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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9 Deep Tech Challenge 創 業 競 賽

臺灣技術新星勇闖國際
最新出爐的中小企業白皮書，揭曉2018年臺灣中小企業家數與就業人數，雙雙來到
近年新高，新設中小企業數量也明顯增加，創業氣氛活絡。工研院創新公司與美商應
材創投日前舉辦聯合創業競賽，近有70支的新創隊伍同台競技，展現技術能量，要
將臺灣科技新星推上國際。

The 2019 Deep Tech Challenge活動總共吸引70隊新創團隊參賽，主辦單位與評審在決賽互動過程中，給予新創團隊許多有關商業模式的實用建
議。左起為創新公司總經理戴逸之、應材創投總經理Rajesh Swaminathan、創新公司董事長劉仲明、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應用材料應用材
料公司資深副總裁、技術長兼應材創投總裁歐姆．納拉馬蘇博士、工研院院長劉文雄、應材創投投資總監Frank Lee、創新公司副總經理韓宗憲。

撰文 游念秀

厚植臺灣新創圈的創新技術實力，工研

為

投資，均有相當的規模與實績，臺灣的新創團隊在

院「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

此平台競技，有機會在世界500強企業的高階主管

（ITIC，以下簡稱創新公司）與全球材料工程

面前一展技術能量、實現創業抱負。

解決方案及半導體科技龍頭應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旗下的「應材創投」（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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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挺新創 促科技與資金市場結合

Ventures）攜手，舉辦首次「The 2019 Deep Tech

應用材料公司資深副總裁、技術長兼應材創投

Challenge創業競賽」。兩家公司在全球科技產業的

總裁納拉馬蘇（Omkaram Nalamasu）表示，工研

院有許多跨領域的優秀人才，美商應材和工研院

賽，搭起投資人與產業、學界的橋樑，進一步吸

已經有許多合作，今天雙方共同釋出資源合作The

引國際目光。

2019 Deep Tech Challenge競賽，就是因為都看到

本身也是創業者的工研院院長劉文雄，對此

了新創公司的潛力，進而給予新創輔導與資源後

創業競賽相當肯定。創新公司與應材創投，背後

加速成孕育為大公司，非常高興這次能和工研院

的母公司都具備深厚的研發能量，他希望能夠透

以及創新公司的合作「很期待在此次競賽中，看

過本次競賽，促成科技與資金市場的結合，「下

見臺灣新創與國際接軌的技術藍圖。」而只要技

一個臺灣獨角獸，盼能透過 The 2019 Deep Tech

術、產品與應材供應鏈密切相關，符合應材的核

Challenge 競賽被發掘出來。」劉文雄也感性鼓

心技術範圍，都有機會獲得投資，快速進入國際

勵新創團隊，千萬不要怕失敗，他以自身經歷為

市場。

例，表示曾在簡報的過程中受到投資人質疑，但

「臺灣許多創業人才擁有技術與商業計

他堅信失敗是邁入成功的必經階段。「短期市場

畫，但欠缺可連結的外部資源，因此錯失發展契

是選美，長期市場是舉重」，劉文雄希望新創公

機，」創新公司總經理戴逸之指出，工研院創新

司不僅要贏得選美比賽、擁有健美身材，還能晉

公司成立40年來，已輔導、衍生超過300家新創公

級世界盃，成為實力堅強的新創企業。

司，上市櫃者超過100家。「The 2019 Deep Tech
Challenge」與一般創業競賽最大不同，在於更重

視技術深度。他期許，未來能夠定期舉辦此類競

新華光能奪冠 贏在創新技術已量產
本次競賽吸引近70支隊伍參與，技術能量超

來自清華大學量子點實驗室的「新華光能」，所研發的量子點技術已經商品化並進入量產階段，獲得評審一致青睞，奪得本次競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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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林麗娟

高

競爭，為協助產業找尋出路，南科高雄園區整合既

國家產業技術躍進，本土產業面臨紅海市場的廝殺

醫廊帶，原本的模具和金屬加工重鎮也蔚為牙科和

雄路竹地區，向來為台灣螺絲螺帽等材料大

獲得銀牌的「Tanvas Inc.」團隊，研發出創新的多點觸控模組，可以嵌入任何支援觸控的零售、汽
本屆學術特獎由開發出衛星用球型電機
本營，為台灣金屬工業的命脈線，眼見競爭
有產業聚落與供應鏈優勢，近年逐漸轉型為台灣生
車與消費電子產品之中。
技術的新創公司「Tensor Tech」獲得。

乎評審的預期。最終決選的 10支團隊，需向現場

量產階段。得知獲獎，何士融興奮溢於言表，他

上百名觀眾及產學界菁英進行全英文簡報。由於

認為，參與The 2019 Deep Tech Challenge最重要

每一支團隊在技術上各擅勝場，該如何從中判斷

的斬獲，就是學會用平易近人的語言，深入淺出

出名次高下，讓評審傷透腦筋。

地將研發能量介紹給潛在投資人。

經過激烈的評選，來自清華大學量子點實驗
室的「新華光能」（ HsinLight Inc.），拿下首屆

兼顧技術與市場者 最獲青睞

The 2019 Deep Tech Challenge冠軍。實驗室主持

獲得銀牌的「 Tanvas Inc. 」團隊，總部設於

人清華大學材料工程教授陳學仕，自2001年便開

美國芝加哥，是從西北大學衍生創業的團隊，執

始潛心研發量子點（Quantum Dot）材料，是將

行長洛普雷斯蒂（Phipllip LoPresti）身為連續創

量子點應用於顯示器背光源LED與量子點薄膜的發

業家，對本次競賽的緊湊節奏與臺灣年輕人的創

明人，新華光能也於2018年正式成立。

意感到驚豔。洛普雷斯蒂表示，市面上的觸控技

新華光能技術長劉孟奇原本在業界服務，預

術雖能在螢幕上畫出圖型、或有震動反饋，但人

見顯示器尺寸愈來愈大、解析度要求愈來愈高，

機互動的友善度仍有改進空間。該團隊研發出創

液晶顯示技術已現瓶頸。他看好量子點在顯示器

新的多點觸控模組，當手指在螢幕上滑動時，這

的應用，遂加入量子點實驗室團隊擔任博士後研

項觸控技術會調節介面與手指之間的摩擦力，產

究員，以專利量子材料Mini LED與Micro LED解決

生更具互動性的觸覺效果，如：粗糙程度、紋理

前述產業痛點。團隊另外一位靈魂人物則是研發

感等等。這套觸控模組可以嵌入任何支援觸控的

部經理何士融，負責開發量子點材料與量子點噴

產品之中，在零售、汽車與消費電子產業均受到

墨列印技術。

歡迎，對於視障人士來說更是一大福音。

新華光能之所以獲得評審一致青睞，最主要

銅牌得主「矽基分子電測」（Molsentech）

圖說圖說圖圖說圖說圖說圖說說圖說圖說說說圖說圖說說說圖說圖說說說圖說圖說說說圖說圖說說說圖說圖說說說圖說圖說說說圖說圖
原因在於所研發的量子點技術已經商品化，進入
成立於2014年，由中研院量子與電子實驗室的研
說說說圖說圖說圖說圖說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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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材料廠商聚集的創新聚落。
目前，南科高雄園區已有 54 家特色醫材業者

奠定產業聯盟技術優勢
團結奠定勝績

進駐，看好產業界只要能鏈結工業 4.0的智慧製造

為聯手台灣 3D 列印醫材供應鏈夥伴打團隊

趨勢，以及具有高附加價值的3D 列印醫材技術，

戰，科技部南科管理局的「南科智慧製造聚落產業

推動計畫」也同步啟動。可成生技、全球安聯、聯
就能接軌國際高端生醫市場，工研院因而選在南
銅牌得主「矽基分子電測」使用半導體晶片檢測口腔癌，能早期發現、早用藥物治療而不用動手術。
現已進入臨床實驗階段。
科高雄園區建置全國首座一站式「
3D 列印醫材智

合骨科、寶楠生技等醫材大廠率先加入「3D 列印

慧製造示範場域」，於106年12月11日上午正式開

醫材應用產業聯盟」，開發關節植體、牙材、骨

幕。
究人員所組成，更是半導體與生醫產業的完美跨

釘、椎間融合器等產品，並計畫以「 3D 列印醫材

域結合。口腔癌名列國人十大癌症之一，晚期發

客製化創新醫材 快速試製

現的患者往往因為手術而造成顏面損傷，不僅影

爭取時效與利基

響生活功能更有損自信。Molsentech使用半導體
工研院具有豐沛的3D 列印技術，不但自主開
晶片檢測口腔癌，期能早期發現、早用藥物治療
發完成大尺寸四頭雷射粉床式金屬3D 列印設備，
而不用動手術。現已進入臨床實驗階段，研究成
近期更整合院內材料與化工研究所及生醫與醫材
果曾在 SCI 期刊發表並獲得專利， 2016 年更獲得
研究所的研究技術，使用 3D 列印技術開發出客製
國家創新獎肯定。
化、少量多樣化的醫材骨釘及椎間融合器等實品。
本次競賽還設立了學術特獎，該獎得主
產品目前均已通過生物相容性測試，椎間融合器並
「Tensor Tech」是一家成立甫3年的新創公司，
已完成動物試驗，預定示範場域近日內通過GMP
主 攻 航 太 產 業 B 2 B 市 場 。 Te n s o r Te c h 執 行 長
評鑑後，明年即可完成工廠登記及國際 ISO13485
Tomas Yen 表示，傳統衛星必須在 X 、 Y 、 Z 軸上
的 2016 年新版認證，滿足業者在醫材認證及客製
安裝一個電磁機與一個電磁線圈，才能控制衛
化創新醫材方面的試量產需求，大幅縮短特色產品
星運作，但這些裝置占用了極大的空間。於是
上市時間，爭取時效與利基。
Tensor Tech成功開發出一組球型電機技術，採用
工研院副院長劉軍廷表示：「示範場域將匯
該技術的衛星，體積、重量與功耗僅傳統系統三
整智慧化生產管理、預前模擬服務及雲端接單系
分之一，還能維持相同的效能。
統，可協助國內醫材廠商從設計、試製到商品化製
目前這項產品已在國家太空中心進行環境測
作一條龍，提供全方位的3D 列印製造流程，降低
試，Tomas Yen也表示，在競賽中與其他團隊切
廠商初期開模、建置的成本及風險。」
磋，讓他深刻體悟到新創團隊如何在初創時期擴
大市場並成功存活。

臺灣新創能量強

宜加強國際接軌能力

智慧製造示範場域」進行試量產及產品驗證，直接
應邀擔任評審的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珍
備妥出口產品履歷，前進全球市場，共創3D 列印
指出，新創團隊擁有完整學理及扎實技術，所
醫材藍海商機。
展現出的跨域技術結合成果令人興奮，不過臺
南部科學工業區管理局局長林威呈期許：
灣團隊對於全球市場理解容易產生盲點，經由
「未來以示範場域做為鏈結平台，攜手關鍵廠商，
與資本市場的對接，更能從客戶端思考產品的
包括：邁入智慧製造生產線的東台精機、生產高精
價值，加強市場商業化的布局。
細度3D 列印金屬粉末材料的嘉鋼、全台第一家通
戴逸之也從新創業師的角度，給予現場團
過臨床前動物試驗生醫等級的3D 金屬列印粉末商
隊三大建議。第一，要培養打國際盃的實力與
鑫科，一起將南台灣3D 列印產業鏈規模壯大。」
變現金的本領；第二，必須明確掌握自家產品
據估計，全球以醫療級鈦金屬所製成的人工牙根就
技術優勢以及潛在市場，具備在短時間內清楚
有75%來自台灣，大大有利於台灣廠商搶占下個世
說明的簡報能力，尤其是潛在市場部分，是投
代創新醫材領域的先機。
資人最在意的關鍵，若無法說服投資人，就代
在智能化製造、物聯網、虛實整合智慧經濟
表團隊不夠務實、尚未具備足夠的投資價值；
領航的現今，跨域整合是挑戰，也是機會，正如劉
第三，技術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加入客戶的
軍廷副院長在開幕致詞所強調的：「示範場域期待
參與意見與認證，因這是投資者判斷新創團隊
做好技術扎根、技轉、媒合、物流的工作，進而帶
是否具備商業價值的一大考慮因素。
動商業模式轉型，在通往正確方向上的跑道上就
戴逸之期待，若每組參賽的新創團隊，能
位，掌握契機，台灣將催動生醫經濟，吸引全球帶
把握趨勢、舞台，練就商業化的實力與國際級
著微笑著走進來！」
的視野， 勢必會成為臺灣經濟發展向上翻轉的
堅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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