強國為目標。其中，德國在 2012

年提出工業 4.0 未來計畫，亦屬於其中一項規劃。 

是故，德國政府為了創造有利於投資的環境和提供針對「市場需求」的資助

計畫來培育德國的創新能力，藉以提高中小企業競爭力並挖掘發展潛力，促進中

小企業（SME）進行研發，制定了專門計畫「中小企業創新核心計畫」（ZIM），
13為德國中小企業開展的面向市場的技術研發項目提供資金補助，相關技術領域

涉及生產技術，感測及資通訊技術，材料技術，交通運輸技術等為主，以為持續

促進中小企業提高其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德國工程院（Deutsche Akademie der Technikwissenschaften，ACATECH）呼

籲德國政府制定中小企業創新計畫，加強支持中小企業創新，且德國社會各界應

溝通對話，政府應為那些能解決健康、環境、交通等領域實際問題的技術，並兼

顧對人類和自然可能的風險以及社會上的爭議。德國較世界任何國家擁有更多的

隱形冠軍中小企業，而目前的核心任務是應較以往更大程度地促進中小企業參與

尖端研究合作。 

總體而言，德國自主創新的特點主要體現企業是德國創新活動的主體，從「解

決需求」為出發點，德國透過將創新發展提升到策略高度並有效落實，例如加強

對產業研發的支持、促進產學研的合作等行動，在促進自主創新過程中發揮了極

其重要的作用。 

 

（三） 德國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之主要行政系統或單位 

德國雖是一個典型的創新型國家。但在 2006 年梅克爾深受經濟成長動能不

足、失業率偏高及業者因成本考量紛紛外移之嚴峻挑戰，提出跨部會整合的策略

性及措施工具，鼓勵企業強化投入研發與創新活動，並積極推動學研共同開發產

                                                                                                                                                                      
File&v=16，最後瀏覽日期 2018/3/2。 
13

 Zentrales Innovationsprogramm Mittelstand (ZIM), 

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Artikel/Mittelstand/innovationsfinanzierung-zim.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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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前瞻技術，透過廣泛的合作，進而發揮最大效用。 

1. 在聯邦政府機構方面 

    為能支持創業，德國政府先後制定《中小企業組織原則》、《反對限制競爭法》、

《反壟斷法》及《關於提高中小企業的行動計畫》等一系列法律措施，並設有反

壟斷機構（Federal Cartel Office）直隸於聯邦經濟事務與能源部(BMWi)，監督大

企業是否利用自身優勢地位採取不正當手段打擊中小企業。另外，德國經濟部推

動中小企業師徒制度，並設有中小企業研究所，且成立「德國設立服務」機構，

提供新創事業商情資訊、諮詢服務以及加強新創事業經營輔導。 

    德國聯邦財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為鼓勵創業進而帶動就業，

實施就業補貼政策，並對失業者創辦企業及招收失業人員給予資助。此外，德國

政府透過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和德國平衡兩大政策性銀行牽頭實施扶持中小企業

融資，並為新創企業設立創新基金（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e，ERP），資金

不足者可得到 ERP 計畫的自有資金證明，憑證明到復興或平衡銀行貸款，如發生

風險，ERP 承擔 80%風險，銀行承擔 20%。 

    至於人才培育方面，德國聯邦教育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BMBF)，亦資助中小企業使用工業 4.0 設備測試自己的解決方案，並

鼓勵中小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和大企業合作，協助其招募技術人才，降低其申

請補助門檻等。 

最後德國各邦政府相繼制定《中小企業促進法》、《改善地區經濟結構法》、《落

後地區振興政策》等給予中小企業專門的法律保護，14為中小企業提供良好的經

營環境，並成立專門的中小企業管理機構增強競爭優勢，藉以促進中小企業發

展。 

2. 在公協會以及學研界方面 

    由於德國工商總會（Deutscher Industrie- und Handelstag，DIHT）、中小企業

聯合總會（ZUKUNFT. WEITERBILDUNG. HANDWERK ，ZDH）、德國工商聯

會(Deutscher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tag， DIHK )等公協會組織健全，有助

於扶植中小企業發展。如德國聯邦經濟和貿易管理局（Bundesamt für Wirtschaft 

und Ausfuhrkontrolle，BAFA）負責中小企業創新、經營、環保事務及新創企業培

訓，幫助中小企業參加展會；德國聯邦外貿資訊處（ Bundesstelle fuer 

Aussenhandelsinformationen，BFAI）負責收集世界經濟資訊，促進聯邦中小企業

貿易出口；德國經濟發展與培訓基金會（SEQUA）在海外為企業尋找合作夥伴。

還有非營利性質的工商聯合會和行業協會為企業提供各類服務，例如有 300 餘家

中小企業創業服務中心，為創業提供場所，僅收取低廉的租金和管理費用。 

此外，德國政府和金融研究機構在中學、大學開設創業課程，積極培養學生

                                                      
14

 騰訊研究院，2016 年 9 月，《互聯網創新創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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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意識。以聯邦教育部實施的「高等學校個人創業計畫」(Existenzgründungen aus 

Hochschulen，EXIST)，乃為支持大學創業，其目標是改善德國大學和專科大學

的創業環境，在大學內部培養企業文化，提高大學創辦企業數量等，重點支持早

期創業構想。 

 

三、日本數位創新創業政策 

日本為保持其全球技術大國及數位科技先驅之地位，並刺激長年低迷的經濟

成長以保持國際競爭力，2012 年底安倍晉三首相上任後逐步推行各項政策措施，

一方面運用財政金融管道打通經濟發展血脈，二方面提出「國家戰略特區」給予

區內企業有利創業的法規環境，同時訂定《產業競爭力強化法》來改革日本僵化

的商業法制環境。打穩創新經濟的基礎環境後，為進一步強化日本企業及社會整

體的數位產能與智慧服務，安倍政府於 2016 年通過《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

並於 2017 年提出《未來投資戰略》擬定五大關鍵數位經濟領域，以使日本在 2035

年成為串連物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慧的高度數位化與智慧化「超智能社會」

(Society 5.0)。 

以下將依序說明日本活絡數位時代創新創業動能的相關政策措施、日本邁向

「超智能社會」的五大關鍵數位經濟領域，以及掌握數位經濟發展的官民共享資

料庫。 

（一） 活絡數位時代的創新創業動能 

2012 年之後，日本開始走出 2008 年金融海嘯的陰影，經濟發展回歸正軌，

金融活動逐漸活躍，加上大型企業也開始注重新創產業的重要性，令日本新創產

業發展於近年來找到發展的契機。 

產業激勵層面，自 2013 年起日本提出「國家戰略特區」規劃，並制訂《國

家戰略特區法》，在東京等十個都會區成立了「國家戰略特區」，對設立在戰略特

區內之企業提供較有利創新的法規環境，包括投資、金融、租稅、創新、研發等，

期望活化投資資源，以鼓勵新創產業與新興商業模式的發展。15
 

資金挹注層面，安倍政府經濟政策的第三支箭瞄準經濟成長策略(growth 

strategy)，以大膽且寬鬆的金融與財政政策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使投資市場有

了活化的空間。同時，日本政府以產業革新機構 (The Innov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of Japan)與中小企業基盤整備機構(Organization for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兩個官方組織大舉投資新創產業，希望提供新

創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16
 

商業與法制方面，日本已有高度法制化的商業法規與市場規範，能夠有效保

                                                      
15

 何亦婕，2016 年，〈簡析日本特區相關制度及運作實力：以國家戰略特區為中心〉，《科技法律透析》，

28(1)，頁 60。 
16

 Asakura, Y.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tartup Ecosystem in Japan,” p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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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財產權與商業利益。對新創產業而言，這雖然是個良好的發展環境，不過過度

繁瑣的規制問題，也常讓新創產業付出相當成本才能適應日本的商業法制環境。

因此，日本在 2014 年訂立了《產業競爭力強化法》，將產業分為不同發展階段，

分別是「創業期」、「成長期」、「成熟期」與「停滯期」，且對不同發展階段的產

業提供必要協助。除此之外，該法為了解決繁瑣的規制造成的成本耗損，引進了

「新事業活動特例制度」，也就是所謂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概念，創造一

個合法的空間，使新創產業與新興商業模式測試其服務與產品，增加未來發展的

可能性。 

日本的「新事業活動特例制度」包括「企業實證特例制度」與「消除灰色地

帶制度」兩項。17「企業實證特例制度」是為了解決企業遇到規制瓶頸時，若其

商業模式確實值得推展，經由機關審核，可創設新的規範或特例措施。「消除灰

色地帶制度」則是解決新興商業模式或商品提出，是否合於法律的規範解釋的制

度，避免該商業模式遊走於法律灰色地帶，造成不必要的法律爭端。18簡言之，

日本近年來放寬了商業法制規範，內容不再像過去一般繁瑣，且也引進監理沙盒

機制，使新創產業獲得較為自由測試空間，利於未來發展。 

 

（二） 《超智能社會》(Society 5.0)的五大關鍵數位經濟領域 

為解決勞動力老化並提高整體產業創新能量，日本於 2016 年通過《第五期

科學技術基本計畫》，提出在 2035 年日本將邁入社會及產業環境高度數位化、智

慧化且客製化的「超智能社會」(Society 5.0)，將透過物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慧

等新興數位科技，來促進日本經濟持續成長並提供改善人類生活的智慧服務。 

為了提供有效的智慧服務，日本政府在 2017 年提出「超智能社會」更具體

地政策目標，瞄準五個關鍵數位領域，分別是數位醫療與延長壽命等技術，建立

數位交通網絡，研發下世代供應鏈，建設更舒適的基礎設施與城市建設，與科技

金融(Fintech)的發展。 

首先，為了因應日本人口結構逐漸老化的問題，醫療與延長壽命等技術成為

至要關鍵。在 2017 年，日本修訂了個資法的保障內容，允許個人資料在特定情

況下可被運用，也開啟了數位醫療的大門。日本的大型藥廠正攜手新創公司，研

究如何活化與運用醫療數據，發展數位醫療之相關技術，研發個人醫療的可能性，

依據個人的身體狀況、基因問題、生活習慣、飲食等等，客製化醫療療程，以增

                                                      
17

 國家發展委員會，「〈日本產業競爭力強化法實務運作之法律意見－以企業實證特例制度及灰色地帶消

除制度為中心〉報告摘要」，

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B7C121049B631A78&sms=FB990C08B596EA8A&s=5DDEB

C868F7B9892&upn=0E442370ED3F73C5，瀏覽日期 2018/5/10，15:37。 
18

 徐彪豪，2016 年，〈日本產業競爭力強化法簡介：以新事業活動特例制度為中心〉，《科技法律透析》，

26(6)，頁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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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醫療成功率。19
  

其次，為使交通更為便捷與安全，建立數位交通網絡相當重要。日本是全世

界最早建立智慧交通系統(Intelligent Traffic System, ITS)的國家，自 1995 年便開

始著手打造智慧交通系統。據估計，至 2015 年為止，日本智慧交通系統創造約

600 億日圓的產值，大幅降低交通意外發生機率，減少財產損失。20
 ITS 的第一

階段著重九大面向，分別是建立有效的導航系統、電子收費機制、安全駕駛、交

通管理優化、道路管理效率、大眾運輸系統、商業載具管理效率、行人協助、以

及緊急事故應變系統。21根據這個基礎，ITS 系統隨著時代演進，也不斷增加其

內涵。在「超智能社會」的架構下，依據過去 ITS 之基礎建設以及蒐集之數據，

建設新的數位交通網絡架構，期望達到即時資訊傳遞，無人交通以及智慧交通工

程建設的目標。 

再者，下世代供應鏈的開發，不僅是產業再次升級的關鍵，也是提高產品價

值的重要方式。有別於1960至1970年代仰賴充沛的勞動資源所支撐的經濟發展，

目前日本的勞動市場遇到了幾個問題，包括內需不振、非技術性勞工失業比例增

加、人口不斷老化、貧富差距擴大等等。22因此，下世代供應鏈必須提供更有效、

更高產能的生產模式，以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為目標，強化勞動人員技術教育，

使知識經濟成為生產主軸，並增加研究與設計(Research & Design, R&D)所投入之

資源。因此，「超智能社會」計畫藉由蒐集自生產至消費各個環節的數據，並透

過數據分析，改善生產結構。 

其四，更舒適的基礎建設與城市建設，是日本未來城市建設的重要藍圖。日

本「超智能社會」的基礎建設與城市建設方針，大致有四大方向。23第一個方向，

是以發展地方所需的科技技術，主要提出有效運用地方資源與災害防治。尤其是

災害防治一項，日本地處地震帶，天災常無預警來襲，例如 2011 年仙臺外海的

地震，甚至引發海嘯襲擊福島核電廠，造成難以修復的災害。因而未來的城市基

礎建設，必須建立更完善的預警資訊系統，並確保有效的資訊流通，成為未來基

礎建設的重要方向，避免災害發生後，資訊無法即時傳遞。24第二個方向，是發

展共同創造(Co-Creation)，透過基礎建設與城市建設的不斷升級，建立一個產業、

                                                      
19

 Yamamoto, O. (2017) “Digital Health in Japan,” in The Patent Lawer, 

https://www.yuasa-hara.co.jp/wp-content/uploads/2017/10/The_Patent_Lawyer_Yuasa__Hara_REV.pdf, 

retrieved 2018/5/7, 22:57. 
20

 Hollborn, S. (2002)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 in Japan,” Working paper of Fachgebeit 

Verkehrsplanung und Verkehrstechnik Techische Universtät Darmstadt. 
21

 Hasegawa, T. (2016)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http://www.iatss.or.jp/common/pdf/en/publication/commemorative-publication/iatss40_theory_05.pdf, retrieved 

2018/5/8, 17:50. 
22

 Kuroda M. (2016) “Economist’s Point of View: How to Create Effective Demand by ICT,” in Future Services 

& Systems in Society 5.0, pp. 149-150 
23

 The Government pf Japan, “Infrastructure of Japan,” https://www.japan.go.jp/infrastructure/, retrieved 

2018/5/8, 21:05. 
24

 Kobayashi, M. (2016) “Experience of Infrastructure Damage Caused by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Future Disasters,” in IEEE, 52(3), pp.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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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人力資源都能共同合作，且共同創造新想法、新技術的平臺，確保未

來產業的技術領先優勢。第三個方向是長期承諾(Long-term Commitment)，基礎

建設與城市建設不能只有短期方針，必須要有長期規劃，從概念到實務操作都能

徹底思考該建設的可靠性，為未來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第四個方向則是達到最

大的經濟效率(Lifecycle Economic Efficiency)，基礎建設與城市建設必須達到使用

的最大經濟效率，且降低成本耗損以及折舊機會，也必須降低環境負荷。 

最後則是科技金融的發展。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在 2016 年設立科技金融

中心(FinTech Center)，可見科技金融相當重要。目前，日本銀行與歐洲央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正在研究分散式帳本技術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希望藉由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建立共享的資產資料分享，以利

未來政府稅收、物權認定、供應鏈等穩定，25使整體金融與資產處理模式進入下

一個世代。 

 

（三） 建立數位時代的官民資料共享 

為提升日本社會數位化程度與智慧化效能，物聯網、巨量資料處理、機器學

習(Machine Learning)、人工智慧、區塊鏈及金融科技(Fintech)等新興數位科技之

運用推進，需仰賴龐大共享社會資料庫之建立，才能有效整合社會所有資訊，以

巨量資料處理系統作為基礎技術，透過巨量運算作為智慧化決策的依據，協助人

類未來的生活規劃。26例如建立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提供城市自給自足的能源供

應，也可避免天災而使能源供應發生問題；透過 AI 與巨量資料處理，可快速提

供並滿足商品的客製化需求，也可更快速滿足人們的日常需求與娛樂。又若能有

效建立數位醫療網絡，使醫病關係比從前更為緊密，不僅可增加醫療效率，也可

降低醫事費用成本。27
 

然而資料必須在不損害國家及個人利益前提下安全傳遞與共享，才能使民眾

及企業安心且有意願提供擁有的大數據，進而促進數位經濟穩定持續發展。因此，

日本政府也施行《促進政府民間資料應用基本法》，明定地方政府應擬訂促進政

府與民間資料應用之措施，同時設立「官民資訊活用促進戰略會議」，開放地圖、

氣象、衛星、海洋等資訊。此外通過《新世代醫療基礎設施法》，業者經核可得

依法運用醫療機構蒐集之匿名資料，進行分析或與醫療保險服務結合，規劃於

2020 年全面推行。  

                                                      
25

 Bank of Japan, “ECB and the Bank of Japan Lauch a Joint Reseach Project on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https://www.boj.or.jp/en/announcements/release_2016/rel161207a.htm/, retrieved 2018/5/8,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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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zai, Y. (2016) “What do We Need for Smart-Service Society?” in Future Services & Systems in Society 5.0, 

pp.12. 
27

 陳佳宏，2017 年 10 月，〈日本未來投資戰略：實現 Society 5.0 之改革〉，《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0 卷

10 期，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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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之數位創新創業政策分析 

如前所述，世界經濟論壇（WEF）評比之全球 25 大數位經濟領導國家中，

新加坡、韓國和中國大陸以其研發人力、法規環境和製造能力為強項，在 WEF

評比的「生產力驅動因子」及「生產力組成架構」居全球第二和亞洲前二，可為

新興國家中學習發展數位創新創業之模範。故本節將以新加坡、韓國和中國大陸

做為研究標竿對象，分析探究這三個國家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的政策措

施，以供我國借鏡做為政策參考。 

一、韓國數位創新創業政策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數位經濟未來展望的分析，韓國的亮點在其經濟支

柱資訊通信產業，是創新的驅動力，也提高了附加價值和就業比例，造就韓國成

為全球前十大資通訊產品出口國之一，特別是 5G（The Fifth Generation）產業發

展。 

韓國政府投入數位發展之研發支出預算高，國內的高速聯網、移動寬頻滲透

率也高，早在 2002 年就開始建設強大的基礎設施，其光纖的遍佈為 5G 部署做足

準備。韓國 5G 布局與關鍵技術發展整合了新創技術與原創服務，從雲端科技、

大數據分析、工業及家用機器人、政府資訊公開、電子化繳稅、線上採購等面向，

都為韓國創造極大的公共價值。 

韓國政府究竟透過怎樣的作為及連鎖過程，讓韓國產業環境能朝一致的方向

前進。以下就韓國是如何推動數位經濟發展與創新創業觀念，從韓國主要推動的

領域、行政系統或單位及相關法規或政策等三部分依序說明。 

（一） 韓國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主要推動的領域 

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韓國近 60 年來透過推行出口

導向的經濟發展，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制定相關法規，由政府主導科技發展方向，

調整不同時期的政策方針。 

1. 科技立國，科學技術帶動整體數位經濟發展 

韓國維持一貫韓國科技立國的政策方向，利用科學技術帶動經濟增長。其產

業經濟發展特點即是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通過計畫的制定與實施，對市場進

行掌握。1962 年開始推行的第一個經濟發展五年計畫，透過連續制定的 10 個計

畫經濟，作為韓國產業發展的目標。 

其中，韓國 5G 科技發展主要為未來移動通信產業發展戰略，透過大規模投

資，希望在 2020 年實現 5G 服務商業化。韓國作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速

度極快，1990 年始推出 2G 服務、2000 年推出 3G、2010 年推出 4G 服務，推動

韓國經濟的快速增長、2014 年即提出發展 5G 強化通信服務之目標。 

政府相關部門主動積極制定與規劃相關政策與治理事務，也是因應世界潮流，

解決各項的挑戰。近期除了在資訊科技產業外，也大力發展韓國具競爭前景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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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產業，如生物科技、奈米科技、環境與資源科技等，形成高科技產業群聚，

建立創新主導高技術、高生產與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模式。 

2. 教育立國，推動創新創業觀念扶植中小企業 

在 1962 年第一個經濟發展五年計畫的同時也制定了相應的科學技術發展政

策，加強國內科技教育，引進國外人才和技術，建立科學研究機構，開發科技資

源等。 

政府提出實際的政策輔助各級學校開展創業教育，注重培養學生有效的運用

社會資源。幾乎每所大學都設有創業支援中心，有些學校也與企業合作設立創業

基地。創新創業支援中心不僅給予創業時資金援助、免費創業場域，也有相關專

業的老師引導，促成有未來發展性的創業項目能夠商業化。為提高學生的創業熱

忱，韓國政府為大學生開設創業基金，獎勵有前景的創業項目得以實踐。另開設

技能培訓班，邀請企業實作者授課、分享經驗，包含創業計畫的擬定、行銷策略、

企業管理等。 

為了強化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韓國政府將焦點集中在培育有創新性的中小

企業，增進其技術創新與觀念的創新。其次重視加強產業、教育單位以及研究之

間的聯繫網絡，從創業教育開始與研究內容相契合，希望透過企業實踐理念與發

展。第三是增強科技商業化的可能性，以人為本的經濟成長政策，三大支柱是創

新成長、就業及所得主導成長、公平經濟。其中創新成長，即意指透過產業、企

業的技術創新，創新創業的觀念推廣，增加經濟力，諸如：扶植電動車、自駕車、

健康生技、物聯網、新能源、半導體及顯示器等，皆是趨勢所在，讓創業成為現

實。最後則是配合企業需求，建構數位發展所需要的各項基礎軟硬體設備。 

韓國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的積極作為，是從科技立國與教育立國的

政策延續，以科學技術帶動整體數位經濟的發展，從校園開始推動創新創業的觀

念，全力扶植中小企業發展。 

 

（二） 韓國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之主要行政系統或單位 

數位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世界的樣貌，在韓國，企業是數位科技發展和創新創

業的執行者，企業的研發經費及研發人員早已超過政府，並在創新創業中發揮重

要作用。 

1. 統籌創新科學技術的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 

韓國由「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為專責單位，

推動數位串流、電子化政府、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數位建設等資訊通信發展，

在政策規劃、研究與跨部會協調上，提出國家總體策略，協助扶持產業發展與整

合，廣設創意經濟創新中心，透過創新經濟平臺將創業轉化為商業模式，協助創

造新產業氣象。為了促進資通訊及相關產業升級與提高政府行政效能，也透過雲

端資料公開應用、強化資訊安全，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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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最早是 1967 年從經濟企劃院下技術局擴展出來的

「科學技術處」，1998 年升格「科學技術部」，2008 年與相關教育人才資源部整

合，成立「教育科學技術部」，2013 年與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家傳播委員會

及知識經濟部整併為「未來創造科學部」，2017 年則重新命名為「科學技術情報

通信部」。 

政府也出資設立研究所，在研究開發上發揮主導作用：1966 年設立的韓國科

學技術研究所（Kore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IST），因應產業對科學

技術的需求，而採取相應的對策，是韓國最早現代產業技術綜合技術發展的研究

院。1975 年政府設立以應用科學為中心的韓國科學技術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以研究為中心的大學院，培養科技人

才。 

2. 韓國中小風險企業部的創新創業扶助制度 

有關中小企業的創新創業扶助制度，主要由「中小風險企業部」針對不同類

型的中小企業給予幫助。「中小風險企業部」，原為「商業通商資源部」的外廳單

位，2017 年從「廳」升格為「部」，係為擴大創造優質就業機會，全力推動中小

企業政策，專責擬定關於中小企業及小規模工商業者政策，提供新創企業各項支

援服務，並推動青年區域就業計畫。 

為促進數位科技發展，韓國政府建立了各種創業基金援助的制度，符合資格

的小型企業主、正逢創業階段的企業、以科技為主的中小企業和重整中的中小企

業，皆可透過中小企業公司（Small Business Corporation）從政策基金中取得貸款。

諸如：1986 年即設立中小企業創業基金（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Fund）資助

國內新創產業，提供資金、孵化器和管理服務，同時也要求韓國國民銀行（Kookmin 

Bank）、韓國中小企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of Korea）、中小企業振興公團（Small 

& medium Business Corporation）設立創業基金，為風險性高的高科技中小企業給

予支援。此外資訊促進基金（Information Promotion Fund）是專門向資訊通信相

關的創新創業者提供資金，文化促進基金（The Culture Industry Promotion Fund）

則提供資金給生產、研發數位產品的創新企業，其他還有科學技術基金（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技術信貸保證基金（Technology Credit Guarantee 

Fund）等，根據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需要，對基金項目進行增設或撤銷，為政府投

資的研究機構以及企業的提供資金，進而推動研發活動快速發展。 

在促進研發成果運用方面，2007 年修正「產業教育振興與產學合作促進法」，

允許大學設立技術控股公司，間接承認了大學具有法人資格，可成立產學合作機

構或基金會，再由產學合作機構或基金會以大學所研發的技術，成立技術控股公

司，透過持股來控制子公司發展產學合作。產學合作機構亦可成立學校企業，負

責將大學的科技研發成果商業化。 

在間接資金援助方面，則為因擔保品不足而無法獲得貸款的中小企業提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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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證，確保有創造力和創新的中小企業不會因為資金的困難而挫敗，如韓國信

用保證基金（Korea Credit Guarantee Fund，KCGF）、韓國技術信保基金（Korea 

Technology Credit Guarantee Fund ，KOTEC）和韓國信用保證基金聯合會(Korean 

Federation of Credit Guarantee Foundations， KFCGF）等，來協助企業獲取銀行

貸款。 

為扶持中小企業和創新創業的發展，1996 年韓國模仿美國的納斯達克設立

KOSDAQ，以直接金融的方式支援中小企業，政府透過科技保證方案，協助中小

企業取得貸款。政府也提供較長期的低利貸款給計劃購入資訊設備、導入電子商

務的企業。另外，韓國政府也允許新融資模式群募，在互聯網幫助下，將資金匯

集起來，共同支持他人或其他機構的項目。透過群募，使創新者、創業者和企業

家能夠藉由社會網絡募集資金。 

 

（三） 韓國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之相關法規或政策 

韓國為打造創新環境，於 1997 年實施《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為科技創新

提供法源依據，也實施「科學技術創新五年計畫」設定具體路線，實施稅賦優惠

政策。希望在現有製程中加入微小卻有用的智慧，就能將效能提升至新的層次，

開啟新的可能。 

1. 加速科技發展的數位化政策 

韓國實施各種政策來加速中小企業的科技發展，2001 年開始推動的「中小企

業資訊化推動計畫」（SME Information Promotion Program），在三年內協助三萬家

以上的中小企業資訊化，並由政府補助部分的訓練成本及諮詢費用。而中小企業

資訊銀行（The Information Bank for SMEs）負責搜集、整理、並建構中小企業資

訊化時需要的資訊，為中小企業提供多樣化的資訊服務。另外，電子商務人力資

源發展中心(E-Business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enter)，功能包括培育電子

商務的專業人才、發展及改善電子商務課程、研究電子商務的人力政策、以電子

學習（e-learning）擴大訓練實施的方式。 

政府也運用新科技商業基金（New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Funds）資

助為了商業化新科技，所做的設備投資和原料購買的成本。為了強化企業或產業、

學術界和機構之間的網路，採取的政策有：設置中小企業研發機構；產業、教育

和研究聯合計畫；中小企業科技訓練計畫；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訓練中小企業

員工。政府也協助中小企業增加生產力，政策包含評估中小企業適用資訊通信科

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能力、提供資訊電信科技運

用的創新諮詢服務、在中小企業生產地點從事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的基礎建設等。 

2. 韓國政府產業創新推動策略 

韓國產業資源部與商業部及能源部在 2005 年推出「2015 韓國產業創新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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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for 2015），從分析韓國產業發展現況、面臨的問

題及挑戰，提出產業創新的目標和實踐的具體政策與措施。其中擴大對創業的支

持，包括對獨資創業者給予技術和人力資源的訊息支持，由改善創業制度、激勵

創業等措施激發對公共研究機構創業，加強創業精神教育，並開設大學創業基地。

另 2006 年推出「國家均衡發展計畫」，在首爾打造東北亞商務金融中心與資訊生

技產業基地、在大田建立大德研發園區為世界級創新基地、在江原建立生物製藥

醫療設備之觀光中心等，以建構地方創新體系加強地方發展能力。 

韓國政府在推行政策時著重科技與金融兼容發展，放寬資訊通信與金融相關

法規，修法促進創業投資環境，成立相關諮詢協調單位，促成金融科技相互支援

體系，提供租稅補助，擔保融資，提供創投資本。2014 年推動「創意金融行動計

畫」，其一協調科技業與金融業，草擬無實體網路銀行，設立金融科技支援系統，

為創新創業者提供法規或財務方面的諮詢。其二強化金融業的競爭力，計畫修訂

電子金融交易法，拓展新商業領域，促進國際競爭力，挹注資金到新創產業。 

此外，韓國在 2014 年提出「13 大未來成長動力實行計畫及目標」，積極推動

智慧型汽車、5G 通信、深海基礎建設、智慧型機器人、穿戴式行動裝置、實感

性數位內容、個人專屬健康管理服務、災難安全管理智慧系統、新再生能源混合

系統、智能型半導體、多機能型的複合性材料、智能型物聯網及大數據資料使用

等 13 項促進經濟成長的重點領域，除加強數位經濟所需的基礎建設、推動未來

數位新產業之外，也將促進運用數位科技之公共福祉產業。 

近期在 2018 年 3 月的「第 1 屆政府創新策略會議」，韓國公布「政府創新綜

合推動計畫」，擬在 2022 年前，以負面表列之開放原則，在不涉及國家安全及個

人資訊下，公開 128 項國民密切相關之國家重點數據及 100 項輔導新產業創新成

長資訊，且將優先開放「醫療影像資訊」、「食用泉水水質資訊」及「公共設施安

全資訊」等內容，以加速推進韓國的數位創新創業發展。 

 

二、新加坡數位創新創業政策 

新加坡是一個自由貿易的城市型國家，不僅有優良的投資環境，根據世界經

濟論壇(WEF) 2017 年全球競爭力指數指出，新加坡位列第 3 名，是亞洲國家中排

名最領先的國家。在 2017 年 7 月，新加坡政府為鼓勵各國金融機構前往新加坡

設立據點，提出利多政策包括賦稅制度改革及相關獎勵計畫，以為讓創投有更穩

健的金融環境，進而與相關企業連結，甚至串聯整個國家，以利交易順利進行，

是新加坡對於海內外新創的一大吸力。近年來，新加坡積極提出因應工業 4.0 及

數位世代相關政策措施，及數位世代相關政策措施，諸如所推出的「智慧國家」

與「新加坡 AI 計畫」等，都是為成為數位化的國家，新加坡大力推動各項數位

化、智慧化經濟策略，並透過國際合作、資金補助等方式，協助業者以科技克服

先天不足的缺失，帶領新加坡朝向更有效率、更聰明的資源運用模式，提供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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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安全、環保、高附加價值的生活和商業環境。 

（一） 新加坡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之相關法規或政策 

受到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影響，促使新加坡政府意識到加強「自主創新」

（Endogenous Innovation）的重要性，因而提出許多相關的戰略規劃和具體政策，

將新加坡帶進知識密集型經濟時代。例如在新加坡最新的國家科技計畫-「研究、

創新與創業 2020 計畫」（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0 Plan，RIE 2020 

Plan），預計投入研發創新資金，以支持新加坡中小企業發展。28新加坡透過其創

新、迅速、確實且有效率的政府機構與政策措施，營造有利於創新與創業的環境，

吸引全球創新創業企業及人才進駐，成為經濟成長新動力。 

1. 創建一個智慧的國家、全球化的城市，讓資訊科技無處不在 

新加坡政府在 2006 年 6 月推出「iN2015」計畫，29是一個為期 10 年的長期

規劃，該計畫從基礎設施開始促進產業發展，並著手於人才培養、利用資訊通信

產業促進經濟轉型等多方面下手。新加坡政府希望不僅利用 iN2015 大大拓展新

加坡的資訊通信產業，亦改善新加坡未來十年的 ICT 基礎設施，有助其推動新興

科技產業的發展，透過資訊通信科技的應用，將新加坡的新興科技推向全球的前

端，成為全球的城市，朝「智慧國」邁進。此外，新加坡政府與創投資金也將積

極投入，協同企業、大學與專家輔導各種不同階段的科技創業，發展具全球競爭

力的資訊通信產業，推動新加坡成為區域資訊科技樞紐，促進本地科技企業投入

更多高階經濟活動，為市場帶來更多元化和高科技的產品與服務，並吸引外國企

業在新加坡設立研發中心。 

2. 建立一個與國民互動、共同創新的合作型政府 

在 2014 年推出「智慧國家」（Smart Nation 2025）計畫，30成立「智慧國家計

畫辦公室」，投資基礎設施和社會資本，研發企業整合的策略，走向創新合作的

機會，協助業者以科技克服先天不足的缺失，帶領新加坡朝向更有效率、更聰明

的資源運用模式，提供更為便利、安全、環保、高附加價值的生活和舒適的就業、

創業和商業環境，使其成為吸引高科技產業和人才的磁場。新加坡的科技企業和

人才為其發展智慧國家提供了強有力的創新和人力資源支持，特別是在協助中小

企業數位化，透過政府方案提供專家或資金上的支持，鼓勵資通訊產業，能滿足

中小企業資訊化的需求，以促成中小企業邁向資訊化發展。 

3. 促成必要基礎設施和政策，建立能力和支持性的 AI 生態系統 

                                                      
28

 Singapore, Research Innovation Enterprise 2020 Plan, 

https://www.nrf.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rie2020-publication-(final-web).pdf，最後

瀏覽日期 2018/4/23。 
29

 Singapore, iN2015: Singapore. An Intelligent Nation, A Global City, Powered By Infocomm, 

https://www.tech.gov.sg/media-room/speeches/2006/06/in2015-singapore-an-intelligent-nation-a-global-ci，最後

瀏覽日期 2018/4/23。 
30

 Smart Nation Singapore，https://www.smartnation.sg/，最後瀏覽日期 2018/4/23。 

https://www.smartnation.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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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NRF）宣布「新加坡國家 AI 計畫」（AI 

Singapore），31希望藉由人工智慧解決新加坡在金融、交通及醫療保健方面的社會

與產業面對的問題，以及深化新加坡整體的 AI 創新能量，打造出全方位創新智

慧城市，極力促成建立必要的基礎設施和政策，以建立能力和支持性的生態系統。

因此，新加坡為打造 AI 生態系，推出 AI 商業夥伴計畫與海內外企業合作，協助

媒合企業需求與適合的解決方案。此外，也推出 AI 實習計畫，培育新加坡本土

AI 人才，並且透過協助中小企業的數位轉型擴大 AI 解決方案的應用範圍，藉以

促進企業在人工智慧的創新與應用。 

4. 成立 FinTech Office，加速成為全球 Fintech 樞紐中心 

新加坡為迎戰數位化對金融與經濟領域的革命性影響，於 2016 年 5 月 3 日

成立「金融科技辦公室」（FinTech Office），負責推動新加坡成為金融科技中心，

期望藉此促進政府、科技公司與金融機構的合作，加強促進各政府機構的金融技

術相關資助，並培育新創企業與創造就業機會，藉此啟動一個全面方法來發展新

加坡的「金融科技生態系統」。同年 8 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MAS）宣布成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室」（Looking Glass @ MAS），

整合金融機構、新創企業與技術供應商相關資源及提供專業諮詢，共同推動金融

科技的創新發展。 

 

（二） 新加坡數位經濟發展或創新創業的主要推動領域 

近年來，新加坡為建構成一個智慧國家，除了穩固通訊網絡的基礎建設，並

為確保其成為亞洲金融科技（FinTech）樞紐，針對幾項關鍵技術，包括行動支付、

雲端運算、區塊鏈、大數據及機器學習，擬定相關計畫，例如：整合電子支付系

統、建造 FinTech 生態圈等。同時，為促進創新，在金融、交通產業推動國家級

沙盒，使有助於在採用新技術和降低風險間取得平衡，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提供彈性且對創投更有利的監管架構，減少金融相關的新技術和服務受

現有監管規則的限制。另外，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LTA）也開

放專門供自動駕駛車測試的區域。足見新加坡作為亞太地區發展新興科技應用指

標性國家，無論在金融科技、城市建設、交通運輸、乃至醫療生活等層面，皆已

有效應用。 

此外，新加坡政府還以社會需求為導向，例如綠能、安全交易、老人照護等

等，鼓勵產學甚至是與國際間科技研發進行合作，期望藉由全面性措施與嶄新技

術，試圖透過資訊、人力資本、政府資助等他國較為欠缺的優勢帶動新加坡經濟

轉型，帶領產業創新轉型，成為智慧國家。為實現智慧國家（Smart Nation），進

而成為數位化的國家，新加坡積極投入新興科技研發與應用發展的決心，不僅著

                                                      
31

 AI Singapore， https://www.nrf.gov.sg/programmes/artificial-intelligence-r-d-programme，最後更新日期

20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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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物聯網的應用，更導入人工智慧、機器人、擴增實境及虛擬實境（AR/VR）、

無人化科技等新興科技，新加坡運用科技取代傳統人力，進行產業的改革，也打

造新加坡擁有更具國際競爭力的人口結構，逐步邁向智慧國家。 

    新加坡 2025 資通訊媒體總體規劃(Infocomm Media 2025)中提出 9 項新興科

技或商業的九大趨勢，32包括大數據與分析、物聯網、認知運算及先進機器人、

未來溝通與整合科技、網路安全、身歷其境媒體（Immersive Media）、行動化及

連結性、跨平臺媒體傳播以及資通訊與媒體匯流等領域。此外新加坡對特定產業

之扶植，十分重視各項配套措施之整合以創造整體產業生態系（Ecosystem），例

如相關人才的培育、金融融資、智慧財產權保護等，不但有助於該扶植產業之發

展，也將帶動周邊相關服務業之興起，也是值得參考處。 

在 RIE 2020 Plan，亦將聚焦投入四大策略重點科研領域：先進製造與工程技

術，生物醫藥，服務與數位經濟，及城市解決方案與永續發展。此外，新加坡財

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MOF）在 2017 年宣布為推動可改善在地經濟發展及

企業轉型的科技，將預留 24 億新幣（約合新臺幣 526.3 億元），分 4 年落實「未

來經濟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Future Economy）提出的經濟發展策略，33包含

協助中小企業轉型、推動本土企業進軍國際、加強與國際市場連結等，並指投資

8 千萬新幣（約合新臺幣 17.5 億元）協助中小企業數位化轉型。畢竟，中小企業

在採用數位工具上特別需要協助，因此，由新加坡資訊通訊媒體發展局（IMDA）

和標準、生產力與創新局（Standards、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Board，SPRING）

負責投入 8 千萬新幣（約合新臺幣 17.5 億元），用於「中小企業數位化計畫」（SMEs 

Go Digital program），34在這項計畫將協助中小企業，透過科技讓其服務和產品更

加現代化，特別是餐飲、零售、醫療、旅館、物流等產業，藉以幫助這些中小企

業建立更強大的數位能力並部署數位科技，使他們能夠提高生產力並在數位經濟

中蓬勃發展。 

 

（三） 新加坡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之主要行政系統或單位 

近十年來，隨著國際投資者對東南亞市場的興趣增高，新加坡積極培養新創

產業，鼓勵國際投資者將大筆資金投入新創，以為迎戰數位化對創新創業的革命

性影響。新加坡是一個富有創造力和創業精神的國家，在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

新創業發展上，不僅推出許多政策白皮書以及措施，促使新創企業獲得資金和補

助外，也透過修法來支持新創公司的創新模式，例如推出「金融科技沙盒」。新

                                                      
32

 Singapore,Infocomm Media 2025, 

https://www.mci.gov.sg/portfolios/infocomm-media/infocomm-media-2025，最後瀏覽日期 2018/4/30。 
33

 Singapore, 7 STRATEGIES, https://www.gov.sg/microsites/future-economy/the-cfe-report/7-strategies，最後

瀏覽日期 2018/4/30。 
34

 Singapore, SMEs Go Digital, 

https://www.smeportal.sg/content/smeportal/en/moneymatters/grants/smes-go-digital.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8/4/30。 

https://www.smeportal.sg/content/smeportal/en/moneymatters/grants/smes-go-digit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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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由政府主動出擊，帶頭創新，積極強化橫向部會連結，加強政府部門內的溝

通，成為該國數位經濟發展的主要關鍵。 

1. 新加坡創新創業生態體系(RIE)，將科技發展與創新創業視為一體 

為提高新加坡研發能量及打造活絡的創業環境，以促進創新經濟發展，新加

坡政府在 2006 年成立國家研究基金（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NRF），負責

擬定總體研究與發展之相關政策、計畫與策略，用以激勵創新及創業。為此，還

設立創新和新創事業委員會（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Council，RIEC），

將科技發展與創新創業視為一體，是新加坡政府創新研發最高決策單位。35
 

新加坡將從研究開發到創新創業的脈絡體系，統稱為「新加坡創新創業生態

體系」（Research, Innovation, Enterprise，以下簡稱 RIE），這個 RIE 結構可以分成

四個重要構面，包括總理、部會、研發預算，以及研發平臺，每個構面都有不同

的行為主體，如圖 2。 

在這個生態體系中，RIEC 是最高決策者。例如其在 2016 年宣布「新加坡國

家 AI 計畫」（AI Singapore）計畫，擬利用人工智慧來解決影響社會和產業的重

大挑戰、投入並深化技術能力，以掌握下一波科技創新擴大產業對於 AI 和機器

學習的使用，並自 2017 年 5 月起提撥 1.5 億新幣來提振新加坡的人工智慧實力，

計畫為期 5 年，集結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及新加坡

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A*STAR）在資料科學

領域的專家，來協助民間企業發展資料科學及分析技術，其主要鎖定金融、都市

管理及健保等 3 大人工智慧應用領域，藉以找到新的經濟成長動能。 

新加坡過去是亞太地區金融業發展最興盛的國家，為迎戰數位化對金融與經

濟領域的革命性影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 MAS）

和國家研究基金會（NRF）於 2016 年 5 月 3 日成立金融科技辦公室，作為所有

金融科技事務的一站式（One Stop Service）服務的虛擬實體或稱專責單位，負責

推動新加坡成為金融科技中心。此外， MAS 亦成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室，培育

新創企業與創造就業機會。尤其近年區塊鏈的發展異軍突起並帶動金融領域的相

關創新應用，新加坡政府不僅早已投入研究，並於 2017 年試行數位貨幣，運用

分散式帳本技術簡化跨行支付的流程並降低交易成本，可預見新加坡的數位經濟

發展將持續向前邁進。 

2. 營造高效能的創新創業環境，推動數位經濟發展 

為協助新加坡企業掌握數位經濟轉型契機，新加坡政府在 2016 年 1 月成立

「未來經濟委員會」（Committee of Future Economy, CFE），廣納產業界、工會、教

研機構等各方人士意見，規劃未來 5 到 10 年內致力發展數位金融、物流與樞紐

服務、城市解決方案、資通訊科技等領域，同時制定發展數位經濟的重要戰略，

                                                      
35

 葛孟堯，2015 年 12 月，＜新加坡創新創業政策的觀察＞，科技政策觀點網站，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162。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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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強化企業創新及開發新產品能力、強化企業的數位化能力、協助企業深化與

海外合作夥伴之聯繫，以及協助員工取得適應數位經濟工作之技術等，以型塑相

互信任的數位創新創業環境。36
 

此外，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EDB）負責規劃與執行新加坡經濟發展策略，

致力於加強新加坡作為全球商業中心的地位，重視智慧財產權保護措施、建立完

善執法機制和良好的研發和風險投資環境，藉以構思、設計並推出為新加坡投資

者和企業創造價值的方案，成為新加坡創新創業的驅動關鍵，進而促使新加坡成

為全球具競爭性的商業中心，更重要的是為新創企業進行研發提供資金支持，帶

動新加坡永續經濟成長，創造蓬勃商機和良好的就業機會。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網站。 

圖 2 新加坡創新創業生態體系架構 

 

三、中國大陸數位創新創業政策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促使全球經濟進入了深度調整的新階段，傳統經濟持

續低迷，數位經濟異軍突起，「創新創業」成為引領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必備要

素。然而中國大陸數位經濟的快速崛起並非偶然，這與大陸政府積極推動息息相

關。37例如中共中央發布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支持農民工

                                                      
36

 陳柏蓉，2017 年 9 月，＜新加坡的數位經濟進行式＞，臺北產經網，

https://www.taipeiecon.taipei/article_cont.aspx?MmmID=1203&MSid=745576511430157647。 
37

 雙創政策匯集發佈解讀平臺_中國政府網，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zhuti/shuangchuang/index.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8/04/30。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zhuti/shuangchuan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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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38提供創業培訓服務和優惠。可見中國大陸不論是農工

商都需要推動創新，刺激其國內消費需求，促使從要素驅動（如勞動力、資源等）、

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帶動新興產業創新發展。 

（一） 中國大陸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創新創業之相關法規或政策 

從 2015 年起，中國大陸先後推出《中國製造 2025》39、《促進大數據發展行

動綱要》40、《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41、《『互聯網+』人工智慧 3 年行動實施

方案》42等政策，積極促進數位經濟的發展。《中國製造 2025》希冀使中國大陸

實現製造業由大到強的第一步，藉由掌握重點領域關鍵技術，推動製造業數位化、

網路化及智慧化，促使工業資訊化。2016 年開始推動的「十三五規劃」，43則提

到將建立一批創新創業的示範基地與城市，鼓勵企業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援創業、

完善創業培育服務，並加強創業融資的監管。中國大陸透過政策工具，投入政府

資源，突破發展瓶頸，進而優化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環境的努力，而中國大陸的創

新聚落亦不斷從全世界吸引各界人才、資金、和資訊到中國大陸匯集。 

1. 推動「十三五規劃畫」，「雙創」成為經濟轉型關鍵 

2016 年中國大陸開始進入第 13 個 5 年規劃時期，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轉型

的關鍵期。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其主要是透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

和共用」等五大發展面向，來推動其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以因應新常態下經濟

模式的轉換。44在第 6 章到第 31 章，「構建創新發展」的重點，如「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建立新發展體制、促進農業現代化、優化現代產業體系、擴展網路經

濟空間，以及構築現代基礎設施網路」等，乃是把創新的面向拓展到管理面的制

度設計，從最基本的效率改善提升到產業改造，進而達到創造新業態、實現製造

強國的目標。為此，中國大陸國務院還發布「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從

創新主體、創新基地、創新空間、創新網路、創新治理、創新環境六個方面提出

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要求，並從建構國家發展的先發優勢、增強原始創新能力、

拓展創新發展新空間、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和加強科

                                                      
38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jiuye/zcwj/chuangye/201506/t20150624_212151.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8/04/30。 
39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製造 2025》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

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1。 
40

 國務院關於印發促進大資料發展行動綱要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5/content_10137.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3。 
41

 《國家資訊化發展戰略綱要》政策解讀，

http://www.scio.gov.cn/34473/34515/Document/1485534/1485534.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2。 
42

 『互聯網+』人工智慧 3 年行動實施方案，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392/c4808445/part/4808453.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3。 
4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322.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4。 
44

 林德昌，中國大陸「十三五」規劃綱要概述，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16/4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642915445566.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3。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jiuye/zcwj/chuangye/201506/t20150624_212151.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5/content_10137.htm
http://www.scio.gov.cn/34473/34515/Document/1485534/1485534.htm
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6429154455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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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等進行了系統部署。 

2. 為順應網路時代新趨勢，加速推動大眾創新創業政策 

2015 年 3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正式印發《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發展眾創空間推進

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45後，又陸續公布《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46、《關於加快構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支撐平臺的指

導意見》47，以及 2017 年頒布《國務院關於強化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一步推

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深入發展的意見》48等政策措施，以因應網路時代「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的數位經濟新趨勢。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下，於 2015

年開始引導和鼓勵群眾募資平臺發展，並推行公開小額股權的群眾募資試點。 

中國大陸國務院還陸續提出許多關於促進創業創新的政策措施，在 2015 年

提出 600 億人民幣的「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重點支持種子期、初創期成長

型中小企業發展；在 2017 年投入約 400 億元人民幣的「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

引導基金」藉以吸引更多民間資本投入，進而扶持有前景的新興產業以及中小企

業穩健發展茁壯。「創新創業」不僅成為中國大陸經濟轉型和確保經濟成長「雙

引擎」之一，顯示出中國大陸的重視。 

3. 以資訊化驅動現代化，完善創新體系，提升產業創新能力 

中國大陸面對新常態經濟下產業結構轉型問題，希冀透過資訊化來驅動現代

化。為此在 2016 年發布《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藉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並積極推動產業技術資訊化以驅動產業轉型升級，推進優勢新興業態發展。

同時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推行「互聯網＋」行動計畫，引導新一代資訊科技與

經濟社會各領域密切融合及提升資訊化水準，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

注入新動能。此外為加速推動資通訊領域科技創新，中國大陸並制定《產業技術

創新能力發展規劃（2016-2020 年）》49等支持產業技術創新的政策規劃，健全以

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產業技術創新體系，提升重點領域的共同關鍵技術和

創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45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9 號，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3/11/content_9519.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4。 
46

 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國發〔2015〕32 號，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6/16/content_9855.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4。 
47

 國務院關於加快構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支撐平臺的指導意見，國發〔2015〕53 號，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26/content_10183.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4。 
48

 國務院關於強化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一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深入發展的意見，國發〔2017〕

37 號，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7/201707/t20170728_134303.htm，最

後瀏覽日期 2018/05/04。 
49

 工業和資訊化部關於印發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發展規劃（2016－2020 年）的通知，工信部規〔2016〕344

號，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4509650/c5331368/content.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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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大陸數位經濟發展或創新創業的主要推動領域 

《十三五規劃》是中國大陸落實 2020 年願景的重要藍圖，其中更明確提出

要加強現代資訊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大數據和物聯網發展，促使中國大陸成為世

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國家。為因應產業型態以及社會人口結構的轉變，中國大陸特

別聚焦於生產性服務業，例如物流、科技服務、商務服務等，並推動實體經濟和

數位經濟融合發展。以大數據為代表的「數位經濟」，正逐漸成為推動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的發動機。早在大陸《十二五規劃》中，就具體提出 7 大戰略性新興產

業，50，其中「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項目，是中國大陸推動數位經濟發展的重

要關鍵。在「十三五」規劃期間，除了延續上階段力推的新能源汽車等 6 大產業，

以及新推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12 大產業，51這些產業將成為大陸未來 5 年國家重

點扶植的產業領域。52「十三五」期間儼然成為中國大陸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

不僅要以創新驅動，來引領產業結構優化及升級轉型，進而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

發展。 

目前中國大陸數位經濟發展在電子商務、普惠金融、共用經濟等方面排名世

界前列，且制定數位經濟發展方面的政策或措施，諸如「互聯網+」53、「雲計算

創新發展」54和「寬帶中國」55等，試圖將網路科技的應用效益導入傳統產業領域，

協助相關產業轉型升級，以協助中國大陸因應經濟成長趨緩帶來的壓力。進一步

研究「互聯網+」行動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透過互聯網與經濟社會各領域的融合

發展進一步深化，藉以強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作用，促使產業結構調整，促

進服務業加快發展，及支持發展移動互聯網、集成電路、尖端設備製造、新能源

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亦促使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物流快遞、文化創

意產業等新業態快速成長，蓬勃發展。 

為了促進新興產業拓展布局，中國大陸陸續提出相關配套政策推出如中國大

陸證監會「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保監會「關於保險資金投資創業

投資基金有關事項的通知」，在 2015 年 1 月 14 日，大幅增加國家創業投資引導資

                                                      
50

 包括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新一代

資訊技術」包含「新一代移動通信、下一代互聯網、三網融合、物聯網、雲端計算、半導體、新型顯示、

高端軟件、高端服務器和資訊服務」等。 
51

 包括先進半導體、機器人、增材製造、智慧系統、新一代航空裝備、空間技術綜合服務系統、智慧交

通、精準醫療、高效儲能與分散式能源系統、智慧材料、高效節能環保、虛擬現實（即虛擬實境，VR）

與互動影視等 
52

 中國大陸公佈「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之觀察：(一)戰略性產業發展，科技產業資訊室，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2210，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4。 
53 國 務 院 關 於 積 極 推 進 “ 互 聯 網 +” 行 動 的 指 導 意 見 ， 國 發 〔 2015 〕 40 號 ，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2018/05/05。 
54

 國務院關於促進雲計算創新發展培育資訊產業新業態的意見，國發〔 2015 〕 5 號，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1/30/content_9440.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5。 
55

 國 務 院 關 於 印 發 “ 寬 帶 中 國 ” 戰 略 及 實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 國 發 〔 2013 〕 31 號 ，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3-08/17/content_2468348.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5。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2210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1/30/content_9440.htm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3-08/17/content_24683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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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即成立 400 億人民幣規模的「新興產業創投基金」，解決創新創業現有問題，

包括節能環保、資訊、生物與新醫藥、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太、海洋、先進

裝備製造、新能源汽車、高技術服務業，如資訊技術、生物技術、研發設計、檢

驗檢測、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等。 

綜上所述，不論是國家政策帶動下或是民間企業積極推動所致，「創新創業」

已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產業轉型之重要關鍵，甚至在面臨全球化的影響，藉

由虛實經濟整合，促使經濟及產業更加發達。 

 

（三） 中國大陸推動數位經濟創新創業之主要行政系統或單位 

近年來，中國大陸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形成新一波創新創業浪潮，

為推動經濟穩健成長，促進就業機會增加發揮影響作用。諸如支付寶、共用單車、

微信等更是在數位經濟發展下「創新創業」最典型的例子。在中國大陸政府積極

主導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藉以建設中國大陸成為創新型國家，其中包括

大學、科研機構、企業、政府等皆會發揮其影響力產生作用，包括加強基礎研究

和關鍵技術研發，培育創新人才和團隊，進而完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尤其中國

大陸在 2015 年發起「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大計畫，其目的即是推動草根

創業普及化，促使中國大陸經濟型態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創新主導的產業模式

轉變，故政府從資源和政策上提供協助，進一步推動價值鏈升級，改善技術並促

進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創新。「創新驅動發展」已成為中國大陸的核心國家戰略。 

1. 中國大陸創新創業生態體系，由國家主導的產官學研合作 

在中國大陸創新生態系統中，政府以及官方科研機構佔據重要地位。尤其大

陸國務院對科研體系的組織架構和研究政策的制定擁有最終決定權，56同時也影

響了產業創新發展。根據 WEF 公布的《2017-201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大

陸為受測 138 個國家或區域的第 27 名，主要受益於中國大陸的國家創新生態系

統有所改善。57
 

自中國大陸加速推動大眾創新創業政策以來，其生態體系架構已逐漸成形，

如圖 3。透過這個創新生態體系的資源整合、拓展網路，新創企業可從設立之初

就確定方向、快速找到市場。同時獲得在大企業資金投入，以緩解初創產業的資

金壓力，並建立良性的盈利模式。 

在大陸國務院公布的《關於加快構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支撐平臺的指導意見》

中，針對營造創新創業發展，提出應建立健全的監管制度及對創新產業的監管方

式： 

                                                      
56

 世界經濟論壇，中國理事會報告：中國創新生態系統，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ChinaCouncilReport_2016_CN.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5。 
57

 Klaus Schwab,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www3.weforum.org/docs/GCR2017-2018/05FullReport/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E2%80

%932018.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8/05/05。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ChinaCouncilReport_2016_CN.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GCR2017-2018/05FullReport/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E2%80%932018.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GCR2017-2018/05FullReport/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E2%80%93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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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須建立健全行業標準規範和規章制度，明確四眾平臺(包括眾創、眾包、

眾扶、眾籌)企業在品質管制、資訊內容管理、智慧財產權、申報納稅、社會保障、

網路安全等方面的責任、權利和義務。 

其二，建立以信用為核心的新型市場監管機制，加強跨部門、跨地區協同監

管。建立健全監管體系，充分發揮全國統一的信用資訊共用交換平臺、企業信用

資訊公示系統等的作用，利用大資料、隨機抽查、信用評價等手段加強監督檢查

和對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置。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中國理事會報告：中國創新生態系統》。 

圖 3 中國大陸創新創業生態體系架構 

2. 加速推動中小企業發展，構建適宜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為營造良好創新創業生態環境，中國大陸發布《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

希冀促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以及「政策鏈」相互支持，讓人才培

養和使用貫穿於創新鏈等環節之中。此外，為構建適宜中國大陸創新創業的生態

系統，按照「堅持市場主導、包容創業創新、公平有序發展、優化治理方式、深

化開放合作」的基本原則，營造眾創、眾籌、眾扶、眾包等四眾發展的良好環境，

推動各類要素資源整合運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推進數位經濟創新創業的

發展。 

至於政府部門作為創新創業生態體系的運作主體，有必要提供有利於中小企

業發展環境，諸如降低創業創新成本，加快中小微企業成長，提出多項減稅措施，

例如將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稅收優惠試點政策推廣至全國等，藉以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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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創業創新和小型及微型企業發展，促進擴大就業。58
 

 

第三節 臺灣數位創新創業政策 

臺灣擁有厚實的工業基礎，若能充分利用既有優勢，掌握軟硬整合創新應用

之契機，由官、產、學三方合作建構完善的數位創新創業生態體系，俾能加速臺

灣數位產業創新創業。以下本節將從我國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及推動創新創業兩大

面向，闡述我國相關政策措施。 

一、臺灣推動數位經濟發展之相關法規或政策 

自 2016 年起行政院先後推出「5+2 產業創新計畫」之「亞洲‧矽谷推動方案」、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簡稱 DIGI+）、「金融科技」及「生

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欲全面打造臺灣成為一個具備優質數位創新生態的國

家。 

（一）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 

為加速臺灣產業升級及結構轉型，由行政院推出「5+2 產業創新計畫」，規劃

以「結合在地產業」、「國內需求支持產業」、「進入國際市場」為三大施政目標，

包括推動「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國防」等 5

大產業創新；另外為兼顧環境永續發展，陸續增加了「新農業」及「循環經濟」

兩項具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以作為驅動臺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心，其共同特徵

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國內需求，且可藉此帶動新投資，推升產業發展」，計畫以

「創新」為重點，可望使臺灣的產業與未來數位科技和市場發展連結。 

其中「亞洲・矽谷推動方案」 乃以創新創業驅動經濟成長，以物聯網產業

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為主要願景，並提出「一個生態系、二大主軸、三大連結、四

大策略」的架構以串連整體計畫方案，其中一個生態系係指以研發為本的「物聯

網創新生態系」；二大主軸包括「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以及「強化創新創

業生態系」；三大連結則為「連結未來，軟硬進化」、「連結在地，網實群聚」，以

及「連結國際，掌握先機」；四大策略則是「體現矽谷精神，強化鏈結亞洲，健

全創新創業生態系」、「連結矽谷等國際研發能量建立創新研發基地」、「軟硬互補

提升軟實力建構物聯網完整供應鏈」、「網實群聚提供創新創業與智慧化多元示範

場域」等，希望藉此讓臺灣連結美國矽谷等全球科技核心聚落，成為亞太青年創

新與創業發展基地，以搶進下一世代的未來產業。 

 

 

 

 

                                                      
58

 郁瓊源 黃鵬飛，2018 年 5 月，＜多項減稅政策全國推廣支持創業創新和小微企業發展＞，北京新浪

網，http://capital.people.com.cn/BIG5/n1/2018/0504/c405954-299657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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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亞洲矽谷推動方案」。 

圖 4 亞洲矽谷物聯網創新創業生態體系架構 

 

（二）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DIGI+）方案」 

為發展活躍網路社會、推進高值創新經濟、建構富裕數位國家，行政院於 2016

年底完成「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DIGI+）方案（2017~2025 年）」之規劃，

設立跨部會之「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簡稱 DIGI+小組），專責重

要推動議題與方向之跨領域協同合作，以期順利推動此一長達 9 年的大型國家級

發展方案。 

「DIGI+」計畫以建設數位 4.0 的超寬頻網路社會為目標，以「數位國家、

智慧島嶼」為總政策綱領，並以「發展活躍網路社會、推進高值創新經濟、開拓

富裕數位國土」為發展願景，秉持卓越國家、創新經濟與智慧治理的核心理念，

打造我國堅實的科技發展基礎，以為因應雲端、大數據、超寬頻暨物聯網時代，

找回我國經濟發展動能，並帶動臺灣產業轉型加值應用。 

為達成上述政策目標，「DIGI+」將採行以下主要行動策略，包括建構有利數

位創新之基礎環境（DIGI+Infrastructure）、全方位培育數位創新人才（DIGI+Talent）、

數位創新支持跨產業轉型升級（DIGI+Industry）、成為數位人權與開放網路社會

之先進國家（DIGI+Right）、中央與地方以及產學研攜手建設智慧城鄉

（ DIGI+Cities ）、 深 耕 先 進 數 位 科 技 研 發 並 掌 握 自 主 技 術 解 決 方 案

（DIGI+Immovation）、提升我國在全球數位服務經濟之地位（DIGI+Globalization）

等七大主軸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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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融科技發展方案 

為掌握數位科技發展與金融創新應用的國際趨勢，促成臺灣金融科技產業發

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於 2015 年 9 月成立「金融科技辦

公室」，於 2016 年 5 月中旬發布《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以 2020 年為期，

提出「創新數位科技，打造智慧金融」之願景，達成充分運用資通訊科技，打造

智慧金融機構，創新數位便民服務，強化虛擬風險控管的發展藍圖，從應用面、

管理面、資源面、基礎面等 4 大面向，推動電子支付、數位金融（含銀行、證

券及保險）、虛實整合金融服務、區塊鏈技術及數位身分認證等重要施政目標。

同年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並據此條例開放國際行動支付業務。 

為達成《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規劃之 2020 年願景，金管會與各大金

融同業公會協力推動成立「金融科技創新基地」，由資策會數位服務創新研究所

脫穎而出成為執行單位，建構金融科技創新生態系統，協助媒合金融機構與新創

企業，輔導金融科技新創企業銜接資源網絡，並經由舉辦金融科技嘉年華或海外

金融科技新創交流參訪等渠道，增進國內金融科技新創業者鏈結國際、提升國際

知名度，而金融科技創新園區也由金管會於 2017 年 10 月指示金融總會籌設中。

同時，金管會也透過「金融科技發展基金」推動人才培育計畫，推動金融機構人

才轉型、金融科技人才培訓以及產學合作人才養成。 

除此之外，為建立安全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環境，以科技發展創新金融商品

或服務，強化金融之可及性、實用性及品質，在朝野積極推動下，由金管會參酌

英國與新加坡等「監理沙盒」制度所提出的《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簡

稱我國金融監理沙盒草案），於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三讀通過，而《金融科技創新

實驗管理辦法》、《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審查會議及評估會議運作辦法》及《金融科

技創新實驗民事爭議處理收費辦法》等三項授權子法，也已經行政院核定並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正式施行。 

 

（四） 數位生醫發展方案 

行政院自 2017 年開展「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逐步整合 ICT 優勢與醫療

專業導入健康照護產業。 

首先，在全臺主要地區建立由北至南的數位生醫廊帶，整合在地特色醫材聚

落與特色藥品聚落。例如結合中臺灣精密機械的製造優勢，發展微創醫材和智慧

輔具，成為植入式醫材產業重鎮；另運用新竹科學園區既有的資通訊研發量能，

設置醫材商品中心，並遴選國際醫材團隊進駐，創新產品法規驗證及整備，以發

展成為高階醫材研發。 

除此之外，亦規劃制定有利健康資料運用的相關法規，以及推動有利數位生

醫創新創業的資金鬆綁政策，並鼓勵數位生醫業者融入國際研發社群與產業價值

鏈，藉此發展精準醫學。與此同時，打造有利物聯網與智慧載具發展的基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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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健康數據、環境資訊、量測資料與健康行為等大數據分析，建立健康促進管

理和健康照顧體系之兩大整合平臺，以提供數位生醫的多元創新服務模式，達成

智慧健康生活的願景。 

 

二、臺灣推動創新創業之相關法規或政策 

我國政府匯集國發會、經濟部、科技部與金管會等各行政機關資源，提供有

利數位經濟創新創業所需之財務支持與法規調合措施。 

（一） 促進臺灣創新創業之財務支持政策 

財務支持方面，政府持續推動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補助具潛

力的早期階段企業；國發會通過創業天使投資方案，以投資作法來扶植風險性較

高的新創企業，並藉此活絡臺灣天使文化；科技部科發基金則與國發基金共同出

資成立臺灣矽谷科技基金，引進國際級創投孵育早期新創團隊作法，投資有潛力

的新創團隊；金管會亦啟動創新創業基金，促進國內創新創業事業發展。 

1.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與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為加強國內創業動能，鼓勵民間技術創新及應用發展，擴大國內投資，加速

產業創新加值，促進經濟轉型及國家發展，2014 年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出國

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並於 2016 年 11 月修訂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

匡列 5 年共新臺幣 10 億元，提供給規劃成立或成立未滿三年的國內獨資、合夥

事業或公司資金支持及經營輔導，其中資金支持最高可達申請營運計畫總金額之

40%。 

上述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主要以補助性質為主，為使臺灣創新創業動

能更為雙向互動，2018 年 5 月底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正式啟動創新天使投資方

案，建立新創事業、國發基金與天使投資的三方合作機制，為新創企業媒合更多

的「伯樂」，並借助天使投資的經驗，對新創團隊進行營運輔導，進而輔導新創

事業上櫃上市。 

創新天使投資方案首年匡列最高達新臺幣 10 億元可投資部位，與全球天使

投資人共同投資，提供給在國內設立登記的新創公司或主要營運活動在臺灣的境

外新創事業資金協助，期能在未來兩年內扶植更多立足臺灣的跨行業與跨國境的

新創企業。依據此方案，凡設立時間未超過 3 年且有天使投資人參與及投資的新

創事業，國發基金將依地區、產業及新創團隊組成情形共同搭配投資，最高可達

單一企業新臺幣 1,000 萬元或實際募資金額的 20%。目前甫出爐第一次投資評估

審議結果，金融科技業「台灣盈士多科技」和太陽能業「微電能源」2 家新創事

業，即各獲得新臺幣 1,000 萬元的投資。59
 

                                                      
59

 陳君毅，2018 年 5 月，《孕育臺灣第一隻獨角獸！國發天使投資啟動，10 億資金挺新創》，數位時代，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9199/angel-of-national-development-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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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矽谷科技基金 

為協助臺灣年輕人創業，加強與矽谷人才、技術及資金鏈結，2015 年 5 月國

發基金配合科技部推動臺灣矽谷科技基金專案，國發基金管理會通過「臺灣矽谷

科技基金投資計畫」，由政府出資 4 成、民間 6 成，成立總規模 3 億美元的「臺

灣矽谷科技基金」，計畫執行期間 3 年，投資臺灣與美國矽谷相關新創公司，建

立臺灣與矽谷長期夥伴關係，使臺灣成為全球新創供應鏈重要夥伴。投資產業包

括資通訊、先進材料、製藥、生技、醫材與健康照護等具技術發展趨勢產業。以

2017 年執行情形來看，截至當年度 9 月底，共已投資臺矽鏈結新創事業 19 家(臺

灣 13 家、矽谷 6 家)，金額達 3,900 萬美元。60
 

3. 金管會創新創業基金 

為推動強化金融支援產業發展功能，帶動金融與實體經濟繁榮，2017 年 3 月

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臺灣金融周邊機構共同捐助，成立「創新創業基金」，

初期規模為新臺幣 2.7 億元，投資對象以創建期的企業為主，並配合國家政策以

綠能科技、生技醫藥、物聯網（亞洲、矽谷）、智慧機械、國防產業、新農業與

循環經濟等國家重點扶植之產業為優先。此「創新創業基金」委託 3 家專業管理

公司61共同投資，並辦理投資推薦、投資評估、協助投資審查及投資後管理。2017

年底，創新創業基金管理委員會 2017 年 12 月 29 日通過投資醫療物聯網領域的

慧誠智醫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金額為新台幣 1,925 萬元，為首家獲得創新創業基

金投資的企業。62
 

 

（二） 促進臺灣創新創業之法規調合措施 

2017 年經濟部大幅翻修現行法令，包括《公司法》鬆綁籌資限制、《產業創

新條例》提供租稅優惠獎勵投資、《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條例（草案）》鼓勵新創、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納入對新興科技醫療器材之租稅優惠等，以扶植並鼓

勵企業進行數位科技創新創業。此外，金管會參酌英國金融監理沙盒概念，制定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並於 2017 年底三讀通過，提供臺灣金融科技

企業一個安全的創新實驗空間。 

1. 《公司法》 

我國《公司法》施行至今已逾 50 多年，2017 年 12 月 21 日行政院通過《公

司法修正草案》，現行 449 條文共修正近 150 條，為 2001 年後最大修正幅度。經

濟部指出，此次《公司法》修正主要是提供友善創新及創業環境、強化公司治理、

                                                      
60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臺灣矽谷科技基金投資計畫(106 年辦理情形)，

https://join.gov.tw/acts/detail/0717fb5a-251a-4364-b582-413ac33dc7da，最新瀏覽日期 2018 年 6 月 1 日。 
61

 分別為能率亞洲資本股份有限公司、福邦創業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聯訊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6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創新創業基金，http://webline.sfi.org.tw/InnoFund/index.html，最新瀏覽日期

2018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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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股東權益、增加企業經營彈性、管理制度效率化與電子化，以及遵守國際洗

錢防制規範等。 

其中為提供友善創新及創業環境，修訂企業可發行超低面額股、無面額股股

票，以協助企業在新創發展階段能引進資金並保留主導權；同時採股份有限公司

「閉鎖化」原則，新創企業可以發行一股多權複數表決權特別股、特定公司業務

否決權之黃金特別股等，以延長新創公司創辦人持有公司之壽命。 

2. 《產業創新條例》 

政府於 2010 年 5 月 12 日制定公布《產業創新條例》（簡稱產創條例），經由

六大面向創造有利企業創新創業之產業環境，包含政府輔助或輔導企業創新活動、

促進無形資產流通及運用、培育產業人才資源、促進產業投資、創設國家發展基

金及設置產業園區等。 

因應當前數位科技產業之多元生態及創新營運模式，2017 年 11 月 22 日行政

院大幅翻修此條例，包括產學合作股票適用緩課稅、獎勵天使投資人、有限合夥

企業採「透視個體概念」課稅等鼓勵產業創新相關條文，以及強制要求國營事業

提高研發支出的規定，以扶植新創產業發展。 

3. 《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條例（草案）》 

政府於 1990 年 2 月 4 日制定公布《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經由輔導輔助與租

稅優惠兩大措施，輔導中小企業共同技術開發、互助基金或合作事業等，並針對

中小企業之投資與研發支出予以減除營所稅額，以協助中小企業改善經營環境，

推動並輔導中小企業之技術研發與新產品開發。 

為協助我國中小企業因應工業 4.0 及數位時代所需的創新能力，提供中小企

業場域以進行創新創意實驗，進而促使國內數位科技產業活絡，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推動修正《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並擬更名為《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條例》（簡

稱中小及新創企發條例），藉由人力資本優化、研發環境強化、創新創業法規、

創新實驗場域、城鄉創生、經營傳承、創新優惠等七大面向，來加速中小企業創

新、升級及轉型；其中並新增設立「法規釐清諮詢服務」與「企業實證特例」兩

大創新法規沙盒制度，期能調和科技創新對現行法規制度之衝擊。 

4.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政府於 2007 年 7 月 4 日制定公布《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簡稱生醫產發

條例），以租稅優惠措施、輔導技術移轉、開放官學研機構參與產業經營等，來

促進生技新藥產業升級、鼓勵生技新藥公司創立或擴充、強化生技與新藥技術引

進與移轉，並加強產官學研合作以提生生技新藥技術，進而推動我國生技新藥產

業發展，促進我國生技新藥產業升級。 

因應當前數位科技與醫療照護產業結合趨勢，為鼓勵我國生技醫藥產業投入

較高風險的產業類型，於 2017 年 1 月 18 日公布最新修訂條文，放寬高風險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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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認定範圍，納入須經臨床試驗始得核准之第二等級醫療器材，並新增「新興

生技醫藥產品」納入條例適用範圍。前述「新興生技醫藥產品」，指經我國行政

院指定為新興且具策略性發展方向之生技醫藥項目，並經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

學術界及研究機構代表審定後公告之產品。 

5.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 

如前段所述，我國參酌英國與新加坡等「監理沙盒」制度，於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三讀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簡稱我國金融監理沙盒草案），

以建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機制，賦予金融業及相關產業進行金融科技研發試作之

安全環境，同時兼顧金融市場秩序及消費者保護。前項所謂創新實驗，指以科技

創新方式從事屬於須主管機關（指金管會）許可核准或特許之金融業務實驗。 

我國金融監理沙盒草案規範架構，包括創新實驗之申請及審查、創新實驗之

監督及管理、金融法規調適與業者營運嫁接機制、參與實驗者之保護，以及創新

實驗期間法令排除適用與法律責任豁免等五大面向。此條例依條例規定，我國自

然人、獨資、合夥事業或法人均得申請屬於金管會依法許可金融業務範疇之創新

實驗，創新實驗期間以 1 年為限，得申請延長 1 次、最長 6 個月，但該實驗內容

涉及應修正法律時，延長次數不以 1 次為限，全部創新實驗期間可達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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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灣促進創新創業相關法規一覽表 

法規名稱 法規調合重點 

《 公 司

法》 

 企業可發行超低面額股、無面額股股票，以協助企業在新創發展

階段能引進資金並保留主導權。 

 採股份有限公司「閉鎖化」原則，新創企業可以發行一股多權複

數表決權特別股、特定公司業務否決權之黃金特別股等，以延長

新創公司創辦人持有公司之壽命。 

《產業創

新條例》 

 依有限合夥法設立之創業投資事業，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得選擇

「透視個體概念」課稅，營利所得免課營利事業所得稅，僅對合

夥人按盈餘分配比率課徵所得稅。 

 個人投資於成立未滿二年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金額達一百萬

元，得於持有該公司股份期間屆滿二年之當年度，按投資金額百

分之五十限度內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得減除之金額合計以新

臺幣三百萬元為限。 

《生技醫

藥產業發

展條例》 

 放寬高風險醫療器材認定範圍，納入須經臨床試驗始得核准之第

二等級醫療器材，並新增「新興生技醫藥產品」納入租稅優惠的

適用範圍。 

《金融科

技發展與

創新實驗

條例》 

 申請人依主管機關核准範圍辦理創新實驗者，其創新實驗行為排

除現行各金融相關法律中有關從事需許可、核准或特許金融業務

之刑事及行政責任規定適用。 

 主管機關若認為實驗計畫具有創新性，或能提升金融消費者及企

業之權益時，應配合檢討研修相關金融法規、提供創業或策略合

作之協助、轉介予相關機關（構）、團體或輔導創業服務之基金。 

《中小及

新創企業

發展條例

（草案）》 

 新修訂草案擬明定，針對中小企業在人才培訓支出、智慧機械與

人工智慧等數位投資、天使投資、新創事業投資、含文化創意在

內無形資產投資等支出項目，提供租稅優惠措施。 

 提供創新實驗場域賦予新創企業彈性，包括協助創新事業釐清法

規灰色地帶疑義，優化創新實驗環境，設置創新實驗之跨部會協

調、法規責任特例排除機制，及設置專責單位推動法規調適作業。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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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盤點我國當前推動數位經濟與創新創業之新政，並研析六個世界經濟論

壇定義未來數位領導國家之數位經濟發展與創新創業相關政策措施，包含美國、

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等，從中探究其推動政策之精華與可學習

之處。以下摘要相關重要小結： 

一、主要國家發展數位經濟與創新創業各顯特色，推動策略與政策措施反應各國

文化背景不同。 

綜觀前述六國與臺灣在推動數位經濟與創新創業上，由於各國文化背景及政

策動機不盡相同，所提推動策略和做法也不盡相同。 

六國之中，美國並沒有由上而下的一體化推動計畫或藍圖，而是將美國文化

的創業家精神融入其教育體系，並透過修訂法規來完善有利創新創業的商業環境。

中國大陸則是另一個極端，從上至下由中央至地方提出計畫經濟的推動方針，透

過資金面與人才面之規模經濟來提升數位化及帶動創新創業。 

德國、日本和新加坡同為因應高齡化問題與缺工問題推動經濟數位化及智慧

化，其中德國立基於厚實工業基礎而側重提升企業創新轉型的誘因機制，日本則

從法規面來鬆脫長期僵固的商業模式以因應數位經濟的彈性需求，新加坡則運用

實驗場域、國際鏈結和生態系來因應數位經濟的跨域整合。 

臺灣和韓國則以數位化做為產業創新至下一階段的方式，經由輔導與獎勵，

從基礎建設面、法規面、資金面來推動數位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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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德、日等六國與臺灣之數位創新創業推動策略與政策重點 

國家 數位創新創業推動策略與政策重點 

美國 從保護數位經濟研發成果、促進商業化管道及政府資訊公開

等面向著手，修訂「拜杜法」與「聯邦技術轉移法」等，提

供業者有利數位創新創業的研發環境。 

德國 推動高科技策略及數位平臺發展，以健全數位創新的基礎環

境，並制定「中小企業創新核心計畫」，從稅賦優惠、資金

補助及技術支持等面向，鼓勵中小企業進行數位創新創業。 

日本 推動超智能社會(Society 5.0)，並從發展「國家戰略特區」

及修訂「企業競爭力強化法」等面向著手，提供業者有利數

位創新創業的基礎環境及法規制度。 

韓國 從打造 5G 基礎建設、厚植數位人才培育、輔導中小企業提

升數位創新能力、提供各項研發資金輔助與融通、開放政府

數據等面向，促進數位創新創業。 

新加坡 推動「智慧國家 2025 計畫」、「新加坡國家 AI 計畫」及五年

一期的「研究、創新與創業 2020 計畫」，並設立金融科技辦

公室及實驗室，以挹注研發資金、打造創新生態系、調適法

規制度、強化國際鏈結等方式，促進數位創新創業。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十三五規劃」及「中國製造 2025」之下，推

進物聯網與 AI 等高端數位科技發展，除加強相關基礎設施

建設之外，亦從廣設孵化器、資金挹注、產業技術提升等面

向，達成萬眾創新創業。 

臺灣 以「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DIGI+）方案（2017~2025

年）」為核心，建立物聯網、金融科技及數位生醫等產業生

態系，並結合國家基金與天使投資提供研發與創業初期的資

金挹注，另提供更有利數位科技研發、新創產業發展及國際

資金挹注的法規環境，及給予新創企業安全的創新實驗環

境。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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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國家與臺灣在推動數位創新創業政策之共通處 

比較分析六個主要國家與臺灣在推動數位創新創業政策發現，臺灣與這些國

家的推動策略，多涵括促進研發成果商業化、推動監理沙盒與實驗場域、建立數

位創新創業生態系並以國家資金系統支持。 

（一） 促進研發成果商業化 

研發成果商業化程度高可增進學研機構或企業的創新誘因，諸如美國允許官

民合作實驗成果可分享與民間合作企業，韓國開放大學可透過下設產學機構轉投

資技術控股公司來促進研發成果商業化，臺灣新修訂法規則強化無形資產鑑價機

制以利商業化流通等。 

 

（二） 推動監理沙盒與實驗場域 

數位創新多為跨領域革新易衝撞現行法規體制，為降低企業創新創業過程的

法令遵循風險以提高其誘因，同時避免法規調適過程繁複而阻礙企業創新創業最

佳契機，六國之中臺灣和日本、德國及新加坡皆推動監理沙盒與實驗場域，給予

企業創新安全的試驗空間。 

 

（三） 建立數位創新創業生態系 

創新創業需要技術面資金面與人才面的緊密鏈結與支持，故新加坡以「創新

和新創事業委員會」為高決策單位，串連政府單位、中小企業、學研機構、醫療

院所及公私立實驗室等；中國大陸以大學科技園、國家級開發區及中科院或軍研

院等，連結產官學生態系；臺灣在「亞洲・矽谷推動方案」下，建構物聯網創新

生態系。 

 

（四） 以國家資金系統支持創新創業 

數位科技研發與創新初期需投入龐大資金，為協助企業持續在各數位領域研

發創新，韓國、中國大陸與臺灣皆以各式國家基金挹注優先發展的數位科技領域，

如韓國「新科技商業基金」、中國大陸「新興產業創投基金」、臺灣「創新天使投

資方案」等。 

 

三、主要國家發展數位創新創業可供借鏡之處 

比較分析六個主要國家與臺灣在推動數位創新創業政策發現，在資料安全共

享與使用機制、靈活有效能的產官學鏈結平臺、培育創業家精神與創新創業人才、

有利的創業籌資環境等面向，前述六國皆有可供我國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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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料與數據為數位經濟之核心，建議我國可參酌美國、德國和日本的作法，

建立資料安全共享與使用的基本規則與機制。 

數位經濟的特色之一，即運用數位科技分析網路大數據做為商業模式創新基

礎。為使資料能安全及共享，美國歐巴馬時期提出《轉向數位化策略》，德國修

訂《資訊科技安全法》與《聯邦數據保護法-新版》，日本修訂《促進政府民間資

料應用基本法》與《新世代醫療基礎設施法》，我國可參酌建立資料安全共享與

使用的基本規則與機制。 

 

（二） 數位經濟具有跨領域特性，建議我國可參酌新加坡作法，建立有效溝通及

靈活調整的產官學鏈結平臺。 

跨領域為數位經濟的特色之一，僅靠單一政府單位或企業及學研力量容易遭

遇創新瓶頸，有效整合產業與學研的技術能量，並融合納入政府決策參考，才能

快速掌握數位經濟的發展契機。新加坡成立未來經濟委員會及廣納產業界、工會、

教研機構進入政策系統的做法，可供我國參考。 

綜上所言，美國、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和臺灣因應數位經

濟轉型浪潮推動相關政策措施，雖然因為各國文化背景與政策目標使得推動策略

與方式不盡相同，但大多側重於促進研發成果商業化、推動監理沙盒與實驗場域、

建立數位創新創業生態系、以國家資金系統支持創新創業。此外，前述六國在資

料安全共享與使用機制、靈活有效能的產官學鏈結平臺等面向，皆有可供我國借

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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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球數位創新創業之發展趨勢與案例探討 

創新之父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認為，創新是源

自生產要素與方法的新組合，透過改變原本產品或原來的使用方式，進而推出新

產品、新服務，創造出新模式及擁有新架構。而創業則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

推動創業活動務求用獨到的眼光挖掘社會大眾的需求，同時以所具備的知識能力

去滿足新的需要，當蒐集到創業所需的資源，才能逐步展開新價值的創業工作。 

根據世界智財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公布

的「2018 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顯示，新加坡排名第 5，

美國排名第 6，德國排名第 10，韓國以及日本分居第 12 及 13，至於中國大陸則

躍上第 17 名，63顯示這些國家在推動創新創業政策的成果。其中美國在核心創新

投入和產出方面位居首位，中國大陸在創新方面的進步令人刮目相看，是唯一創

新指數持續攀升的國家。 

與世界各國一樣，「創新」是臺灣求勝的關鍵。在世界經濟論壇（WEF）最

新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提到，臺灣不僅在「創新能量」項目於亞太區排名第三，

具有無限的發展潛能。此外，美國巴布森學院（Babson College）和英國倫敦商學

院出版的《2017-2018 全球創業觀察報告》(GEM,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7/18 Global Report)指出，64臺灣和韓國、日本、德國以及美國一樣皆屬「創新

驅動」(Innovation Driven)的經濟體發展階段。臺灣擁有厚實的資通訊科研實力與

人才，面對數位經濟的顛覆性革新，我們站在良好的發展起跑點。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PwC）調查指出，全球企業普遍同意數位化有助於企業

持續推進成長，且掌握機會使企業數位化是創新歷程的關鍵。臺灣企業也普遍認

知到數位化研發創新的重要性，因應工業4.0與數位經濟趨勢，配合政府推動之

「5+2產業創新政策」與「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DIGI+）方案（2017~2025

年）」，積極投入新興數位技術之研發與升級轉型，2017年全球創新一千大企業中，

臺灣企業共有31家入榜，總研發經費達新臺幣3,987億元，平均研發經費占總營收

約3.1%，而臺灣前十大創新企業中不乏近年投入機器人、數位醫療與人工智慧等

數位科技之業者。 

儘管透過數位化方式提升企業競爭力與營運績效為臺灣企業近年經營發展

之關鍵策略，惟 PwC 指出資金、數位能力、人才與文化將會是臺灣企業發展數

位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四大挑戰。因應數位時代所需投入之研發經費高昂，大型企

業或可承擔研發過程之資金缺口風險，然而對中小型或新創企業而言，卻可能在

                                                      
63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8: Energizing the World with Innovation, 

https://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gii-2018-report#, 最後瀏覽日期，2018/07/13。 
64

 GEM,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7/18 Global Report, 2018/01, 

https://www.gemconsortium.org/report/50012，最後瀏覽日期，2018/7/2。 

https://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gii-2018-report
https://www.gemconsortium.org/report/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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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初期或企業草創階段即因糧草斷炊而戰死沙場，故亟需政府結合產學力量，

經由數位創新創業生態系模式，從資金、數位能力、人才與文化等面向提供全方

位輔導與支援系統，同時提供更靈活的法制環境與更務實的政策措施，促進數位

創新創業生態系持續蓬勃茁壯。 

因此，本專題報告第三章將以前一章國內外數位創新創業政策為延伸，剖析

國際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的策略趨勢，並探索國際發展數位創新創業之脈絡模式及

應用領域，最後透過國內外數位創新創業之重要案例研討，從中爬梳歸納出數位

創新創業的關鍵要素。 

第一節 國際推動數位創新創業之策略趨勢及關鍵要素 

如第二章所述，隨著人口紅利消失殆盡，勞力成本日益增加，各國無不縝密

思索如何在傳統的產業發展、既有的基礎優勢上進一步創新轉型。為提升國家競

爭力與就業機會，各國政府對創業重視程度日增，皆積極透過創業政策，扶植新

創型的企業以強化產業競爭力，希冀促成經濟成長。為追求最大的利益，積極展

開的創新活動，即為掌握技術發展先機，快速運用創新發明的成果，活用技術研

發資源，提供一個利於創新創業的環境。這一節主要根據上一章對國內外數位創

新創業政策說明的基本情形作延伸，藉以洞見國際趨勢，了解各國推動數位創新

創業政策的關聯。 

一、先進國家引領數位創新創業的重要性 

    美國是全球創新的引領者，65
 許多創業的資金和創意團隊皆於此匯集，尤其

最為人稱道的就是矽谷精神，雖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創新典範，仍以此作為各國爭

相學習與效法的指標。美國的聯邦政府以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部、衛生與公共

服務部、農業部等部門作為科技管理的重要機構，也制定一系列關於技術創新、

技術成果商業化、智慧財產權保護等相關的科技法案，透過政府政策大力支持數

位創新創業發展。 

    從 2009 年、2011 年及 2015 年所推出的三波美國創新戰略內容可得知，創業

美國計畫著重在創新、教育和基礎建設的均衡發展，充分發揮政府部門在科技創

新的導引作用，藉由提供資本、調整法規、技術指導、稅收優惠等內容實質幫助

創業者，利用創業改善經濟並增加就業機會。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共同推展訴求：

透過提高資金的取得，資助新創公司成長；藉由訓練與輔導計畫，創造更多就業

機會；增加政府投入研發的經費，協助初創公司發展；協助移除法規阻礙，促進

創新企業成長；開展各式創業團隊合作計畫，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縮短從實驗

室到上市的時間差。2018 年則出於戰略考量重振美國製造業，推動技術創新，利

用優越的機器製造和創新過程，掌握競爭優勢。 

    而德國重視科學技術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市場化帶來的經濟效益，其數位創

                                                      
65

 張茉楠，2016 年，〈國際創新創業發展戰略新趨勢及啟示〉，《宏觀經濟管理》2016 年第 1 期，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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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業政策與其工業 4.0 發展密不可分，66
 從聯邦教育研究部、聯邦交通與數位

建設部、聯邦經濟合作發展部、聯邦經濟與能源部、德國研究協會等單位皆積極

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發展，共同優化中小企業創業的基礎要件，大幅提升企業自主

的創新能力，鼓勵以創業帶動就業，成就支持創業的財稅支持政策。 

    德國特別強調創新戰略的延續性，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科技發展都有明

確的路徑可循，透過高科技課題促進創新發展，標的明確激發德國在科技和經濟

的潛力；藉由群體力量，展開跨領域的合作發展技術服務；戰略目標的形成是民

眾與產官學研共同構想，集結政治、經濟、科學和研究各領域的專家研擬與推動。 

    除了政府發展專案，規劃完善的國家戰略，推動政府採購創新，德國的科學

研發體系結構完整、分工明確，也有助政府整合創新體系與資源，建立成熟有效

的企業孵化體系，包含技術產業化的加速器、產品市場化的企業工場以及為初創

提供服務的孵化器，其民間企業也高度配合重點發展感測系統及資通訊技術，聚

焦像是物聯網、數位智慧、機器人及雲端智慧等產業。 

    另外，日本希望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資訊科技國家，以開放資料和巨量資料

為主要推動核心，加強應用解決其國內少子超高齡化、地方創生、促進女性活躍

及國土強韌化等社會課題。日本數位創新創業政策的推行由文部科學省、經濟產

業省等中央單位主導，確立中小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並以學校、科學研究機

構作為基礎，因此可以說日本的創新創業政策是中小企業政策的延伸，政府透過

財政直接投入、稅收優惠、金融、人才等措施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支持，並根據

不同時期的經濟變化不斷更新發展策略。在金融上建立所謂雙重信用擔保體系，

在政府採購上與德國相同，保留一定份額採購中小企業品項，以此避免大企業壟

斷的不利影響。 

    日本中小企業創業數量眾多且分散全球各地，因應創業初期企業自身規模及

地位限制，無法獲得正確市場訊息等弱點，日本政府通過建立多層次的平臺網絡，

為各類創業者諮詢服務。日本創新創業活動由民間主導，政府的角色是一起積極

聯合製作參與，以科學技術基本計畫進行指導，促進各創新體間直接合作，甚至

透過共發的創新，協調企業、科學研究機構自行成立研發機構，或是聯合產官學

研究單位進行技術研究和開發、提倡技術創新、智慧財產權保護、成果轉化和人

才發展，藉由合作獲得來自民間的更多投資。 

    美國、德國與日本三個已開發國家，在發展數位創新創業政策是帶著先行者

之優勢，基於以創新推動創業、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等理念，充分給予企業發展空

間。先進國家所引領的創新創業對象沒有設限，惟特別提倡數位知識的加值、新

興科技的扶植，在具體層面上仍有所差異：美國注重法律體系的支持、德國重視

國家戰略的完整性、日本重視社會課題的解決，已開發國家有其國家價值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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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推展策略的謀劃及特色發展之優勢，使之成為後進國家效法參考的指標。 

 

二、透過學習改進急起直追的發展中國家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所出版《2018 技術和創新報告》中提到，能力決定了

一個國家能否利用新的技術和新興科技帶來機會，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能

力存在很大差距。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支出，不論絕對值還是國內生產總量的比例，

都低於世界的平均水準，除了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大陸以外。67
 為增進民眾生活

的品質與產業發展數位創新的機會，由政府提供創業輔導和協助的資源，改善數

位基礎環境進行數位經濟法規的調適，降低商業發展的限制，讓產業有更多創意

應用。 

    韓國政府明瞭技術升級是需要長期的戰略規劃，透過借鑑先進國家的技術經

驗、基礎知識，作為迎頭趕上的契機。68
 除了增加投入數位發展的研發支出預算，

由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中小風險企業部、貿易產業能源部等單位，根據科技立

國、教育立國的戰略，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的各項政策，在創新戰略發展的思路上，

是期望將資訊通信技術應用在各產業上，以此促進產業與產業、產業與文化間的

結合，以利新式的產業發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從整體大環境觀察，韓國政府單位對於尖端技術探索與人才培育十分重視，

認為掌握到關鍵技術，即能透過研發與創新，帶動成長的新契機。其二，政府特

別重視產業技術深耕與環境建置，審視國內整體產業特性及需求，計畫性的聚焦

特定產業領域，引領潮流。其三是建構以人才為核心的創新生態體系夥伴關係，

讓國際大廠聚焦利基市場，布局整合物聯網、雲端運算、大數據、人工智慧技術，

驅動數位創新創業發展。 

    新加坡的創新創業環境是由政府和民間共同協力打造，69
 從資通訊媒體總體

規劃中，提出新興科技的趨勢，並以此為依歸，扶植產業之發展與相關服務產業

的興起，藉此吸引國際人才進駐。政府方面由創新和新創事業委員會、貿易工業

部等單位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發展，在標準生產力與創新局主導下，從資金、法規、

夥伴、導師等方面，提供各種創新創業發展的相關輔導計畫及資訊，積極打造有

利新創發展的環境並提供協助，包含租稅優惠、資金補貼、創業空間以及簽證計

畫等友善措施。 

    在資訊通訊媒體發展藍圖下，新加坡著眼透過強化資通訊媒體產業的創新能

力，利用數據、先進的通訊技術和運算技術，加速基礎設施智慧化，培育鼓勵承

擔風險和不斷試驗的資通訊媒體創新系統，希望提高生產力、創造高科技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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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高齡化人口等國家挑戰，也利用資通訊媒體聯結民眾生活，聚焦在先進的製

造技術、生物醫藥、數位經濟及永續發展。 

    中國大陸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是由政府協助發起，積極推動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的國家戰略，利用雙創的契機形成中國式創新。70
 以科技部、工業與信息化

部、統計局等單位互相配合激勵創新創業，各級政府也積極促進創新驅動發展和

創業帶動就業的導向，依循中央政府的引導、市場的運作、統籌規劃以及示範引

領等基本原則，加強政府部門間的協調配合，統籌資源使產業群聚發展，優化產

業結構，加速科技成果商轉，形塑數位創新創業的格局。 

    中國大陸的創新生態體系穩健發展有賴政府在研究與教育上的改革，也採用

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革新方法，在保護智慧財產權上也有實質的進展，政府在金

融方面的支持更發揮很大的作用，另外許多行政阻礙也多被移除，使創新創業有

莫大的發展空間。71
 從企業登記、風險投資、融資扶助、優惠稅收各級政府皆有

相關鼓勵措施，實為數位創新創業生態體系積極主導者、參與者與支持者。 

    後進國家透過仿效先進國家的模式，來推動自己國內關於數位創新創業的各

項政策舉措。韓國、新加坡與中國大陸審視所處脈絡，展現出更富彈性的再創新

挑戰，政策上雖然不是最創新，但緊緊跟風先進國家的做法與前例，並非等到推

行計畫終了才衡量情況，而是透過不斷修正成為發展中國家數位創新創業的後進

者。 

 

三、國家視角的數位創新創業發展新趨勢 

    隨著網際網路的廣泛運用，資訊及通訊的新興科技產業帶動新創事業的投資

熱潮，德國發起的工業 4.0 潮流帶來各項技術突破，正快速席捲產業發展，美國

引領的創新創業風氣，也為國家經濟發展投入新的動力，因此數位創新創業被認

為是提升國家競爭力、振興經濟及降低失業率的主要方法。 

    各國的創新創業政策帶著標竿學習的態度，透過系統性的搜索過程，以尋找

最佳的標竿，而這種搜尋過程並非一次性的，而是持續不斷並適應環境變化、講

求持續改善。可以發現到從先進國家－美國、德國、日本到發展中國家－韓國、

新加坡與中國大陸，各國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皆是不同類型資源的聚合機制下的

產物，具有以創新推動創業、促進經濟發展的共同理念，後進者則透過調查、分

析與了解，進行有意義的比較與選擇。 

（一）從政府的角度主導數位創新創業政策發展 

    以國家為角度去觀察的創新創業生態多由政府扮演主導角色，政府以大視角

試圖營造有利產業發展的環境，最常見的舉措是透過財政補助、設立發展基金、

制定各項優惠政策等方式推動創新創業的完善性。政府透過整合教學、科學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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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金融機構與企業產業的多方資源，在創新創業的扶植體系上給予保障。各

國在思考國家創新創業發展方向是以國家的戰略高度去思考，也設計出許多專門

的計畫，給予多方面的支持，諸如美國創新戰略：確保經濟增長與繁榮、德國 2020

高技術戰略、日本創新戰略 2025 計畫、韓國產業創新戰略、新加坡研究創新與

創業 2020 計畫與中國大陸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比比皆是。 

    成為產業賽局的競爭者，在產業發展的現實，創新門檻會隨產業有所不同，

創新主要層面也有不同，72譬如半導體產業創新的主要層面新設備、新產品與新

技術，而生物科技業創新的層面在新藥的開發、科學的發現與重大突破，這些是

創新門檻較高的產業；另外，像是航空業創新的主要層面在新服務特色、新商業

模式和做法，而保險業需要新的保險產品與新的服務特色，這些創新門檻就較易

達成。從這個邏輯可以解釋各國在創新創業政策的規劃上，雖然沒有排他的給予

各種中小企業扶助，但卻特別對數位的創新創業、科技的創新創業，給予更多的

優惠和支持。 

 

（二）透過孵化器的群聚效應扶植初創企業發展 

    企業從草創到經營需要多方面的知識與經驗，許多新創團隊常因缺乏資源與

資金，而無法有突破性的發展，為協助創新企業的初期創設，創業中心或是孵化

器是目前國際最普遍採用的方式。近來在全球競爭的壓力下，傳統產業的發展面

臨強烈的創新轉型挑戰，新創企業也需要良好的規劃與成長發展，創業與創新是

核心的兩個功能機制，正可協助解決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困難及科技研發不足等問

題。孵化器或是創業中心是新型態的社會經濟組織，通過提供研發、生產、經營

的場域，有著順暢網路和辦公的公共空間，也提供系統性的培訓和諮詢，可大大

降低創新創業者的創業風險和創業成本。因此創業中心或孵化器也成為建構中小

企業長期創新創業發展環境的重要政策工具。 

 

（三）為創新創業者提供多元便捷資金獲取管道 

    通過政策對企業支持的研究，其中人才和資金是最重要的課題，靈活運用稅

收引導政策和完善的人才激勵政策，對創新創業活動開展有其必要性。資金的缺

乏是多數初創企業必須面臨的主要問題，各國政府即透過政策改善其融資困境，

解決信息的不對稱，以利獲取便捷的資金管道。在融資政策上各國多設立專屬的

企業管理機構進行信用貸款和統籌融資管理，尤其對創新創業的激勵具有一定比

例的政策性融資貸款，也對特定產業創新創業的財政稅收給予優惠條件。而就數

位創新的支持，常利用政府的融資支持實現研發技術轉移，國家越多研發投入政

策對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有積極促進的效果。另外，對中小企業的政府採購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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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機制，也盡可能簡化取得補助金的流程，真正意義達到扶持創新創業的目

的。 

    政府在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角色非常重要，為確保數位創新創業市場健全發展，

為政者必須以前瞻的眼光，凝聚國家發展方向的共識，不單純是執政者的直覺，

而是在快速了解問題之後作到確立指引方向與動能，民間才有可能後續發揮。一

個有效的創新創業體系五項關鍵要素是透過監管和政策框架提供穩定的環境，以

促進創新創業者的長期規劃；機構的設置和管理，著眼於激勵參與者投資在生產

性的活動上；創業生態系統，應提供靈活的融資渠道；利用強大的職業和技術教

育培養人力資本；開發技術和研發基礎設施，應克服不同區域、身分別之間的差

異。73
 從國家角度去營造產業發展的環境，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關鍵，當新創產業

發展有困難、遇阻礙時，政府要能適時達到扶持的作用，所謂創新創業更多時候

其實還是需要民間自主的開發。 

 

四、國際創投市場的資金募資投資與趨勢 

    創新創業生態中，資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初創企業在公司正式營運前，

必定先要募集充足的資金，而籌措創業資金最基礎的就是至少要能夠支付公司創

業第一年所有的營運開銷。在資訊透明度低的環境下，新創企業往往因資訊不對

等，不明瞭創新投資的趨勢，也無法找到適當獲取資金的管道。 

    從先前各國的創新創業政策可以知道，政府是獲得資金的來源之一，尤其在

數位創新創業面向，政府在特定領域推動會有獎勵補助計畫，可能是獎金形式，

也可能是補助金；也有機會可以善用政府的資源向銀行申請低利貸款，這樣的融

資貸款，可有效率的降低資金成本；當創新是在研發面向，可以試著申請政府獎

勵創新研發的計畫補助，以上都是以政府角度可運用的資源，政府改善了投資環

境、也為投資提供了平臺，像是加速器、孵化器以及新創企業的登記，即希望能

夠完善創新創業者在資金面的缺漏。 

    還有另一種資金來源是創投天使投資，由具有資金的個人或機構，選擇具有

龐大潛力、高成長的創新項目進行直接的投資。譬如美國是風險資本市場較為發

達的典型，天使投資網絡由政府部門或非營利組織經營；德國則鼓勵區域基金促

進天使投資網絡；韓國有創業網，為創投公司、風險機構提供訊息；我國則有

FINDIT2.0 早期資金資訊平臺，提供涵蓋群眾募資資料、股權投資資料等，強化

了全球早期投資資訊的完整性。 

    要了解全球早期資金的趨勢，僅透過官方公布的資料是不足夠的，大數據的

時代來臨，必須要對巨量資料有動態式的觀測，透過統計分析找出最符合創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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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方向；國際上初級股權投資市場的消息也不能夠忽略，能夠從中找到天使投

資、募資的創投市場，以及熱門的投資領域。此外，想要真正深入理解全球數位

創新創業發展的現況，政府鼓勵新創業者積極嘗試的成效，或是政策上積極投入

資源的效用，實則必須從主要國家數位創新創業的重要案例中去深入探討。 

    後續本章第二節和第三節將就當前全球數位科技的應用案例與早期投資趨

勢和重要案例，進一步深入探討。 

 

第二節 全球數位創新創業之應用發展與早期資金布局趨勢 

    根據 OECD 定義，數位經濟指以數位化科技為商品和服務加值，或創建新市

場，透過軟體與平臺、行動通訊、AI 科技等關鍵資源，以數位化科技來滿足快速

多變的客製需求，以提升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價值，進而貢獻 GDP 成長之新興經

濟模式。環顧當前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與生活模式，無論食衣住行育樂皆與數位

科技有所關連，包含電子商務、行動支付、網路社群平臺、數位內容平臺等。全

球最大顧問諮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即預測，2020 年全球數位經濟產值將達

24.6 兆美元，約占全球 GDP 達 25%。 

眾多新興數位科技之中，物聯網、人工智慧與機器人三大技術之應用，被視

為在 2018 年至 2022 年間將對全球企業商業模式產生顛覆性影響。74而金融科技

與數位生醫則被「CB Insights」列為最具 AI 演算法應用前景的其中二項產業。75

除此之外，區塊鏈技術隨比特幣問世而受到矚目並逐步應用在各領域，其中金融

服務與健康醫療為當前區塊鏈主要應用領域之二。76
 

因此，本節在此將先剖析當前全球數位創新創業的發展態樣，說明數位科技

在全球的主要應用領域，再進一步闡述金融科技與數位生醫之創新應用，並從早

期資金投資趨勢來看這兩大領域的創業發展，藉以做為我國推動數位創新創業重

點領域之策略參考。 

一、全球數位創新創業之科技應用領域 

自二十世紀 90 年代開始，網際網路技術發展至成熟階段，帶動雅虎（Yahoo!）

和美國線上（AOL）等網際網路服務之興起，此為第一波數位革命之創新創業。

其後隨著媒體平臺與網路社群之建立，第二波數位創新創業提供廣告科技、遊戲、

數位媒體等多元服務，包含 Google、WordPress、Facebook、Line 以及 Netflix 等。

目前全球數位創新創業的發展已進入第三波數位革命，主要以數位科技深入某特

定垂直領域，或是深度運用某項科技的深層技術，前者如行動服務創新模式的

Uber，後者如分散式帳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人工智慧

                                                      
74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2019 年 9 月，《2017 年全球數位智商調查報告》（2017 Global Digital IQ 

Survey）。 
75

 CB Insights, 2017, “AI 100: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rtups Redefining Industries”, December. 
76

 McKinsey & Company, 2018, “Blockchain beyond the hype: What is the strategic business value?” 



57 

或生命科學領域等。77
 

 

 

 

 

 

 

 

 

資料來源：創業基因(Startup Genome)機構，台經院繪製。 

圖 5 全球數位革命創新創業歷程 

 

「創業基因（Startup Genome）」機構發布《2018 年全球創業生態系報告》

（GSER2018），從五年早期投資件數成長率(Early Stages Deals 5-Year Growth）、

五年新創出場件數成長率（Exits 5-Year Growth）、全球新創占比（Share of Global 

Startups）、該產業新創家數成長率（Startup Formations Growth）等四項指標進行

分析，觀測全球各數位科技領域的創新創業發展階段，區分為「高速成長領域」

（Growth Sub-sector）、「穩定發展領域」（Mature Sub-sector）、「成長消退領域」

（Decline Sub-sector）： 

（一）高速成長領域 

創業基因報告指出，第三波數位革命的先進製造與機器人（Advanced 

Manufacturing & Robotics）、農業科技與新興食物（Agtech & New food）、區塊鏈

（Blockchain）、人工智慧 /大數據與分析（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 

Analytics）等四大領域，皆展現突破性成長；其中，先進製造與機器人早期投資

主要項目，區塊鏈的新創事業成長幅度最高，人工智慧/大數據與分析的發展逐漸

成熟。 

 

（二）穩定發展領域 

創業基因報告指出，健康與生命科學（Health and Life Sciences）、金融科技

（Fintech）、網路安全科技（Cybersecurity）、生物科技（Biotech）、潔淨科技

（Cleantech）、教育科技（Edtech）等六大領域，創新創業活動已具相當規模，早

期投資件數成長趨緩，領域內的新創事業成長穩定；其中，生物科技、健康與生

命科學領域為早期投資主要項目，金融科技、網路安全科技和教育科技領域內的

新創家數仍持續成長。 

                                                      
77

 Startup Genome(2018).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18: Succeeding in the New Era of Technology, 

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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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長消退領域 

創業基因報告指出，屬第二波數位革命的廣告科技（Adtech）、線上遊戲

（Gaming）、數位媒體（Digital Media）等三大領域，創新創業成長動能下降，早

期投資件數與新創事業成長速度均消退。儘管如此，廣告科技在亞洲地區仍持續

成長，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與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的運用也為廣告

科技帶來新一波創新創業動能。 

表 4 列示「高速成長領域」、「穩定發展領域」、「成長消退領域」各子域的數

位創新創業發展概況，圖 6 則比較各數位科技應用領域在首次公開發行（IPO）

後的年化報酬成長率。 

整體而言，金融科技、健康與生命科學、人工智慧/大數據與分析等三大領域，

為當前全球數位科技創新創業的主要應用領域，依序占全球新創事業的 7.1%、

6.8%和 5.0%；區塊鏈、先進製造與機器人兩大領域，則為當前全球數位科技創

新創業成長最快的應用領域，早期投資件數成長率分別為 162.6%和 189.4%，領

域內新創事業成長速度分別為 17.9%和 15.3%。比較各領域新創事業首次公開發

行後的年化報酬成長率，以區塊鏈技術為最高達227.7%，次為先進製造達64.5%、

人工智慧達 49.8%，網路安全科技和金融科技各為 40.7%和 39.7%追隨在後。 

在前述這些第三波數位革新的科技領域之中，人工智慧被視為在 2018 年至

2022 年間將對全球企業商業模式產生顛覆性影響之其中一項新興科技。麥肯錫

2018 年發布研究報告指出，全球 400 個人工智慧應用案例中，近七成企業之傳統

技術將被人工智慧技術取代，包含旅遊業、物流業、零售業、高科技業、媒體娛

樂業、農業、金融服務業和醫療服務業等，透過行銷與銷售、供應鏈管理和製造

流程優化、風險管理等層面使企業附加價值提升，如電商平臺之個人化精準行銷、

運用機器學習進行設備系統自動維護、更精準的保險風險評估與保費設計等，預

估經由導入人工智慧於全球產業，可望創造 3.5 兆美元至 5.8 兆美元不等的潛在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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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球數位科技領域的創新創業投資指標 

數位科技領域 
早期投資件

數成長率 

新創出場件

數成長率 

全球新

創占比 

新創家數

成長率 

高

速

成

長 

先進製造與機器人 189.4% 229.6% 1.3% 15.3% 

農業科技與新興食

物 
171.4% 114.3% 0.6% 14.3% 

區塊鏈 162.6% 222.9% 1.5% 17.9% 

人工智慧 /大數據

分析 
77.5% 188.3% 5.0% 12.9% 

穩

定

發

展 

健康與生命科學 56.2% 119.4% 6.8% -0.3% 

金融科技 38.9% 136.3% 7.1% 6.8% 

網路安全科技 35.4% 133.3% 0.7% 4.6% 

生物科技 57.2% 75.0% 1.8% -5.7% 

潔淨科技 25.4% 58.1% 2.1% -9.7% 

教育科技 7.9% 168.5% 2.8% 7.4% 

成

長

消

退 

廣告科技 -34.6% 85.9% 3.3% -6.9% 

線上遊戲 -27.2% 109.3% 4.8% -4.2% 

數位媒體 -27.1% 78.7% 20.4% -2.3% 

資料來源：創業基因（Startup Genome）機構，台經院整理。 

 

 

 

 

 

 

 

 

 

 

 

 

資料來源：創業基因（Startup Genome）機構，台經院繪製。 

圖 6 全球數位科技創新創業投資之 IPO 後年化報酬率 

 

 

227.70% 

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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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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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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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除了帶動全球創新創業投資的新趨勢之外，數位革新也成為全球企

業提升競爭力的驅動因子。波士頓諮詢公司（BCG）今(2018)年 6 月發布《2018

年全球 50 大創新企業》報告，78上榜企業涵蓋資訊科技、工業產品、電動汽車、

消費與零售、交通旅遊、金融服務、醫療健康、媒體娛樂業等（表 5 及圖 7），這

些企業多具有大數據分析、行動產品和服務等數位化轉型和創新能力。以醫療健

康產業來說，隨著蘋果(APPLE)、谷歌（Google）等數位科技企業跨入醫療健康

領域，傳統醫療健康企業也在進行數位轉型；因為生活習慣改變，「行動科技」

在化學品、金融服務、製造業和健康醫療領域的應用正在大幅成長；至於「數位

設計」在消費類產品、媒體和娛樂、製造業、保險、健康醫療和公共領域受到更

多關注。 

 

表 5  2018 年全球 50 大創新企業 

1 Apple 18 GE 35 Adidas 

2 Google 19 Orange 36 BMW 

3 Microsoft 20 Marriott 37 Nissan 

4 Amazon 21 Siemens 38 Pfizer 

5 Samsung 22 Unilever 39 Time Warner 

6 Tesla 23 BASF 40 Renault 

7 Facebook 24 Expedia 41 3M 

8 IBM 25 Johnson & Johnson 42 SAP 

9 Uber 26 JPMorgan Chase 43 DuPont 

10 
Alibaba 

27 
Bayer 

44 
InterContinental 

Hotels Group 

11 Airbnb 28 Dow Chemical 45 Disney 

12 SpaceX 29 AT&T 46 Huawei 

13 Netflix 30 Allianz 47 Procter & Gamble 

14 Tencent 31 Intel 48 Verizon 

15 Hewlett-Packard 32 NTT Docomo 49 Phillips 

16 Cisco Systems 33 Daimler 50 Nestle 

17 Toyota 34 AXA   

資料來源：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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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G, The Most Innovative Companies 2018, 201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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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創業基因（Startup Genome）機構，台經院繪製。 

圖 7  2018 年全球 50 大創新企業之產業分布 

 

以下將進一步闡述數位科技如何對金融服務與醫療健康引爆產業變革並帶

動創新創業趨勢。 

 

二、金融科技之發展與早期資金投資趨勢 

世 界 經 濟 論 壇 （ WEF ） 所 發 布 的 《 未 來 金 融 服 務 研 究 報 告 》

（TheFutureofFinancialServices）中，提出六項關鍵趨勢：（1）金融科技（FinTech）

的發展與對傳統金融業的破壞性是可以預期的；（2）最大衝擊來自於平臺、巨量

資料與輕量資產的商業模式創新；（3）短期影響最大的是銀行業，中長期影響最

深的是保險業；（4）金融業將會採取與新創 FinTech 公司競合的平行策略；（5）

健全的發展來自於政府、金融業與新創 FinTech 公司三方的協同合作；（6）FinTech

的破壞性創新將會逐漸改變消費行為、商業模式，與產業結構。 

我國經濟部 FINDIT 早期資金資訊平臺研究報告指出，隨著數位科技發展，

金融服務的消費方式與使用習慣出現轉變，從實體走向虛擬。順應著新型態的「金

融服務使用者」，傳統服務勢必面臨被改革的局面，而金融科技的發展正滿足了

對創新的缺口與需求。新型態的金融產業發展已不再是「以大吃小」的擴張與成

長模式，而是呈現眾多金融科技新創企業蠶食傳統金融業務與客源的「以快制慢」

趨勢。更有甚者，在這些金融新創的背後，往往是由許多資本雄厚的科技公司或

正在積極轉型的大型金融機構支持，如 Apple、Google、Amazon、Goldman Sachs、

JPMorgan 等。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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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秉航，2018 年 1 月，「2017 年新興領域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十）-金融科技篇」， FINDIT 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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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BCG 全球金融科技的發展趨勢報告，金融科技主要分為八大次領域，

包含「支付」、「保險」、「規劃」、「借貸」、「區塊鏈與虛擬貨幣」、「交易與投資」、

「數據與分析」、「安全」等。 

在「支付」方面，包含線上支付服務、帳務自動化與簡化、個人支付服務與

貨幣移轉服務等類型；在「保險」方面，包含數位醫療保險、汽車保險、P2P 保

險、小微企業保險、保險產業軟體、行動保險管理及產品保險等；在「規劃」方

面，提供金融業物流程自動化、CRM、瞭解客戶、庫存與供應鏈管理、個人理財

工具；在「借貸」方面，運用數位科技提高核貸能力，進行定價與審核放貸；在

「區塊鏈與虛擬貨幣」方面，涵蓋區塊鏈協議開發、數位貨幣、智慧合約、區塊

鏈支付及結算、資產與身份管理等區塊鏈新創企業；在「交易與投資」方面，涵

蓋投資管理、機器人諮詢、交易訂價與演算法、交易 IT、交易平臺、清算；在「數

據與分析」方面，包含巨量資料解決方案、數據視覺化、預測分析、數據提供商；

在「安全」方面，包含數位身份、身份驗證、欺詐管理、網絡安全、數據加密的

企業。 

從早期投資觀測趨勢來看，各項金融科技的應用場域中，資本市場自動化基

礎建設最受青睞，創近五季新高，達 54 件，計 10.84 億美元；其中亞洲新興借貸

平臺快速興起，特別是印度的另類借貸公司，包含 Lendingkart、Rupeek、EarlySalary

等。此外，從 2017 年至今(2018)，金融監管科技的投資金額呈逐漸攀升趨勢。 

麥肯錫顧問公司於 2013 年報告提出，2018 年非金融業者將瓜分 10%的金融

業務，其 2015 年發布報告更指出，非金融業者在未來 10 年（2025 年之前）預期

將分食金融業 40%的金融營收及 60%的利潤。隨著國際金融科技的發展，金融機

構不再是主要的分配者，客戶對金融機構的忠誠度將降低，隨著小額融資需求提

升，加上主管機關轉向支持金融科技發展的態度，再再推進金融機構未來提供小

型化、社區化、多元化、智能化的創新服務，創造更多金融科技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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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球金融科技八大新創領域及企業 

領域 創新營運模式 金融科技新創企業 

支付 
包含線上支付服務、帳務自動化與簡化、

個人支付服務與貨幣移轉服務等類型。 

如：支付寶、

Paypal、 

TransferWise。 

保險 

包含數位醫療保險、汽車保險、P2P保險、

小微企業保險、保險產業軟體、行動保險

管理及產品保險等。 

如：英國Guevara、

德國Friendsurance

與美國Lemonad。 

規劃 
提供金融業物流程自動化、CRM、瞭解客

戶、庫存與供應鏈管理、個人理財工具。 
如：Trunomi、Onfido 

借貸 
運用數位科技提高核貸能力，進行定價與

審核放貸。 

如：Lending Club與

Sofi。 

區塊鏈與虛

擬貨幣 

涵蓋區塊鏈協議開發、數位貨幣、智慧合

約、區塊鏈支付及結算、資產與身份管理

等區塊鏈新創企業。 

如：Ripple、

BlockStream、

Coinbase等。 

交易與投資 
涵蓋投資管理、機器人諮詢、交易訂價與

演算法、交易IT、交易平臺、清算。 

如：美國

Wealthfront、

Betterment及英國

的Scalable Capital。 

數據與分析 
包含巨量資料解決方案、數據視覺化、預

測分析、數據提供商。 

如：Kreditech、

Cloudera。 

安全 
包含數位身份、身份驗證、欺詐管理、網

絡安全、數據加密的企業。 

如：TeleSign、Shift 

Technology。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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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lobal Fintech Report Q1 2018，CB Insights，台經院繪製。 

圖 8  2018 年第一季各類金融科技早期投資金額 

 

三、數位生醫之發展與早期資金投資趨勢 

隨著資通訊技術（ICT）成熟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的

崛起，結合物聯網、大數據科學的醫療跨界運用已經是全球未來的發展趨勢。在

現今電腦計算能力（大數據、雲端計算、類神經網路、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寬頻網路、行動裝置三個技術日新月異下，人工智慧的生態系統遂不斷擴大，亦

促進醫療機構對於 AI、機器人、ICT、遠端醫療、VR 等對於創新技術的應用。 

因此可觀察到，近年來 Google、Apple 和 Amazon 等企業全球科技巨擘，紛

紛跨足醫療與健康照護產業。最早為 Google 在 2008 年推出用戶可自行管理個人

病歷的 Google Health 平臺，2014 年 Google 再度推出供客戶追蹤自我健康的

Google Fit 應用開發平臺。其後在 2016 年蘋果公司也推出了 ResearchKit 醫療研

究軟體架構和 CareKit 護理醫療軟體架構，2018 年初全球最大電子商務平臺

Amazon 也宣布跨足健康照護企業。 

此一數位醫療的發展趨勢，反映出傳統醫療產業結構將被顛覆，而驅動此一

變革的要素，來自於醫療支出龐大、監理法規改變、重視服務品質與個人化醫療、

貼近個人需求的預防式醫療，以及個人健康與醫療資訊的整合需求。 

根據 Arthur D. Little 的研究，將「數位醫療」定義為數位技術（特別是 ICT

和資料分析）與傳統的健康醫療價值鏈要素和決策結構的融合。總體目標為改善

患者的健康及降低服務成本。數位醫療範疇包括「電子醫療」（e-Health）、「行動

醫療」或「遠程醫療」，目前隨著人工智慧加入健康醫療領域，更加速疾病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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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與精準度，也帶動「精準醫療」成為數位醫療的相關範疇。80
  

「數位醫療」大致上可分為以下七大發展趨勢： 

（一）醫療照護雲端服務 

隨著醫療軟體產業漸趨於成熟，許多產品通過遠端主機託管的方式來佈署運

行，而非在自家公司的機房。這種趨勢逐漸取代了大多數服務供應商所自行設置

的昂貴且不安全的數據中心。例如，歐洲的醫療照護服務供應商現在正轉型為基

於雲端服務的醫療資訊系統（HIS）、門診醫療管理系統、病患病歷管理系統（PMS）、

電子病歷/電子健康檔案（EMR/HER）和電子處方系統。 

 

（二）整合式健康照護系統和具有互通性的服務 

目前廣泛應用於醫療紀錄系統、醫療機械整合、實驗室整合、放射學整合、

醫院和診所整合、遠程醫療門戶以及家庭健康等應用領域。 

 

（三）醫療設備資料整合至醫療照護系統 

醫療設備資料與患者醫療記錄的整合，在重症護理病房可實現更好的患者監

測和監控，同時減少人為因素導致的錯誤，提高運作效率，有利於照護者和患者。

此外，基於早期警示系統（EWS）的臨床警報、預測分析、虛擬重症加護病房和

緊急應變團隊警報系統等，也可幫助臨床醫生實施預防性介入措施並改善治療結

果。 

 

（四）行動醫療（m-Health）與醫療照護移動性 

由於使用智慧型手機和個人偏好的應用程式（Bring Your Own Apps, BYOA）

普及率越來越高，連網型醫療設備、可監控健康的穿戴式裝置以及 3G 和 4G 網

路覆蓋率增長，使健康醫療相關應用在慢性病管理方面逐漸增加，實現不間斷的

數位醫療服務。 

 

（五）遠距醫療、遠距健康照護和遠距病人監護解決方案 

遠程醫療使患者能夠在家庭或社區環境中就能獲得醫療照護，而不需要完全

依賴於實體的醫院或診所。行動健康應用程式 （m-Health App）、數據聚合平臺

和雲端數據分析解決方案越來越普及，無論病患是在診所、醫院或在家裡，都可

以隨時掌握患者治療進度及給予照顧。 

 

 

                                                      
80

 Arthur D. Little, Succeeding with Digital Health: Winning Offerings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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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醫學影像資訊和影像交換平臺 

隨著成像技術和加值服務的發展，影像資訊技術已經擴展到各個臨床領域，

從放射科學和心臟病學到內視鏡診斷和病理學等。同時隨著各個部門的影像資訊

工具的增加，醫學影像利用率也隨著增長。 

 

（七）精準醫療與醫療照護資訊技術的整合 

對於目前應用廣泛的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l Sequencing, NGS）來說，癌

症等慢性疾病的精準醫療，在基因定序和資訊的關聯分析過後，除了依據分析資

訊擬定個人化用藥策略之外，也可結合數位化醫療照護，根據個人基因表現、健

康狀況，與醫療照護提供者共同實踐個人化健康管理計畫，並利用個人化的遠距

照護平臺及關懷醫療，提升治療成效並追蹤預後情況，精準醫療與醫療照護資訊

技術的整合，將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之一。 

從早期投資觀測趨勢來看，基因、診斷篩檢和臨床治療為全球投資者最關注

的前三大應用領域，2018 年 Q1 獲投金額各達 5.65 億美元、5.39 億美元和 5.24

億美元；未知領域和行政管理則為全球投資者最關注的前二大專業領域，2018 年

Q1 獲投金額各達 4.44 億美元和 3.68 億美元。特別一提的是，無論是應用領域或

是專業領域，基金相關的數位生醫皆屬全球投資人的主要關注領域。此外，由「未

知領域」成為數位生醫專業領域的第一大早期投資領域，可預見數位生醫的創新

創業龐大商機。 

 

 

 

 

 

 

 

 

 

 

 

 

 

 

資料來源：StarUp Health Insights，台經院繪製。 

圖 9  2018 年第一季全球數位醫療投資前十大-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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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tarUp Health Insights，台經院繪製。 

圖 10  2018 年第一季全球數位醫療投資前十大-專業領域 

 

第三節 主要國家數位創新創業之重要案例探討 

    自 2000 年起網際網路愈發蓬勃發展，相關技術得以商業化，數位商業模式

得以問世，以物聯網、AI、區塊鏈等技術作為基礎，全球開始進入工業 4.0 的階

段，眾多顛覆傳統模式的新興產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本節將針對數位創新創業

重要案例進行探討，除了從 Google 和阿里巴巴分別探討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數位

創新創業環境之外，也觸及金融科技與醫療科技領域之國內外代表性案例，探索

這些數位新創企業的創新創業模式。 

一、從 Google 看美國之數位創新創業 

    在第二章美國的創新創業政策分析中提到，美國位居世界創新之首並非因為

政府提出由上而下的創新創業鼓勵政策，而在於美國的競爭意識及相信市場經濟

的社會氛圍，以及大學教育在培育人才外，更同時鼓勵學生創新，例如史丹佛大

學即以專案方式鼓勵學生創新。 

    1994 年因為 Mosaic 瀏覽器及全球資訊網（WorldWideWeb；WWW）問世，

網際網路開始受到關注，相關產業亦開始發展，Google 即是起始於史丹佛大學的

博士生賴利‧佩吉和謝爾蓋‧布林於 1996 年開始進行的一項關於搜尋的專案。

並在往後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Google 逐漸竄升為世界第一的入口網站。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如今我們看到多樣化、多功能的 Google，事實上並非其

原始樣貌，一開始的專案是針對設計搜尋，當時最大的搜尋引擎是 YAHOO 奇摩，

但是 YAHOO 奇摩當時的搜尋介面過於複雜，而賴利‧佩吉和謝爾蓋‧布林則將

Google 的搜尋介面以簡單的樣貌呈現，使得初學者能簡單上手使用。所以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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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發初期只針對搜尋的方式進行改善及增強。 

    Google 在 1997 年 9 月註冊域名，在此之前，兩位創辦人已經在此專案上取

得一定程度的成果，但直到 1998 年 8 月時才有 Sun Microsystems 的聯合創辦人

安迪‧貝托爾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給予 10 萬美元作為搜尋引擎開發及

營運，而 1998 年 9 月 Google 公司成立。 

    在矽谷創投教父─史蒂文‧霍夫曼（Steven S. Hoffman）的著作《讓大象飛：

矽谷創投教父打造激進式創新的關鍵洞察》（Make Elephants Fly: The Process of 

Radical Innovation）（以下簡稱《讓大象飛》）中，將創新比喻為一隻大象，要讓

大象起飛勢必需要強而有力的風將牠吹起，所以霍夫曼也強調任何創新都必須乘

著時勢及趨勢起飛。在 Google 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其發展的時間正好是在

網際網路發展的前期，此外，網際網路的普及也成為後來的社會趨勢，正好將

Google 這隻大象推上天際飛翔，創新的時機以及社會的發展趨勢正好吻合並給予

Google 起飛的機會。 

    除了機會，該書也不斷強調，在新創初期單純化商品或服務，將有助於創新，

由於創新的想法到商業化中間必須在市場經過不斷實驗及根據市場的反饋進行

修正，倘商品或服務的組成過於複雜，便很難去檢驗究竟是哪個環節不受市場青

睞，改進也會緩慢許多，如此一來，在檢驗改進的過程中，時機可能已經錯過。 

    而在資金方面，不同於我們的直覺想像，霍夫曼甚至耳提面命的叮囑，在產

品或服務的研發階段就獲得龐大資金未必是一件好事，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一

旦獲得大額資金，勢必潛在給予創辦人必須回應該投資期待的龐大壓力；二是將

大額資金投入研發後，新創團隊很有可能因為沉沒成本過大，而不願意改變現有

策略，使得產品無法更貼近市場需求及趨勢潮流，最終導致失敗。 

 

二、從阿里巴巴看中國大陸之數位創新創業 

    2014 年 9 月 19 日中國大陸最大電子商務平臺之一「阿里巴巴」在紐約交易所

上市，市值高達 2,314 億美元，超越 Facebook 和 Amazon 等，成為僅次於 Google

的全球網路巨擘。「阿里巴巴」從最初的小型網路公司成長為大型網路平臺集團，

從公司行號資訊揭露的單一營業項目，拓展至涵蓋 B2B 貿易、線上零售、購物搜

尋引擎、第三方支付和雲端服務等全方位數位服務項目，可說是中國大陸近幾十

年數位經濟興起的縮影。同時「阿里巴巴」電子商務平臺發展至今，已自成一套

「阿里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映照出中國大陸各地近十多年來群眾創新的盛況以及

草根創新的關鍵要素。 

    《阿里巴巴模式》（The Alibaba Model）一書指出，「阿里巴巴」成功躍為中

國最具影響力網路公司之一，其發跡於網路剛剛興起時代、市場競爭尚未白熱化

之時，且瞄準市場需求眼光精準、順勢而為的企業經營策略，為「阿里巴巴」創

新之外的重要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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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馬雲創辦「阿里巴巴」，欲打造成為以中小企業為主的 B2B 電子商務

平臺。在此之前的二十世紀末，全球網路經濟盛行帶動，美國電子商務蓬勃發展，

而中國大陸網路潮流興起但尚未出現電子商務模式。馬雲在一場亞洲電子商務大

會上學習到美國電子商務模式，並因應中國大陸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市場特色，建

立不同於美國的「商人對商人」（Businessman to Businessman）電子商務平臺。此

外，當時中國大陸實體商務環境尚未出現大量有組織的零售商、品牌通路及創新

金融活動，加上中國大陸網路基礎設施未臻完善、城鄉及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均衡、

傳統工業和物流不甚發達，實體經濟面的不健全反而為「阿里巴巴」創造網路經

濟的新商業價值。 

    掌握了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發展先機之外，「阿里巴巴」成立後剛好搭上中國

大陸網路快速發展時期，也得利於中國大陸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高速成長，

驚人的消費市場潛力加上龐大的網路使用族群，帶動中國大陸網路零售商機飛躍

成長。《阿里巴巴模式》（The Alibaba Model）一書指出，2012 年底中國大陸共有

5.64 億網路人口且平均每周上網 20.5 個小時，共有 2.42 億網路購物人口且網購

使用率為42.9%；2012年網路零售額達1.3兆人民幣（占總消費品零售額約6.3%），

較 2008 年 1,000 多億人民幣（占總消費品零售額僅 1%）成長 13 倍。「阿里巴巴」

瞄準中國大陸的網路零售商機並順勢擴展業務，奠定了成功之路。 

    然而「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並非靠一己之力並一次創業即成功的傳說型創

業家，在「阿里巴巴」之前，馬雲即有多次創業經驗，雖然最後無疾而終或被收

購，卻使馬雲增進對網路市場的了解、形塑獨特的經營哲學並累積相關人脈。舉

例而言，馬雲在 1995 年創辦「中國黃頁」提供大量中國大陸的中小企業資訊，

1997 年創辦「外經貿部商務信息中心」認識了包含雅虎創辦人楊致遠等網路創業

家，這些經驗提供後來「阿里巴巴」成立的養分。 

    除了馬雲個人的創業經歷與市場嗅覺，「阿里巴巴」也因為遇到了伯樂蔡崇

信（如同今日的天使投資人）而有了不同於其他中國大陸網路公司的際遇。1999

年蔡崇信負責北歐投資機構銀瑞達（Investor Asia Limited）的亞洲私募基金業務，

為開發中國大陸投資標的而前往中國大陸杭州並結識馬雲。蔡崇信加入「阿里巴

巴」(持股 3.2%)後，運用在投資銀行界的法律與財務專業以及投銀界人脈，幫馬

雲進行員工培訓、建立公司制度與規劃資金籌措，先在「阿里巴巴」創始時期協

助取得高盛集團等國際機構共 500 萬美元投資挹注，之後遇上 2000 年全球網路

泡沫，蔡崇信引薦日本軟銀集團總裁孫正義投資 2000 萬美元，使「阿里巴巴」

得以挺過網路風暴。此後從合併雅虎中國至紐約證交所掛牌上市，蔡崇信皆扮演

重要的輔佐與導師角色，幫「阿里巴巴」媒合投資人並鏈結國際市場。 

    自 1999 年成立至今，「阿里巴巴」不再只是電子商務平臺，為使平臺運作順

暢、提高商家進駐創業的成功率並降低違約風險，「阿里巴巴」逐漸發展出一套

完整的「阿里創新創業生態系統」。在此生態系統內，有協助賣家議價的「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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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和網路行銷的「淘寶客」，有負責店家培訓及輔導的「淘寶大學」和「天貓

事業部」，有提供店家及講師宏觀分析及總體資訊的「阿里巴巴研究中心」，也有

提供賣家信用擔保的「支付寶」，各個角色各司其職，建構了孕育無數新創企業

的生態體系。 

    其中，「淘寶大學」、「天貓事業部」和「阿里巴巴研究中心」促進平臺商家

之間的交流學習，並增進商家與外部機構的接觸鏈結，持續推進「阿里巴巴」平

臺商家的創新創業。以「淘寶大學」為例，2007 年「阿里巴巴」旗下「淘寶網」

成立「賣家培訓部」（後來改制為「淘寶大學」），輔以獎勵分享機制81，鼓勵業績

優良的店家分享創業經驗，形成資深企業帶新企業的星月效益，或和當地大學院

校(如復旦大學)合作開設課程和互聘講師，持續提供賣家商務專業知識和企業管

理經驗，並激發平臺店家的創新思維。 

    「阿里巴巴」起源於中國大陸杭州，作為中小企業匯集地，杭州的發達民營

經濟與濟濟商人為「阿里巴巴」提供豐厚的實體經濟培土。隨著「阿里巴巴」的

成長茁壯及其生態體系的持續發展，杭州成為中國大陸網路與數位經濟的創新創

業基地，不乏原先隸屬於「阿里巴巴」體系的商家在杭州另行創業，並吸引中國

大陸各地頂尖的資通訊人才在此就業和創業，儼然為中國矽谷之一。「阿里巴巴」

與杭州可謂是「魚幫水、水幫魚」，城鎮固有的商業文化與環境孕育了創新企業，

而該企業的成長帶動周邊產業的創新創業，也促進所屬城鎮發展創新經濟模式，

形成良好的循環。 

 

三、全球金融科技創新創業之成功經驗 

    在 2018 年 5 月 29 日舉辦的「全球數位創新創業趨勢及對金融科技發展之影

響」綜合座談會中，與會專家提及金融科技創新領域中，支付為成長最快且比例

最高的應用領域，而財富管理及區塊鏈金融將是臺灣未來發展金融科技的利基領

域。因此將探討全球金融科技企業在支付、財富管理及區塊鏈上的成功經驗，以

供我國未來推動相關應用之參考。 

（一）支付 

1. 英國：TransferWise 

2011 年成立並設籍在英國的 TransferWise，為一家提供 P2P 跨國匯兌服務的

金融科技新創公司，採用路透社公告之中期市場匯率(mid-Market Rates)，透過本

地機構帳戶互轉的方式，免除金融中介機構的隱藏費用，提供了相對低廉且透明

的跨國匯兌服務。此外，TransferWise 只在交易雙方所屬國家的帳面上進行調整，

實際金流並未發生立即跨國移轉，因而只需 1 日至 2 日即可完成交易，較傳統金

融金構 2 日至 5 日所需時間為短。82
 透過在全球各地築起的跨國帳戶網絡，

                                                      
81
 如：有提供分享課程的店家講師，可免費參加其他講師分享的課程。 

8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6 年，〈金融科技創新精選個案：FinTech 66〉，頁 28 至 29，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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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Wise 官方網站指出其目前已能提供超逾 60 種貨幣的兌換服務，每月協助

300 萬名客戶處理逾 20 億英鎊的跨境支付。83
 

TransferWise 的創業構想，來自於兩位愛沙尼亞創辦人 Taavet Hinrikus 和

Kristo Kaarmann 的跨國支付需求。根據 TransferWise 官方網站所載創業故事，

Taavet 本人居住在倫敦使用英鎊但收到愛沙尼亞 Skype 支付給他歐元薪資，而

Kristo 本人有愛沙尼亞歐元房貸的支付需求但收到倫敦 Deloitte 支付給他英鎊薪

資，兩人有感於透過銀行轉帳既耗時又得加付高額中介費用，因而發想出一套 P2P

跨境支付方式：以當日路透社公告之中期市場匯率為匯兌基準，Taavet 將其愛沙

尼亞帳戶內等值歐元存入 Kristo 的愛沙尼亞歐元帳戶，Kristo 將其倫敦帳戶內等

值英鎊存入 Taavet 的倫敦英鎊帳戶，雙方各收取所需的歐元或英鎊資金，但過程

不涉及跨境交易，也不需支付銀行中介費用。 

Taavet 和 Kristo 認為應該有許多人面臨和兩人相同的跨境支付需求和高額費

用困擾，立基於兩人之前在 Skype 和 PayPal 的工作經驗，遂運用 P2P 技術提供

快速且便宜的跨國支付服務。Taavet 離開 Skype 後曾到法國英士商學院(INSEAD)

就讀，期間時常發想一些創業點子，TransferWise 便是在 Taavet 抱持著「不妨試

試看」中孕育而生，一上線旋即獲得好評，推出四年後累計透過 TransferWise 轉

帳金額達 30 億歐元，每月轉帳金額計 5 億歐元，約占英國整體跨境支付市場 2%，

也在 2015 年 1 月獲得矽谷知名創投機構 Andreessen Horowitz 的 5,800 萬美元資

金，晉身獨角獸俱樂部一員。84
 

除了歐洲地區，TransferWise 也將業務觸角逐步延伸至美國、日本，新加坡

等亞太地區。不過，TransferWise 海外推廣之路也遇到各國金融監管法規差異的

問題。以日本為例，TransferWise 自 2016 年 9 月起開始在日本提供服務，2018

年用戶數預估將較 2017 年成長 300%，但因為 TransferWise 在日本是取得匯兌交

易商註冊營業許可證，依據日本法規每筆匯款金額上限為 100 萬日圓，跨境支付

服務因而受限，目前正待日本金融監理局放寬相關規定。85
 

2. 臺灣：TapPay（喬睿科技） 

2017 年 KPMG 發布全球 100 大 FinTech 新創企業，臺灣入選者僅一家，即

由喬睿科技所開發的支付系統 TapPay。與臺灣其他支付類型 FinTech 新創不同，

TapPay 運用「聲紋壓碼」技術 (Dual Band Sound Transmission, DBST)進行感應支

付，使用者僅需點開 TapPay 的 App 將手機靠近感應店家的手機或平板電腦即可

完成付款，無須開啟手機的藍芽、NFC 或 QR code 等功能，提供消費者更直覺的

                                                      
83

 Transferwise 官方網站，〈關於 Transferwise〉，https://transferwise.com/about/our-story，最近瀏覽日期為

2018 年 8 月 3 日。 
84

 顏理謙，2015 年，〈跳過銀行的匯率才合理! – TransferWise 跨國 P2P 匯兌服務〉，數位時代，12 月 21

日。 
85

 新國祥大，2018 年，〈毎月 60 億円の手数料削減に成功，英ロンドン発、海外送金サービスの実力〉，

Forbes Japan，4 月 19 日，https://forbesjapan.com/articles/detail/206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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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支付體驗，並解決傳統支付系統使用 NFC 及 QR code 的高成本與不便推廣

問題。86
 

2015 年莊凡頡創立喬睿科技時正就讀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另外兩位執

行團隊主要成員李志浩和陳宥廷則是政治大學及臺灣科技大學的研究生，三人因

參加時代基金會 YEF 創業競賽而認識。當時國際上已有使用感應技術但尚未應

用在支付系統上，莊凡頡在德國交換學生時研發出「聲紋壓碼」的感應支付技術，

希望進一步商業化，因此結合另外兩位成員一邊創業一邊完成研究所課業。對於

學生創業的競爭力分析，執行團隊表示，學生創業可享校園及校友的龐大資源為

一優勢，但缺乏資金和經驗為一劣勢，所幸透過補助金和比賽獎金支撐喬睿科技

走過創業初期，包含科技部創新創業計畫資金、宏碁龍騰微笑創業競賽獎金以及

天使投資挹注等。87
 

TapPay 一開始主要在三所大學校園推廣使用，後來漸漸與各家銀行串接，並

擴大推廣至夜市攤商與網路電商。TapPay 的成功，是因為解決了商家的痛點：第

三方支付系統頁面轉換頻仍帶來不方便的使用體驗，而自建系統需申請稽核認證

並與銀行串接應用程式介面相當繁瑣。2017 年第一季 Apple Pay 挑選三家支付服

務供應商（Payment Service Provider），甫創業不到兩年的喬睿科技以 10 秒完成

支付流程(一般需費 3 分鐘)成為其中之一，與另外兩家第三方支付前輩綠界及藍

新科技並駕齊驅。88
 

 

（二）財富管理 

1. 美國：Wealthfront 

    1990 年代美國電腦及資通訊科技發展躍進，不少美國投資顧問業者在其網站

上提供投資建議諮詢服務。因應此趨勢，美國證管會也在 2003 年頒布「規則

203A-2(f)」(Rule 203A-2(e), Exemption for Certain Investment Advisers Operating 

Through the Internet,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Release No.2091)，投資顧問業者可援此

規則向美國證管會申請註冊網路投資顧問業務。2008 年金融海嘯引發美國華爾街

傳統金融機構裁員潮，加之金融監管趨嚴，部份金融人士轉而投入金融科技領域，

機器人理財也開始發展盛行。89
 

Wealthfront 為目前美國兩大機器人理財業者之一，2011 年於美國矽谷創立，

運用演算法、數據分析及 AI 科技，分析美國大眾消費習性，設定 7 至 8 個問題

                                                      
86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6 年，〈金融科技創新精選個案：FinTech 66〉，頁 48 至 49，12 月。 
87

 Mia，2016 年，〈學生團隊打造 TapPay 手機支付新技術，三大學生商圈每週可達近 3000 筆交易〉，Inside，

1 月 7 日，https://www.inside.com.tw/2016/01/07/tappay-mobile-payment。 
88

 王妍文，2017 年，〈一鍵付款、10 秒結帳 購物快速安全〉，遠見雜誌，11 月 10 日，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0962。 
89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谷湘儀等人，2016 年，〈機器人顧問(Robo-Advisor)國外實務及相關法令與管理措

施之研究〉，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委託研究報告，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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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評估投資者的風險容忍度，加上投資者個人的稅務規劃偏好、常用資金流向等，

依此推薦適合的 ETF 資產類別。Wealthfront 客戶可開立個人或信託投資帳戶，在

Wealthfront 網站或 APP 直接進行投資，最小投資金額為 500 美元，一萬美元以下

投資金額不收取費用，超過額度則每年收取 0.25%費用，90相較美國傳統財富管

理門檻低且收費低廉。91
 

2017 年美國金融工具評比網站 NerdWallet 票選各家機器人理財服務，以減免

稅務為特色的Wealthfront和專做退休規劃的Betterment同列為兩家最優的機器人

理財業者。92
 Wealthfornt 的成功可歸納為兩大元素：一是其背景實力兼俱的全方

位創業與執行團隊，二是其專注早期用戶(Early Adopters)的創業策略。 

在創業與執行團隊方面，Wealthfront 創辦人之一 Andy Rachleff 曾為

Benchmark capital 創投公司創辦人，並曾於史丹佛大學商管學院講授科技創業，

另一位創辦人Dan Carroll曾為券商交易員，而現任執行長Adam Nash曾任Apple、

eBay、LinkedIn 等知名企業 CEO 且擅長大數據理財分析。除此之外，Wealthfront

並任命知名經濟學家與《漫步華爾街》作者墨基爾（Burton Malkiel）擔任投資長，

帶領 4 位量化投資博士智囊團，持續精進投資策略與分析模型。93
 

在創業構想與策略方面，兩位創辦人分別由自身經驗體察到，數據分析與科

技可以提供更便捷、更有利且可負擔的投資顧問服務。由於主打 500 美元低投資

門檻和科技分析，Wealthfront 服膺行銷著作《跨越鴻溝》(Crossing the Chasm)的

理論94，以千禧世代為首要客群，先在社群網路公司 Facebook 和 LinkedIn 內部成

立投資研討會進行推廣，建立口碑後逐步拓展至 Amazon 與 Apple 等其他科技公

司，再由這些早期用戶推薦 Wealthfront 服務給他們科技圈以外的親友。創辦人

Andy Rachleff 曾撰文指出成功創業的兩大步驟：先開發出單一核心款式/功能的

產品來吸引興致勃勃的小眾客群，接著提出較全面的產品與服務並利用早期客戶

口碑擴大客群。95
 

2. 臺灣：TradingValley（立鼎資訊科技） 

    自 2016 年底國內銀行陸續推出智能理財服務，包括瑞士銀行智慧財富管理

服務及中國信託智動 Go 等，但這類服務過程仍有高比例需理專介入服務且由人

                                                      
90

 同上。 
91

 一般而言，美國傳統財富管理門檻為 100 萬美元，並收取約 1%管理及顧問費。 
92

 沈庭安，2017 年，〈為何能吸引民眾託付百億資產？美國理財機器人雙巨頭策略大剖析〉，iThome 新聞，

9 月 9 日，https://www.ithome.com.tw/news/116555。 
93

  Wealthfront 官方網站，https://www.wealthfront.com/origin，最近瀏覽日期為 2018 年 8 月 3 日。 
94

 《跨越鴻溝》一書指出，科技產品周期在各階段會吸引不同特性的客群，包含喜歡嘗鮮但不愛花錢的

創新者(Innovation)、願意試用且可能購買的早期用戶(Early Adopters)、經親友推薦才會購買的早期主流用

戶(Early Majority)、待產品成為業界指標後才會購買的後期主流用戶(Late Majority)，以及永不購買新產品

的落後者(Laggards)。其中早期主流用戶是市場最大客群，而新創業者所推出產品，必須能夠跨越早期用

戶和早期主流用戶之間的鴻溝才能存活。 
95

 Andy Rachleff, 2014, “Startups always have a chasm to cross”, Medium Website, June 24
th

, 

https://medium.com/@arachleff/startups-always-have-a-chasm-to-cross-61b79215a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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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調整投資組合。隨著 2017 年 6 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以自動化工具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Robo-advisor)作業要點》，凡取得我國投

顧執照者可申請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以全無或極少人工服務來提供客戶投資組

合建議之顧問服務，王道銀行「O-Bank 機器人理財」即在當年 7 月率先通過審

查正式上線，其他約 15 家投信及投顧業者也在積極籌備中。96
 

然而在此之前，2014 年由臺灣年輕人成立的立鼎資訊科技(TradingValley)

早已進軍美國機器人理財市場。該公司創設一機器人投資組合的金融平臺，用戶

可將自身投資組合記錄在雲端，運用演算法分析用戶過去交易紀錄、用戶行為和

市場資訊，依據用戶的獲利目標與風險偏好，推薦最適合用戶的ETF或選股策略。

TradingValley 不設資金管理門檻且管理費用低於 1%，相較於美國理財服務門檻

為 50 萬美元且需年繳 1%至 3%不等的管理費，加上產品以 App 形式搭配半封閉

財經社群，TradingValley 成功切入美國年輕族群的理財市場。97
 

TradingValley 共同創辦人彭瀚生畢業自臺灣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回臺後，以自身在紐約一家量化交易 (Quant 

Strategist)新創公司的工作經驗創立 TradingValley，2015 年 8 月獲得「矽谷臺灣天

使群」(SVTA)資助並在美國矽谷深耕三個月，2016 年 6 月成為臺灣「金融科技

創新基地」(FinTechBase)第一梯培育團隊之一，2017 年 7 月更獲得法國巴黎保險

新創挑戰(BNP Startup Challenge)競賽的「以客為尊」(Customer Centricity)獎。 

TradingValley 原先希望能移植美國模式來臺，提供從開戶、推薦基金至下

單的一站式資產管理服務，惟受限於臺灣金融法規要求推薦基金及下單需要投顧

和證券商執照，新創企業難以符合投顧及證券商所需的資本額門檻，98故目前仍

以美國市場為主。2017 年 12 月底臺灣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似

乎為 TradingValley 開啟一扇門，但共同創辦人彭瀚生 2018 年 3 月接受正聲廣播

電臺「Fintech 元年臺灣金融科技起飛系列報導(三)」訪問時認為，目前臺版監理

沙盒的模糊狀態令金融科技業者無所適從，而若採取和國內銀行或投信投顧業者

合作之策略，則會面臨理財選項受限的困境。 

 

（三）區塊鏈金融 

1. 美國：Ripple 

區塊鏈技術因比特幣(BitCoin)問世而被廣為人知，隨之而來各種虛擬貨幣紛

紛竄起，在特定群體間流通交易並成為投資標的。其中近期快速躍升並被譽為可

能是比特幣接班者，為由美國矽谷新創 Ripple 開發的瑞波幣(XRP)，2017 年 12

                                                      
96

 李靚慧、王孟倫，2017 年，〈超級比一比機器人理財績效天差地遠〉，自由時報，11 月 27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weeklybiz/paper/1155129。 
97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6 年，〈金融科技創新精選個案：FinTech 66〉，頁 138 至 139，12 月。 
98

 李映析，2016 年，〈看人衝浪不過癮 FinTech 創業冒險王〉，Inside，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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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價格攀升至 0.51 美元，較 2017 年初 0.0065 美元飆漲達 7,800%，99為比特幣

之後全球第二大虛擬貨幣。 

相較於大多數虛擬貨幣是先開發出貨幣再成為支付工具，瑞波幣則是出現

在支付體系後的產物。2005 年 Ryan Fugger 創辦 RipplePay，提出取代傳統銀行角

色的點對點(peer to peer)支付結算體系，但因侷限於熟識群體的信任關係，推出

後用戶數不多。比特幣問世後，2012 年瑞波幣兩位創始人克里斯拉森(Chris Larsen)

和傑德麥卡勒布(Jed McCaleb)向 Ryan Fugger 提出數位貨幣概念，三人成立

OpenCoin 公司，以區塊鏈技術提供金融機構及匯兌機構跨境支付解決方案，並開

發瑞波幣作為 Ripple 支付體系的虛擬貨幣，擴大 Ripple 支付體系的使用範圍。100
 

之後這家公司兩度更名，由 OpenCoin 至 Ripple Lab 再簡化為今日的 Ripple。 

相較於比特幣每筆交易需經 6 次帳簿確認歷時約 1 小時，瑞波幣在比特幣

區塊鏈基礎上加入「共識機制」(Consensus)，通過特殊節點的投票，僅需官網所

稱 3.6 秒即能完成交易驗證和確認。同時為防堵駭客偽裝某個節點而癱瘓交易體

系，Ripple 使用拜占庭容錯演算法達成共識，並允許 Ripple 公司有權刪除體系內

不安全的節點。101立基於快速、安全與近乎零手續費，Ripple 獲得眾多大型金融

機構及匯兌機構的青睞，紛紛加入 RippleNet 並成為 Ripple 的投資方，包含渣打

銀行及美國運通等。 

雖然克里斯拉森(Chris Larsen)並非區塊鏈技術的最早開發者，也非 Ripple

的初始創業者，但其身為天使投資人的背景，加上曾為美國線上信用評分新創

E-Loan 與 P2P 借貸平臺 Prosper Marketplace 的創業經驗，協助 RipplePay 成功轉

型並茁壯成為今日的 Ripple。 

2. 臺灣：MaiCoin（現代財富科技） 

繼比特幣之後，全球數位貨幣熱也在臺灣點燃創新創業之火。2018 年初臺

灣唯一具銀行信託的數位資產交易所 MAX 正式成立，以代買代購方式提供法幣

交易和幣幣交易，前者指新臺幣與數位貨幣之交換，後者指各種數位貨幣之間的

交換。目前 MAX 提供包含比特幣(BTC)、以太幣(ETH)、萊特幣(LTC)等 10 種數

位貨幣與新臺幣之交換。102
 

MAX 的創始公司 MaiCoin 不僅止於數位資產買賣交易，也是電子錢包和實

體商家收付工具。執行長劉世偉於 2014 年即催生全臺第一家比特幣交易平臺，

並積極推動國內實體商家採用比特幣付款。其後在 2016 年設立現代財富科技公

司，以區塊鏈技術處理帳務的資訊流，提供容易介接應用的 API 層，整合既有金

                                                      
99

 陳苓，2017 年，〈尋找比特幣接班人！Ripple 破新高、年飆 7,800%〉，MoneyDJ 新聞網，12 月 14 日。 
100

 高敬原，2018 年，〈瑞波幣創辦人晉升億萬富翁，看他如何催生市值第二大加密貨幣〉，數位時代，1

月 5 日。 
101

 報橘，2014 年，〈每個人都能發行自己的貨幣？一家新創團隊堅持用洛克的分權理念設計支付系統〉，

7 月 18 日，https://buzzorange.com/2014/07/18/every-one-can-release-their-own-currency/。 
102

 MaiCoin 臺灣數位資產網站，https://www.maicoin.com/zh-TW，最近瀏覽日期為 2018 年 7 月 31 日。 



76 

流支付系統，支援實體商家與金融機構的支付。103至 2018 年初成立數位資產交

易所後，延伸至一站式數位資產管理，包含即時兌換、電子錢包與商家服務。104
 

MaiCoin 執行團隊擁有資訊技術基底，總經理張軒豪畢業自美國普渡大學電

機工程系，工程副總林佑德畢業自政治大學資工系且曾在美商科技公司服務，

2014 年創業時所開發的「比特幣追查交易系」，(BlockSeer)能協助持有者及主管

機關追蹤交易軌跡，並獲得美國檢調單位採用。105
2015 年成立現代財富科技公司

後，聘請以太幣創始人擔任顧問，並結合工研院、臺灣大學和政治大學的產學能

量，採用具相對完整智慧合約功能的「以太坊區塊鏈協定」(Ethereum Portal)，可

用圖靈完備性(Turing-Complete)來處理複雜合約。 

除了技術實力之外，MaiCoin 能成為臺灣唯一通過許可採用新臺幣進行交換

的數位貨幣交易平臺，執行團隊展現經營彈性、能順應環境調整營運策略，為其

成功的不二法門；其中經營策略調整之歷程，也映照出臺灣金融科技的發展變

化。 

MaiCoin 於 2014 年推出比特幣交易平臺後，原先計畫推行結合比特幣和新

臺幣的 MaiWallet 電子錢包，唯受限於當時國內金融法規環境，未能獲得金融機

構支持。故 MaiCoin 調整策略，針對當時國內支付系統之間不易互通的痛點，將

自己定位在專門處理區塊鏈的資訊流，與富邦金控創新科技辦公室合作，由傳統

金融體系提供金流管理。106其後，在國內主管機關對數位貨幣交易持較審慎態度

且相關法規尚未明確下，MaiCoin 選擇與凱基銀行合作，由凱基銀行做為信託機

構，以滿足主管機關對實名帳戶及認識客戶的要求。107
 

 

四、全球數位生醫創新創業之成功經驗 

    在 2018 年 6 月 1 日舉辦的「全球數位創新創業趨勢及對生技醫療發展之影

響」綜合座談會中，與會專家提及我們對於醫療科技的想像應不僅限於疾病發生

後的治療，而應將醫療的定義拓寬成維持健康的各種作為，如此一來對醫療科技

的想像將會從治療擴增為治療加上預防，甚至養生、健身、老年照護等。 

    基於當時與會專家及先進的分享與相關案例說明，發現許多人都認為在現今

工業 4.0 的社會，醫療科技的發展與資料如何蒐集、保存及利用息息相關，資料

的應用是未來所趨，也是科技發展的盤石，以下將以資料的生命週期為劃分依據，

將醫療科技分為三大類別並舉國際及國內案例介紹，第一類別為與資料蒐集相關

                                                      
103

 王宏仁，2016 年，〈AMIS 瞄準小額支付資訊流商機，打造本土自主區塊鏈〉，iThome 新聞，11 月 13

日，https://www.ithome.com.tw/news/109479。 
104

 MaiCoin 臺灣數位資產網站，〈關於 MaiCoin〉，https://www.maicoin.com/zh-TW/faq/about-maicoin，最

近瀏覽日期為 2018 年 7 月 31 日。 
105

 李欣宜，2015 年，〈比特幣變打擊犯罪工具?Maicoin 開啟比特幣 2.0 時待〉，數位時代，9 月 13 日。 
106

 辜騰玉，2016 年，〈臺灣新創 Maicoin 切進主流金融支付市場，靠區塊鏈處理跨領域資訊流〉，iThome

新聞， 4 月 21 日。 
107

 黃有容，2018 年，〈虛擬貨幣交易平臺處境難僅 1 家交易帳戶在臺灣〉，中時電子報，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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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戴性裝置；第二類別則為作為保存資料而使用的區塊鏈技術及其應用；第三

類別則為資料計算及數據解讀的演算法，如人工智慧。 

（一）蒐集資訊─穿戴式裝置 

    近年因為對健康的認知有相當程度的改變，人們比起疾病發生後的治療，更

加注重平時保養及養生之道，因此青壯年族群掀起一陣運動健身風潮，於是記錄

運動數據的穿戴式裝置開始興起。 

1. 非醫療用途之穿戴式裝置 

較為著名的是 Apple Watch、小米手環、Garmin，但是這類穿戴式裝置為了

使銷售通路及相關檢驗不受限制，因此都未標榜自身屬於醫療用途，然而即使未

標榜醫療用途穿戴式裝置，這些裝置仍能與手機聯動紀錄相關生理數據，例如：

心跳、呼吸、睡眠深淺度等，這類穿戴式裝置紀錄第一手資料，擁有龐大的群眾

資料數據。 

    穿戴式裝置發起的原因除了網路、智慧型手機等現有技術的支持外，還搭上

全球運動風潮，上述幾個產品都是由已經成形的大型企業跨足其他領域，大型企

業看見未來健身及保健的趨勢潮流，因此將觸手伸進相關領域，屬於多角化經營

的範疇，可見創新創業並不僅限於從 0 到 1，1 到∞(無限大)也是創新創業的一種。 

2. 美盛醫電 

    美盛醫電為我國的新創企業，其產品為「心血管監測儀」，該裝置能簡易測

量血壓、心率，同時通過心電訊號判斷量測者目前的壓力等級。而美盛醫電創辦

人陳長宏先生於 2018 年 6 月 21 日「Workface Taipei x Bayer 生醫新創熱潮」主

題例會上分享其創業經驗，108十分值得借鑑。美盛醫電創立於 2012 年，屬於相

當年輕的企業，創辦人分享當初選擇攜帶型血壓計作為研發項目有主要幾個原因：

一來是創辦人的學經歷與醫療、工程等相關，具備研發相關品項的能力；二來是

創辦人當初發現全球民眾對於血壓的量測及監測血壓的重要性已有一定程度認

知，也就是說攜帶型血壓計在推銷過程中，能夠在民眾已認知監控血壓重要性的

基礎下進行推銷，而不須由美盛醫電自行教育民眾監控血壓的重要性後再行推銷；

最後則是因為全球前 10 大死因最主要為心臟疾病及中風，這意味著為了預防相

關疾病，攜帶型血壓計有其市場需求，而且會越來越多人需要。 

                                                      
108「Workface Taipei x Bayer 生醫新創熱潮」主題例會，2018 年 6 月 21 日，直播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wf.taipei/videos/1935481553139526/ 

https://www.facebook.com/wf.taipei/videos/193548155313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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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盛醫電官方網站。 

圖 11 美盛醫電心血管監測儀 

     

美盛醫電緊緊地抓住了時勢潮流，其看見攜帶型血壓計的未來市場潛力，因

此雖然美盛醫電的「心血管監測儀」要價不菲，仍能闖出一片天。另一方面，其

創辦人認為全球對血壓知識有基礎認識因而能支撐甚至導引相關產品的需求，也

是緊緊抓住時勢潮流的一種樣貌。在《讓大象飛》中，霍夫曼曾經提到「創新立

基於巨人的肩膀上」的概念及重要性，因為就他的觀察所有的技術從研發到商業

化中間的時間少則 5、6 年，多則 10、20 年，如書中曾提及的 Webvan，109即是

一家擁有良好創意卻未搭上時勢潮流而失敗的例子。美盛醫電之所以成功在於，

它知道自己的創意很好，同時將創意擺放在「全球重視心血管疾病」這已經穩定

的巨人肩膀上，比起自己從頭教育民眾相關知識，再推銷自家產品，利用已經形

成的趨勢順風飛起，將讓團隊、創新更輕鬆也更有機會被看見。 

 

（二）保存資料─區塊鏈技術 

    過往醫療科技多著重在標靶藥物等藥品研發以及醫療器材研發等，然而在工

業 4.0 的社會中資料是一項重要資產，許多研發也仰賴資料的分析，尤其在醫療

領域方面。未來的醫療相關產業不再只是治療疾病，更多的醫療資源會往「優生

學」以及「疾病預防」集中，然而預測未來趨勢，需回頭檢視過去的歷史資料，

資料的保存、使用與應用，一直以來存在極大爭議，常見的爭議不外乎病歷資料

的隱私性以及正確性，如今由於區塊鏈技術逐漸商業化，其核心概念是非對稱加

密及分散式帳本，正好解決病歷資料對隱私及正確性的疑慮與爭議，有機會為資

料的保存、開放與使用帶來新的突破口。以下將介紹兩個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

新創企業案例： 

 

                                                      
109

 Webvan 在千禧年左右成立，是一家網路線上雜貨商，在當時因為人們對於網際網路不夠熟悉，也未

曾想過要透過網路購買商品，因此 Webvan 失敗，與 Webvan 相對照的則是 amazon，相同的概念，只差

在是否有搭上時勢潮流，就有如此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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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rstIQ 

    BurstIQ 創立於 2014 年，發跡於美國科羅多拉州，站在 BurstIQ 的立場來看，
110隨著過去與醫療健康相關的科技發展，例如數位化醫療紀錄、以物聯網串聯裝

置及相關數據甚至是基因組測序，基於隱私權的維護等，這些資料的使用都被限

制或者無法與其他資料結合使用，同時現今教育除了促使人們重視資料隱私外，

更影響人們對於資料所有權的判斷，越來越多人認為並確信，自身產出的數據，

所有權應該屬於自己，因此有權利決定自己的醫療數據能被何人查看、何時被查

看。然而如今醫療相關產業已到另一波發展的起點，現有的技術將足以打破過去

資料連結受限的情況，BurstIQ 的創意也基於此，希望能建立相關平臺以供個人

掌握自己的醫療數據，同時可以選擇提供予醫療機構、研究機構甚至企業取用，

個人並得以因此獲取利益。 

   如上述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未來的醫療模式必定是朝向個人化、客製化及

預防的方向前進，因此除了疾病發生後的生理數據檢測外，平時的健康數據也能

成為維持健康照護的重要資訊，基於這些理由，BurstIQ 的產品為 BurstIQ Platform，

乃利用區塊鏈技術紀錄個人化的健康照護資訊，例如基因組、醫療紀錄、社經及

社交背景等，同時希望這些數據能跟著個人走，而非建立於某些醫療單位，以實

現「不限時間、不限地點」的健康照護，同時這些資訊除了提供個人做為醫療照

護使用，也能在個人同意下作為研究及商業使用。 

    BurstIQ 成功的原因，除了同前述美盛醫電案例掌握到時勢浪潮之外，另一

個原因即是以現有技術支撐其創意。BurstIQ 很清楚知道其所搭乘的浪潮為「與

時俱增地對於資料的使用以及對資料隱私的保護」，因此利用現有的技術─區塊鏈，

嘗試做到資料保密、資料正確性及建立在此二者之上的資料應用，此外 BurstIQ

的產品能滿足醫療市場上資料提供方與需求方的雙邊需求，此亦為 BurstIQ 成功

的要素。 

2. phrOS（健康醫療區塊鏈作業系統） 

    phrOS 由 DTCO (Digit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和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共

同發表的整合式區塊鏈作業系統與開發工具，期能達到「讓每位公民都擁有健康

醫療區塊鏈服務，全球通用的個人健康紀錄」、「讓每位醫生與研究者都可透過區

塊鏈服務與數據湖泊，提升醫療技術並促進醫學進步」。111
 

    在以往大數據開始盛行的時候，便有許多人認為我國的健保資料倘開放使用，

將能帶來無限商機，然而受限於隱私等相關權益，健保資料至今都仍處於受限使

用的狀態。但區塊鏈逐漸商業化及相關應用漸趨成熟，區塊鏈的特性將能有效地

為資安提供解套辦法。也因此 DTCO 與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共同發表 phrOS

                                                      
110

 BurstIQ ICO 白皮書：

https://www.burstiq.com/wp-content/uploads/2017/09/BurstIQ-whitepaper_07Sep2017.pdf。 
111

 PhrOS 官方網站，網址：https://phros.io/index_zh_t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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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平臺，除能應用在醫療機構上，穿戴式裝置、小型醫療設備等亦可使用，此

外亦支援智能合約程式碼部屬於區塊鏈，簡化管理及降低維護成本。 

    phrOS 看見未來對於醫療資訊的市場需求以及醫療個人化的趨勢，因此建立

區塊鏈作業系統與開發工具，並希望透過個人得以隨身攜帶自己的醫療照護相關

數據，實現個人自行管理及保存數據，同時因為去中心化管理也使個人能自行同

意授權其所有資料的存取及使用，等於是為醫療資訊的交換提供場域。除了個人

化病例及生理數據紀錄外，phrOS 也可供金融保險公司完成智能保單及達成智能

理賠，減少相關公司處理業務的成本。 

 

（三）資料應用─AI人工智慧 

近幾年區塊鏈與人工智慧可謂是兩大當紅科技，許多圍繞著此二技術的應用

情境及發想也應運而生。前面已經提到區塊鏈技術應用於醫療生技產業的創新創

業實例，接下來將針對人工智慧應用於醫療生技產業的企業實例進行說明： 

1. DeepMind 和 Verily 

DeepMind 成立於 2010 年，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其致力於人工智慧的研發並

期許人工智慧的發展能為人類社會帶來福祉，DeepMind 在 2014 年被 Google 收

購，成為 Alphabet 集團的成員之一。DeepMind 較為人所知的相關研發除了

AlphaGo，另外則是與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合作為期五

年的計畫，期望透過 DeepMind 所研發的技術，幫助人類提升醫療照護的水準。

目前 DeepMind 和 NHS 的主要合作其中一項則是基於與 NHS 的計畫，取得視網

膜掃描圖，並透過人工智慧等機器深度學習而開發出的醫學影像診斷，用以診斷

常見的眼部疾病。 

Alphabet 旗下另外一家公司─Verily 則利用 30 萬名患者的醫療數據及眼部描

圖，利用神經網路及深度學習建立人工智慧演算法，該人工智慧演算法與傳統的

驗血方法相比，準確度相當但更方便快速，該方法透過掃描眼部並分析，就能預

測病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例如年齡、性別及血壓。 

上述兩家公司目前都屬於 Alphabet 集團的成員，其中 DeepMind 與其說是將

人工智慧商業化的團隊，更像是發展人工智慧的實驗室。不同於傳統人工智慧基

於對數理的設計，DeepMind 則朝向從人腦工作方式下手，致力於研發更好的人

工智慧演算法；相較於DeepMind，作為Google原先的生技醫療研究部門的Verily，

則更加致力於商業化相關應用。此外，不同於前面實例中我們所一直強調的潮流

趨勢，DeepMind 的創辦人並未強調其看見人工智慧的未來潮流，反而是因為認

為人工智慧若能與腦科學相結合必能有更有趣的發現以及更嶄新的突破，使得

DeepMind 不斷走下去。 

2. 博晶醫電 

博晶醫電為我國的企業，成立於 2011 年，其首創「測量運動者即時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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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智慧演算法，可以透過心電圖及其他生理數據計算出用戶目前已經消耗的

卡路里以及剩餘的體力，並用震動的方式通知用戶。在 2018年 6月 21日「Workface 

Taipei x Bayer 生醫新創熱潮」上，董事長郭信甫先生分享公司創辦理念，當初團

隊在發想相關創意時，就是發現隨著人們越來越注重身體健康，社會上漸漸掀起

運動健身的熱潮，且許多慢跑競賽運動如全馬、半馬、鐵人三項等有漸漸發展的

趨勢，而當時在市面上並沒有這種即時回報體力以協助用戶進行訓練的裝置。 

因此博晶醫電在比對過市場上的產品差異後，利用團隊所具備的專業研發出

GoMore，112並將產品主要區分為兩大類：一是單獨販售人工智慧演算法供其他載

具廠商搭載於其硬體設備，另一種是直接由博晶醫電販賣軟硬體兼備的 GoMore

裝置，這類裝置除了面向一般有運動、訓練需求的民眾，也提供給運動員及教練

使用，將能有效提升用戶之訓練效能。 

博晶醫電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一再提到的緊抓世界運動的風潮，博晶醫

電也仰賴自身專業優勢進行創意發想，此外博晶醫電經過其對市場的調查，了解

市場上尚未被滿足的需求，並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也是成功的關鍵之一。 

資料來源：GoMore 官方網站。 

圖 12 博晶醫電 GoMore 穿戴性裝置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在第一節延續第二章對國內外數位創新創業政策之探討，進一步剖析國

際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的策略趨勢；第二節則探索國際發展數位創新創業之脈絡模

式及應用領域，包含金融科技與數位生醫之早期投資趨勢分析；第三節則針對共

14 個國內外數位創新創業重要案例進行研討，從中爬梳歸納出數位創新創業的關

鍵要素。本節將綜整前面內容之重點，並歸納給予我國推動數位創新創業之啟

示。 

                                                      
112

 博晶醫電官方網站：https://www.gomore.me/zh_tw/。 



82 

一、 臺灣推動數位創新創業之競爭力評析 

    依據國際權威組織相關評比，臺灣在「創新能量」與「創業基礎條件」的表

現不俗，整體而言具全球競爭力，但在特定項目上仍有提升空間。 

首先是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發布《2017-2018 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評比，在全球 137 個受評比國家中，臺灣在「創新能量」

項目的表現積分為 5.1 分，於全球排名第 11 名、亞太區排名第三，具有無限的發

展潛能。但若就細部評比項目來看，臺灣在「政府採購先進技術產品」以及「科

學家及工程師的可用性」的排名積分，相對其他國家較無競爭力；在「產學合作

研發」項目的排名積分較為超前，顯見臺灣企業在研發能力以及與學校間的合作，

是臺灣在推動創新創業政策的致勝關鍵，相對地政府的創新動能可再加強改善。

探究其因，主要是臺灣在推動創新創業政策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包括

在創新創業機制，無法有效因應現有快速發展的趨勢，在制度不全又缺乏完整配

套下，進而成為國家創新能量的阻力。 

    其次，美國巴布森學院（Babson College）和英國倫敦商學院出版的《2017-2018

全球創業觀察報告》（GEM,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7/18 Global Report）

指出，113臺灣和韓國、日本、德國以及美國一樣乃屬「創新驅動」（Innovation Driven）

的經濟體發展階段，至於中國大陸屬「效率驅動」（Efficiency Driven）。其中臺灣

在「創業基礎條件」（Entrepreneurial Framework Conditions）的 12 項評比中，「政

府政策」以及「商業和法律基礎設施」等 2 項評比排名表現，落在 54 個「創新

驅動」經濟體的後 50%，顯示我國政府在創新創業政策的制訂與推動方向量能不

足，有必要從政策與法規改革、完善商業基礎建設，同時加強對青年在校創業的

技能培訓等作法著手。 

此外，根據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機構（GEDI）發布的「2018 年全球創業指

數報告」（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2018），114我國在 137 個評比國家中

排名第 18，亞太地區排名第 3，次於澳洲以及香港，但領先韓國、新加坡以及日

本。探究我國排名不如去年的主因，根據 GEI 評比項目包括「創業態度」（ATT）、

「創業能力」（ABT），以及「創業企圖心」（ASP）三大面向，共 14 個評比項目；

我國在「創業態度」與「創業能力」排名均退步，尤其在「創業企圖心」排名更

是大倒退，在該面向共包含五大評比項目，分別是產品創新、流程創新、高成長、

國際化與風險資本，其中，產品創新雖然還是臺灣主要的優勢項目。至於「創業

能力」則有四大評比項目，分別為機會型創業、技術部門運作、人力資本與競爭

力，競爭力則是臺灣最弱勢項目。最後，則是「創業態度」，包含機會認知、創

業技能、風險承擔、網絡連結與文化支持，可以視為是一般人對創業家與創業精

神的普遍看法。 

                                                      
113

 GEM,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7/18 Global Report, 2018/01。 
114

 Á cs, Zoltán J., László Szerb and Ainsley Lloyd,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2018, G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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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E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台經院繪製。 

圖 13 臺灣創新能量評量圖 

 

 

 

 

 

 

 

 

 

 

 

 

 

 

資料來源：Babson Colleg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7-2018；台經院繪製。 

圖 14 臺灣創業基礎條件評量圖 

 

二、 國際數位創新創業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如同本章第一節所言，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創新創業更被認為是世界各國提

升產業競爭力與帶動經濟動能的關鍵組成元素，認為充滿活力的創新和創業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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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國家往往可以獲得更高的生產率，從而促進經濟成長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因此，諸如美國、德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先進國家，乃至於中國大陸等新

興市場國家，皆從不同的場域、以不同的路徑各自推出創新發展戰略，把「創新」

作為提升產業、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的最高指導方針。以下總結國際數位創新創業

趨勢對我國之啟示： 

（一）大專院校在數位創新創業扮演重要的育才和引才角色 

由美國為首的先進國家成功發展趨勢來看，學校機構扮演關鍵角色。以美國

為例，大都是由大學的研發成果轉化為商業應用，再結合資本市場的積極運作，

進而培育出許多成功的新興創業家，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可見如何培育

出更多創新創業人才，將決定未來產業發展。不可否認的是，當前傳統教育模式

顯然已無法滿足培育青年創新創業人才的需求，如何借鑒國際成功經驗與發展趨

勢，透過大學教育模式創新，厚植產學合作能量，激發青年創新創業動機，且在

政府政策推動支持下，透過創新的產學研合作機制與大學教育模式創新，促使多

方交流，進而培育出更多具國際競爭優勢的創新創業人才，至關重要。 

 

（二）政府政策支持以及產學研多方合作，成為國家提升數位創新創業競 爭力

的關鍵 

以德國為例，政府和企業都深知，唯有促使機械、電機及數位等跨領域的資

源整合，以及各方的投入，如大學、研究機構、大企業以及眾多的中小企業，才

有助於維持既有優勢（製造業），提高國家競爭力，而創新思維以及跨領域合作

成為其致勝關鍵。尤其產官學界的高度共識，市場定位的明確及政府的支持，更

領導德國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而新加坡長久以來，就深知自身處境以及優

劣勢，政府積極提出許多相應的政策以及計畫，藉以促使整體國家競爭力能有所

提升，以為因應人口老化及人口密度日漸攀高的挑戰。 

從上述案例來看，政府政策支持以及產學研的多方合作，成為國家創新創業，

提升競爭力的關鍵。畢竟技術變革和創新需要透過政府的努力，與民間社會，企

業和學術界共同合作，實現包容性和永續的成果。 

 

（三）政府宜協助整合資源，扮演數位創新創業生態系的建構者 

在數位經濟模式下，跨域跨業整合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因此政府應創建結合

各方的平臺，統整相關資源，提升附加價值，透過不斷的創新來改變我們的產業

結構，讓創新創業的發展環境更加健全。政府應扮演創新創業生態系的建構者，

而好的創新創業生態系包含幾個要素：創業家與團隊的背景組成，創業團隊與投

資者之間的聯繫，投資者團隊是否具有強而有力的財務與策略操作經驗，以及創

業家、創業團隊與投資者對國際市場的連結等。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的完善與否，

影響了生態系中新創公司能否成功的關鍵，需要政府和民間共同合作，改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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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生態環境，配合調適法規，以鼓勵優良且負責任的創新創業企業發展。 

 

三、 全球數位科技應用發展及新創案例對我國之啟示 

（一）聚焦人工智慧、先進製造、區塊鏈、金融科技與生技醫療 

總結本章第二節，人工智慧、先進製造、區塊鏈、大數據分析等新興產業領

域相對具有高速成長性，金融科技、生技醫療及農業科技此三個產業領域在發展

上則相對成熟。對於資源較有限的國家，在投入推動數位創新創業時，可以多加

著墨在這些領域。根據美國新創加速器 Y Combinator 公司115，最近幾期的投資顯

示，最突出的項目就是占有 18% 的生技醫療產業的相關投資，也促使其在 2018

年 1 月宣布投入資金推動「生技醫療新創加速器計畫」（YC Bio）。116另外根據

Startup Genome 的研究團隊從 2015-2017 年 IPO 的資訊總結中，發現「先進製造

與人工智慧」所創造的豐碩利潤，顯見其他高成長性的產業仍可以持續關注其發

展及成長性。117 

 

（二）數位創新創業的關鍵要素 

總結本章第三節案例探討之心得，包含 2 家全球網路巨擘 Google 與阿里巴

巴，以及 12 家國內外金融科技與數位醫療新創企業個案，針對「技術研發/創業

發想階段」及「商業化應用階段」，梳理歸納出推動數位創新創業所需的關鍵元

素如下（圖 16）： 

觀察數位新創個案的創新創業過程，大多為運用已發展多時的新興數位科技，

再從自身生活需求或過去工作與創業經驗出發，有些則是從國外取經，切入市場

上使用者的痛點，進而開發出創新的數位科技應用產品或創新服務模式。 

在「技術研發/創業發想階段」，所處環境是否創新創業文化相當重要，舉凡

美國的 Google 及中國大陸的阿里巴巴，無不受到學校或所在區域商業文化及創

業氛圍所影響；同時，因為數位技術門檻較高，研發資金耗費也較為龐大，因此

在「技術研發/創業發想階段」不僅需要充足且持續的資金支持，團隊具有堅強技

術實力及創業經驗的人才也很重要。 

在「商業化應用階段」，能否掌握良好的切入市場時機至為關鍵，在案例研

                                                      
115

 Y Combinator 成立於 2005 年 3 月，是一家以投資種子階段初創公司為業務的創投公司，在新創圈十

分活躍，其總部位於美國加州。與傳統的創投公司不同，Y Combinator 比較像一個初創公司團隊的「孵

化器」，並以孕育創業公司為目標的「訓練營」；他們不只會向新創公司提供一定金額的種子基金，而且

會給予他們創業建議，以及每年舉行兩次，每次為期三個月的「課程」，以讓參加了的創業團隊增強他們

的執行能力。Y Combinator 會收取初創公司的總資產淨值的平均 6 個百分比的資金作為回報。 
116

 Y Combinator unveiled its new project of YC Bio, 

http://www.innovationkm.com/y-combinator-unveil-its-new-project-of-yc-bio/，最後瀏覽日期，2018/7/13。 
117

 James Huang，2018 年全球創業生態系：重金都押寶在兩種類型、四大領域的新創公司，數位時代，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8832/summary-to-2018-global-startup-ecosystem-report-in-chinese，最後瀏

覽日期，2018/7/13。 

http://www.innovationkm.com/y-combinator-unveil-its-new-project-of-yc-bio/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8832/summary-to-2018-global-startup-ecosystem-report-i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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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無論是掌握到美國機器人理財趨勢的 Wealthfront，或是抓住全球健身風潮

的博晶醫電，皆順著市場趨勢的風勢得以創業成功。也因此，創業團隊能否洞察

未來市場趨勢、能否解決使用者或市場面臨的痛點，也是數位新創業者能否通過

商業化考驗的關鍵。此外，由於數位科技創新創業多具跨領域特性，與固有法規

架構難免衝突，特別是金融科技與數位生醫領域，因此在案例研究中也不乏需因

應法規環境微調產品與營運模式者，如臺灣的 MaiCoin，或是受惠於法規開放而

抓住創業機會者，如美國的 Wealthfront。 

至於國家資金支持是否為影響數位創新創業成功與否的最重要關鍵，端賴新

創企業所處階段。在技術研發與創業發想階段，因創新時程漫長，倘若沒有大量

資金資助研發，則科技的進步以及突破將無法產生，因此大量資金的重要性顯現

在科學技術研發期間，此時國家資金的傾力相助或可發揮作用。相對地，在商業

化應用階段所需的是「足夠讓新創產品及服務到市場上檢驗的資金」而非「大量

資金」，倘若在足以試驗新創產品或服務的條件下，該產品或服務並不受市場青

睞，則代表其商業化並非是目前市場最需要的，此時需要的是支撐新創企業重新

調整產品或商業模式期間所需的資金支持，此時天使投資人或募資市場扮演的角

色能同時兼具經營指導，或許較國家資金角色更為重要。 

 

 

 

 

 

 

 

 

 

 

 

 

資料來源：台經院繪製。 

圖 15 數位創新創業的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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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面對全球數位發展環境的快速變遷，本專題報告除廣泛綜整分析相關文獻資

料，並彙整三場座談會官產學三方寶貴意見，據以研提可行的政策建議，以利我

國政府透過政策規劃來建構良好的數位創新創業環境，並擬定最佳調適策略，協

助數位創新創業者作到預先因應規劃與調整，以因應環境變遷與影響，降低衝擊，

並掌握發展趨勢，取得全球布局之先機。 

本章將總結重要研究發現，並針對臺灣推動數位創新創業所面對的關鍵議題，

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供各界參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將歸納第二章及第三章之重要研究發現，分別從整體施政方針、人才培

育、技術研發創新、創業資金取得性、創新創業生態系、法規制度、資料開放與

使用等面向，概要說明國際經驗、我國現況與關鍵議題。 

一、整體施政方針 

（一）國際經驗 

    因應工業 4.0 及第三波數位革命帶來顛覆性科研創新趨勢，觀諸美國、德國、

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先進國家，乃至於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國家，紛紛從不同

的場域、以不同的路徑各自推出數位經濟創新發展戰略。 

    例如，美國於 2016 年《新興科技領導力會議》確定發展無人駕駛飛行技術、

第五世代無線網路及物聯網，同年並發布《國家發展 AI 策略報告》；日本在 2017

年提出《未來投資戰略 2017-實現 Society 5.0 的改革方向》，擇定醫療、運輸、供

應鏈、基礎建設及金融科技為未來積極發展與改革的五大產業；新加坡推動「智

慧國家 2025 計畫」、「新加坡國家 AI 計畫」及五年一期的「研究、創新與創業 2020

計畫」，著重在物聯網的應用，更導入人工智慧、機器人、擴增實境及虛擬實境、

無人化科技等；中國大陸也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將人工智慧作為

國家科技發展的重點，欲藉發展 AI 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進而成為科技強

國。 

 

（二）我國現況與關鍵議題 

    因應全球數位經濟發展趨勢，為掌握軟硬整合創新應用的契機，我國以「數

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DIGI+）方案（2017~2025 年）」為核心，建立物聯網、

金融科技及數位生醫等產業生態系，並結合國家基金與天使投資提供研發與創業

初期的資金挹注，另提供更有利數位科技研發、新創產業發展及國際資金挹注的

法規環境，及給予新創企業安全的創新實驗環境。 

    盤點臺灣面對數位挑戰的競爭優勢，在硬體製造方面已獲得全球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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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成就，如世界經濟論壇（WEF）「創新能量」（Innovation）排名屬全球第 11、

亞洲第 3（僅次於日本和新加坡），惟綜合各項國際組織評比發現，我國在「科學

家與工程師可取得性」、「在校創業教育和培訓」、「商業和法律基礎設施」、「政府

採購先進技術產品」等面向，仍有提升與精進的空間。 

 

二、人才培育 

（一）國際經驗 

    創新創業大多顛覆固有模式需要突破既有框架，諸如美國、德國和韓國等在

推動數位創新創業上，多有從教育系統著手，不僅傳授創新創業所需的技術和知

識，更重要是培養創業文化與意識，加強學生與當前產業環境的認知。分析國際

重要數位創新創業案例也發現，在「技術研發/創業發想階段」，所處環境是否創

新創業文化相當重要，若能使學生在學時期即受創業文化薰陶，俾有助於創新創

業之推動。 

    以美國為例，其大學體系設有鼓勵學生創新創業的研究專案與計畫，如史丹

佛大學「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方案孕育了惠普與 Google。德國聯邦教

育部實施「高等學校個人創業計畫」，在大學內部培養企業文化，並提高大學創

辦企業數量，重點支持早期創業構想。韓國中央政府則輔助各級學校開展創業教

育，同時大學設有創業支援中心，或與企業合作設立創業基地，提供學生免費的

創業場域、創業培訓課程與經驗分享。 

  

（二）我國現況與關鍵議題 

    為培養國內數位創新創業人才並引進國外專才，我國政府從培育數位科技人

才、提升校園創業文化、培養科研創業人才、積極延攬外國專業人才等管道多方

並進。 

    培育數位科技人才方面，因應金融科技與數位生醫等數位創新領域的人才需

求，金管會「金融科技創新基地」規劃相關從業人才金融科技訓練課程與認證，

並鼓勵校園合作開設金融科技跨域課程或學程，以及舉辦校園競賽等；科技部推

動「臺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Stanford-Taiwan 

Biomedical Fellowship Program, STB），連結美國史丹福大學以及矽谷社群資源，

以培育國內工程、醫學、生命科學、商務管理等領域的優秀學員，並回臺貢獻醫

療器材產業發展。 

    提升校園創業文化方面，教育部青年發展署「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提供創

新創業實驗場域，培養在校生和甫畢業學生投入創業，並藉優秀團隊評鑑及扎根

計畫補助，來引導大專院校重視與創業法規、創業融資或者商業模式相關的課程

開設，以提升大專院校的創新創業氛圍與文化。培養科研創業人才方面，科技部

「LEAP 博士創新之星計畫」甄選國內優秀博士人才赴美國及法國等地培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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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綠能科技、大數據資料庫、人工智慧與生醫等領域，研習結束後轉介至國內外

知名企業及新創公司。 

    此外為吸引鼓勵企業創新並吸引國外優秀創業人才，我國近年陸續實施多項

促進措施，包含開辦創業家簽證、放寬新創事業申請外國實習生、鬆綁 5+2 產業

聘外籍白領的資本額限制等。 

    惟相較之下，臺灣較不推崇創業文化，且長期教育體制缺乏鼓勵跨領域學習，

也影響了前述幾項政策的推動成效。舉例而言，科技部推動「臺灣－史丹福醫療

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每年申請人數日漸下降，反映了近年國內有心想

要從事醫材創業人數變少。 

    另此外，臺灣長期以來人才培訓發展偏重硬體，但未來數位創新會是軟體應

用服務，這也是臺灣推動數位創新創業人才的隱憂。科技部「LEAP 博士創新之

星計畫」於 2018 年邁入第三梯次甄選，由於國外學校在審閱申請資格時會希望

能有主修和副修，臺灣同時具備醫學和資訊工程的跨領域人才很少，因而在甄選

過程中發現人才難尋；同時臺灣培育出來的博士人才多偏重單一領域，國外廠商

來臺遴選時較難確定這些博士有沒有研發以外的能力，也會擔心只有單一領域的

研發能力。 

 

三、技術研發創新 

（一）國際經驗 

    蒐整當前全球數位創新創業趨勢，主要聚焦在先進製造與機器人、大數據分

析與人工智慧、生技醫藥、健康醫療、金融科技、區塊鏈等，涵蓋機械、電子、

資訊、物理、化學、數學、醫學、金融財務、心理學等深且廣的理論及應用相關

研究，持續精進科研基礎與創新應用為推動新一代數位創新的要素。 

    因此，觀諸主要國家多有藉由促進研發成果商業化來增進學研機構或企業的

創新誘因。以美國為例，修訂《拜杜法》及《聯邦技術移轉法》，允許官民合作

實驗成果可分享與民間合作企業。另外韓國近年修正《產業教育振興與產學合作

促進法》，允許大學設立產學合作機構或基金會，再由產學合作機構或基金會以

大學所研發的技術成立技術控股公司，負責將大學的科技研發成果商業化。 

    在分析國際重要數位創新創業案例也發現，在「技術研發/創業發想階段」，

由於數位技術門檻較高，成功的創業團隊多具備有堅強技術實力及創業經驗的人

才。 

 

（二）我國現況與關鍵議題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18 年執行「臺灣新創生態圈調查」發現，國內新創企

業以服務創新及商業模式為大宗，合計占 58%，技術創新則最少，僅占 9%。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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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因，主要係 AI、先進製造、區塊鏈等新興數位技術，研發門檻較高且所需資

本龐大，國內中小型企業和新創業者處於弱勢。而政府目前提供的各類創業輔導

與輔助資源，仍較偏重傳統製造與商貿產業等有實體產品企業的需求，對於數位

經濟時代下，強調運用科技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的新興產業，政府資源適用性上

仍有待進一步規劃調整。118
 

    為協助國內中小型及新創企業跨越上述數位創新創業所需之技術門檻，政府

持續推動產學合作計畫，包含國際產學聯盟、產學大小聯盟、產業前瞻技術計畫

等，透過補助鼓勵企業與學研機構共同進行創新研發計畫。同時修正《產業創新

條例》及《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等，強化無形資產

的鑑價機制，及推動無形資產投融資、證券化交易、保險、完工保證等，並透過

鬆綁學研機構行政職教研人員可兼任新創公司職務、放寬持股上限與緩課稅優惠，

促進學研成果商業化，鼓勵新創事業發展，強化技術移轉的效果。 

儘管如此，國內大專院校缺乏創新創業氛圍，教師評等機制所提供的研發成

果商業化誘因相對不足，大專院校實際擁有的研發技術價值遠大於已成功技轉的

授權金額，顯示學術科研成果實際投入產業應用與創業仍有成長空間，如何提升

學研機構投入技術商轉的誘因，實為促進數位科研創新創業的關鍵議題。 

 

四、創業資金取得性 

（一）國際經驗 

    從國際企業進行數位化創新的經驗來看，須持續投入技術研發來維持企業競

爭力。PwC於 2017年 10月出版的《2017年全球創新一千大企業調查》（2017 Global 

Innovation 1000 Study）可發現，全球創新一千大企業的研發費用創下歷史新高達

7,016 億美元，平均研發費用年增幅為 3.2%，較 2016 年的 1%為高，尤以電腦及

電子產業（1,620 億美元）、醫療產業（1,590 億美元）及汽車產業（1,090 億美元）

為最，包含當前數位創新企業的全球翹楚：Alphabet、蘋果電腦、亞馬遜、特斯

拉、微軟、三星電子、奇異、Facebook、IBM 及阿里巴巴等。 

    另分析國際重要數位創新創業案例也發現，進入人工智慧與機器人、金融科

技、數位生醫等第三波數位革命後，創新研發的早期資金投入需求龐大，即使應

用已開發技術至創新商業模式，等待法規調適或被市場接受也需要持續的外部資

金支持，也因此多數成功的創業案例為大型企業與跨國集團的跨域投資，或者獲

得天使投資人或政府資金支持。 

    因此，觀諸主要國家推動數位創新創業時，政府多在特定領域提供獎勵補助

或成立基金進行投資。除了中國大陸成立 400 億人民幣「新興產業創投基金」之

外，韓國也針對特定新創產業設立基金，包含中小企業創業基金、文化促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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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2018 年，《臺灣新創生態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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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基金、新科技商業基金等，給予專門的資金支持。 

    此外，主要國家也會從籌資面提供更多元且有利中小型新創業者的早期資金

管道，包含群眾募資及天使投資等。例如，美國通過《創業企業促進法案》（JOBS 

Act），允許未認證投資者參與股權群眾募資，同時由政府部門或非營利組織經

營天使投資；德國鼓勵地方基金促進天使投資網絡；中國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政策下，推行公開小額股權群眾募資試點，引導和鼓勵群眾募資平臺發展。 

 

（二）我國現況與關鍵議題 

    因為第三波數位革命，臺灣企業也普遍認知到數位化研發創新的重要性，配

合政府推動之「5+2 產業創新政策」與「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DIGI+）方

案（2017~2025 年）」，積極投入新興數位技術之研發與升級轉型。根據 PwC《2017

年全球創新一千大企業調查》，其中入榜的 31 家臺灣企業，總研發經費達新臺幣

3,987 億元，平均研發經費占總營收約 3.1%，包含許多近年投入機器人、數位醫

療與人工智慧等數位科技之業者。 

    由於數位創新創業需要大規模且持續的資金支持，中小型與新創企業欲運用

數位科技來創造新營運模式或開發新商品與服務，將面臨較大的進入門檻。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 2018 年執行「臺灣新創生態圈調查」即發現，33%的新創企業認為，

資金取得為新創初期面臨的最大挑戰。為支持國內企業投入數位創新與創業，近

年政府有關單位皆陸續提出促進措施。 

首先，國家發展委員會自 2016 年起編列新臺幣 1,000 億元「產業創新轉型基

金」，結合民間資金，共同協助企業在紡織、再生醫療及太陽能系統整合等領域，

透過併構與分割等方式轉型創新，並於 2018 年成立專案推動辦公室並籌組諮詢

輔導服務團，提供企業進行數位轉型所需資金與相關輔導；國發會並於 2015 年 5

月啟動國發基金新臺幣 10 億元「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搭配天使投資人共同充

裕新創團隊的早期資金需求，截至 2018 年 9 月止已有 6 家新創加入。 

    其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分別從融資面、籌資面與投資面，疏通數位創新

創業的資金管道。首先，融資面推出「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方案」，

主要協助新創重點產業取得營運資金；其次，籌資面則建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發

展，放寬現行上市櫃限制並縮短上市櫃的審查期間，使新創產業更容易自上市櫃

取得資金；同時，在投資面將銀行對創投事業持股比率上限由現行 5%提高到

100%，開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轉投資私募股權基金相關業務，並鼓勵保險業辦理

新創重點產業投資方案等。 

    從國內新創案例經驗來看，當前政府各部門所提供的輔導資源及資金挹注管

道確實能協助度過草創時期的資金難關，但或許是僧多粥少不夠資源分配，國內

大專院校創業育成經驗仍反映，學生創業不容易透過國內管道取得所需的資金規

模，因而轉往中國大陸，透過參與創業比賽方式獲得創業第一桶金，並取得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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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廣大市場的第一張門票。以逢甲大學近年輔導經驗為例，40個創業團隊之中，

僅有 3 家團隊在臺灣成功創業。 

    除此之外，從天使投資的角度來看臺灣當今的新創企業，多數的問題都是團

隊不會包裝自己的產品或服務，無法描繪出完整的或長遠的經營藍圖，也因此無

法吸引到投資人投資。政府如何協助輔導國內新創企業擬定完整的創業規劃及長

遠的經營藍圖，並站在國家制高點打造臺灣整體形象品牌，提高臺灣新創團隊的

國際吸睛度與吸金力，實為提高臺灣數位創新創業資金取得性的關鍵議題。 

 

五、創新創業生態系 

（一）國際經驗 

    創新創業需要技術面、資金面與人才面的緊密鏈結與支持，而在數位革新腳

步快速下，吸收國外發展經驗更能站在前人肩膀上提早掌握趨勢。 

    分析國際重要數位創新創業案例即發現，大多個案屬運用已發展多時的數位

科技，再從自身生活需求或過去工作與創業經驗出發，有些則是從國外取經，切

入市場上使用者的痛點，進而開發出創新的數位科技應用產品或創新服務模式。

此凸顯了創新創業生態系的重要性，包含產業與學研單位的對接、大企業與中小

型新創企業的合作、國內與國外的鏈結。 

    故觀諸主要國家推動數位創新創業過程，建構完善的生態系為重要策略之一，

包含新加坡以「創新和新創事業委員會」為最高決策單位，串連政府單位、中小

企業、學研機構、醫療院所及公私立實驗室；中國大陸以大學科技園、國家級開

發區及中科院或軍研院等，連結產官學生態系等。 

 

（二）我國現況與關鍵議題 

    為促進國內產業數位升級轉型，以物聯網產業的創新創業來驅動臺灣下一世

代經濟成長，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6 年推動「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成

立「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及美國矽谷成立辦公室，在此方案下建構以研發

為本的「物聯網創新生態系」，啟動「亞洲・矽谷物聯網產業大聯盟」，使國內企

業與新創事業能連結全球先進科技研發能量、國際人才、資金及市場等關鍵資

源。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資料，「亞洲・矽谷」推動至今已獲得多項成果，

包括微軟和高通分別在臺成立物聯網創新中心及科技實驗室，投入物聯網、5G、

車聯網等技術研發。「亞洲・矽谷物聯網產業大聯盟」已納入逾 140 家國內外知

名大廠、中小企業、新創社群、產業公協會等成員，並已協助政府規劃智慧城市

示範計畫，透過大小企業共同合作來提出系統解決方案。 

    除了推動「亞洲・矽谷物聯網生態系」之外，為促進國內金融科技產業發展，



93 

金管會已建立共用系統，成立金融科技創新基地（FinTechBase）。截至 2018 年 9

月共有 64 家新創申請進駐，其中有 7 家通過審核，外國團隊包括新加坡 2 家、

美國 1 家、日本 1 家、菲律賓 1 家，另外 8 家有金融科技相關課程的主要大學也

會進駐，希望結合產、創、學三方，透過聚落培育人才。 

    然而根據 Startup GENOME 於 2018 年調查臺灣（雙北）新創生態圈，仍發

現國內新創業者的國際鏈結度偏低且國際吸引力弱。調查指出，臺灣新創團隊中

約 28%有外國客戶，雖高於全球平均 23%，但低於香港的 40%；臺灣新創生態圈

僅能吸引到 17 位創業家和 5 家新創業者，遠低於全球平均 300 位創業家及 83 家

新創業者。原因之一係因國內新創業者不擅長行銷創業計畫，不容易吸引國際目

光；另一個原因則是國內新創業者多不願意與他人合作，擔憂被併購。 

    因此，如何提高國內新創業者和創新創業環境的國際能見度與吸引力，以及

如何鼓勵國內新創業者多加參與國際創新創業活動或國際合作，實為我國強化數

位創新創業生態系國際鏈結的關鍵議題。 

 

六、法規制度 

（一）國際經驗 

    數位創新多為跨領域革新易衝撞現行法規體制，剖析主要標竿國家推動數位

創新創業政策發現，降低企業法規遵循的不確定性，以及給予企業安全創新的試

驗空間，為各國推動數位創新創業在法規調適上的主要趨勢。例如，日本於 2014

年修訂《產業競爭力強化法》，實施「灰色地帶消除制度」和「企業實證特例制

度」，降低創新事業活動的法遵風險；英國及新加坡推動金融監理沙盒制度，降

低企業創新創業過程的法令遵循風險以提高其誘因，同時避免法規調適過程繁複

而阻礙企業創新創業最佳契機。 

    另分析國際重要數位創新創業案例發現，由於數位科技創新創業多具跨領域

特性，與固有法規架構難免衝突，特別是金融科技與數位生醫領域，不乏有案例

需因應法規環境微調產品與營運模式，或是等待法規開放而伺機掌握創業機會。 

 

（二）我國現況與關鍵議題 

    數位創新創業大多涉及新型態的商業模式與產品服務，在創新創業過程中容

易面臨到現存法規架構到無法適用的問題，有些案例甚至無法確定其所屬主管機

關。對此，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已成立新創法規調適平臺，開放新創業者於線

上登錄資料，由國發會專人聯繫並召開協調會，協助新創業者來釐清法規灰色地

帶，截至 2018 年 9 月為止已有 18 件申請案。 

    同時，為協助國內中小企業因應數位經濟時代趨勢挑戰，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於 2017 年開始推動修訂《中小及新創企業發展條例（草案）》，透過政府採購

開放商機、城鄉園區在地創生、完善租稅優惠環境、優化經營傳承環境、新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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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創業推動、營運資金籌資動能、創新實驗賦予彈性等七大處方，促進中小企業

創新升級與轉型；其中在創新實驗賦予彈性方面，將協助新創事業釐清法規灰色

地帶疑義，並建立創新法規沙盒實驗特例機制。 

    另一方面，金管會在 2017 年 12 月及 2018 年 4 月前已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

創新實驗條例及相關授權子法，2018 年 9 月核准首案後，截至 10 月中尚有四件

非金融業者提出的申請案，涵蓋資金借貸、匯款及證券發債平臺。立法院經濟委

員會也參酌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的「監理沙盒」精神，在 2018 年 10 月

初審通過「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為無人車在數位經濟產業之應用

發展，提供了法源依據及實驗空間。 

    然而，臺灣醫藥相關法規的調整腳步未能跟進現在產業發展趨勢，限縮了臺

灣數位生醫的發展空間。例如，中國大陸在 2015 年已大幅翻轉國內的醫藥法規，

臨床試驗採默許制，而臺灣現在才開始要研商是否臨床試驗可採默許制。 

    此外，國內採購法規可能使臺灣產業環境缺乏彈性，難以因應數位經濟的跨

領域、多元應用及軟硬整合的特性，不利於我國推動數位創新創業。例如，當前

公共採購制度的報價方式，只以實際材料價格來計算，卻忽略了研發人員腦力資

本與服務的價值。 

 

七、資料開放與使用 

（一）國際經驗 

    數位經濟的特色之一，即運用數位科技分析網路大數據做為商業模式創新基

礎。為使資料能安全及共享，美國、德國和日本均提供相關政策及法規調適。 

    美國在歐巴馬時期提出美國轉向數位化策略，包含設立數位服務創新中心和

數位服務諮詢小組來建置政府資料共享系統等。德國分別通過《資訊科技安全法》

和《聯邦數據保護法-新版》，保障德國公民和企業使用的資訊系統安全，並針對

涉及敏感資料及特定資料處理人員之義務予以規範。日本則施行《促進政府民間

資料應用基本法》，明定地方政府應擬訂促進政府與民間資料應用之措施，並設

立「官民資訊活用促進戰略會議」，開放地圖、氣象、衛星、海洋等資訊。 

    此外，為推動金融科技發展，英國「競爭和市場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在 2016 年發布「開放銀行計畫（Open Banking）」，允

許英國九大銀行在獲得用戶同意的前提下，開放經認證的第三方機構取得客戶的

金融帳戶資訊。繼英國之後，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The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2）」法案於 2018 年初正式施行，亦允許銀行獲得用戶授

權後，開放經第三方機構取得客戶的金融帳戶資訊。 

    而針對醫療資料的開放與安全使用，日本於 2017 年公布「次世代醫療基盤

法」，於該法中規定醫療個資於研發計畫中可應用之作法。歐盟在「一般資料保

護法」（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的規範架構基礎上，逐步在「歐

https://vtaiwan.tw/topic/uncrewed-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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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國家及生物資料整合平臺」（BBMRI-ERIC）中擬訂「健康研究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for Health Research），作為歐盟會員國後續制定法律規則的參考依據。 

 

（二）我國現況與關鍵議題 

    在以大數據資料為關鍵資源的數位經濟競賽下，臺灣完整的金融行為資料及

健保醫療資料，可做為臺灣推動金融科技及數位生醫兩大領域創新創業的關鍵資

源。 

    在推動金融資料開放方面，金管會於 2015 年金融科技元年宣布 11 項大資料

應用計畫，包括不動產授信統計資訊平臺、信用卡大資料平臺、投資人股票、權

證/ETF、期貨及債券投資機構交易行為分析平臺、重大疾病、特定傷病之經驗發

生率與殘存率保險研究資料等，並開放 631 項金融資料供民間加值應用，同時允

許金融機構合資建置大數據資料庫，提供給金融科技創新基地的新創公司或金融

機構使用。 

    在醫療大數據資料庫方面，健保署於 2016 年升級原本的雲端藥歷系統成為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將病人在不同院所就醫的資料整合在同一個平

臺，包含就醫紀錄和醫療影像，提供各院所的醫師於臨床處置、開立處方，以及

藥師調劑或提供病人用藥諮詢時，可透過網路查詢病人近期的就醫與用藥紀錄，

為民眾用藥安全把關。若能結合機器運算、推理及學習能力所組成的人工智慧系

統，將可實現醫療資料的智慧分析及輔助診療，提供精準醫療與智慧醫療服務。 

    雖然政府積極建置金融服務與健康醫療的大數據資料庫，但這些資料多屬一

般性行政用途，離進行金融科技與數位醫療大數據分析還有成長空間，且有些資

料目前受限於法令規範仍不易取得。例如，目前限定醫療資料只能機構內使用，

若為跨機構使用則須具特殊目的與許可，如相關醫療藥物研究等；而跨院所進行

公開使用之規範，仍待法律制度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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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灣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的關鍵要素與關鍵議題 

關鍵要素 臺灣面臨的關鍵議題 

人才培育 

 臺灣較不推崇創業文化，且長期教育體制缺乏鼓勵跨領域

學習，影響當前數位創新創業人才政策的推動成效。 

 臺灣長期以來人才培訓發展偏重硬體，但未來數位創新會

是軟體應用服務，這也是臺灣推動數位創新創業人才的隱

憂。 

技術研發創新 
 國內大專院校缺乏創新創業氛圍，現行教師評等機制下研

發成果商業化誘因相對不足。 

創業資金取得性 

 雖然當前政府各部門已提供充裕的輔導資源及資金挹注管

道，但或許是僧多粥少不夠資源分配，國內大專院校創業

育成經驗仍反映，學生創業不容易透過國內管道取得所需

的資金規模。 

 臺灣新創企業不善包裝自己的產品或服務，或缺乏完整及

長遠的經營藍圖，較難吸引到國內外投資人目光。 

創新創業生態系 

 雖然亞洲矽谷及金融科技創新基地等生態系提供了國內業

者國際鏈結平臺，但因國內新創業者不擅行銷規劃且擔憂

被併購，呈現國際鏈結度偏低且國際吸引力弱之現象。 

法規制度 

 臺灣醫藥相關法規的調整腳步未能跟進產業發展趨勢，限

縮了臺灣數位生醫的發展空間。 

 國內採購法規可能使臺灣產業環境缺乏彈性，難以因應數

位經濟的跨領域、多元應用及軟硬整合的特性。 

資料開放與使用 

 雖然政府積極建置金融服務與健康醫療的大數據資料庫，

但多屬一般性行政用途。 

 有些資料目前受限於法令規範仍不易取得。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章第一節綜整全球數位創新創業的國際經驗、我國重要政策措施，並歸納

分析我國推動數位創新創業所面臨的關鍵議題。本節將針對我國推動數位創新創

業的政策方針與策略，以及在整體政策推動、人才培育、籌資環境、創新創業生

態系、法規調適、資料應用等面向，並網羅三場座談會之意見，提出政策建議供

有關單位施政參考。 



97 

一、整體政策推動建議 

（一）以製造優勢槓桿「硬 X 軟」數位整合能力 

    依據 Fidelity 網路資料庫全球各行業產值排名，第一大是資訊科技產業為 10

兆美元，第二大是金融產業為 7.59 兆美元，第三大是電信通訊產業為 7 兆美元，

第四和第五是軟體業和網路服務業，包含微軟、Google、Amazon、Facebook 等

企業，分別為 2.41 兆美元和 2.4 兆美元，第六大才是臺灣之光的半導體產業為 1.55

兆美元，此顯示全球產業往數位及軟體移動的趨勢。 

    不過，臺灣在思索發展數位創新創業的方向與策略時，不盡然要全然投入數

位平臺經濟，而是檢視自身固有優勢如何結合數位及軟體應用，才能發揮臺灣在

數位創新創業的競爭力。專家指出，平臺經濟的報酬曲線呈指數成長，必須到達

一定規模之後才能獲利，因此贏者全拿屬平臺經濟常見的特性，而臺灣不盡然可

以支撐這樣大規模的經濟發展模式。 

    臺灣市場小，發展定位可朝向精緻有深度。工研院產業情報網研究指出，臺

灣的感測器和物聯網技術具有優勢，在人工智慧邊緣運算趨勢下，未來結合大數

據蒐集與人工智慧運算，將是很大的利基。例如，臺灣在智慧醫療可結合資通訊

科技產業的優勢，臺灣可發展機車充斥的智慧汽車模擬情境等。同時，臺灣已培

養大量且優秀的硬體及軟體工程師，臺灣整體設計研發的環境也非常好。因此，

臺灣宜在此堅實的技術基礎之上，強化「軟體與硬體」的跨域整合，以面對數位

革命挑戰。 

 

（二）發展能回應民生社會需求的數位創新創業 

    人工智慧、機器人、大數據分析、區塊鏈等數位科技的發展應用，最終需能

回應臺灣社會發展需要與民眾生活需求。 

    以數位生醫而言，早期預防醫療以及長期照護為臺灣當前的重要社會議題，

可思考如何運用區塊鏈來進行臨床實驗管理，以及如何運用智慧機器人陪伴病患

或協助照護員，藉以優化臺灣健康醫療品質並提升全民福祉。 

    以金融科技而言，支付、交易、存貸、投資和保險為民眾最基本的金融服務

需求，故涵括全球大部份金融科技領域。未來在推動金融科技發展上，宜思索臺

灣社會與民眾真正的痛點為何，即有哪些金融服務需求尚未被滿足，從中發掘創

新契機。例如，運用數位科技來提供更低成本且便利的跨境匯兌服務或貸款評估

業務，又或者整合金融和其他產業領域的大數據資料，如運用使用者電信消費資

料作為 P2P 貸款徵信資料等，可提供金融服務予尚未有銀行往來紀錄的民眾，以

落實普惠金融，提升金融科技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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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政府部會間的政策連結與合作 

    數位科技帶動跨領域結合的新興產業發展，如平臺業者與旅宿業、交通業、

媒體業的跨域結合，或者資通訊業者與金融業、醫療業、機械製造業的跨域結合

等，而創新創業的推動有賴人力面、資金面、產業面、學研面之間的鏈結，可預

見數位創新創業議題將廣泛涉及政府多個部會的職權及資源配置。 

    目前在行政院層級已建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DIGI+）小組」，由行政

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擔任小組委員會幕僚單位，協助統籌「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

展方案」下有關跨部會暨中央地方協調的工作。與此同時，為推動「亞洲・矽谷

推動方案」及「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方案」，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其執行

中心則肩負主要的跨部會協調工作。這些跨部會小組工作有利於我國數位創新創

業的推動，建議能在此基礎上，加強小組間的橫向溝通與政策連結。 

    此外，配合當前政府推動各項經濟發展方案，各部會也積極提供多樣輔導資

源，卻也容易有多頭馬車之虞，建議可思考如何強化政府部會間的政策連結與合

作，以有效整合跨部會的數位創新創業資源。 

 

二、培育數位創新創業人才 

（一）打造創新創業的校園實驗場域 

    從探討國內外數位創新創業重要案例發現，創業者多為發自內心主動追求經

營目標，而成功創業之前大多累積數次失敗經驗，顯示創業是一個需要實地演練

並反覆嘗試的過程。因此，相較於開設創業課程，創業者需要的是能演練及嘗試

的環境，政府宜扮演創造環境的角色，以便創業能在適宜的環境下醞釀成長。 

    而目前國內大專院校雖多有開立創業課程，但授課內容不一定能提供學生創

業真正所需。學生必須了解自己在創業過程缺乏哪些面向的資源或知識，才會有

動力學習。建議政府有關單位可引導大專院校，研議在校園設計出新創公司的模

擬情境，結合學校所研發的技術納入模擬創業過程，透過實戰讓學生自我探索創

業缺乏的要素，進而學習並累積經驗，將可提升校園創業課程的實際效益。  

 

（二）提升教職員投入數位創新創業的誘因 

    臺灣各大專院校雖有設立育成中心或鼓勵學術研究成果商業化，惟從事新創

育成或技術商轉一定程度會排擠教師進行學術研究且在現行的機制下不利學校

老師的晉用和升等，較難有效激勵大專院校教師投入，建議政府應從教師評鑑等

相關機制著手，研議如何激勵教授投入創業育成與研究商轉，以利推動我國數位

創新創業。 

    此外，以往教育部在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下透過紮根計畫補助各大專院校開

設創業課程金額，惟補助經費逐年縮減，已不足聘雇講師的費用。建議在此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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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減的趨勢下，政府有關單位能研議可行的替代激勵機制，以延續教育體系內的

創業人才培育管道，持續支持我國數位創新創業所需的人才需求。 

 

三、建立更彈性與多元的籌資環境和引資機制 

（一）創造有利新創事業投資出場的多元管道 

    新創事業歷經早期創業開始步入業務擴張及成熟期後，企業形態改變並開始

引入外部法人及投資人資金，常見以在公開市場發行、上市櫃、併購、出售等方

式出場，而早期階段的投資人在評估一家新創投資價值時，往往也會考量新創出

場後的投資報酬率。 

    為提供新創多元出場管道，金管會已增列上櫃電子商務為產業新類別，截至

2018 年 7 月共有 5 家電商上櫃，並規劃放寬無獲利新創事業上市櫃規定，以鼓勵

電子商務及網路服務等創新特色產業掛牌上櫃。考量數位創新創業的跨領域產業

特性，以及新創事業大多需 3 年至 5 年才能開始獲利，建議政府加速放寬新創事

業上市櫃規定，並持續研議開放更多元的數位新興產業上市櫃類別，同時研議放

寬其他資本市場工具作為新創事業出場後的籌資工具。 

    此外，考量國內大型企業併購新創的風氣不盛，目前國發會正協調經濟部、

財政部檢討企業併購法，希望在 2018 年底前提出修正條文報行政院審議。建議

儘速完成國內企業併購法相關修訂，以提高企業併購新創的誘因。 

 

（二）善加運用創投業者及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力量 

    臺灣創投產業於 1995 年至 2000 年間進入蓬勃發展期，匯集並挹注大量資本

於科技新創事業，推進臺灣科技產業卓越成長。近年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改變，

國內創投領域開始拓及網際網路與生技醫療產業，但其在臺盛況已不若巔峰時期

的 200 多家，目前真正仍有持續投資活動者僅 30 至 40 家119。配合 2018 年 5 月

行政院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啟動，包含創投公會、矽谷創業家 SVT 天

使群及國家級投資公司「台杉投資管理顧問」等創投機構，與國發基金共同投資

新創企業，期能再次帶動創投機構投資國內新創企業的風氣。 

    另一方面，金管會自 2017 年 8 月起陸續開放投信事業及證券業得經申請核

准透過子公司設立私募股權基金(PE Fund)，成為國內創投機構以外另一股挹注新

創早期資金的力量。從凱雷集團、KKR、黑石集團等國際大型知名私募股權基金

的投資型態可知，私募股權基金多為發掘潛力產業後進行長期投資，並導入技術、

人才與資金來提升公司長遠價值，同時文獻實證結果大多指出，私募股權基金有

助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其研發支出較一般企業高出 2 倍，且企業獲利持續穩定

成長。 

                                                      
119

 陳碧芬，2018 年 1 月，〈益鼎創投邱德成：臺灣創投要走向 2.0〉，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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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2015 年研析報告指出，包含

創投（Venture Capital）與私募股權（PE Fund）在內等另類投資工具（alternative 

investments），能提供早期資金予風險較高的新興產業，對企業創新及升級轉型有

正面效益120。建議政府能正面看待創投機構及私募股權基金對數位創新創業的貢

獻，透過誘因機制提供激勵措施，以有效引導創投機構及私募股權基金挹注新創

事業早期投資，並協助國內中小型企業進行數位升級轉型。 

 

四、增進創新創業生態系之密切互動 

（一）鏈結新南向市場共同打造數位創新創業生態圈 

    依據「APEC 後 2020 願景」（APEC post 2020 vision），數位科技引領產業升

級轉型並帶動周邊產業經濟規模擴張，將是驅動亞太地區未來經濟成長的關鍵。

建議政府宜掌握此一區域發展趨勢與市場商機，在亞洲矽谷創新創業生態圈的建

立基礎上，結合當前新南向政策之推動，透過簽訂合作備忘錄或公民卡協議等方

式，加強國內數位新創業者與新南向市場之鏈結，鼓勵國內中小企業運用數位科

技拓展新南向市場，或透過數位平臺與當地業者進行跨域結盟合作。 

    例如今(2018)年 9 月，我國即以桃園林口新創園區為國際新創入口平臺，由

中華民國全國青年創業總會、全球創業網絡（GEN,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兩大民間組織聯合倡議，與印度、印尼、泰國、紐西蘭、韓國等五國

共同簽署「gAsia Pass 創業數位公民卡」，整合與交換國際新創資金、人才與資源，

以利國內新創團隊順利扎根跨國市場。121
 

    未來政府可參酌此一模式，扮演居中推動或支持的角色，以數位創新創業議

題為先鋒，多加開創多邊及雙邊等跨域合作，強化臺灣與新南向國家的新創資源

整合，促進新南向各國來臺創業並留臺創新。 

 

（二）鼓勵大小企業結盟 

    為協助國內新創企業開拓事業第一春，行政院於今(2018)年 2 月通過「優化

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其中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納入 40 項新創產品

於政府機關的共同供應契約清單中，使政府、國營事業還有法人可以成為新創的

好夥伴，透過政府採購新創的產品或服務，讓新創獲得第一筆訂單，以協助拓展

其往後業務。 

    目前已成立「亞洲・矽谷物聯網產業大聯盟」，另外也建立了「金融科技創

新基地」，建議政府可研議將上述「新創好夥伴」的措施擴大納入這兩項產業聯

盟，並提供相關誘因鼓勵國內大型企業或金融機構與新創業者進行業務合作與採

                                                      
120

 WEF,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2020, Regulatory Reform and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2015. 
12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新聞稿，2018 年 9 月，〈臺灣與亞太六國簽署 gAsia Pass 創業數位公民卡協議，經

濟部林口新創園將成為亞太區國際新創入口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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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此外，國內在數位生醫、綠能科技、智慧居家、智慧物流與數位觀光等領域，

也不乏優秀的新創業者，若能強化大型企業與新創業者的夥伴關係，亦有利於我

國數位創新創業之推動。 

 

（三）形塑臺灣數位創新創業的國際品牌 

    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今(2018)年調查結果，臺灣新創事業的國際鏈結相對

亞洲其他國家偏低，使得新創團隊不易吸引國際創業人才、資金和技術。分析其

中原因，國內新創團隊創業計畫缺乏完整且長遠的規劃，同時也不善行銷包裝，

較難在國際競爭舞臺上吸引國際投資人目光。 

    除了透過校園體系及育成中心來輔導新創團隊之外，政府或者思考如何提升

臺灣整體數位創新及創業環境在國際上的能見度，經由打造臺灣在特定數位創新

領域的國家品牌，將有助於個別新創企業參與國際合作、深化國際鏈結。 

    此外，建立數位創新商品的國際認證制度，亦有利於國內數位新創業者拓銷

國際市場。例如數位醫材產業，最為需要的是國際上的認證，建議政府有關單位

可研議建立能被國際認可的認證機制，或加強與國外團隊交流合作，建立我國於

醫療相關技術上的有利形象，以促進國內醫材出口海外。 

 

五、打造有利數位創新創業的法規環境 

（一）建立與時俱進的公共採購制度 

    研析主要國家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的政策措施，發現各國高度重視完善政府採

購制度，例如美國聯邦採購局專門設有小企業採購代表處，負責協調聯邦政府向

中小企業或創業企業的商品採購，並以政府採購合同形式扶持創業企業科技創新

活動。另外德國《高科技策略 2020》中，也明確提出創新取向的公共採購。 

    我國現行公共採購法規仍停留在製造思維，如國內採購法有關報價規定，未

衡量當前數位經濟下研發人員腦力資本與服務的價值，且現行採購法下若提前完

工反而會被要求減價等，恐使臺灣產業環境缺乏彈性，使臺灣企業較難因應數位

產業的多元變化及智慧服務特性。建議通盤檢視公共採購法規使其能與時俱進，

以利國內推動數位創新創業。 

 

（二）法規制度宜跳脫防弊思維並採風險管控原則 

    國內現行法規大都是以防弊為基礎，不信任民眾和企業可以自行管理。以現

行採購法為例，建議宜重新檢視黑名單條款，將違法與違約分別管理，且應有比

例原則來判定是否列入政府採購黑名單。另以自由貿易區的物流管理為例，建議

管理程序可評估採風險控管原則之可行性，並輔以嚴格執法，以使得臺灣投資環

境更有彈性及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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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建議在相關法規調適上，宜縮短新創產品及服務從政府監督試驗階段

到真正商業化的時程。例如，歐美近期修正法規，同意若該款新藥已被經常使用，

則可做為核准上市的依據，但我國在這方面的限制仍較多；同時也建議檢視生醫

技術研發成功後的認證程序是否過於繁複。 

 

（三）明確法規對創新產品與模式的接受範圍 

    由於數位創新創業容易衝撞現行法令規範，或者超出現行法規範圍之外，業

者投入數位創新創業容易面臨可能觸法的不確定性。我國雖然已通過金融科技與

創新實驗條例，提供新創業者試驗創新商品或營運模式的實驗場域，但對於沙盒

的適用條件、可申請實驗的範圍及主管機關可容忍的風險程度，仍需明確以使業

者能有所依循。 

 

六、建立安全的大數據資料共享機制 

（一）加速研議我國「開放銀行」（Open Banking）之運作機制 

    臺灣高資產人口眾多，資產超過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有 31.7 萬人，財富總共

是新臺幣 18.9 兆元，顯示在高資產族群智慧投顧為具潛力的可開發金融科技場域。

另一方面，臺灣整體約有四分之一人口月薪低於最低薪資水準，這些低薪族群則

是普惠金融的目標服務客群。運用我國長期累積巨量金融行為資料，結合人工智

慧與大數據分析，將可提供民眾更客製化且優質的金融服務。 

    雖然金管會已進行 11 項大資料應用計畫，但仍僅限於政府開放資料，對於

民眾已提供給個別銀行的金融資訊，跨金融機構的使用仍受限，也限縮了國內金

融科技發展的空間。隨著歐盟、英國、新加坡及香港等國相繼推動「開放銀行」，

即在獲得客戶同意前提下，金融同業間可透過第三方機構相互獲取客戶資訊，金

管會在2018年10月底首度表示，金管會刻正研議如何架構臺灣版開放銀行架構。

此為推動國內金融科技發展的重要突破，無論最終採取英國的集中平臺管理方式，

或是新加坡與香港的個別管理方式，將能提供國內金融消費者更優質的金融服務，

建議加速完成相關機制的研議。 

 

（二）逐步進行醫療健康資訊應用相關法規之調適 

    隨著大數據資料分析技術之精進，應用健康醫療資訊於實證醫學、遠距醫療

及新藥物研發等醫療工作上，逐漸蔚為趨勢，包含臨床應用、保險給付與價格訂

定、精進藥廠或醫療器材公司的研發、開發新商業模式、公共衛生等。惟醫療資

料的應用涉及個人資料隱私權，包含我國在內等主要國家多有透過相關的法規加

以規範。 

    我國保障個人醫療資訊之一般性規範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特別性法規則

散見於《醫療法》、《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人體研究法》等。鑒於醫療健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AD%90%E7%9B%9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A%A0%E5%9D%A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6%99%E6%B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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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大數據資料的共享與應用，將有助於推動我國數位生醫產業之發展，先進國家

開始對此進行相關法規調適，如日本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基礎上訂定《次世代

醫療基盤法》，規範醫療個資應用於研發計畫之可行作法。建議我國可參酌先進

國家近年對醫療個資應用法規之調適方向，逐步進行國內相關法規之修訂研議，

以利加速我國數位生醫推動進程及產業發展。 

 

（三）加速建立臺灣語音資料庫及共享機制 

    「語音對話」在人工智慧運用層面是較廣的，比文字輸入來得更有溫度，一

旦建立好語音資料庫，將來的發展是無可限量，但相較於金融資料應用平臺及健

保醫療資料庫，臺灣在語音資料庫的建立腳步相對較晚。科技部於 2017 年起舉

辦科技大擂臺，其中針對語音人工智慧，從公共電視教育廣告電臺、政治大學和

交通大學取得廣播節目或開放課程，做為語音資料庫的內容，目標為建立涵蓋

5000 個小時的語音資料庫。 

    目前國外科技大廠積極布局智慧語音助理，包含搜尋引擎、智慧居家、民生

消費等，應用範圍與商機龐大，並已陸續研發進軍臺灣中文市場。建議能加速建

立中文語音資料庫及其共享機制，以利國內新創事業進入智慧語音市場。同時，

臺灣擁有多元語言環境，建議也應擴大語言資料庫的語料類型，以使智慧語音創

新服務能滿足各使用族群的語言需求。 

       綜合以上分析，臺灣推動數位創新創業需要人才培育、資金媒合、國際

鏈結、實驗場域（金融監理沙盒）、開放資料等關鍵元素支持。面對數位革命挑

戰，宜發揮臺灣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總體優勢競爭力，結合創意特色應用場景，強

化「軟體與硬體」的跨域整合，掌握先機、合縱連橫，以達充足數位備戰能力，

再造臺灣產業新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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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臺灣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的政策建議 

政策建議 

整體政策推動建議 

 以製造優勢槓桿「硬 X 軟」數位整合能力。 

 發展能回應民生社會需求的數位創新創業。 

 強化政府部會間的政策連結與合作。 

培育數位創新創業

人才 

 打造創新創業的校園實驗場域。 

 建立能提升教職員投入數位創新創業的誘因機制。 

建立更彈性與多元

的籌資環境 

 創造有利新創事業投資出場的多元籌資管道。 

 善用創投業者及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力量。 

增進創新創業生態

系之密切互動 

 鏈結新南向市場共同打造數位創新創業生態圈。 

 鼓勵大小企業結盟。 

 形塑臺灣數位創新創業的國際品牌。 

打造有利數位創新

創業的法規環境 

 建立與時俱進的公共採購制度。 

 法規制度宜跳脫防弊思維並採風險管控原則。 

 監理沙盒法規宜明確對創新產品與模式的接受範圍。 

建立安全的大數據

資料共享機制 

 加速研議我國「開放銀行」（Open Banking）之運作機制。 

 逐步進行醫療健康資訊應用相關法規之調適。 

 加速建立臺灣語音資料及使用機制。 

資料來源：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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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座談會議紀要 

壹、「全球數位創新創業趨勢及對金融科技發展之影響」綜合座談 

 

【時    間】107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二) 下午 14:00-16:00 

【地    點】中技社會議室(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潘文炎董事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林建甫院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 

【引 言 人】林姿儀組長 台經院新興市場發展研究中心 

【與談專家】 

一、學者專家  

李沃牆教授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盧陽正副院長 金融研訓院 

二、政府代表  

邱俊榮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卓瑩鎗顧問 國發會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 

三、產業代表 

王可言董事長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建宏合夥人 IBM 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 

張榮貴總經理 天逸財金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楊瑞芬理事長/執行長 金融科技產業促進會/瑞寶網路科技公司 

【與會人員】 

余騰耀執行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王釿鋊主任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吳孟道所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 

魏子迪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 

范玫宜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 

許湘琴組長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郭博堯組長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邱炳嶔副研究員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劉致峻副研究員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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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要】(依發言順序) 

一、 主席致詞：潘文炎董事長 

歡迎各位來參加「全球數位創新創業趨勢及對生技醫療發展之影響」座談會。

中技社的創社宗旨是引進科技新知、培養科技人才，最近這十幾年來轉型成智庫。

我們今年初舉辦了人工智慧研討會，有四百多人參加，反應非常好。大家都知道

數位經濟和人工智慧是將來經濟發展的重點，用創新來帶動發展。目前各國都在

推動，而臺灣優勢在哪裡？如何來發展？中技社在推動我國數位經濟方面可以提

供哪些建議？我本身是石油化工背景，今天在此向各位先進學習，後面就請林院

長來主持。 

主席致詞：林建甫院長 

首先非常肯定潘董事長所言，身為智庫就是要領先思考國家問題來幫助社會。

台經院百分之九十五收入來自政府計畫，我們永遠為政府服務、為人民服務，以

國家社會長遠發展為考量。剛剛董事長提到年初的人工智慧研討會，我也有幸參

加，當場收穫非常多。今天我們討論全球數位創新創業的趨勢對金融科技領域發

展的影響，當前整個大環境在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引領之下，如何應用在金融科技

創新創業相當重要。非常謝謝大家出席，等下聆聽大家的高見，在此之前先請台

經院林姿儀組長進行引言報告。 

二、 會議引言：林姿儀組長 (略) 

三、 李沃牆教授：  

1. 臺灣在智能投顧有非常大的潛力。最近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臺灣資產超過新

台幣三千萬元以上有 31.7 萬人，財富總共是新臺幣 18.9 兆元，高端的資產管

理未來是個可開發的場域。另一方面，臺灣平均薪資略低於平均值的的族群

也非常多，未來智能投顧也可朝普惠金融方向發展。 

2. 針對人才培育，從前年或去年開始，國內科技大學或一般大學大部分都已經

有開設金融科技的課程或學程甚至學院，也有人工智慧學校，臺灣在人才培

育方面已有很好的起步，但是對於消費者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教育我覺得做的

不夠，消費者不了解金融科技的話如何會接受？又如何能信任金融科技的資

訊安全？不管是政府或是相關單位，都要努力加強消費者教育，並讓消費者

認識金融科技環境和使用這項技術。 

3. 目前政府開放資料是一般性而且比較少，離進行大數據分析還有成長空間。

另外資料要能有某種程度的共享，例如 P2P 放貸資料仍不易取得。 

4. 許多國家正在培養獨角獸，臺灣市場規模很小，必須整合資源才能培養真正

具有競爭力的獨角獸。 

5. 臺灣推動行動支付的過程中，很多業者很擔心會有資金鏈缺乏的問題，這可

以透過區塊鏈來解決。另外，財政部應該提出相關配套措施給予行動支付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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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者消費者誘因。 

6. 歐盟個資法正式上路，這是一般數據的保護條例，應探討我國目前法規能不

能因應國際金融的法規變動，即時進行配合和調適？  

7. 我國目前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包含五個方向，其中數位商務包含了跨境電

商、金融科技、中小企業行動科技普及，我們必須檢討這些方案的執行成效。

香港和新加坡提供中小企業或金融科技創新業者非常高的獎勵跟優惠稅制，

以帶動當地金融科技發展，我國在這個部份可能已經有一些規劃，但希望能

夠時時刻刻去檢討目前推展的成效跟困難。 

四、 盧陽正副院長 

1. KPMG在2018年提出金融科技十大趨勢： 

(1)金融科技自2018年開始在人工智慧為基礎的創新，會持續加速發展； 

(2)監理科技重要性提升，相關資通訊科技廠商會獲得更多投資者青睞； 

(3)大型電商平臺和金融科技業者進行直接跨域整合； 

(4)數位借貸技術與平臺的興起； 

(5)區塊鏈未來在創新生態系統的使用上會越來越多元化； 

(6)歐盟的開放式銀行業務，包含開放的應用程式介面； 

(7)金融服務公司持續創建自己的數位銀行； 

(8)保險科技在全世界各地擴建量身訂製創新的保險商品； 

(9)已經成熟的金融科技公司持續擴張； 

(10)金融科技業和傳統科技巨頭進行更多合作。 

2. 比對CB INSIGHTS在2015和2018年提出的金融科技趨勢，2018年新增合規科

技、區塊鏈跟加密貨幣，且個人理財結合機器人顧問。整體金融科技發展方

面，2016-2017年是大型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新創業者結合，至2018年已經發

展至跨域整合。 

3. 工研院產業情報網認為，臺灣的感測器和聯網技術具有優勢，在人工智慧邊

緣運算趨勢下，未來結合數據蒐集與人工智慧運算，將是很大的利基。 

4. 臺灣市場小，發展定位要朝向精緻有深度。例如，臺灣在智慧醫療可結合資

通訊科技產業的優勢，臺灣可發展機車充斥的智慧汽車模擬情境。 

5. 臺灣金融與創新創業需要有開放資料、人才培育、實驗場域(金融監理沙盒)、

資金媒合、國際鏈結等關鍵元素支持。要發揮臺灣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總體優

勢競爭力，結合創意特色應用場景，掌握先機、合縱連橫，再造臺灣產業新

春天。 

五、 邱俊榮副主任委員 

1. 亞洲矽谷主要有兩個主軸，一是打造好的新創環境，二是發展物聯網。跟今



108 

天的金融科技主題有共同的目標，就是希望提升附加價值，透過不斷的創新

來改變我們的產業結構。 

2. 目前國內新創活動對國際市場的掌握頗為不足，金融科技的發展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另外國內討論其他創新領域都還蠻強調國際間合作，包含智慧城

市、數位應用等，金融科技較少聽到談及國際合作。 

3. 除法規外，金融科技發展更面臨各式高度管制，儘管我國已通過金融科技與

創新實驗條例，但金管會或央行應明確宣示可能接受或容忍的範圍或程度，

讓私部門新創能有所依循進而蓬勃發展。 

4. 金融科技創新應該有機會與各領域創新活動有更全面的連結，在人才引進、

資金運用、技術鏈結等各方面共享規模經濟之效，尤其可共同鏈結國際技術

與市場，這是目前還須持續改善之處。 

5. 金融科技在許多私部門/民間的銀行相對來講比較積極，公股行庫比較沒有這

麼積極。或許是這些公股行庫在我國金融體制內相對是具有優勢的銀行，對

他們而言沒有這麼高的警覺性或是認為是必要的事情。 

6. 區塊鏈的發展是金融科技發展的基礎，國發會刻正引進矽谷新創加速器來協

助臺灣的區塊鏈新創，希望有助於金融科技的發展。 

7. 未來要發展金融科技的話，資料很重要，資料是人的行為產生，人的行為是

受到現在的制度制約，在這既有的架構之下去做這件事情，但是現在要放寬，

過去可用的資料在很多的規劃之下到底是不是合用，我對這個問題也很擔心。

另外包含資金、國際鏈結的部份，金融科技未來能多些合作。 

8. 今天我們接受到大家很多寶貴意見，我會帶回去給金管會，並相互討論如何

推動金融科技發展。 

六、 卓瑩鎗顧問 

1. 全球金融科技創新領域分為支付、保險規劃、借貸、區塊鏈等，重點都在數

位創新。先談支付領域，消費者一天之中都會有支付行為，民眾在面對支付

的時候會假想，手機或卡片哪一種能解決我的痛點?如果能夠找到消費者的痛

點且能解決現況，最好是不違背現行法令，這類金融科技通常可以走得很快，

而且衝得很快。以電子支付來講，傳統支付到我們現在的數位創新，目的就

是達成不用紙鈔的無現金化狀態。 

2. 舉一個例子，我遇過一位計程車司機，每三年就換一次車，因為自從他換了

新車，每周一到六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一個月收入可以到七八萬塊，保

持車子乾乾淨淨、漂漂亮亮客戶就會招手搭乘他的車，讓來客數大增。這樣

的商業模式卻不是每個計程車司機都可以，臺灣多數連第一輛八十萬計程車

都買不起，除非去和銀行貸款，但又面臨銀行不知道運將跑了一個月的車到

底營業額是多少，無法核貸。其實電子支付的出現，可以解決這部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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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會提供電子票證，那張紙不是發票沒有扣稅的問題，但是可以讓運

將去借錢的營業額憑證。 

3. 我再舉第二個例子，五分埔有個店家想展店去向銀行借錢，但因為銀行不知

道這家店一個月的營業額，店家老闆無法用店的名義借企業貸款，只能用個

人名義借信用貸款，原本是要借五百萬 變成借五十萬，無法展店，除非可以

證明它的還款能力，它的信用能力。所以金融科技在這一塊，如果能夠解決

老百姓的痛點，解決現況、找到痛點、不違背現在的法令，那的確是有很多

它能做的事情。 

4. 經濟學家很愛談長尾理論，目前銀行通常採取一種放款策略，派一兩個高級

資深理專去盯著某位商界人士，譬如說郭台銘，照三餐問候有沒有借錢的需

要，等到有一天郭董說我好像真的有借錢的需求，我跟你借二十億這樣子，

這個高級理專這一年就沒有白費了，這是目前的現況，派高級理專去盯著很

有錢的人，它追的是最頂級的用戶。 

5. 可是如果我們要用人工智慧、用大數據、用機器人理財，要讓長尾理論下面

那一排潛在客戶願意使用商品。怎麼做？譬如說在pchome、yahoo等電商平

臺，某客戶平常買的都是高單價的東西，一年來累積了信用額度，但到第二

年的時候，這位客戶突然將一些二手的或打折商品拖進購物車但卻沒有買，

系統偵測到客戶這樣的行為，頁面底下就跳出一個拉霸問：「你有借款的需求

嗎？」，這種通常會點進去的人特別多。這個其實就是機器人學習或者是大數

據人工智慧在幫忙解決人類的問題。 

6. 要發掘金融科技的創新領域，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市場需求模式畫出來，找出

金融科技可以解決哪一類需求，有沒有違背現行法令？有的話循金融監理沙

盒途徑，沒有的話就了解是否能真的解決民眾的痛點？若金融科技不能解決

痛點，通常會受到很多阻礙。 

七、 王可言董事長 

1. 金融業是產業的動脈，金融要流通，產業才能發展，未來的數位經濟，金融

科技就是數位經濟的動脈。談到數位經濟其實是幾個不同流的整合，數據流

會產生人流、人流會產生商流、金流、物流再回饋流，這些整合起來才能夠

有成功的數位經濟。 

2. 跨域跨業的整合是趨勢，金融科技未來不能夠只看金融，而是要跟其他產業

合作，因為僅有金融交易的數據是不足的，若能結合其他產業的數據，對於

整個優化都很重要。 

3. 存貸、支付交易、投資、保險含括大部份現代金融科技領域，事實上這四個

領域從2008年就開始發展金融科技，至今也10年了。觀察未來趨勢要關注成

長情形，目前雖然對金融服務模式影響還很小未來可能會變大，很多獨角獸

是從支付交易和存貸領域開始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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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發展金融科技至今已近三年了，我們在普惠金融落實上面沒有太大的進

展，若要經濟穩定成長，必須落實普惠金融。 

5. 數位身分認證具有數位軌跡，不一定需要實名，匿名的數位身份也代表這個

人或公司的過去經歷。數位錢包可以追蹤所有交易，可以徹底分析並防制洗

錢，比實體經濟更徹底，若一定要實名才能追的話，能量就少了一大半。身

份認證未來在物聯網或是個人電子身份會有不同的商機。 

6. 資訊若不能分享，則數位經濟難以推展。過去臺灣對個資保護產生誤解，我

國個資法並未規定不能使用個資，而是不能未經個資所有者同意逕行使用，

但政府不管使用者同意與否直接限制資訊使用，包括我們的健保資料在內。

不管個資或是公開資料的保護與分享機制，個人數據初始化對數位經濟很重

要，這又牽涉到開放數據的處理和分析。雖然臺灣政府資料開放是被英國排

名第一，但在資料處理跟分析上並沒有領先，主要因為不同數據之間處理的

障礙太多，尤其在非金融資料的取得上。 

7. 金融科技公司多以小公司起家，是整個服務流程的某一部分，只能跟金融公

司合作來創造他的價值。當你把流程切割之後再重新整合，這就是創新的機

會，在臺灣目前還沒有分工合作的共識，是發展上很大的障礙。 

8. 金融科技可結合智慧生活創造新的商機，例如金融業和金融科技業可以跟電

商平臺溝通合作新的商機。 

9. 臺灣發展金融科技應與國際合作，不只是把國際技術引到臺灣，而是要有雙

向互動且對臺灣在地產業有貢獻。臺灣大小適中、文化多元，不只華人甚至

到國際，臺灣都能做一個很好的場域，這個是我們的強項。東南亞國家都對

臺灣存在好感，也非常重視臺灣在金融科技的發展，要運用這些去做南向的

輸出跟合作。 

10. 金融科技和區塊鏈的交集有蠻大的機會，透過區塊鏈的技術來協助傳統產業

做創新也是非常大的機會。區塊鏈在缺乏信任的環境下可以達成可信賴的共

識，這個是應用上最重要的。我們臺灣資訊及通訊科技技術的強度跟區塊鏈

結合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因對無形價值認知不夠，思考常常是硬體導向，

但先進國家大都是從無形價值開始，如何去平衡兩種看法是很重要的。 

11. 我國金融法規需要鬆綁、金融環境需要改善。政府沒有金融科技的戰略，金

管會重視的是監管不是產業發展。因為臺灣的規模太小，要有明確的金融科

技策略，才可以發展出國際水準的服務並輸出。我們公司去年8月參加新加坡

的全球支付峰會，被選為3個全球支付的典範之一，臺北、新加坡、舊金山，

但我們是唯一沒有服務的，因為公司沒有5億的資本額，所以不能夠合法的服

務，雖然有好的技術沒有辦法合法的推動，這就是一個在臺灣發展金融科技

的挑戰。 

12. 另外一個挑戰，比如說我們在應用程式介面(API)經濟支援的平臺，我們在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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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就開始做，大部份的資金都放在這個上面，最近有人告訴我，某個法人

團隊現在要來跟你搶做這件事情。我覺得政府支援這些法人，他們有非常多

的地方能夠協助我們的產業，而不是去做民間已經花了非常多資金去做得不

錯的事情。 

13. 臺灣現在可能最明顯的機會是在區塊鏈跟代幣經濟，但太多人在炒作，風險

非常高，如何透過自律使產業正向發展，需要政府和民間一起合作，改善環

境並鬆綁法規，鼓勵優良且負責任的新創發展。 

八、 楊瑞芬理事長 

1. 全球金融發展不是一個既定的領域，只要能夠用新的金融數據去做分析，或

是任何一個其他的方式解決既有的問題，它都會發生，所以大家現在看到前

一陣子保險科技也還蠻紅的，未來證券的部份有自動化投資理財顧問等等，

我認為還會有更多，只要是能夠方便今天人類的金融行為都會成為新金融科

技的範疇。 

2. 其實臺灣在亞洲仍然在金融相關的核心利基點上有相當的優勢。不管是在風

險管理的能力、財富管理，各位知道其實亞洲非常多的國家到現在為止是沒

有所謂財富管理這種業務，更何況臺灣的保險，每一人平均消費者擁有保單

也是多得不得了，事實上是驚人的，臺灣信用卡當然也是，我們做風險管理

這一塊大概也是亞洲第二個國家開始，累積不少信用卡的數據。 

3. 中國大陸和印度現在跑得比較快，如果拉出亞洲地圖來看的話，大部份其他

的國家，不管是印尼、馬來西亞、緬甸、寮國、菲律賓、泰國、甚至中亞的

國家、俄羅斯，他們在風險管理技術及財富管理技術上，其實是遠遠低於臺

灣的。有幾個國家其實很希望藉重臺灣的專業跟技術來發展他們的金融科技，

這是一個未來經濟新的技術。 

4. 金融科技產業促進會已經跟泰國、香港、俄羅斯跟哈薩克四個國家的金融科

技協會簽訂備忘錄，都在全力的推動金融科技，這個是臺灣相當大的利基，

我們沒有人口紅利，我們沒有海量的數據，可是我們在做資料分析、數據分

析的能力並不差。國際合作對於產業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掌握時機，

我們能不能在這一兩年內，快速有個機會促成國際合作，展現產業的利基，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5. 整個產業在創新創業的時候面臨哪些挑戰、哪些關鍵元素？我們的法令的確

很新，至少臺版沙盒已經開始，檢視臺灣的金融法規仍然是一件要繼續做的

事。我們雖然加上去了一個創新實驗條例，它可以幫助一些對於已經抵觸到

金融法規的部分能夠除罪化，但是沒有寫在裡面的項目都不見得能夠申請，

換言之，我們談的區塊鏈，沒有人寫過和區塊鏈有關的內容，所以也沒有辦

法申請。而臺灣的金融法規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刑法入罪以及高資本額門檻

這兩個項目，我認為應該要降低資本額門檻，強化專業技術門檻，這才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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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趨勢，去看美國、香港，申請一家銀行不會很難的，資本額很低的，但

是技術門檻很高，這其實是蠻重要的地方。 

6. 在法規面，政府現在全力衝刺像數位支付的部份，其實我們的數位支付技術

不錯，在2000-2005年的時候是笑傲亞洲的，當時的支付是我在中國信託領導

全臺灣的網路支付，為什麼我們現在落到這麼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仍然是法規，例如電子支付管理條例，仍然太嚴，若打破這個臺灣支付一定

起飛，我們有能力，不一定要圈在銀行裏頭做信託，這些都是門檻。 

7. 在政策面，目前臺灣在金融科技創業最重要的問題是開放銀行資料(Open 

Banking Data)，歐洲在去年已經全面開放，所有的歐洲有關支付的部份，全

面開放應用程式介面給非支付業者能夠來運用，運用讀取之後產生新的高價

值東西，這才是金融科技的精神。開放資料幾乎是在所有金融科技政策中的

一個核心策略，包括新加坡，它的經濟政策目標當中有一項是沙盒，另外一

項就是開放銀行資料政策，並訂出時間表一定要開放的，不容許因為一些既

有組織利益上的確認而停下來，若沒有開放資料，數位經濟就不可能發展。

數位經濟就是借助在這些資料快速重新的計算和利用，產生新的價值，才有

機會，所以開放銀行資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8. 英國在去年成立了一個組織叫open banking.org，列了非常多的項目，都是用

政令方式，要求開放銀行資料的應用程式給所有其他資訊科技業者使用，有

了這個標準之後，才會是在資料安全使用無虞的前提下開放資料。新加坡在

2017年金融科技大展之後，去年底已經揭露它已經訂出11個應用程式介面，

都直接開放給非金融業者可以使用。目前臺灣還沒有看到金管會，或其他單

位有這方面的作為，更不要提我們非常多的資料是落在非銀行手上，比方說

個人線上查閱信用報告、支付的資料，很多都是在財金公司，如何將這些整

合起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9. 金融科技也是一個高資本額的遊戲。去年澳洲檢視他們所有的金融科技新創

業者，平均來講，都需要三百萬美元的資本額，這是一個基本的門檻，所以

平均來講能夠生存到能夠賺錢，其實一定要有三百萬美元，這本來就不是一

個簡單的產業，既然要普惠，這個問題就必須留意。金融科技是一個必需要

跟其他資料聯結的，這個也必須是要有資源、資金的整合才能納入。另外如

果有很好的加速器，例如新加坡政府出資給新創團隊，創辦佔它百分之三的

股份，扶植它的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很特別，需要比較特別的加速器，因為

它也比較能夠闖關，有那樣的專業，能夠扶植那樣獨角獸的經驗不是那麼多。

所以能幫臺灣創造一個專門是金融科技的加速器，又是獨角獸等級的專業經

驗，是臺灣需要的。 

10. 如何透過整個法規還有其他哪些可以來協助臺灣金融科技的創新創業？我提

一個叫做優惠政策。例如哈薩克為了成為中亞的金融中心，成立一個叫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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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是一個特殊法的地區，完全為了扶植金融科技業，希

望各國的好手、像臺灣的廠商能到那裡去註冊，成為在阿斯塔納的公司，目

的也很希望在阿斯塔納再成立第二個交易所，為了要吸引新創業者到那裡上

市以及扶植，開出的條件是八年免稅(我後來查了是五十年免稅)，沒有任何

上限，三年完全租金免費，要邀請人過去三年內簽證也完全沒有問題。 

11. 泰國也推出有關金融科技的優惠，一樣三年免稅，但有條件，如額度的上限。

反觀臺灣，若這是一個需要資本競賽的產業，該如何去吸引這些資本投入臺

灣，最好是跟臺灣的金融科技業者結合，但臺灣沒有好的政策來吸引資本、

技術人才、團隊進來。在英國也有一個獎勵政策方案，包括對金融科技新創

業者本身都有一個獎勵措施。對臺灣來說，我們需要有明確的激勵、優惠措

施來協助專業人才願意投入。 

九、 張榮貴總經理 

1. 天逸最早是一家軟體科技公司，提供應收帳款承購系統給臺灣百分之九十五

的銀行使用，在中國則股份制銀行與國有制銀行其供應鏈金融和應收帳款系

統平臺，天逸市佔率約有七成。我們本身也是金融服務商也提供企業應收帳

款承購業務。到目前為止天逸在中國大陸已經跟省級政府與大型行業建立二

十多個供應鏈金融的行業平臺，這些平臺都是天逸跟當地政府合作，不是自

行經營。近期在臺灣我們也試著跟財團法人機構商談共同打造類似平臺。  

2. 有關外勞匯款，近期我們也有接觸一個行動APP開發科技廠商(本身具有外勞

仲介的資質)，據了解在仲介公司的法規外勞仲介公司是可以做外勞薪資匯款，

但是近期因為西聯匯款狀況，主管機關一個模糊的指令下來之後，現在只剩

下一家京城銀行在跟西聯合作。這一個行動APP開發科技廠商，每年透過該

APP 進行合法的外勞匯款金額是逐年增加的，但是最近因西聯匯款事件連帶

業務也受到影響。現在銀行都說年底有一個防洗錢的評鑑組織要來，所有的

非傳統的業務都要重新評估，他也被原業務合作銀行要求暫時中止合作。所

以金融創新在臺若沒有明確的政策支持，在實務上是會受到一些影響造成推

展不易。但是跨界匯款的金融科技創新實際是臺灣在發展FinTech 的一個很

重要的應用場域。 

3. 另外還有數位貨幣的問題，現在數位貨幣在經濟部看來是個商品，這對數位

貨幣初期發展是好的，如果說中央銀行拿回去說未來要把它變成法定貨幣，

推動上的阻礙就會較多。而區塊鏈及數位貨幣是臺灣在發展FinTech 的另一

個很重要的機會。 

4. 所謂的金融科技，因為不管是歐盟的新支付服務指令，或是英國競爭市場管

理局，其實他們當時提出開放銀行(Open Banking)概念的時候，目的只有一個，

要提升金融業的競爭力，並不是要創造金融業更多的競爭對手。很多臺灣的

銀行機構會將金融科技廠商視為競爭對手，對於開放銀行客戶資訊的 API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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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廠商應用的腳步顯得非常的緩慢。 

5. 對大眾或是一般企業來講的話，如果使用金融科技可以降低我的成本、節省

我的時間，我會去使用。如果企業透過金融科技取得融資，比傳統、原本的

渠道更便宜，也會去使用。也就是說金融科技對使用者有沒有真正感受到效

益，需求在甚麼時候被滿足，在用甚麼渠道被滿足。現在行動應用程式非常

風行，但其實使用者介面、使用者體驗非常重要。也就是現在的金融科技創

新不能僅從功能面、技術面去考量。需要從使用者的使用經驗及為她帶來和

傳統方式的不同效益去著手。也就是金融機構不要為金融創新而去喊我要金

融科技。 

6. 我們近期與很多銀行討論金融科技議題時，通常我們都是從業務面的應用場

景和他們做溝通，但我發覺現在的公股銀行其實它是有經營的落差，中低階

主管對業務模式的創新是較沒有感覺的，而是集中在對創新技術的工具及風

險做討論。由於透過區塊鏈可以溯源應收帳款資產，甚至可以滲透到產業一

級、二級、三級供應商，我們發覺很多企業已經慢慢想要跳過銀行，即供應

鏈金融要去中間化，因為企業可省掉銀行的中間成本且可建立自己的供應鏈

金融生態圈。 

十、 吳建弘合夥人  

1. IBM是傳統科技大廠，近幾年主要在運用金融科技協助傳統企業進行數位轉

型，運用金融科技去增加金融業的競爭力。 

2. IBM上個月發表了最新一次的全球高階主管調查報告—C-Suite Study，這是兩

年一次的全球性調查研究，這次訪問了全球超過12,800位CXO，得出的結果

把這次的報告主題訂為「傳統的逆襲」(Incumbents Strike Bank)。報告主要有

三個發現，第一：三年前傳統的企業比方說銀行業、保險公司都在擔心矽谷、

金融科技等新創公司要來顛覆產業。但近來發現，他們現在不再擔心這些金

融科技公司會來搶他們的生意，這些公司發現他們更有機會，應用他們本身

的能力、規模跟數據，成為顛覆者，可以顛覆他們本身的行業。傳統的金融

業、銀行業，過去把金融科技當做是敵人，現在變成是最主要的合作夥伴，

或是引進這些新技術的主要來源、來增強競爭力。 

3. 第二：每一個銀行、保險公司都想要成為平臺公司，因為大家看優步、亞馬

遜、Facebook, Airbnb 等平臺很成功，他們都很想成為平臺銀行。怎麼樣做

成平臺經濟？第一個必須要利用內部的數據資料。第二個是運用很多應用程

式介面、區塊鏈等生態鏈的技術，互相學習讓生態圈間結盟，把上下游渠道

的產品和服務整合、包裝在內部既有的銷售渠道。 

4. 第三：那為什麼這些傳統的大企業(Incumbets)還沒辦法成為顛覆者，主要的

問題是缺乏新的科技人才、新的工作方法、及文化限制了這些公司的創新速

度．金融科技領域速度變化很快，需要應用新的科技，如人工智慧、機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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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區塊鏈，對傳統的金融公司來講他們沒有大量的科技人才，它必須要跟

科技業者搶科技人才，很多的科技人才畢業以後，假設薪水狀況條件一樣，

可能往科技公司、金融科技公司，不一定會往金融業走。金融科技公司有很

多創新理念，可以很快進入市場，主要就是因為工作文化。有設計師、大數

據分析、懂產品的人，幾個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每天面對面，像亞馬遜

的兩個披薩理論，用新的工作方式，像是設計思考、敏捷開發的方法、從想

法、落地到開發雛型可能是幾週的時間，快速的在一百天內推出市場．在傳

統銀行可能是幾個季度甚至是幾年的時間，才能讓一個想法落地上市。這樣

的文化也就是怎麼樣用一些新的工作方法，鼓勵持續性的創新，這個是現在

很多大型企業還沒有辦法習慣新的工作方式，也限制了很多想法進入市場、

變成顛覆的速度。文化、工作方法、跟人才的缺乏，這是傳統金融業跨入金

融科技領域最主要的障礙。 

5. 過去從2013年到現在這5年，我們協助臺灣很多企業尤其是金融業，尤其是銀

行走的最快，臺灣有這麼多的行業，金融業在這個投資占的百分比還是最高

的，銀行又比保險公司快三到五年的時間， 

6. 移動的時代，移動的體驗以前是在手機上做應用，現在其實在行動銀行上面

的交易，不管是次數、比例都超過其他所有的渠道，其他的渠道指的是網銀、

用電腦登錄、ATM、臨櫃等等，單一行動銀行的交易比例在很多民營銀行已

經超過其他所有渠道的總合。現在談到就是怎麼用行動為優先的方式提供給

客戶，例如上個月中國信託把它的行動銀行 Home Bank app大幅更新，整個

使用者體驗、介面重新設計，為的是減少使用者的痛點，讓他在手機上面使

用行動銀行可以跟呼吸一樣容易方便。行動體驗為王是每個金融業都在學習

以及面對的課題。 

7. 目前在商務運作上，用講話的方式轉帳和查帳單金額的比例已經大幅提高。

許多銀行觀察行動應用程式也發現，語音轉帳功能成長比率最快，這也是因

為我們的使用者已經被像亞馬遜等電商訓練用講話的方式，就可以完成所有

的交易和查詢。美國的家庭裡有五分之一具有智慧裝置，如Amazon Echo、

Google Home，已經習慣在家中用講的方式來完成帳單查詢、金額轉帳，甚至

買東西、叫計程車、叫披薩等，這樣的風潮未來這兩年也會在金融業產生一

個很大改變，這個也是人工智慧裡面自然語言處理這個技術特別運用的地

方。 

8. 影像的辨識，在金融業和保險公司應用了很多。利用這些技術去自動化作業

流程、營運效率，舉個例子我們現在申請的過程可能需要有薪資證明、財力

證明，這些都是文件，理賠的時候可能需要遺囑證明、醫生診斷證明這些格

式也都不一樣，現在透過手機照了之後透過影像辨識圖進來，到系統裡透過

機械語言流程自動化排版出來，文字編輯器可以大幅縮短從客戶進件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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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可能要2天，現在只要幾秒鐘的時間。這些新的應用，人工智慧的影像辨

識、傳統的光學字元辨識技術，再加上自動化工具可以大幅的增加營運效率，

降低轉移成本。自動化內部需要大量人工的發票對帳、進件申請、中小企業

財務報表等，都是可以被自動化的。 

9. 區塊鏈，銀行過去這兩年已經從概念性驗證希望成為區塊鏈的主導者，現在

都去連結公共主打的區塊鏈，例如反洗黑錢法案的黑名單資訊，現在透過區

塊鏈可以放在上面讓大家清楚的記載與比對，例如說國際貿易通知、擴大認

識客戶過程等，臺灣包括財金資訊公司也都在主導這些的進行 

10. 大型的金控公司都在作API應用程式介面的事情，公股為主的金控公司還在

學習當中。到底要開放哪些應用程式介面出來？哪些可以異業合作？這些都

進行了，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異業合作的心態。大型金控想要贏者全拿，

因為它有規模有客戶有交易，根本不想合作。但重點應該是要思考跨業合作，

如增加房仲業者或車廠合作等，這些資料交換的時候怎麼樣有雙贏的商業模

式，這個是必須要去努力的，才可以讓應用程式介面做得更蓬勃發展。 

11. 臺灣金融嚴厲的挑戰，就是很多銀行既有的應用系統、核心系統是20~30年

前開發的老舊系統，每次只要一改起來就需要很多時間跟人力，也因此限制

了新產品、新通路的發展時間。例如在保險業方面，當有一個新的保單產品

要設計時，大概要花三到六個月的時間，才能把保單設計上系統推陳出去。

所以核心系統的改善和轉型才能讓競爭力提升。 

12. 雲端，金融業是我們看到採用雲端最慢的，因為有很多個資、資料需要保護

的信任技術。但是大數據的發展如果可以應用公開的免費技術，其實可以不

用重新開發作新的設計，讓公開資料可以去使用、可以降低門檻。這也是為

何我們看到國外銀行已經採用混合雲架構，逐步地把應用系統上雲，有的銀

行喊出2025年要把自己家的資訊中心關閉，也就是說銀行裡面沒有任何的機

房、機器、伺服器，所有的系統都放到外面的公用雲。其實資安更嚴謹，更

可以縮短進入市場的時間、降低它的成本。 

13. 人才，臺灣現在面臨國際大廠陸陸續續來臺灣，中國大陸的獨角獸公司也來

挖腳，我們怎麼樣提升我們自己內部薪資水準，另一個就是學校裡面加速培

養具有科技的人才，這才是讓我們在金融科技的發展可以做得更快，可以讓

我們的業者包含金融科技公司、金融業者，這些的創新發展可以跟國際接軌，

甚至領先國際，人才是最重要的部份。 

 

 

 

 



117 

貳、「全球數位創新創業趨勢及對生技醫療發展之影響」綜合座談 

 

【時    間】107 年 6 月 1 日 (星期五) 上午 10:00-12:00 

【地    點】中技社會議室(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王釿鋊主任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譚瑾瑜主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 

【引 言 人】林姿儀組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 

【與談專家】依姓氏筆劃排列 

李世代副院長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孫永年計畫主持人 AI 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 

黃意植博士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政中心創新創業推動

組 

程  馨秘書長 臺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 

張啟泰總經理 友杏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張漢威執行長 柏瑞醫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人員】 

鄭心宇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 

許湘琴組長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郭博堯組長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邱炳嶔副研究員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劉致峻副研究員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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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要】(依發言順序) 

一、 主席致詞：王釿鋊主任 

歡迎各位來參加「全球數位創新創業趨勢及對生技醫療發展之影響」座談會，

中技社過往會依據政府需求進行研究，較多的研究領域為能源、環境汙染防治等。

中技社主要是化學、化工背景出身，偏重科技領域，而如今數位經濟成為全球發

展趨勢，包括 AI 人工智慧、區塊鏈等，由於中技社對於經濟這方面的社會科學

較不熟悉，所以會找尋像台經院在社會科學領域較有研究的單位合作，希望社會

科學和科技能相互結合。另外中技社的經費是獨立的，不同於政府計畫，就請大

家盡量踴躍地表達相關意見，相關研究成果日後也會放在網路上公開。 

主席致詞：譚瑾瑜主任 

各位好，感謝中技社給予台經院這個機會在創新創業趨勢的議題上研究。今

天是第二場座談會，針對生技醫療領域的創新創業趨勢進行討論。接下來請林姿

儀組長為大家簡要報告團隊的初步研究。 

二、 會議引言：林姿儀組長 (略) 

三、 孫永年計畫主持人：  

1. 我國近年推動醫療大數據(包含文字及影像資料)是非常有意義的政策，但是仍

受到法規相當大的限制，包含限定醫療資料只能機構內使用，若為跨機構使

用則須具特殊目的與許可，如相關醫療藥物研究等。而跨院所進行公開使用

之規範，仍待法律制度之制定。 

2. 首先在投資階段我國可參考美國的天使投資機制，同時檢視生醫技術研發成

功後的認證程序是否過於繁複。最後在行銷階段，應思考將我國研發成果打

入國際供應鏈的策略。所以若能有在投資、認證協助、與行銷之全盤性考慮，

將更能有效協助生醫產業之推展。 

3. 農業生技也是很重要的產業。我國的蝴蝶蘭很有特色，十年前享譽國際，但

現今卻是荷蘭獨占鰲頭，原因就在於荷蘭當初結合數位應用建立數位認證體

系。我國政府應該要能創建結合各方的平臺，統整相關資源，讓產業發展環

境更加健全，使廣大的農業人口直接受益。 

4. 長期照護也是另一個即將興起的產業，這是國際上共同的問題，甚至臺灣就

即將面臨到相關的社會議題，我國持續朝向照護領域發展的方向是對的。 

四、 張啟泰總經理 

1. 在製藥發展上，我國健保資料庫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源，但是受限於法規要求

只能特定單位使用或特定用途。此外，歐美近期修正法規，同意若該款新藥

已被經常使用，則可做為核准上市的依據，但我國在這方面的限制仍較多。 

2. 我國基因資料庫在預防上扮演重大的角色，若能將擁有的數據結合應用，將

會是一項可觀的資源，或許能有效預測相關疾病的發生。要求政府短期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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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開放所有資料庫較困難，建議可從國內較嚴重的病症開始，開放相關的資

料數據供生技醫藥廠、智慧醫療相關技術開發者進行研究及開發。 

3. 技術研發後必須被接受和認可才有可能推廣至國際市場，我國應該建立能被

國際上認可的認證機制，或加強與國外團隊交流合作，建立我國於醫療相關

技術上的有利形象。 

4. 整個產業的利潤，行銷是拿到最大的一部份，約占三分之二，剛開始要打入

國外市場的時候，也許還可以仰賴當地的銷售管道，但終歸不是長久之計，

因為當地銷售管道可能自己也有其他類似的產品，對我國的產品就不會這麼

用心對待，因此我國應該逐步培養生技醫藥的國際行銷人才。 

五、 張漢威執行長  

1. 雖然我國想發展生技醫療產業，但是我們在實驗室內使用的器材有哪一個是

臺灣製造？又或者是說我們常見的醫療器材，如隧道式血壓計，有臺灣製造

的嗎？所以我認為器材方面，小至燒杯，大至常見的醫療器材，我國都應培

植相關產業。 

2. 承接上一點的論述，除了相關器材，我們一直提到的數據開放，後續所需要

的就是硬體設備加上軟體計算。臺灣的公衛體系和醫學院體系擅長醫療數據

分析，這是我們的優勢。可是放眼望去，硬體沒有我國設計製造的，我國常

見的計算軟體，諸如 SPSS、Matlab 也非臺灣所研發的軟體。因此我認為我國

若要發展智慧醫療等，軟體必不可缺，我們也應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程式及資

料庫。 

3. 最後，政府雖然一直說要發展生技醫藥產業，但是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計畫，

我認為生技醫藥產業最為需要的是國際上的認證，因此希望政府考量能否補

貼相關認證費用，以促進國內醫材出口海外 

六、 李世代副院長 

1. 今天談論的主談應該以「泛醫療」來涵括，包含醫療與健康服務。根據臺灣

健保資料庫數據，全臺平均每人每年就醫次數高達 14.6 次(美國 6.6 次)，老年

人更高達 30 次，但其中有些是施打預防針類的保健服務，這部份並不屬於醫

療範圍。 

2. 臺灣要發展生技醫療新創產業，應該先釐清和了解我們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教育民眾正確認知一些名詞真正定義，例如什麼是「罕病」?要先知道什麼是

「罕病」，才知道要解決什麼問題，也就是有哪些創新需求。 

3. 人每天面對的就是生活問題，例如發燒、打噴嚏這樣的生活問題，後來到 500

年前才開始有「疾病」的概念，我們翻開康熙字典會發現以「疒」為部首的

字上百個，因為這些都是先從生活問題啟動，其中隱藏著健康問題，健康問

題即稱疾病，19 世紀九Ο年代已出現疾病之分類系統。接著發現有些疾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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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那麼快痊癒，所以從上個世紀二○年代開始有「慢性病」的概念。然後當疾

病慢慢侵襲並腐蝕健康時，六○年代開始出現「失能」概念，指不能一個人執

行生活行為且無法融入人群(A & P；Activity & Participation)，須仰賴他人作

照顧安排者，即會產生依賴(Dependence)關係，也就是需要照顧、支持、保(或

監)護，因此七Ο年代開始出現因應失能之處理做法，即「照護」(日文稱「介

護」)。未來生技醫療的重點，會是如何解決人類之問題，當以生活問題優先

再及於健康問題(先吃飯再吃藥、先生活再健康保健)，提供長期性照顧、支持

及保(或監)護。因此，從因應解決問題之床位不止「病床」，應廣含「生活床」

到「保健床」到「照護床」。 

4. 發展數位生醫很重要的一環是大數據，這理應是臺灣相當有利基的領域，因

為已累積相當豐富的醫療大數據。但相較於美國很多資料庫都很容易買得到

甚至是免費的，臺灣要取得健保資料卻相對困難且收費不便宜。再者仔細去

看，臺灣健保資料庫多為行政用資料，比如就醫人數和繳保費人數等，是為

了行政目的而非為了提供醫療服務。 

5. 至於論及長期性照顧、支持及保(或監)護[長期照護]者，日本有 624 萬人為長

照對象，依相對人口比例來看，臺灣約潛藏有 100 多萬人長照對象。日本法

令對「失能」定義很清楚地以母法條文定之，執行上其區分為「JABC」四個

等級，「J」屬生活獨立自主；「A」指不能出門(Home-Bound)；「B」是只能坐

在輪椅或馬桶椅上(Chair-Bound)；「C」乃指床癱是 (Bed-Bound)。相對之下，

臺灣目前對於老人的關注焦點仍舊在醫療及打預防針為主，較少聚焦於長期

性照顧、支持及保(或監)護，近年稍微夯些，仍難達滿足照護需求之境。另外

對於失能評估表，東西德合併之前，東德採生活導向者(及醫養合一)，採生活

導向者，約 62 題項；西德則進一步採包含醫療之生活及參與導向者，約 76

題項；不久兩邊即同步化。日本國家級評估表為 74 題項；相較之下，臺灣的

失能評估表則有幾百題，根本無法正確且可靠評估。這些都凸顯出臺灣沒有

建立對於健康服務的社會價值和專業價值。 

七、 程馨秘書長 

1. 臺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由 30 家研發新藥的公司所組成，我本身在協會

成員之一的友華生技服務，今天同時也代表策略夥伴區塊鏈公司數金科技

(Digital Treasury Corporation, DTCO)李亞鑫執行長出席會議。感謝邀請參加本

會，首先分享我們在數位創新的一點經驗。 

2. 我們認為區塊鏈將在醫藥產業研發和供應鏈扮演重要角色。因此 TRPMA 從

2016 年底開始接觸區塊鏈，並且和區塊鏈數金科技公司（DTCO）共同開發

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 P2P 智財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IP)分享平臺-生技醫

藥產學合作信任平臺(BioIPSeeds)，以促進就臺灣生醫產業的開放式創新

(Op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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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時開發 P2P 智財權分享平臺的源起，是因為我們觀察到臺灣生醫產業經過

多年發展，各公司已形成自己獨特的產品線組合(product profile)，常常需要從

上游研發端尋找案源時，P2P 智財權分享平臺，可以協助廠商迅速有效尋找

到適合的早期研發品項，並且建立與研究者的溝通管道。目前臺灣學術界已

登錄超過 200 個早期研發案，廠商可由研發摘要(IP Summary)尋找適當案例，

並可直接和研究者連絡，研究機密部分則採用區塊鏈技術加密，待雙方簽署

守密協定後，即可分享機密資料。目前臺灣生醫產業技轉成功率約 0.3%，希

望借助這個平臺可鼓勵資訊分享，早期合作，提升技轉成功率。 

4. 基於生醫產業的全球性，平臺介面以英文為主，國內大學研發成果可以透過

這個信任平臺提供給國外有興趣的廠商，可促成國內生技醫藥面向全球市

場。 

5. 由於區塊鏈具有不可竄改、安全、隱私的特性，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簡稱

北醫)在實地了解我們開發的智財平臺後，也跟 DTCO 合作，運用區塊鏈技術

建立一個平臺，解決他們在開發人工智慧應用時，資料傳輸的安全性及隱私

問題。 

6. 上述這兩個平臺都是開放式平臺，提供讓產業和學界可以一起共同來開發創

新，將來也會形成公開資源，包含上游研發單位、醫藥廠商或醫院都能使用。 

7. 透過建立平臺的過程，我們也體會到臺灣生技醫藥新創公司面臨最大的困難

在於整合。國內發展生技醫療常見各唱各的調，不願支持此類整合型平臺，

特別是國內法人因績效考核機制的因素，更亦有競爭意識。雖然國家衛生研

究院(簡稱國衛院)等國內法人也都有加入這個平臺，但部分法人在提供案源上

就不是那麼積極，認為自己來做技術移轉就好，不需要這個平臺。 

8. P2P 智財權分享平臺並不只是提供案源和尋找案源的平臺，我們期待藉此平

臺進行交流討論，因為學界大多不清楚產業需求，學界的研發成果在技術移

轉後通常都要再重新處理，面對全球激烈競爭，這是缺乏效率的。臺灣早期

生技醫藥研究多是承接科技部、國衛院、教育部和衛福部計畫所得經費，這

些研發成果在申請智財布局時頂多只能申請兩個國家。因此我們希望能藉由

P2P 平臺來整合產學落差，同時提供生技醫藥廠商參與學界早期智財布局的

機會。 

9. 臺灣未來在生技醫療領域的數位創新來自兩個面向，一是以新技術開發出新

的生醫產品，二是運用數位科技來提高現行生技新藥的研發或醫療服務的效

率。以區塊鏈技術而言，第二類的創新可思考運用區塊鏈來進行臨床實驗管

理，提升法規主管單位審查的效率。臺灣若要掌握數位生醫的發展契機，應

建立臺灣整體社會的開創思維當前主管機關的心態若未能跟進全球創新腳步，

對於新技術若仍持保留態度，甚至會認為其他國家若沒有做，臺灣為何要做?

則無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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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另一個挑戰是，臺灣長期以來人才培訓發展偏重硬體，但未來生技醫療會是

軟體應用服務，建議應加強產學合作培養軟體人才。最後，臺灣仍就習慣資

源分配的思維，包含「關係」等等，這也和創新精神相斥違背。 

八、 黃意植博士 

1. 大數據並非大家所想像的，把資料庫點開後就可以直接使用，有些要經過標

籤化才能拿來應用，是很浩大的工程，目前距離可使用的階段還有一段路要

走。 

2. 「語音對話」在人工智慧運用層面是較廣的，比文字輸入來得更有溫度，一

旦建立好語音資料庫，將來的發展是無可限量。目前科技部舉辦科技大擂臺，

其中在語音人工智慧方面，目標要建立一個涵蓋 5000 個小時的語音資料庫，

從公共電視教育廣告電臺、政治大學和交通大學取得廣播節目或開放課程，

做為語音資料庫的內容。 

3. 人才培育方面，科技部從十年前開始推動「臺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

之人才培訓計畫」（Stanford-Taiwan Biomedical Fellowship Program, STB)，往

年許多申請計畫和醫藥相關，近年因為產業環境改變等因素大多轉向為醫材。

過去申請成功的計畫不少也都創立了公司，但近幾年在徵件時發現報名人數

下降許多，背後顯示有心想要從事醫材創業人數變少。因此我們今年進行機

制調整，包含調高國外生活費補助至一年新台幣 150 萬元，希望能提高這些

博士前往美國一年從事生技醫藥相關研究的意願，但效果沒有很顯著，需要

再持續觀察。 

4. 另外一個是「博士創新之星」（LEAP 計畫)的學研組，和美國麻州省醫院談妥

一個計畫，希望找醫生來做程式設計（Coding)。今年邁入第三梯次，這過程

我們發現人才難尋，臺灣同時具備醫學和資訊工程的跨領域人才很少，對此

可能需要再提前至大學教育跨領域人才的培育，甚至在向學校說明 LEAP 計

畫時也需提醒目前國外學校需求的變動，讓生技醫藥領域的博士了解不僅要

有單一領域的專才，國外學校在審閱申請資格時會希望能有主修和副修。前

不久我們剛辦完「博士創新之星」活動，更加深刻感受到臺灣博士都偏重單

一領域，國外廠商來臺遴選時較難確定這些博士有沒有研發以外的能力，且

會不會也只有單一領域的研發能力，審核時會比較猶豫。 

5. 另外，「博士創新之星」三個梯次下來有將近一半是生技醫藥博士，且共通點

都是在美畢業回臺沒有找到合適工作，所以先去中國大陸藥廠蹲點，發現到

國內「博士創新之星」計畫後前來申請，希望有機會再回美國。這透露一個

訊息是，臺灣或許沒有這樣的產業人才需求或環境來留住這些生技醫藥博

士。 

6. 因為「博士創新之星」期待的是這些申請人回臺後能夠創業，較偏向產學合

作類計畫而非研發型計畫。但我們發現臺灣博士生的普遍現象仍是希望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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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書，對於創業意願較低，這可能也跟臺灣社會觀感及家庭壓力有關。所

以我們也在慢慢調整機制，以便能夠找到適合的人，對整個生技醫藥產業生

態系才能有所助益。 

7. 最後我們也在思考智慧機器人可以在生技醫療方面如何結合運用。其中一項

可以思考的是，如何運用人工智慧來提高病人的生活品質，如陪伴機器人和

病人互動，可以讓病人開心，也可以減輕照顧者的負擔。這也是為什麼我們

會想要建立臺灣自己的語音對話資料庫，我們認為人工智慧的發展最終要能

貼近臺灣民眾的需求，特別是就醫和長期照護上。生病的人特別需要的是噓

寒問暖的安慰，這部份或許能運用人工智慧科技來協助，一起提升臺灣全民

福祉。 

九、 孫永年計畫主持人 (第二次發言) 

1. 無論是醫藥方面或是照護方面，最重要的是跨領域整合。例如，我們在成功

大學教授影像課程已經 30 年，其中有些是生醫背景之學生，我們對醫生的要

求是學會如何使用 Matlab 軟體，目的是讓醫生瞭解 Matlab 可以怎麼解決醫療

工作上的問題，讓工作更有效率。 

2. 我們要求一個人要同時會很多功夫，比如訓練醫生要會寫程式，相對困難度

很高，應該鼓勵跨領域整合，將 AI 技術等新技術納入醫療服務，創造新的服

務和功能，這才是最重要的。臺灣的技術和醫療能力絕對沒有問題，重點是

如何整合和發揮這些優勢能力。 

十、 程馨秘書長 (第二次發言) 

1. 臺灣醫藥相關法規的調整腳步未能跟進現在產業發展趨勢，限縮了臺灣數位

生醫的發展空間。例如，我國對臨床試驗的一些規定太過嚴苛，例如中國大

陸在 2015 年已大幅翻轉國內的醫藥法規，臨床試驗採默許制，而臺灣現在才

開始要研商是否臨床試驗可採默許制。 

2. 有關大數據部份，透過技術讓醫院把資料傳輸給患者，患者經由授權來提供

自己的醫療資料，如此可解決大資料庫如何授權的問題，將資料回歸至病患

個人。醫院所擁有的醫療資訊約占 40%，其他有關病患相關的生活習慣、生

活環境資料、旅遊資訊等，這些都攸關將來生技醫療發展，特別是早期偵測

和預防的部份，而目前我們資料庫中所蒐集的資料，對於數位生醫發展仍有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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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如何建設臺灣數位創新創業環境」綜合座談 

 

【時    間】107 年 9 月 6 日(週四) 下午 2:30~5:00 

【地    點】中技社會議室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潘文炎董事長 中技社 

林建甫院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 

【引 言 人】林姿儀組長 台經院新興市場發展研究中心 

【與談專家】(依姓名筆劃順序) 

杜彥宏執行長 雙魚創投/交大 Angel club/麗智科技 

周建宏所長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彥廷科長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張傳章副主任委員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張培鏞董事長 叡揚資訊公司 

張鼎聲會計師 勤業眾信新創事業服務團隊 

黃寬丞教授 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楊坤鋒主任 逢甲大學創新創業中心 

歐嘉瑞理事長 台灣風能協會 

盧相瑞合夥人 台安傑天使投資 

【與會人員】 

王釿鋊主任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吳孟道所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 

譚瑾瑜主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 

范玫宜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 

鄭子淳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 

郭博堯副主任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許湘琴組長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邱炳嶔副研究員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劉致峻副研究員 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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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要】(依發言順序) 

一、 主席致詞：潘文炎董事長 

歡迎各位來參加「如何建設臺灣數位創新創業環境」座談會。談到數位創新

創業，臺灣擁有優秀的科技人才與研發技術，但在數位創新創業成果仍有很大的

成長空間，究竟問題在哪個層面?今年本議題和台灣經濟研究院合作，希望從政

策面探討如何建設臺灣數位創新創業環境。 

二、主席致詞：林建甫院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台經院)承接產業與經濟議題相關的委託研究案，受惠於國

內經濟蓬勃，台經院業務持續成長，今(2018)年業績有望達到新臺幣 10 億元，顯

示台經院研究能量受到肯定。這次台經院和中技社合作研究「臺灣數位創新創業

關鍵議題與政策研析」，今天是第三場座談會，針對如何建設臺灣數位創新創業

環境進行討論。日前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提到，受惠於數位經濟的硬體需求，

預估未來 10 年至 20 年內半導體業的成長仍將較全球經濟成長率為高，且五年內

成長更為強勁。同時在全球創新創業企業前幾大排名中，也有許多數位領域的公

司。臺灣雖然創新創業家數很多，但卻沒有一隻新創獨角獸。今天透過這場座談

會，共同討論如何搭上這波數位創新創業列車。接下來請林姿儀組長為大家簡要

報告團隊的初步研究。 

三、會議引言：林姿儀組長 (略) 

四、張傳章副主任委員 

1. 政府推動創新創業採用兩種方式雙管齊下：一是鬆綁法規，二是在市場機制

下搭配政府政策誘因。以下就金管會主管的業務，從融資面、籌資面與投資

面講述金融發展行動方案對於創新創業相關的措施。 

(1) 融資面推出「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方案」，主要協助新創

重點產業取得營運資金； 

(2) 籌資面為建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發展，為使新創產業能上市櫃取得資金，

故放寬現行上市櫃限制，若申請公司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的意見書，

可以豁免獲利能力的要求，並縮短上市櫃的審查期間，從原來 8 週縮短到

6 週。 

(3) 投資面則應業者要求，放寬銀行對創投事業的持股比率，由現行 5%提高

到 100%；放寬銀行投資策略性產業的程序，從 106 年 10 月 17 日開始明

定銀行投資政府推動 5+2 新創重點產業，屬於銀行法第 74 條第 2 項所稱

「配合政府經濟發展計畫」，免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證明，減少行政

繁瑣的程序；開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轉投資私募股權基金相關業務；鼓勵

保險業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投資方案，讓銀行端、證券、保險端的資金投資

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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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會整合方面，目前跨部會會議一個月召開 2 次，以利整合各部會資源，例

如：無形資產鑑價是由文化部整合平臺，數據由經濟部提供，金管會協助提

供模型。 

3. 金管會目前已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以及相關授權子法。由於

金融業是運用社會大眾資金來進行企業融通，因此在法規面採用監理沙盒機

制，以使風險可控。 

4. 為促進國內金融科技產業發展，金管會已建立共用系統，成立金融科技創新

基地(FinTechBase) 。目前有 64 家新創申請進駐，其中有 7 家通過審核，外

國團隊包括新加坡 2 家、美國 1 家、日本 1 家、菲律賓 1 家，另外 8 家有金

融科技相關課程的主要大學也會進駐，希望結合產、創、學三方，透過聚落

培育人才。 

5. 年底臺北金融科技展，將邀請金融科技創新教父布雷特．金恩，及波蘭金融

監理總署主席 Marek Chrzanowski、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開放銀行業務負責

人 Bill Roberts 等 5、6 位國際重量人士來臺演講，活動包含國際趨勢研討會、

金融科技博覽會、亮點展示與體驗、產創學三方媒合等。 

6. 近期包括期貨交易法、證券交易法、銀行法及保險法等法規持續鬆綁和大翻

修，以使法規與時俱進。 

7. 新加坡、中國集權的方式不一定適合我國，政府的角度是希望法規鬆綁、市

場機制、配合政策去誘導，盡量建置一個好的環境讓產業自行發展。 

五、張培鏞董事長 

1.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軍為防禦德軍再次入侵，開始築馬其諾防線，德

軍則是觀察到戰車和飛機的雛形及戰爭應用可能性，便開始研發，到了二次

大戰初期只花幾個星期便突破法國馬其諾防線。所以，我們必須先看清未來

的戰爭是什麼面貌，才能決定好戰略。 

2. 討論政府施政方向之前，先來了解當前世界產業發展趨勢。從 Fidelity 這家公

司提供的網路資料庫內搜尋各行業的產值，第一大是資訊科技產業為 10 兆美

元，第二大是金融產業為 7.59 兆美元，第三大是電信通訊產業為 7 兆美元，

第四和第五是軟體業和網路服務業，包含微軟、Google、Amazon、Facebook

等企業，分別為 2.41 兆美元和 2.4 兆美元，第六大才是臺灣之光的半導體產

業為 1.55 兆美元。這份資料顯示全球產業往數位及軟體移動的趨勢，臺灣應

加強數位及軟體產業的競爭力，並思索為何我們的軟體業獲利偏低。 

3. 國內採購法一定要與時俱進的修訂，否則臺灣產業環境會缺乏彈性。年前美

國加州一座陸橋倒塌，當地政府即承諾施工單位，若提早完工就會依提前的

多少而有不同獎勵金。臺灣現行採購法下，若提前完工反而會被要求減價。

建議修訂採購法，以帶動創新、品質與價值的提昇，另外重新檢視黑名單條

款，將違法與違約分開看，且應有比例原則來判定是否列入政府採購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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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議在數位經濟下，報價不能再只以實際材料價格計價，應考量腦力資本

與服務的價值。 

4. 臺灣傳統企業既然能存活超過 20、30 年以上，通常握有核心技術實力，其二

代或三代只要能融入數位科技創造轉型，當有相當好的競爭力，未來發展具

有無窮潛力。因此政府應協助傳統產業透過經營模式創新或既有技術二次革

新，不一定新設立一家公司才是創新創業。 

5. 政府組織架構也應順應數位趨勢而調整。數位時代下各部會都需要更多資訊

科技專才，產業不時都有未曾見過的破壞性數位科技議題，例如第三方支付、

金融科技或自動駕駛等新興產業議題，都突顯數位法制專才的重要性，因此

應提高資訊科技和數位法制這類公部門人才的員額。政府各組織與員額編制，

若能因應數位化做整體的調整，現應不需增加整體員額但卻可更具競爭力。 

六、黃寬丞教授  

1. 針對施政目標與施政方向，個人認為做對的事比把事情做對重要，政府要有

明確的目標與方向。個人覺得新加坡的做法是可以參考的，政府一定要主導

方向，不能像美國由市場去醞釀。 

2. 今天討論提綱是數位經濟，某種程度大家都把數位經濟聯想成平臺經濟，

Google 是個平臺、Airbnb 是個平臺，甚至延伸到共享經濟，只是平臺/共享經

濟一定適合臺灣嗎？平臺/共享經濟的報酬曲線呈指數成長，必須到達一定規

模之後才能獲利，因此發展平臺/共享經濟需要很大的規模為基礎，贏者全拿

常是平臺/共享經濟的特性。以 Google 為例，Google 最大收益來自廣告，一

年收入近千億美元；但也因為壟斷去年被歐盟罰二十幾億美元，今年被罰四

十幾億歐元，這也是平臺經濟衍生到最後可能發生的故事。另外富比世雜誌

最近刊登一篇文章，提到全球平臺/共享經濟獨角獸之中真正賺錢的屬少數，

Airbnb 是少數賺錢的其中之一，估值 380 億美元。臺灣有辦法支撐這樣需要

龐大資金且藉由募資來成長的平臺/共享經濟嗎？ 

3. 臺灣還是應該結合自己的強項。臺灣的工程師非常優秀，軟體硬體都是，臺

灣整體設計研發的環境也非常好，個人覺得應該要跟臺灣既有的優勢項目結

合才會比較有意義。 

4. 國內現行法規大都是以防弊為基礎，不信任民眾可以把事情做好。若以自貿

區的物流管理為例，不需要每一件都查驗，管理程序應採風險控管概念，並

且落實執法，而非設計很嚴格的程序。因此政府施政觀念應跳脫防弊思維，

否則難以處理這些問題。 

5. 從學校角度去看人才培育的話，應思考「如果希望學校培育出創業人才和創

新產品，就必須讓負責運作學校的人知道他應該教學生哪些事情」。學校的技

轉及育成若是由教授來推動，但這樣一來教授根本沒有時間進行學術研究，

且在現行的機制下不利學校老師的晉用和升等。應思考如何鼓勵學校老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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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這塊，而且學校管理高層的思維和精神也應該改變。 

6. 在促進研發成果商業化的階段，激勵很重要。交通大學去年的技轉授權達新

臺幣 2 億多，但我們實際擁有的研發技術價值絕對超過這個金額，表示還有

成長空間。然而，目前老師領導的研究團隊在技轉已可分配技術商業化利益

的五成以上，但為什麼技轉成績仍不夠好？該如何鼓勵更多教授投入技術商

業化？這回歸到怎樣建構並運作創新創業生態系，也涉及到學校本身有沒有

創新創業的氛圍。 

7. 最近交通大學投入創業的老師比較多，潛在的名單大概有十幾個老師帶團隊

準備創業，個人猜想或許和退休制度有關。很多老師覺得不如趁現在有價值

時出來闖一闖，加上法規鬆綁之後，老師可以擔任企業創辦人及董事，比較

會覺得這是值得投入的事情。 

七、楊坤鋒主任 

1. 過去教育部有一個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各大學組成創業團隊參加評選，可

獲得創業獎勵金。前一個步驟則是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補助學校開設與創業法規、創業融資或者商業模式相關的課程。原本扎根計

畫補助金額是各校一年新臺幣兩百萬元，今年砍到只剩 50 萬元，連聘一個人

都不夠，更不用說排課程。如果基層人才培育的經費不能延續的話，我想可

能會是阻礙臺灣未來創業非常重要的原因。 

2. 我本身是日本東京大學農業經濟博士，這幾年來都在研究農業創新或創業。

其實在日本已經做過預測，2030 年開始每年全世界糧食危機會越來越嚴重，

不管在日本或是美國，重視的不只有 IC 產業，也非常重視農業的創新與創

業。 

3. 我研究日本的六次產業，一級產業叫農民的生產，二級產業希望把農民導入

加工，三級產業希望農民也能參與行銷或是把農業引入教育。臺灣也在推動

六次產業，但在推動上有兩個很重要的阻撓因素：第一是法規，第二是資金

問題，尤其在二級產業這一塊。日本在很多鄉村重要道路擺了農民市集，類

似臺灣高速公路休息站賣農產品的地方，稱為驛之道，涉及土地使用法規及

營業法律等，日本放寬法規，只要農漁水產省認定為六次產業，地目馬上讓

你改。再來是資金問題，農產加工的話農民最缺資金，日本對此成立共同基

金，包含政府和企業資金，共同投資第二級產業或第三級產業。日本在發展

六次產業動用非常多人工智慧和物聯網，臺灣還在起步中。 

4. 我在臺中輔導青創農民叫做「青年加農、賢拜傳承」計畫，40 歲以下的農民

由臺中市政府一個月補助新臺幣 3 萬元的生活費，希望這些大學畢業、碩士

畢業的年輕人(不一定是農民)，想從事農業，但沒有農地也沒有技術者，由臺

中市政府安排到資深農民或專家的農場學習一年，週一到週五跟上班一樣，

一年過後如果真的想從事農業，再由臺中市政府補助農業資材、貸款或是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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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款。 

5. 農業創新創業所創造的產值其實很可觀。臺中有一些年輕農民夫妻年收入超

過一千萬，只有種小番茄、日本哈密瓜和小黃瓜。日本的經濟發展策略慢慢

偏向農業，很可惜農委會或其他單位沒有把重點放在年輕人的農業創新創業，

但是民以食為天，IT 產業、物聯網、平臺產業再怎麼發達，沒有糧食也無法

存活，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6. 逢甲大學創新創業中心目前有 40 個創業團隊，今(2018)年總共成立了 8 家公

司，都跟 IT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公司成立後開始正式營運，才發現臺灣市場

不利於公司發展。第一個是資金不夠的問題，雖然學校輔導創業團隊告訴他

們政府有哪些資金方案，但這些創業團隊需要的金額龐大不易貸到。相對地，

中國大陸有很多創業基地，也跟許多當地大學合作舉辦創業比賽，只要得獎

就可以獲得創業第一桶金，只要落地則有比臺灣大許多倍的市場，不管風險

高或低，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很大。也因此這幾年來，逢甲大學創新創業中心

培養出來的新創團隊，只有 3 家真正在臺灣創業成功。 

八、周建宏所長 

1. 根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和台灣經濟研究院共同完成的研究調查報告

「2018 臺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當初這個調查總共發出 3500 份問卷，回收

367 份問卷，有效樣本為 317 份，相關調查資訊臚列如下： 

(1) 新創初期面臨的最大挑戰：有 33%的新創企業認為是資金取得性、20%新

創企業認為是市場景氣，另外有 16%的新創企業則認為人才招募是他們面

臨的最大挑戰； 

(2) 經營狀況及獲利不如預期的原因：有 48%的新創企業仍在虧損中、24%已

經開始獲利但不如預期、28%已開始獲利且可期待持續成長，而獲利不如

預期的新創企業有 25%認為缺乏銷售管道及客戶來源、18%認為先期開發

成本過高、14%認為製造成本過高未達經濟規模； 

(3) 資金充裕下，未來 3~5 年最需要提升或改善項目為：23%認為是業務行銷

推廣、20%認為是產品/服務開發、19%認為是打入新市場； 

(4) 影響發展海外市場的原因：45%認為沒有當地資源是最重要的原因、30%

認為公司內部資源不足、12%認為現有產品/服務不符合海外市場需求； 

(5) 政府提供的資源中，最容易取得的以及使用比例最高的項目：最易取得的

是學習課程、專家或業師諮詢輔導及育成加速，使用比例最高的則分別是

學習課程、專家及業師諮詢輔導及創業補助； 

(6) 期待政府挹注更多資源的項目：21%認為政府應提供更多元的資金管道、

15%認為政府應提供新創企業租稅優惠、13%則認為政府應有對接海外市

場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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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外根據台經院團隊報告的內容，同意臺灣應介於美國及新加坡中間，政府

的角色及工作應為主導創新創業大方向，但是不介入經營，同時提供國際市

場資訊，並將法規從正面表列轉為負面表列，只要沒有列在上面的都可以嘗

試，才是鼓勵新創的作法。 

九、張鼎聲會計師 

1. 我也同意前面周所長所說，美國的創新創業環境已經相當成熟，所以政府不

需要在中間扮演甚麼角色，而新加坡完全由政府主導，對新創企業的介入可

能過高，所以臺灣應該介於兩者中間。 

2. 政府應該創造環境提供新創企業進行各種嘗試，當有 1 家到 2 家新創企業成

功，新創產業鏈就會慢慢地建立起來，而臺灣的硬體技術相當優秀，政府未

來可以考慮發展硬體加速器及人才加速器，讓創業環境更完整。 

3. 在人才培育方面，目前可見新創企業缺乏經營人才，應透過學校鼓勵學生至

企業實習，培養相關視野。此外，近來國內教育一直強調跨界人才，但是不

能忽略的是，社會也需要專精人才，而且大學教育應該還是以基礎科學為底

較好。 

4. 臺灣政府目前資源較為分散，太多部會都有鼓勵創新創業的機制，但資源並

沒有整合，使得新創企業很難遵循並獲得需要的資源，像是多頭馬車，會使

不上力。較好的方式為各部會檢視新創企業各個階段所需資源後，跨部會協

調銜接各種資源，並在不同階段提供予新創企業。 

5. 新創企業的資金獲取仰賴好的出場機制，當投資人有比較寬鬆的出場機制時，

會比較有意願投資新創。出場機制主要有兩種，包含被併購及 IPO，目前兩

種在我國都有窒礙難行之處。國內普遍對於併購的接受度不高，且法規也嚴

格。IPO 方面，目前主管機關的條件稍微嚴苛，以目前放寬獲利條件之上市

櫃，僅電商這類新創可能可以達成相關要求，但在其他新創產業會有困難。

建議主管機關應該理解到，政府的責任是要維持資本市場的秩序，要求公司

提供充分揭露資訊給投資人，並非替投資人挑選好的投資標的。 

十、杜彥宏執行長 

1. 提到政策主導，其實談的是資源配置。像新加坡和中國是屬於由黨或國家主

導社會情況，可以很有效率地指揮地方、產出成果，但當資源配置不當的時

候，發生的問題也很大。 

2. 從臺灣產業發展歷史來看是否該由政府主導。臺灣自 1990 年後開始發展半導

體產業，但是臺灣的半導體產業並不是直接複製美國的環境，半導體產業在

臺灣產生了臺灣自有特色的代工廠。早期如英特爾等企業的模式是，自己設

計 IC、自有工廠生產且自己銷售 IC，這些公司通常擁有龐大資源。這個模式

移植到臺灣時，初期像聯電也想自己設計 IC 及販賣 IC，可是慢慢發現這個

模式門檻相當高，臺灣無法與歐美大廠相比，最後變成是矽谷的 IC 設計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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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研發，再由台積電代工。臺灣應該是由市場來驅動，讓產業自己去決定，

政府則是去扶植這些新創團隊。 

3. 市場不應該被少數看到的技術，像是 AI、Fintech、Block Chain 技術所誘惑和

迷失，應該要思考這些技術到底幫助了哪些市場、解決了哪些問題，再由產

業針對市場需求和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政府則應該要幫助這些市場的發展和

拓展。 

4. 雙魚創投也有協助交大學生創業。當我們要開辦創業學程的時候，一定要先

了解學生創業不足的地方，譬如財務不足去學財務、行銷不足去學行銷，當

有所不足的時候就會事倍功半。可思考將課程設計成學校的創業公司，模擬

創業過程，納入老師和學生的創意、專利和技術，透過實戰經驗才知道有哪

些不足，才會想要去學習。建議科技部可以讓學校的技術在學校就可以做實

驗。 

5. 政府從 2002 年開始投入新臺幣 100 億元作為創業基金，2008 年國發基金也

實施促進中小企業投資的相關方案。當團隊準備好，資金自然就會投入，若

行銷策略和技術都還沒到位，資金當然不會投入。 

6. 國發會在 3 年前實施創業拔萃方案，希望引進國外技術和資金投資臺灣。但

錢會流向最好的方案，想要資金流到臺灣來，臺灣新創準備好了沒？政府有

沒有辦法協助臺灣新創行銷自己？將創業計畫包裝得更有吸引力，讓國內外

投資人願意投資新創。 

7. 國內新創有個盲點，忽略了知識是無價的且很難變現。成功企業家的時間很

寶貴，政府可以居中牽線讓有能力且願意的成功企業家提供資源。另外臺灣

的團隊習慣自己做就好，擔心被併購或和別家企業合作會吃虧，殊不知跟其

他團隊或是企業合作可以創造更好的成果。怕吃虧的心態使得臺灣缺乏矽谷

的創業活力，如何讓臺灣的團隊合作、跨業合作更茁壯，也許政府政策可以

在這方面多協助。 

十一、歐嘉瑞理事長 

1. 建議在數位創業環境中推動鬆綁相關行政規範。以教育體制為例，我在私校

服務時，學校有七個學院，以工學院為例，院屬各系學生可在符合學校內規

定標準下，申請互轉工學院內其他科系；同時亦提供模組課程予院內不同科

系學生共同學習，引導同學因應未來創業環境的跨領域需求。另鼓勵歷屆已

創業之 EMBA 碩士生回校讀博士班，透過多元教育體制，分享創業經驗。 

2. 工業局於十多年前，即配合推動兩兆雙星產業發展之際啟動無形資產鑑價機

制，建請檢視目前推動機制尚可改進之處，哪些項目要加速立法、哪些要鬆

綁行政命令的，讓本份研究報告的可讀性更高，且可讓主管機關參酌。 

3. 創業是要下功夫的，須懂得公司的運作、程序，要了解所從事之服務或產品

在國內外市場的趨勢，且要有國際觀，建議政府可加強社會大眾的創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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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年輕人與具經驗者，妥適知會民眾創業也有風險，提醒創業者需要在那

些專業下功夫、培養哪些經驗及專業，才可減少失敗，國家資源較不致錯置。 

4. 目前跨部會都有提供資源來推動數位創新創業，如可集中資源，導向政府現

正積極推動的 5+2 產業創新，或其他有利經濟發展的創業，有助國家整體資

源有效運用，亦可提高政策綜效。 

5. 建議政府可對創業者建立對話機制與平臺，在數位環境下同一產業，有創新

者亦有既有者；以自駕車產業發展為例，傳統汽車業與電機電子通訊產業看

待自駕車的發展可能迴異。政府可作為或創造對話平臺，架接新興產業與既

有產業進行對話，讓年輕創業家與資深企業家可對話，促成國內創業者及國

際成功企業來對話，同時產業界、學術界、研究界彼此亦可有對話平臺，以

發揮綜效。 

6. 建議政府的數位創新創業整體配套措施可採螞蟻雄兵多管齊下策略，不按產

業屬性（製造/服務業、新興/既有產業），政府都應協助。並非只有成立新公

司才是創業，一家公司成立新部門或發展出嶄新的商業模式，這也是創業。

從這個角度分析，建議可有系統地整理所需的政策配套措施，例如：優惠措

施、稅制法令、人力資源配套、基礎建設、國際鏈結等均屬之。 

7. 可思考運用教育部、經濟部、科技部等相關部會現行資源，利用寒暑假期間，

補助年輕朋友或是已創業者參訪或見習美國矽谷的研究單位、個人公司或實

驗室，這種效果不會亞於引進一個矽谷創業個案到國內。 

8. 當然，上述跨部會資源之有效整合與否也很重要，此涉全國資源能否綜效發

揮，亦是另一重點。 

9. 政府設立有基金、補助創新創業經費；民間企業或機構為了作社會公益等，

亦設有基金；建議集結政府與民間之基金量能，整合民間既有實際創業經驗

的人才，建置成創新創業的推廣平臺，並朝更國際化、更高附加價值的創新

創業，在數位趨勢下才會有好的發展。 

10. 建議政府優先遴選及考慮具有網路創新創業經驗者，擔任輔導創新創業計畫

的輔導者。 

11. 創投也很重要，「四創合一」裡有創新、創意、創業及創投業，受限內外在環

境因素，建議政府考量如何讓創投業願多投入對經濟活動有所貢獻之產業，

期運用創投的力量，協助新創業者之創新構想商品化且成功創業。 

12. 政府正積極推動 5+2 創新產業，其中亞洲矽谷推動方案的重點之中，即是以

研究發展為基礎帶動數位創新創業，建議可檢視上述方案目前推動情形，在

T 報告中，本於專業提供本方案後續可做得更好的建議。 

十二、盧相瑞合夥人 

1. 搭配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新創企業跨足海外市場的相關協助，東南亞國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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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可能是政府較好著力的方向。另外針對先前討論的透過大專院校等機構教

育或培育創業，個人認為創業是發自內心主動想達成的，創業是實地演練、

嘗試的過程，所以需要的是有能演練及嘗試的環境，因此政府應扮演創造環

境的角色，以便創業能在適宜的環境下醞釀成長。 

2. 另一方面，從天使投資的角度來看臺灣當今的新創企業，多數的問題都是團

隊不會包裝自己的產品或服務，無法描繪出完整的或長遠的經營藍圖，也因

此無法吸引到投資人投資，而臺灣政府扮演過多的監督角色，監督會減少及

減緩創意的發展，可能的話，新創產品及服務從政府監督試驗階段到真正商

業化的時程，希望能更加縮短。 

十三、陳彥廷科長 

1. 創新創業政策的演進，最早是從創業拔萃方案開始，由人才、資金、法規、

國際市場鏈結等面向，透過跨部會協調推動，來打造健全的創新創業生態系。 

2. 「亞洲‧矽谷」計畫的主軸之一是創新創業，今(2018)年 2 月行政院院會更進

一步通過「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這半年間也陸續有些成果出來，

其中在資金部分有兩項重要措施：一個是國發基金啟動 10 億元的創業天使投

資方案，到目前為止已經有投資 6 家新創；另外則是修正產業創新條例。 

3. 這次產業創新條例的修正重點，不只是無形資產鑑價，還有另外兩項是對新

創非常重要的：其一是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以個人的身分去投資符合一定

條件的新創可享有所得稅的抵減；其二是，為了鼓勵創投去投資新創，產業

創新條例也有增列有限合夥創投事業投資國內新創可以採穿透式課稅。此外，

這次的公司法大修，也對新創的營運彈性有非常大的幫助。 

4. 法規部分，因為新創有很多時候是新型態的商業模式、新型態的產品服務，

在發展過程中會面臨到既有法規無法適用，也就是不在現存的法規架構裡，

甚至無法確定其主管機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發會成立新創法規調適平

臺，到目前為止已經有 18 件申請案。新創業者如遭遇到問題，可以在線上登

錄資料，之後國發會將有專人聯繫並召開協調會，幫助新創業者來釐清法規

灰色地帶。 

5. 人才部分，政府非常鼓勵新創強化跟國際市場的連結，所以在新創團隊的組

成上可以更國際化，相關措施如：先前開辦的創業家簽證、通過外國專業人

才延攬及僱用法，開始核發就業金卡等；近幾個月也陸續放寬新創事業申請

外國實習生、5+2 產業聘僱外籍白領的資格限制。 

6. 這個方案也希望政府、國營事業還有法人可以成為新創的好夥伴，其中一項

措施是透過政府採購新創的產品或服務，讓新創獲得第一筆訂單，對其往後

拓展業務會有非常大的幫助。這是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在推動的措施，今(2018)

年 8 月開始已經有 40 項產品納入政府機關的共同供應契約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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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資料開放部分，政府手中有非常多的資料，像是健保、財稅資料等。在近

期協調的案例中，有一家在做慢性病管理的新創，希望可以介接健保資料庫，

但由於醫療資料受到個資法較嚴格的規範，必須獲得當事人書面同意，並確

認當事人了解資料被使用的方式。雖然健保署也有意願與新創合作，透過資

料應用提升國人健康管理，但在合作模式上還需要再協調和突破。 

8. 在新創多元出場管道部分，金管會已公布多元上市櫃方案，國發會也會持續

跟金管會協調，希望能進一步放寬新創上市櫃的條件。此外，考量國內大型

企業併購新創的風氣不盛，國發會也協調經濟部、財政部檢討企業併購法，

提高企業併購新創的誘因，希望在年底前提出修正條文報行政院審議。業報

行政院審議。 

十四、主席總結：潘文炎董事長 

今天聆聽了各位專家的寶貴意見，收穫良多。我補充一點想法，我認為

社會風氣是相當重要的因素。舉例來說，創業人士在美國擁有較高的社經地

位，這和臺灣是不太一樣的。 

十五、主席總結：林建甫院長 

政府目前針對國內創新創業提供不少資源，除了剛才金管會張副主委及

國發會陳科長所說明的政策措施，國發會也已成立新臺幣 1,000 億元的基金，

提供企業進行數位轉型所需資金與相關輔導。 

今天謝謝大家蒞臨並提供許多好的意見，台經院團隊會再研析納入研究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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