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接軌科技
拚出台灣新經濟

鐵三角兌現創業夢想

創新發明變資金
科技創新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動力，過去，腦袋裡的創意必須變成商品才能產生價
值；現在，網路數位時代來臨，全球最多房間出租的民宿業者，名下沒有房產，提供
最多載客服務的車行，名下沒有車子，因為知識、智財本身就是價值。台灣首次無形
資產融資終於實現，為我國寫下無形資產經濟的新里程碑！

在工研院、台灣企銀、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合作下，完成台灣首次的無形資產融資創舉。右4至右6為工研院院長劉文雄、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董事長李耀魁、台灣企銀董事長黃博怡。首批取得融資的廠商包括亞拓醫材創辦人洪偉禎（左3）、博信生物科技創辦人王中信（右3）與瓏驊
科技總經理葉治宏（右2）。

撰文 杜韻如

創

科技執行長蔡尚志一語道出許多創業者的困境。

設計；構想確認可行之際，還需要將產品

為實踐無形資產經濟及融資協助新創企業，

推向量產、市場行銷推廣……「每天早上只要一

經濟部工業局串聯工研院、台企銀及經濟部中小企

睡醒，就會想到資金從哪裡來？」新創公司柯思

業信保基金的專業團隊共同研擬，組成技術專利、

業初期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心力投入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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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融通、信用擔保的「鐵三角」，解決新創企業

技新創在籌集資金上自然困難重重。如今除可參考

創業的資金問題。

工研院的專利評價報告，以及信保基金共同分擔風
險外，台企銀已開始培育同仁接受無形資產評價師

無形資產評價 搭橋科技與資金市場
推動無形資產評價與融資立法不遺餘力的經濟

的訓練，協助處理無形資產在交易、財務、稅務、
管理等問題。

部，由次長林全能代表出席本次活動。他表示，創

「政府讓你靠，信保讓你保」，經濟部中小

意、發明等無形資產，是台灣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李耀魁，不僅展現對新

重要力量，要活化，就必須要有金融機構的支持，

創團隊的全力應援，為協助企業取得銀行資金，

至於鑑價、評價的機制建立，則期待工研院的協

不再以財務狀況或擔保品作為唯一授信依據，而

助。透過工研院擁有的研發能量，以及鑑價經驗作

是著重於計畫可行性、研發現況和經營團隊等企

為評定基礎，加上台企銀與信保基金的支持，方能

業軟實力。

成為推動新創穩健發展的三股能量。
擔任國內產業發展政策推手的工業局，由副局

智財融資挺新創助升級

長楊志清代表出席本次活動。他表示，去年台灣產

今年5月，台企銀率先訂頒「無形資產附收益

創條例第13條修法通過後，工業局積極推動評價基

型夾層融資貸款辦法」，規定兩類貸款對象：一是

準、建立評價資料庫、培訓評價人員、建立人員及

購買工研院產出智財（IP）並進行技術移轉，經無

機構登錄管理等創新機制，為台灣建立無形資產評

形資產評價機構出具評價報告及工研院推薦的廠

價完整生態體系。本次透過台企銀、經濟部中小企

商；二為所持有的智財已依法登錄無形資產評價機

業信保基金的大力支持以及工研院緊密合作，完成

構，或由評價人員出具評價報告，並經工研院評估

台灣首次專利融資成功之創舉，不但為中小企業增

推薦的廠商，可獲信保基金擔保，向台企銀申請智

加一項具有前例可循的融資管道，更創造台灣小而

財評定價值的80%，最高1,000萬元的優惠貸款，

美的新創高價值企業，讓無形資產成為推升台灣經

貸款利息在2%到3%之間，約定5到7年還款。

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台企銀目前已協助亞拓醫材、瓏驊科技、博

促成本次科技與資金市場連結的推手，工研院

信生技，以其專利智財權取得融資，總貸出金額

院長劉文雄曾任職美國矽谷高科技公司多年，他認

為2,500萬元。黃博怡表示，目前還有包括雲派科

為，矽谷新創風潮主要來自於資金市場的挹注，及

技、柯思科技、昇雷科技等 10 餘家企業正在輔導

對無形資產評價的重視。「台灣不缺資金，而是資

與洽談中，未來將持續推動智財融資，放大智財

金無法有效進入科技市場，要讓資金重新導入科技

融資的能量。

市場，政府必須扮演點燃動能的火苗，」他說，政

「經濟學上的四大生產要素包括勞力、土

府在2年前透過「產業創新條例」修法，為無形資

地、資本與企業家精神，」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

產融資奠定法源基礎，蔡英文總統更指示，由工研

律中心執行長王鵬瑜認為，知識經濟時代，「絕

院扮演無形資產評價的角色，讓金融界了解技術與

佳的創意、點子更能帶進資本、吸引人才。」有

專利的價值，願意把錢借給有想法、想創業的人。

形的生產要素只能得到有限的產出，無形的資產

最先響應無形資產融資的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董

卻能創造無限的價值，藉由台灣跨出無形資產融

事長黃博怡坦言，借貸必然有風險，尤其過去無形

資的第一步，成功搭橋科技與資金市場，為台灣

資產常面臨評價缺乏公信力、擔保品薄弱，因此科

產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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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拓醫材：用創意敲開夢想大門
撰文 陳怡如

手掌大小的蝸牛式導尿管不僅解決傳統導尿管攜帶不便的困境，也讓亞拓醫材成為台灣第一批獲得無形資產融資的公司之一。

個只有手掌大小的蝸牛式導尿管，像捲尺

一

求資金的痛點，「新創公司初期要找資金不容易，

一樣可收納攜帶的小巧體積，解決傳統導

因為投資人不知道你的成功機率有多大。」對醫療

尿管長約 30公分攜帶不便的尷尬場面；貼心的手

領域來說，進入門檻又更高，不僅要把點子變成產

持握環設計，讓患者使用時不會接觸到導尿管，

品，還要通過各國檢驗或保險給付。所以初期亞拓

排除泌尿道感染問題。這個來自亞拓醫材研發的

醫材僅靠比賽獎金維持營運，直到後續慢慢累積研

創新產品，不僅被CNN Money網站評為「嘗試改

發成果後，才較易獲得投資人青睞。

變世界的三大發明之一」，也讓亞拓醫材成為台
灣第一批獲得無形資產融資的公司之一。
亞拓醫材創辦人暨董事長洪偉禎（見上
圖），原為台大醫院腦神經外科醫生。2011年，

公司是一大助益，「尤其醫療公司以無形資產居
多，我們有專利、有實驗結果、有FDA 和歐盟認
證，未來台灣會更認同無形資產的價值。」

因為參與史丹佛大學的進修計畫，人生從此轉了

洪偉禎表示，除了實質的資金挹注外，這也

彎，不但和課堂夥伴組成團隊，以創新導尿管的

代表工研院認可團隊的相關專利和所代表的價值；

概念參與創業競賽，更毅然辭去11年的醫生工作

連帶的新聞曝光，讓公司被更多銀行、媒體和投資

轉而創業，把導尿管的創意點子實現出來。2014

人認識，「在資金背後的無形價值反而更大，這幫

年推出產品後，不僅取得多國專利，獲得美國

我們開了另一扇門，對新創公司來說，每開一扇門

FDA及歐盟CE的上市許可，還連續3年拿下德國IF

都是不容易的。」一旦無形資產能被客觀衡量其價

設計發明獎。

值後，新創團隊無異就有更多的敲門磚，能夠敲開

從醫生變成創業家，洪偉禎深知新創公司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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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目前推行的無形資產融資，對新創

夢想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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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信生技：以專利突破募資瓶頸
撰文 劉映蘭

資

金，對所有新創企業的企業主，絕對是一

始的創業基金，已進行了4次募資，但這次能像國

道必解的難題。」博信生物科技公司創辦

外一樣以無形資產來獲得貸款倒是第一次，相當感

人王中信（見下圖）一語道破多數新創公司所面

謝能參與這一次由工研院，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台

臨到的課題。 2011年團隊研發出亞洲第一個超音

灣中小企業銀行所主導的計畫。對於台灣總算建立

波顯影劑而獲得「國家創新獎」，2年後創立博信

了國外專利質押的模式並開始運作非常欣慰。

生技，憑藉著技術、人才、和熱情，一路走來，

簡單來說，這次博信生技採用的「專利融

自然也會碰到應以募資或是融資的方式充實營運

資」模式就是由工研院做專利鑑價的第三方，信

資金的問題。

保基金做保證人，向台灣企銀借錢。王中信綜合

畢業於清大醫學工程博士班的王中信，念博

與其它新創公司交流的心得指出：「新創公司一

士班時發現台灣既沒有生產也沒有引進超音波顯

般在成立2至3年就會遇上對外募資的關卡，這時

影劑，因此萌生「自己做做看」的想法，在指導

候產品可能還沒上市或市占率尚不高，對外引資

教授的支持下投入研發。他進一步收集市場資料

不易。現在有了專利融資作為科技新創公司的緩

後發現，全世界做超音波顯影劑的只有 3家國際廠

衝營運資金，相信可以幫助到更多有夢想、正努

商，儘管超音波顯影劑的技術門檻比起一般電腦

力創業的年輕人。

斷層或核磁共振顯影劑高出許多，但這塊市場每

「我也希望這次的專利融資只是一個開始，

年至少都有15%到20%成長，是所有類別顯影劑中

未來全國擁有優質專利的新創公司，可以有機會

成長最為快速的類別，王中信的創業雛形於是在

將專利鑑價、作價運用到估值、募資等等面向，

腦中逐漸成形。

活化國內的科技投資市場，」王中信充滿信心的

博信生技成立至今6年，王中信指出，包含初

說。

博信生技研發出亞洲第一個超音波顯影劑，以此申請專利融資，作為科技新創公司的緩衝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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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派科技：專利融資挺新創打國際賽
撰文 王珮華

有停車困擾嗎？明明停車場外顯示有3個空

你

為此，雲派自行研發的變色龍室內導航系

位，進來後繞來繞去還是找不到在哪裡？號

統，讓駕駛人就算駛入地下室也能準確導航到位；

稱智慧停車場，但空位顯示燈號只在車位上方，若

因應大型停車場需求，雲派開發易於在手機上操

一開始「賭」錯車道，眼睜睜看著後進者先找到空

作的介面，讓使用者觸控就能 Zoom-in 與 Zoom-

位，不禁讓人懷疑，智慧停車到底哪裡智慧？

out，快速選取所需車位。另外搭配與手機通訊的

目前正接受工研院「無形資產融資」方案輔

地鎖，預約車到，車格地鎖下降，維護預約者權

導的新創公司雲派科技，正是以此出發點，透過物

益。雲派正擬以這幾項專利，向銀行申請無形資產

聯網感測技術即可掌握停車位狀況，並提供預約車

融資中。

位服務，兼顧「消費者」、「停車場業主」與「政

林治宏認為，資金的確是新創事業的關鍵，

府」三方利益。現已在台灣、香港與泰國提供服

「台灣的創投現在多以上市前投資為主，他們都等

務，並獲得2019年香港零售科技創新大獎。

著新創公司成功才願意投資，」他也透露，公司

「雲派的解決方案，是讓停車場哪裡有空

成立 3 年來，投入的研發與推廣，已燒掉 1 億元資

位，哪裡沒空位，在手機螢幕上一目了然，」雲派

金，「儘管已獲得國發基金投資，但我們打算盡快

科技總經理林治宏秀（見下圖）出專屬APP解釋，

擴散到日本、新加坡等8國市場，資金需求還是很

進入停車場，即時空位地圖立刻跳出，駕駛人點擊

大。」

綠色空位方格後即可導航前往；因所有車格狀況都

「輪胎沒氣還是跑不動的，」林治宏不只想

能掌握，還能付費預約車位，「如此一來，業主導

做台灣或亞洲的「停車王」，他更將眼光放到未來

入智慧停車，不只服務客戶，還可增加停車收益；

電動車充電管理及無人自駕車停車方案。他期待無

與零售百貨會員整合，還能挖掘出含金量高的客

形資產融資能夠與時俱進，不僅能為新創提供輔助

戶，增加業主投入的誘因，政府也能在稅收、環保

資金，更能扮演跟土地、資產同等地位的財務工

與交通上獲得好處。」

具，支持台灣新創前進國際市場打擂台。

雲派科技透過物聯網感測技術掌握停車位狀況，並提供車位預約服務，目前擬以此專利申請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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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思科技：智財融資助新創專注研發
撰文 王珮華

柯思科技天然氣需求成長商機，打造「智慧瓦斯雲端系統」，提供天然氣供應商更智慧、安全與節能的管理方案，擬以此申請專利融資。

新

創圈有句玩笑話，要跟銀行借錢，第一個

務，做為銀行融資依據，蔡尚志的建言，無異為

要看你爸爸是誰，第二個要看你媽媽是

台灣第一次的無形資產融資，補上臨門一腳。

誰。所以我第一次開公司向銀行借錢，至少被拒

這 次 擬 用 於 申 請 無 形 資 產 融 資 的 專 利，是

絕了 6 、 7 次，」頂著交通大學資工博士學位的柯

「智慧瓦斯雲端系統」的相關技術。蔡尚志說，

思科技總經理蔡尚志（見上圖），想起創業初期

這套系統是運用人工智慧、物聯網技術，搭配用

找資金的艱辛，臉上透露著無奈。

戶端微電腦瓦斯表、管線感測器，達到用戶需求

柯思科技至今已邁入第八個年頭，跨越新創
公司最艱險的頭幾年，講起募資、融資，蔡尚志還

預測、動態壓力調節、幹管氣體洩漏偵測、管線
劣化偵測的功能。

是皺起了眉頭。「第一筆資金是最困難的，」他解

蔡尚志分析，燃氣發電的碳排量比燃油、燃

釋，一般銀行融資貸款得看公司資本額、營業額，

煤低很多，是相對潔淨的能源；政府2025能源轉

「但我們還是需要一筆錢把產品做出來才有營業額

型政策中，燃氣發電目標要達總發電量的 5 成以

啊！」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柯思科技做出了台灣第

上，相對目前的 3 成，可預見未來幾年將大幅成

一套智慧氣網解決方案，卻在過去8年，投入包括

長；加上2021年台灣將全面換裝微電腦瓦斯表，

數位金融、電子商務、網站開發、影像辨識等林林

燃氣發電調配、頭端壓力調整、公共安全、能源

總總的專案，「為的就是營業額。」

節約等需求，勢必會越來越高。

深知新創事業融資的困擾，蔡尚志利用「亞

「如果早一點有無形資產融資，我可能不用

洲．矽谷物聯網產業大聯盟」與總統蔡英文餐敘

花 5 年做專案，而是能將心力集中在核心競爭力

的場合，提出新創公司募資難題。他表示，新創

上，」蔡尚志說。柯思目前有國發基金的投資、

公司投入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未來科技研發，當

與中華電信、瓦斯業者合作概念驗證，並與菲律

中最有價值的是商業模式與創新構想，但因為缺

賓武端市簽署合作意向書，拓展海外市場。現在

乏廠房、機台等有形資產，在融資上相對弱勢。

柯思已逐漸走出草創艱辛，萬事俱備，正待揚帆

蔡總統當場指示，由工研院提供無形資產鑑價服

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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