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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啟動「客座創業家」計畫

政策紀實

Taiwan

—邀請國際知名創業家共襄盛舉

為

經建專論

國發會產業發展處

協助臺灣創新創業鏈結國際，國發會
啟動「客座創業家」計畫，邀請 3 位
活動紀實

國際知名創業家來臺，期待透過頂尖創業家
們豐富的創業經歷，為國內的新創帶入全新
思維，開拓臺灣創業家及年輕朋友的國際視
野。 此 外 也 希 望 與 國 際 創 業 家 建 立 夥 伴 關

政策快遞

係，運用他們號召力與擴散力，將國內創新

「客座創業家」計畫 LOGO

創業的能量傳遞至全球市場，塑造臺灣新創
的國際品牌形象。

首位登臺的 Geoffrey Prentice 以 Skype 共同創辦人之身分為人所熟知，扮演
了 Skype 早期拓展全球市場的關鍵角色。同時擁有創業、投資與開拓國際市場等

臺灣景氣概況

一、 兼具創業家及創投身分—Skype共同創辦人Geoffrey Prentice

豐富歷練的 Geoffrey，提醒所有想要創業的夥伴要不斷累積實戰經驗，才能掌握市

樣身為小型經濟體的愛沙尼亞起步，大幅拓展至全球市場的經驗為例，建議臺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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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或環境的需求，並切中產品與服務的核心關鍵。此外 Geoffrey 也以 Skype 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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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團隊應積極拓展全球市場，不要因
為內需市場太小而有所侷限，要努力
克服不易取得早期資金的困境。
一 週 參 訪 行 程 中，Geoffrey 實
際 參 訪 國 內 4 大 育 成 加 速 機 構：
AppWorks 之初創投、Garage+、新北
創力坊及臺灣新創競技場，並與新創
團隊面對面深入互動交流。Geoffrey

Geoffrey於國際記者會分享Skype全球化的經驗。

表示：
「我可以感受到臺灣充沛的創業
能量，也對於臺灣新創團隊的技術整合、團隊合作及創業家精神等特質深具信心。
臺灣在創業的技術能量上已和歐美並駕齊驅，下一步就是勇於接受挑戰，努力找到
真正有價值、有潛力的創意，再加以『商品化』和『產業化』，才能成就世界級的
獨創服務。」

Geoffrey參訪國內新創加速器，Garage+（左）、臺灣新創競技場（右）。

結束訪臺行程前，Geoffrey 為國內新創帶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宣布其於香
港成立的「Oriente Holdings 創投基金」將正式進軍臺灣，尋找並投資國內具國際
發展潛力的成長期新創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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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新創圈獨角獸新星—Twitch 共同創辦人Kevin Lin
戲直播平臺，Twitch 共同創辦人 Kevin Lin，帶著其對於市場的敏銳性且強調專注

政策紀實

單月獨立用戶數超過 1 億人，於世界各地擁有 170 萬位實況主的全球最大遊
的特質，以及引領 Twitch 快速成長為一家獨角獸公司的經驗強勢登臺。
Kevin 分享自己的創業經驗，建議想創業的朋友必須先找到熱情，且一開始就

解使用者需求，運用社群的回饋改良自己的產品與服務。最後，試著了解自己的弱

特別報導

應將目標放遠，鎖定國際市場，並專注核心業務。此外也應盡可能貼近消費者，了

點，不要害怕失敗，而是從錯誤中學習成功的養分。必要時，也可以尋求創業導師
的幫助，藉由其過去的經驗協助釐清團隊思緒。

實況。在全玻璃螢幕且面對街頭民眾之攝影棚裡，Kevin 與主持人暢談自己的創業

經建專論

Kevin 此次來臺最特別的一站，來到全臺灣第一間實況攝影棚——詩涼子街頭
經驗，引起現場觀眾掌聲不斷。此外也透過 Twich 平臺與線上的觀眾互動，陪大家
度過一個充滿資訊性與歡笑的夜晚。

高達 10 億分鐘之觀看時間，為 Twitch 全球前五大流量來源，更讓臺北成為全球

活動紀實

臺灣人口僅 2,300 萬，但每個月 450 萬不重複訪客數（Unique User）帶來
觀看時間最高的城市。因此 Kevin 興奮地表示：「臺灣在數位媒體發展上非常進
步，對於在地創業家是很好的機會，想要拓展全球市場，透過了解臺灣觀眾會是

政策快遞

非常好的立足點。」

臺灣景氣概況

Kevin於詩涼子街頭實況與現場及線上觀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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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於大型公開論壇傳授創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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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十大創新物聯企業—Particle共同創辦人Zach Supalla
在全球產業巨頭紛紛搶進物聯網領域，建立自有生態聯盟的激烈競爭下，
Zach Supalla 以物聯網創業成功的經驗與專注創新的堅持，企圖激發臺灣生態系整
合的關鍵思維與做法，塑造國內 IoT 物聯產業在垂直技術應用與橫向跨產業整合的
創新價值，協助驅動產業創新動能，開
啟臺灣 IoT 生態系新時代。
Particle 的 IoT 開發套組件中，核
心的晶片設計即來自於臺灣，這也促成
了 Zach 此次訪臺的契機，Zack 表示：
「硬體新創團隊除了尋找專業的合作夥
伴外，也需要實際走訪製造商所在的國
家，才不會自我侷限」。因此 Zach 此
次訪臺，積極安排參訪國內 IoT 產業龍

Zack 參訪國內科技設計製造大廠廣達電腦，技術長
張嘉淵（右）親自接待。

頭，包含廣達、華碩、宏碁、英業達等
大廠，期待在臺灣優異的製造能量基礎
上，搭配 Particle 的 IoT 開發套組件，
以全新的商業合作模式，共同爭取全球
物聯網龐大的商機。
Particle 所提出的 IoT 解決方案擁
有超過 100 多個國家，共 5 萬個工程背
景使用者，且已被多數全球 500 強企業
所採用。Zach 分享了硬體新創的困難：
「我的團隊從『做一個終端產品』轉為設
計物聯網產品核心『IoT 開發套組件』
，
已幫助許多大型公司及自造者們快速打
造自己的物聯產品原型，所以我們是很
自豪 Particle 本身是自造者（Maker）
，
也是自造者（Maker）的催生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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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k 於國際記者會建議臺灣產業未來發展的新方向。

政策焦點

在國際記者會上，Zach 提及：「此行我了解臺灣擁有技術、能力及良好的資

對新創相當友好的生態系。」

政策紀實

源，能協助需要製造能力支援的國際新創團隊。此外國發會等相關單位也建立一個

四、 「客座創業家」計畫圓滿達成

Atomico 共同創辦人 Geoffrey Prentice，以 Oriente Holdings 經營合夥人的創投身
分強勢登臺；第二位為全球新創圈獨角獸及遊戲直播平臺 Twitch 共同創辦人暨營

特別報導

國發會於 104 年下半年，陸續邀請 3 位國際客座創業家來臺：首位 Skype ∕

運長 Kevin Lin，將數位軟體服務的思維帶入臺灣；而 Particle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
經建專論

長 Zach Supalla 則開啟臺灣 IoT 產業發展的全新一頁。

活動紀實
政策快遞

「客座創業家」計畫的3位國際知名創業家。

透過多元的國際新創業代表來臺與產業及新創交流，「客座創業家」計畫不僅

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橋樑。國發會高仙桂副主委表示：「我們期待透過年輕人的創
意、創新與產業的對接以及軟硬體系統的整合，重新塑造臺灣的產業供應鏈，帶動
國內產業結構的順利轉型，創造下一波繁榮。」

臺灣景氣概況

提升了臺灣產業及新創社群的視野、創意與技術水準，更為臺灣新創團隊搭建起

經濟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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