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投資成果
傑出案例

01

02

中小企業投資成果
傑出案例

擺脫夕陽產業 迎向日出

成功搶進美國LED燈市場

興采實業 5次轉型 持續研發創新

朗捷科技創新研發直插式 LED照明燈管

興采實業成立24年，在紡織產業競爭態勢不斷轉變的過程中，
始終能以轉型升級，維持企業競爭力，近年更藉由創新研發咖啡紗，
創造差異化產品，再一次為興采打造不一樣的經營局面。

儘管LED產業競爭相當激烈，但是朗捷科技不以自身為中小企業為限，
歷經3年研發，首創薄型化LED控制器，成為全球唯一成功作出直接插拔式 LED照明燈管的公司，
產品在美上市即造成轟動，打造小企業也能與國際LED大廠競逐的傳奇。

儘

管紡織業一直被認為是夕陽產

采 必 須 投入更 多資 源進

業，但是對興采實業總經理陳

行創新研發與發展品

原

國欽而言，只要有創新，就充滿無限

持續研發創新 資金需求大

本在美國矽谷擁有一份好工作

發模組，「兩年多的時間，朗捷科技

的朗捷科技總裁潘政宏，在

強大的研發能量，共累積多達80餘件

潘政宏說，公司成立3年，從研發

牌 ，再 一 次轉 型則 是自

2010年投入創業，選擇切入跟過去背

專利，」潘政宏指出，原本以為進一

驅動IC、模組再到獨立開發LED燈，

可能，所以他的字典裡沒有夕陽產業

創SINGTEX品牌。2004

景相關的IC產業，潘政宏指出，朗捷

步將技術延伸到模組領域，可以大幅

過程中所需的資金相當龐大。很幸運

四個字。「從1989年成立以來，興采

年 ，陳 國 欽 進一步建 造

科技成立之初以IC研發為主軸，一年

提升公司的獲利，但是卻面臨OEM大

的，2012年朗捷科技除了獲得益鼎創

每歷經一次競爭環境的轉變，就朝轉

興采 大 樓 研 發中 心，將

時間即開發出數位處理晶片技術，並

廠為壓低成本，將價錢壓得很低的情

業投資顧問(股)公司的注資，也取得

型之路邁進，24年來，興采總共進行

轉型、升級融入企業

將此IC作為LED燈管的核心技術，開始

形，同樣無法取得較大的盈利。

國發基金的支持，在公司在執行重要

了5次轉型。」陳國欽說，每一次轉型

DNA，不斷創新產品、

該公司投入LED產業的經營之路。

都為興采帶來新的契機，也創造了更

發 展品 牌 ，追 求永續 經

多的可能性。

營。
某一天，陳國欽與太太在咖啡廳

創新研發環保科技咖啡紗

吃下午茶，看到有人向櫃台索取咖啡

最早，興采實業與多數紡織廠一

渣，要拿回去除臭，太太一句：「咖

樣，主要經營業務為織布、染整，後

啡渣能不能幫臭男人除臭」，給了陳

來東南亞以低價競爭，興采於1994

國欽靈感，他回到實驗室，開始投入

年積極轉做化纖紡織，進行第一次轉

研發用咖啡渣做布料，最後真的成功

型，成功迎向新一波契機，不過，不

將回收的咖啡渣轉換成特殊纖維，發

久東南亞廠商又開始發展化纖紡織，

展出名為S.Café的環保科技咖啡紗。

興采為擺脫紅海競爭，再次轉型走向
機能性化纖產品開發，創新產品開發

政府資金挹注 加速市場布局

取得Nike、Adidas…等國際大廠的合

陳國欽說，咖啡紗研發到第八代產

作，客戶遍及北美、歐洲、日本、香

品才成功，並於2008年跨入商品化，

港。

過程中興采總計投入300萬美元的資

儘管取得與許多國際大廠的合

金，龐大的研發投入，讓興采非常需

作，但是陳國欽認為，競爭者在技

要資金援助，所幸，這時包括國發基

術上的追趕永遠不會停止，因此興

金以及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公司，
都認為興采的創新研發極具發展性而
挹注資金。
在取得資金後，興采不僅得以建
構新的染整廠，並且在越南投資紡織
廠，擴大市場布局，陳國欽說，興采
也在2013年成立咖啡紗產業策略聯盟

以及成衣領域，完整環保機能性布料
供應鏈，同時營收也成長75.3%。
除了資金挹注，在技術研發上興
采也積極尋求政府資源的輔導。興采
連續兩年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
技術密集型群聚輔導計畫，投過政府
資源的導入進行企業的創新與研發。
政府資源不僅提供興采相當多經驗協
助，並且成功媒合興采與國際家具家
飾大廠IKEA的合作。陳國欽說，由於
投資者是政府，所以興采完全不用擔
心資金抽腿的風險，因此可以更專心
在研發與業務開發上，未來，興采創
新的S.Café，除了持續發展創新紡織
品，也不排除發展出面膜、化妝品、
保養品等新產品，為興采的創新轉型
之路，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PROFILE
企業名稱：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陳國欽
成立時間：1989年
經營業務：各類機能性紡織品與平織針
織複合加工產品及成衣
員工人數：約200人

為求生存，朗捷科技不以公司小

經營策略及發展方向的決策時，能有

而畫地自限，毅然決然投入LED燈開

政府資源協助及創投意見的分享與諮

發。「要把產品延伸到終端市場，

詢，讓公司能持續投入資源，進行更

潘政宏說，數位處理晶片不同於

等於要與國際LED品牌大廠競爭，因

多的創新研發，資金挹注更幫助研發

舊有的類比處理晶片，可讓LED燈擺

此朗捷科技必須發展出極具創新的

技能的提升，朗捷科技在資金投入後

脫需要電感與大電容的困擾，提高

產品，才能獲得市場的青睞。」潘

在智財權也增加175%的卓越績效。

以小搏大 一炮而紅

LED壽命並且實現高達300度的發光

政宏對此，朗捷科技掌握驅動IC、模

展望未來，朗捷科技將以創新的技

角度。有此創新產品之後，朗捷認為

組、光學等所有流程，成功開發出

術，發展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公司可憑藉產品優勢，大量銷售IC晶

可以直接與螢光燈相容、免施工，

並且透過快速服務客戶的能力，於兩

片，沒想到，IC利潤非常低，難以維

可直接插拔的LED燈管，一在美國市

年內擴大在美國與加拿大的市佔率，

持公司的營運，為求更大利基，朗捷

場推出即一炮而紅，至今已經在全

更長久的將來，該公司將進一步發展

決定往前推進一步，切入模組市場。

美開拓100多個經銷通路，公司的經

出智慧型燈管，並將市場觸角延伸到

因此，朗捷科技成立的第二年，研

營終於出現生機，未來更是充滿希

歐洲與日本市場，帶領更多地方進入

望。

智慧照明時代。潘政宏最後說，由於

發團隊開始以晶片為基礎，進一步開

創新技術與市場拓展都需要資金，因
此該公司也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資金
浥注，與朗捷科技共同為發展台灣
LED照明之光而努力。

PROFILE
企業名稱：朗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潘政宏
成立時間：2010年
經營業務： 研發、生產、銷售LED燈
管，包含6種不同色溫的
直插式LED燈管。
員工人數：約30人

SPIIN，打造從咖啡紗線製造、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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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創新研發，擴大全球市佔率

加速擴大經營 提高進入市場門檻

徠通科技從A到A+

雷笛克躍居全球LED光學透鏡龍頭

憑藉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技術支援，2001年徠通科技正式成立，
10幾年下來，徠通科技透過開發並掌握線切割機的每一項關鍵技術，
引領台灣線切割機的技術發展，並且邁向世界市場，建立獨特的核心競爭力。

雷笛克光學創立於全球LED照明市場即將起飛的2008年，
幾年下來，透過研發差異化技術、快速開發客戶、擴大經濟規模，提高競爭對手進入市場門檻，
成功以後來之姿登上全球最大LED光學透鏡產業寶座，為台灣LED產業布局全球，打下漂亮的一役。

徠

雷

笛克光學創立才短短4年時間

須不斷投入資源在建立研發、模具開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信託專戶」的台

就以領先的二次光學透鏡技術

發的能力上，方可快速設計出多樣化

灣育成中小企業開發公司，經評估後

也面臨衝擊，徠通也不免遭受影響，

及策略性布局，成為LED元件大廠如

的產品以符合客戶的各種需求，進而

發現雷笛克不管在技術、經營與市場

市場不斷追日趕瑞（瑞士），在全球

「相較於電子產業的嚴重打擊，因為

Cree、艾笛森、LUMILEDS、日亞化、

贏得市場的青睞。

發展上都有很好的發展，因此在決定

市場的市佔率不斷提升，而位於台中

線切割機產品銷售的利潤高達30%以

首爾半導體等廠商的二次光學解決方

雷笛克成立的隔年，每股盈餘

是否投資雷笛克之際，很快的就與雷

的徠通科技，就是台灣線切割機產業

上，因此只要具備競爭力，公司還是

案合作夥伴，並成為國際燈具大廠飛

（EPS）就超過1元，在2010年時EPS

笛克達成共識，挹注資金；同時也引

在這一波快速成長的佼佼者之一。早

可以運作的很好，」梁瑞芳說，徠通

利浦、歐司朗與GE的指定供應商，

更高達6元，儘管2011年遭逢歐債與

介國內最大車燈廠與雷笛克建立業務

在多年前，徠通已經是國內第二大線

一直擁有充沛的研發能量，公司全系

司的投資，強化股東陣容，使其更順

如今在全球LED光學透鏡市佔率高達

美債風暴，雷笛克在股本大幅提升的

合作關係，並協助雷笛克取得美國電

切割機製造商，其自有品牌Accutex更

列線切割放電加工機，在精準度、穩

利持續投入研發與創新技術，營收也

35%，成為全球LED光學透鏡龍頭廠。

狀況下，EPS也維持在3元左右，足見

動汽車原廠LED車燈透鏡訂單。

已推廣到美國、印度、韓國與中國大

定度、效率等方面，競爭力向來獨佔

成長25.57%。梁瑞芳指出，國發基金

陸等市場。

鰲頭，並在前瞻技術創新上也始終領

與華陽的投入除了讓徠通取得資金挹

先全球。

注，更因此獲得許多公司管理上的建

能有這樣的成就，與雷笛克不斷投

在創新之路上，徠通也一直懂得

議，例如，定期提醒其做好存貨及應

入研發、創新技術，以及擴大經濟規

儘管經營已經非常穩健，且市場佔

資本市場前進，並已於2011年登上興

收帳款的管裡，以及向政府爭取廠房

模快速擴展市場，有很大的關係。雷

有率亦持續成長，但雷笛克依舊持續

櫃、2012年掛牌上市。在研發技術上

擴充營運規模。公司表示，LED目前

也因資金加入取得更多研發資源，在
智財專利數增加737%。

通科技成立時，剛好是台灣線

濟遭逢金融海嘯的襲擊，在嚴峻的大

切割機產業正在起步的階段，

環境之下，台灣線切割機產業的經營

從2000年一直到今天，台灣線切割機

創新技術，布局全球

績效良好 營收表現亮眼

雷笛克強大的競爭力與其在燈具市場

在取得國發基金與台灣育成的投

的布局深度，使其不論大環境好壞都

資之後，雷笛克透過強化公司的股東

能維持穩健的經營。

結構，讓經營更加穩固，也加速其朝

曾經在工研院研究線切割機長達

善用政府資源，提升其發展技術的能

12年的徠通副董事長暨總經理梁瑞

量，包括中小企業處的中小企業在地

土地時，標案押標金的處置方法，讓

笛克指出，各家LED光源規格均不一

芳指出，徠通科技成立的第2年，就

關懷推動計畫、整合區域創業及創新

公司在不景氣的大環境中可以走得更

樣，加上燈具廠商對不同的燈具造型

滲透率尚低，而二次光學透鏡是一個

已經將市場延伸到中國大陸，並於

服務聯盟機制計畫，都對其創新技術

穩健。

與光形的要求，形成LED透鏡產品高

具備少量多樣且產品的產值都不高、

雷笛克在不斷快速成長的過程

第3年將觸角拓展到東南亞及歐美各

與經營帶來幫助，並使該公司分別在

展望未來，徠通科技將持續往技術

度差異化及客製化的要求，雷笛克必

客戶分散、固定投資成本很高的產

中，除了持續發展各種光學技術與

國，同時透過策略聯盟成立徠通韓國

2011年與2012年榮獲小巨人獎與國家

突破與擴大市場的方面努力，梁瑞芳

業，因此雷笛克近期仍將持續

材料，開發更精良的LED光學透鏡及

（AccuteX Korea），隨著在中國大陸

磐石獎。

強調，目前台灣在全球線切割機市場

投資、擴大經濟規模以提高市

相關產品，同時也不斷強化模具開發

佔有率大約有12%，隨著台灣的技術

場門檻，減少競爭對手搶進的

能力，發展出燈具支架、散熱基板等

已經逼近日本，未來台灣在全球市場

機會。

模具產品，至今累積開模數已經超過

市場的擴展，於2005年在昆山設廠，
成立昆山徠通（AccuteX China），深
耕中國大陸市場。
不過，時序進入2008年，全球經

穩健經營 搶佔更大市佔
由於技術是勝出市場的關鍵，因

的市佔率可望大幅提升到20~30%，

此，儘管全球經濟不景氣，徠通依然

徠通也將持續為壯大台灣線切割機產

堅持其研發創新之路，並且吸引更多

業而努力。

資金投入，穩健公司經營，讓自己從
A升級到A+。梁瑞芳說，徠通具有產
學理論、實務能力與研發技術等多重
優勢，因此一直以來都受創投資金的
注目。
2011年徠通透過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取得國發基金、華陽中小企業開發
(股)公司與第一金融管理顧問(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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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資本
擴大經濟規模

3,000套，進一步拉開了與競爭對手
之間的距離，也更穩固該公司的龍頭
寶座地位。

基於此一市場特性，白手

PROFILE
企業名稱：徠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陳舜源
成立時間：2001年
經營業務：線切割放電加工機製造、
銷售與售後服務
員工人數：包含台灣與中國大陸大約
130人

起家的雷笛克董事長唐德龍，
在成立公司之際就規畫雷笛克
將朝資本市場邁進，尋求更多
的投資人成為股東，才能培育
更多人才、持續投入研發、加
速擴大經營，維持公司在市場

PROFILE
企業名稱：雷笛克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唐德龍
成立時間：2008年
經營業務： LED二次光學透鏡及零組
件。
員工人數： 包含台灣與中國大陸約
1300人(台灣部份約110人)

的利基。因此，管理國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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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搶佔全球UPS市場

小資金也能有大做為

旭隼科技整合內、外部資源

因華生技創新研發藥物傳輸平台

成立才5年的旭隼科技，用快速創新技術與擴大產品線策略，
再輔以不涉入自有品牌經營、不與客戶競爭的經營模式，快速搶佔市場，
成為全球UPS市場的領導廠商之一。

因華生技創立之時資本額只有1,800萬元新台幣，但是幾年來透過創新核心技術，
吸引各方資金進駐，開始進行技術授權以及銷售類新藥，
逐漸穩定企業經營並邁向成長，創造小資本也能在生技製藥業有大做為的典範。

中小企業投資成果
傑出案例

210KVA High-capacity 3-phase Modular UPS
210KVA大型三相模組化不斷電系統

2

008年全球正逢金融海嘯襲擊之

生

不斷電系統及太陽能逆轉器產品。

技製藥業毛利率高，但是，因

在市面上銷售的注射劑，轉變為口

為新藥從開始研發到商品化需

服藥物劑型，」許長山說，開發新

際，旭隼科技董事長謝卓明憑藉

在外部合作上，旭隼科技因深耕

其在不斷電系統（UPS）領域長達20

UPS產業已相當多年，因此與電池、

要花費非常久的時間，因此投入的資

藥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實驗，因此

年的經驗，帶領在UPS市場具備長年

變壓器、半導體電子零件、箱體

金要回收，也要很長時間，用10年時

資金有限的小企業，很難與大廠競

經驗的旭隼經營團隊，以黑馬之姿在

等上游供應商，都維持非常好的關

間發展技術並將產品推近商品化階段

爭，但是OralPAS技術平台主要是改

短短5年時間，於全球不斷電市場取

係，再加上旭隼科技成立於2008年

的，比比皆是。因此，很多人都知道

良現有藥品的劑型，因為是針對原

得高市佔率，成為全球UPS市場大舞

時，全球正逢金融海嘯襲擊，因此

若沒有龐大、足夠的資金，千萬不要

本就安全的藥品進行開發，因此可

台的要角。

可以用較便宜的價格採購到高品質

不怕死的跨入生技製藥業。

以用較短的時間發展出來，達到快
速上市的效益，此外，改良後的新

零組件，讓旭隼科技可以發展出更

創造多贏局面
開拓成長契機

具價格競爭力的產品，使其在2008

助引進中國信託人壽參與投資，強化

年的不景氣中，依然逆勢成長。而

旭隼科技股東陣容。

藥可以降低原本藥物劑型的缺點，
當然也有市場利基。

在下游客戶端，旭隼科技一直專注

「隨著公司經營業務不斷成長，

不過，高資金門檻並沒有阻擋因華

於產品研發及製造，以提供ODM服

旭隼科技需要更多的資金，穩健公

生技製藥總經理許長山與副總經理郝

管理或對外部的供應鏈掌握、以及客

務為主，不涉入自有品牌經營，提

司經營並提升未來拓展市場的速

為華這對北醫同學檔跨入這個產業的

由於OralPAS技術平台可以快速開

援，經營上真的很辛苦，後來有了資

戶服務，都能以多贏思維創造各方利

高客戶的忠誠度。

度。」陳字修說，除了資金，創投

決心，他們兩人勇敢的在生技製藥產

發出類新藥，使投入的資金能夠較快

金的挹注之後，讓因華的經營順暢許

同時為旭隼科技深化供應鏈整合帶

業處於低迷的2005年，以1,800萬元

回收，因華以此利基，取得包括國發

多。」許長山強調，生技製藥業是一

來幫助，此外，創投也為旭隼科技

新台幣成立因華生技製藥公司，開始

基金及台安生物科技(股)公司及聯訊

個比氣長的產業，誰的資金夠充足，

介紹各領域的潛在客戶，加速旭隼

全心投入。

管理顧問(股)公司等資金投入，資本

誰的贏面就比較大，未來，基於各國

旭隼科技能夠快速成長、茁壯，關
鍵在於旭隼科技不管是對內部的經營

益，促成各界資源整合，強化旭隼科
技的競爭力，也同時為供應鏈上游廠
商與下游客戶，帶來利多。

創投進駐
帶來資金與策略上的協助

資金挹注 研發能量更大

「前面3~4年沒有創投資金的奧

旭隼科技副總經理陳字修指出，在

旭隼科技成功的內外策略，使該公

科技布局全球的腳步。展望未來，

「1,800萬元新台幣，這個數字看

額從原本的1,800萬，不斷增加到現

藥物法規的不斷改變、降低成本的考

內部經營管理上，經營團隊已有長年

司很快的打開市場，至2012年在全球

隨著雲端趨勢將帶動資料中心與儲

起來好像很多，但是做為一家生技製

在的4億2,800多萬。許長山說，2009

量，因華必須不斷投入研發資源，及

合作之經驗，擁有很好的默契，一舉

的不斷電系統市佔率已經達到17%以

存中心對高階UPS的需求，旭隼科技

藥業的資本額，真的很少，」許長山

年引進創投資金之後，因華生技的創

早因應各種趨勢的變化，所以，因華

手、一投足之間，就能了解對方在想

上，並於2013年1月登上興櫃，同時

將走在趨勢前端，持續開發新技術

說，因華成立之初，長達一年多的時

新能量更加具足。除資金投入外，因

除了透過產品銷售、授權技術等取得

法，因此可以很快推動業務發展，同

也吸引了國發基金、聯訊管理顧問及

與擴大產品線，維持該公司在全球

間都在進行技術研發，為了取得研發

華也加入中小企業處的育成輔導，透

穩定的現金流，也將持續透過創新能

時快速創新研發高階產品，並擴大產

中國信託創投投資等創投公司矚目，

市場的競爭力。

上的支援，因華爭取到經濟部小型企

過台北醫學大學育成中心的輔導為企

力，吸引更多的資金進駐。

品線，提供客戶一站式購齊的全方位

並且也投資了旭隼科技。除資金支援

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在政府支

業經營帶來更大的助益。

外，中國信託創

PROFILE

持下積極投入Gemcitabine 口服劑型
藥物研發。

投也提供旭隼科
企業名稱：旭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謝卓明
成立時間：2008年
經營業務：不斷電系統UPS、太陽能
Solar Inverter、穩壓器、
儲能產品
員工人數：1,000人

除 了 利 用 O r a l PA S 技 術 平 台 開 發
出適用於肺癌、乳癌、胰臟癌的

為了加強研發，因華需要更多的

Gemcitabine獨特口服配方，因華同

資金。許長山說，2008年因華取得

時也成功開發出高血壓用藥C08001，

健喬信元董事長林智暉的注資，更

許長山說，不同於原本高血壓用藥需

全力投入開發新技術，之後成功開

要每天使用2~3次，C08001只要每天

信金控集團資

發 出 O r a l PA S 自 微 乳 化 奈 米 技 術 平

服用一次，該藥預計於2015年上市，

源，在2013年協

台。「OralPAS技術平台可以將已經

估計全球年銷售額為4.6億美元。

技在公司治理、
資金籌措及獨立
董監事之人選推
薦，並且利用中

06

OralPAS技術平台
加速產品上市時程

PROFILE
企業名稱：因華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林智暉
成立時間：2005年
經營業務： 針對技術性高的學名藥及新
劑型新藥進行藥品開發
員工人數： 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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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案例

創新技術，切入美國市場

薄膜式電容觸控技術居領先地位

台灣生技新兵—法德生技

傑聖科技切入各大手機品牌供應鏈體系

法德生技藥品藉其自主研發的「新藥物傳輸系統技術平台」，
成功挑戰美國學名藥市場，成為名符其實的台灣生技新兵，
並為台灣生技業征戰全球市場，再添一筆佳績。

傑聖科技以領先市場的薄膜式電容觸控技術，
成立短短3年即切入中國大陸各大手機品牌的供應鏈體系，
未來，傑聖將持續追求技術領先，在激烈的觸控面板市場搶下更大的市佔率。

有

2

010年全球觸控面板產業已經處於

唯有在技術上維持領先地位，才能不

高度競爭的態勢，但是傑聖科技

被淘汰，並且贏得市場。因此，傑聖

發的緩控釋型治療癲癇

董事長李曼新與總經理陳維釧憑藉著

自成立以來就不斷投入研發能量，從

入市場者眾，當然競爭也相對激烈。

用第四類學名藥，已於

擁有一群具備「薄膜式電容觸控」核

一開始突破薄膜式電容觸控技術的各

而在激烈的市場中，誰擁有利基技

2012年經FDA核發上市

心技術的團隊，大膽投入競爭相當激

種瓶頸開始，到現階段要維持技術領

術，誰勝出市場的機會就較大。成立

許可，此外，旗下100%

烈的觸控面板產業。李曼新指出，3年

先的地位，持續研發創新，永遠不能

於2008年的法德生技藥品，即以其在

轉投資的中國大陸藥廠

前市場上都還認為玻璃式電容觸控技

中斷。

緩控釋產品領域的創新技術，在短短5

更於2013年7月進一步

術才是王道，因此當她選擇成熟度還

年時間躍出檯面，切入難度最高的美

接受美國食品與藥物管

不夠的薄膜式電容觸控技術切入觸控

國市場，成為台灣製藥業耀眼新星。

理局（FDA）的查廠，

面板領域時，並不被大家看好。

鑑於人口老化與現代人對健康

送件，其中於公司成立

的重視程度愈來愈高，生物及

初期由美國客戶委託開

製藥被視為二十一世紀明星產業，投

並以零483（無缺失）

研發量能強
成功搶進美國市場

出，2011年下半年的增資，傑聖基於

資金挹注 蓄勢待發

策略性考量，加入兩家上市公司策略

可以想見，一直投入大量研發資源

股東之外，同時也引進國發基金及新

與資本設備的傑聖，面臨很大的資金

揚管理顧問(股)公司。李曼新解釋，

需求，所幸，傑聖科技自主研發出捲

國發基金的政府背景將使供應商與顧

但是，3年後，傑聖科技在市場上

對捲（Roll-to-roll）製程技術，因為

客對傑聖更具信心，同時新揚管顧也

大量的研發與工廠建置，讓法德生

眼光獨到 轉虧為盈

的成績通過FDA的查核，預估不久的

技對資金的需求殷切，所幸，在發展

將來，前述包括治療高血壓與糖尿病

出利基技術之後，也持續獲得資金挹
注，對公司營運帶來幫助，例如國發

傑出的表現，證明李曼新當初的策略

具備技術優勢，使傑聖吸引許多投資

可以善用自身及政府的資源，為傑聖

基金、啟航創投與聯訊創投，在評估

是對的。李曼新表示，傑聖成立一年

者的矚目。李曼新分析，相對於傳統

媒合各種策略合作夥伴，甚至是引介

片對片製程技術，捲對捲技術兼具降

客戶，幫助公司有更多元的發展，同
時公司人數也成長102%。

法德生技總經理詹惠如指出，核

的藥物即可取得核准上市許可證。未

心創業成員在製藥產業累計已經超過

來，隨著法德生技降血壓學名藥在美

20多年藥品研發經驗，各自專精於緩

國取得上市許可，將對該公司營收帶

法德生技具高度發展性之後，決定投

多之後，即解決薄膜式電容觸控技術

控釋產品開發領域，因為堅實的技術

來挹注，而在打開難度最高的美國市

資。詹惠如說，因為啟航與聯訊同時

線路不夠細、透光度不夠好、良率不

低生產人力、提高製造良率及優化產

背景，因此法德成立之初即選定進入

場之後，法德生技也將加快中國大陸

肩負管理政府基金的任務，因此在投

佳的幾項大問題，並於2011年底完成

品效率等特性，可以供應市場對終端

各方資金的投入，讓傑聖的創新

門檻最高的美國學名藥市場為發展主

市場的布局。

資法德之前，多次派專人對公司進行

量產出貨，成功打進中國大陸智慧型

產品輕、薄、窄邊寬的要求，讓傑聖

研發之路不斷往前推進。至今，傑聖

深入的實地訪查，這等於是為法德的

手機品牌廠華為、中興通訊的供應鏈

在市場上取得很大的優勢。此外，傑

在全球的薄膜式電容觸控技術已經處

發展性做見證，讓後來法德生技爭取

體系，至今已經轉虧為盈，並且持續

聖從自製ITO Film到生產觸控感應器

於領先的地位，未來，傑聖將持續進

其他資金進駐時，帶來很大的助益；

擴大市場佔有率。

及模組皆能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讓

行技術突破，除穩定營收之外，期許

客戶的產品具備成本優勢，而這更是

可以創造更大的市佔率，為台灣觸控

傑聖的優勢所在。

面板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爭得一

力，發展技術難度較高的利基型學名
藥（ANDA，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產品，成功挑戰美國第
四類ANDA的上市申請，奠定法德在
生技製藥業市場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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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基金進駐
見證法德發展性
創新研發出利基技術的法德生技，
過去幾年受到許多創投資金的矚目，而

「法德生技經營團隊不僅在研發

身處需要高資本的生物製藥業，法德生

領域擁有深厚的基礎，經營團隊對於

技也一直有資金方面的需求，透過中小

同時在經營管理上也提供相當多公司
策略方向上的建議。

李曼新強調，觸控面板產業的競爭
已經逐漸走到贏者全拿的態勢，因此

李曼新說，自從傑聖的捲對捲

席之地。

製程技術成功走向大量生產薄膜

PROFILE

美國藥物法規、GMP認證標準也都有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的挹注，讓公司財務

非常高的掌握度。」詹惠如強調，法

運用更充裕，每股淨值增加24.53%。詹

德生技在各領域的專業，使其在成立

惠如也提到，法德生技除了在台灣有

沒多久，即自主研發出「新藥物傳輸

大量研發人員，看好中國市場潛力，

系統的技術平台」，並應用於產品開

該公司也於中國大陸設置生產基地，

發上；成立至今已有治療癲癇、高血

期能善用兩岸資源，加快產品上市時

的挹注。「當然，傑聖也非常慎

壓及糖尿病等四支ANDA陸續向FDA

程，迅速切入中國大陸市場。

重地選擇投資者。」李曼新指

企業名稱：法德生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黃逸斌
成立時間：2008年
經營業務：長效型學名藥、
特殊劑型學名藥開發
員工人數：130人

式電容觸控感應器之後，許多創
投公司都對投資傑聖興致勃勃，
而傑聖處於必須投入大量研發資
源的觸控面板產業，自然對資金
的需求很大，因此非常歡迎資金

PROFILE
企業名稱：傑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李曼新
成立時間：2010年
經營業務： 薄膜式電容觸控感應器及
面板模組的生產製造及銷售
員工人數： 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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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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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 才是勝出市場的王道

穩健經營 逐步擴大

樂陞科技讓世界看到台灣的創新

鐿鈦科技默默耕耘利基市場

樂陞科技一直致力於研發，不斷強化遊戲設計與製作能力，
再輔以合作開發及國際授權的正確商業模式，使該公司成功登上世界舞台，
成為全球的知名遊戲開發商並搶得龐大商機。

經過多次升級轉型，鐿鈦科技得以在全球激烈的市場競爭中，
切入各國國際品牌醫療設備商的供應鏈體系，穩定經營並且逐漸擴大規模，
近年來更進一步發展區隔化產品，經營自有品牌，開闊未來的經營之路。

成

傑出案例

成

立於2004年的鐿鈦科技最早從

術整合能力，並且可以提供客戶高度

資，而是有心與鐿鈦一同為公司的發

事精密扣件、五金零組件等產

客製化服務，順利搶進國際醫療設備

展努力，因此鐿鈦最後決定讓國發基

致力於遊戲開發，但是因為研發需要

品的買賣製造，之後逐漸投入醫材設

品牌大廠的供應鏈體系。

金、中國信託與聯訊管顧投資入股。

龐大的資金，產品銷售難以養活龐大

備領域，為國際品牌大廠如嬌生集團

精益求精，好還要更好，在打下

中國信託創業投資入股之後，在

的研發人力，讓樂陞科技足足虧損了7

（Johnson & Johnson）提供精密醫療

穩健的經營基礎之後，為求進一步深

鐿鈦股東會佔有一席獨立董監事，給

年，樂陞科技董事長許金龍也因此必

產品的製造代工服務，近年來更發展

化企業經營與競爭力，近兩~三年鐿

予許多市場面與經營面的建議，讓鐿

須到處籌資，並且賣了兩棟房子。

牙科支柱、骨釘骨板植入物等利基產

鈦科技創新研發牙釘、脊椎定器等骨

鈦的經營策略更具前瞻性；同時，

品，朝自有品牌之路發展。

科植入物等高毛利產品，如今已經發

創投也推介醫療器械領域的策略合

展出脊椎骨板及骨釘、椎籠及頸椎骨

作夥伴給鐿鈦，協助其順暢產品與業

釘、人工牙根系統等產品，開始其品

務開發；中信創投並整合運用中信金

牌經營之路。

控集團資源，增加鐿鈦科技的知名

立於2000年的樂陞科技，一開

始就將自己定位為研發型公司，

所幸，深信創新研發才是王道的
許金龍，藉由堅厚的研發能量，從

精益求精 從代工切入品牌

獨力開發遊戲的經營策略，成功走
向與知名發行商合作開發遊戲的模
式，逐漸擺脫虧損，並創造年獲利
達兩億的高績效。此外，因為與開
發商合作開發的遊戲都會冠上樂陞
科技的品牌，讓樂陞科技在全球市
場的品牌知名度不斷提升，成為台
灣遊戲產業的一顆新星。

透過創新研發產品，累積出品牌知名

SONY等公司合作開發過多項遊戲產

度，不管是2005年與全美第一大遊戲

品，在國際上的品牌形象也相當足

開發公司ACTIVISION BLIZZARD首款合

夠，因此對樂陞進行投資，除藉此強

作開發的「工夫熊貓」，或是2010年

化樂陞科技的競爭力，也希望能夠帶

與ACTIVISION合作的「史瑞克快樂4神

動國內遊戲產業發展。

仙」遊戲，在在都顯示樂陞科技卓越
的遊戲設計與製作能力。

展望未來，樂陞科技除了持續深化
電視遊戲主機、PC線上遊戲與網頁遊
戲開發之外，鑑於行動遊戲市場後續

研發人力
佔全公司人力的9成之多
樂陞科技員工中有9成為研發人
員，由此可見樂陞科技對於研發的重
視程度。許金龍說，因為全心投入研
發，多年下來讓樂陞科技累積強大
的遊戲開發實力，除了陣容堅強的
美術團隊，樂陞科技同時也具備跨
Xbox360、Wii、PS3各平台的實機研發
能力。
擁有厚實技術基礎的樂陞科技，在
累積多年經營經驗之後，開始將營運
模式從獨力開發，走向合作開發與國
際授權，逐漸使得其擺脫虧損，開始
獲利。自2005年開始，樂陞科技不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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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行動遊戲領域邁進 初戰
奏捷

行動遊戲開發，許金龍說，樂陞科技

因樂陞創業團隊多屬遊戲產業技術

在日前的東京電玩展中，一口氣展示

人員，並無資金雄厚之母公司，因此

了5款行動遊戲，顯示該公司全面跨入

在樂陞成長過程中，法人與政府基金

行動遊戲的決心，如今，樂陞科技已

的投入，適時提供樂陞拓展業務所需

經取得日本知名遊戲平台商GRE¬E的

的財務支援，並強化股東結構，讓樂

合作專案，為台灣遊戲產業攻占全球

陞經營更穩固，年營收並增加63%。

市場，再攻下一城。

商機龐大，樂陞科技也開始全力投入

自從樂陞科技逐漸獲利後，樂陞科技
開始吸引創投公司的矚目，管理國發
基金「加強投資中小企業信託專戶」
的台灣育成中小企業開發公司，，鑑
於樂陞科技在亞洲地區是除了日本之
外，唯一擁有全平台完整製程與發行
經驗的遊戲軟體廠商，並與夢工廠、

鐿鈦科技的前身為鐿太興業，當時
就以優異的金屬精密生產技術通過嬌

鐿鈦多年來持續進行轉型升級，需

度，提高鐿鈦科技市場的能見度。除

生集團旗下子公司EES的認證，順利

要龐大的人才資源，對此，該公司積

提高市場能見度外，中信創投的多方

成為EES的合格供應商。延續鐿太興

極利用中小企業處的研訓中心計畫與

面支援也讓鐿鈦員工人數增加幅度達

業既有實力，鐿鈦科技成立之後繼續

育成專業人才計畫，壯大其人才庫；

114%，使鐿鈦成為一家以績效導向

投入龐大的研發資源，順利於2008年

同時，在經營管理上的提升，也利用

運作的公司，並於2012年在台灣掛牌

切入嬌生集團的供應鏈體系，為嬌生

中小企業品質管理提升計畫的輔導，

上櫃。

供應醫療機械用精密金屬零組件。

深化其經營能力。

鐿鈦能在全球激烈的市場變化中，

的路程不會中斷，除了持續針對精密

一直維持穩定成長態勢，而這與其積

法人加入 提供經營策略協助

機械加工科技進行創新研發，在自有

極研發創新科技有關，鐿鈦強調，每

另外，隨著企業經營不斷擴大，

品牌的經營之路上，也將挑選與代工

年都會投入8~10%的營收進行創新研

鐿鈦經營團隊認為有必要引進法人資

業務客戶有所區隔的產品，避免與客

發，使得鐿鈦科技具備完整的加工技

金，提升公司的研發與市場開發能

戶之間產生競爭，讓鐿鈦同時在代工

量。鐿鈦指出，由於鐿

企業名稱：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許金龍
成立時間：2000年
經營業務：遊戲開發與美術製作服務
員工人數：原本400人，因2012年底線
上遊戲事業部門分割獨立，
目前員工為273人

與品牌之路上順遂前進。

鈦科技經營相當穩定，
獲利也很不錯，因此一
直有不少創投資金想要

PROFILE

展望未來，鐿鈦科技追求升級轉型

投資鐿鈦，後來，鐿鈦
在多方面接觸之後，認
為中國信託創業投資
(股)公司及聯訊管理顧

PROFILE
企業名稱：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蔡永芳
成立時間：2004年
經營業務： 精密醫療產品、精密扣件產
品、微波開發產品的研發、
製造與銷售
員工人數： 500人

問(股)公司並非只是打
算單純進行資金上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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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取得國發基金與
創投挹注資金的優勢

政策說明

資金挹注+經營輔導 中小企業戰鬥力再提升

多元並進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
2012年我國中小企業家數達130萬家，占全體企業家數的97.67%，顯示中小企業為我國經濟發展之命脈。為
協助中小企業突破資源不足的障礙，加強其創新與經營能力，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一直致力於透過各項投資政
策，對中小企業提供資金與經營輔導上的協助，以期強化我國中小企業爭佔全球市場的戰鬥力。

台

政府+民間創投加強投資

股東陣容，更能藉由政府與創投公

品牌建立、策略合作等方面

司本身的資源，對其經營管理進行

的輔導，都將使中小企業全

各方面的協助，例如，取得國發基

球市場，更有能力與競爭對

金、華陽開發與第一金投資的徠通

手崢嶸頭角。

科技，就在創投協助下，順遂新建

中小企業處指出，藉由國

廠房的策略，並且強化其財務管理

發基金「加強投資中小企業

能力。

實施方案」的推動，大幅提

延續〈中小企業開發公司設立營

高投管公司投資中小企業的

運管理辦法〉的實施成效，中小企

意願，成功引導民間資金配

業處為進一步強化對企業的輔導，

合政府政策投資至各項重點

灣人努力勤奮、勇於打拼的

助，但是，中小企業與創投公司何

精神，造就我國中小企業十

其多，中小企業的創新能量如何被

在提供中小企業財務融資方面，

2003年10月再提撥20億元新台幣，

發展產業，截至2013年9月

足的創新能量。但是，許多中小企

創投公司看到，又應該如何挑選正

1993年發布〈中小企業開發公司設

成立「中小企業創業育成信託投資

底，合計投資155家企業，

業旺盛的創造力，因為沒有充裕的

確的創投夥伴，皆是中小企業尋找

立營運管理辦法〉，以中小企業發

專戶」，委託中小企業開發公司、

對我國各產業的中小企業營

技術或品牌通路合作，運用中小企

展基金參與設立中小企業開發公司

金融機構及創導性投資公司等專業

運，帶來很大的助益。

業發展基金「創業育成信託投資專

的方式，對中小企業進行間接投資

管理機構，對國內具發展潛力的中
小企業進行投資。

資金支持，經常在成功創新之後，
後繼無力，導致技術或產品無法走

與取得創投資源時的困境。
有鑑於此，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

例如，醫療設備商鐿鈦科技在

戶」匡列投資額度，對有發展潛力

取得國發基金、中國信託創業投資

之中小企業，直接或間接投資，促

到商業化階段，前期投入資金一去

協助中小企業因應不同發展階段的

或提供經營管理及諮詢顧問輔導等

不復返，就算是一些渡過研發階

營運資金需求，獲得符合企業體質

業務，包括台灣育成、華陽開發與

多年來，「中小企業創業育成信

(股)公司及聯訊管理顧問(股)公司的

進國內外技術合作、市場與產品開

段，苦撐下去得以走到產品銷售或

的創投資金進駐，幾十年來不斷透

資鼎等三家中小企業開發公司皆獲
商務拓展

託投資專戶」對許多中小企業帶來

投資之後，爭取到與更多醫療器械

發，希冀引進國外關鍵技術或開拓

模式轉移
國際化研究

技術轉移的公司，之後仍得面臨行

雲端調查/研究
過各種投資政策推動，加強對中小

得中小企業發展基金資金挹注，截

很大的幫助，例如，新應材(股)公

領域的企業合作，更順利其產品開

商業據點與國際市場，提升產業競

銷資源不足、經營能力不夠、或是

企業提供財務融資上的協助之外，
創新育成暨
基礎環境建置

至2012年底，已投資278家中小企
大型化
國際化

司因為獲得「中小企業創業育成信

發以及業務拓展，該公司同時也藉

爭力，預期國內之連鎖加盟業者拓

並且就其營運面給予意見與輔導，

業，投資金額計42億966萬元。

託投資專戶」與創新工業技術移轉

由中信金控的集團資源，提升品牌

展國際商業據點或製造業整案服務

(股)公司的共同投資，不僅充裕其

知名度。又或者，生技公司法德生

輸出等中小企業可因而受惠。

資金，更因此找到策略夥伴，使其

技在國發基金與台安生物科技(股)

整體 而 言 ， 過去 1 0 年來 ， 中 小

在光阻劑的開發上更加順利，成功

公司與聯訊管理顧問(股)公司對其

企業處透過「創業育成信託投資專

開發出第5代多點電容式觸控玻璃

進行投資之後，證明該公司具備前

戶」與「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

基板，對其營收帶來很大助益。

瞻性，讓後來法德生技爭取其他資

案」兩計畫執行，不斷加強投資中

金進駐時，更為容易。

小企業並協助其強化經營能力，自

品牌經營難以布局瓶頸。
諸此種種障礙，使得多數中小
企業都希望能夠取得創投資金的協

商務推動

全面提升中小企業彈性、創新的經
1. 台灣熱門平台
營能力。 供應商優先
2. MIT/OTOP廠商
優先

投資發展

3. 台灣國際品牌
商品優先

強化投資推動歷程

1. 以優質平台商
遴選及其他平
台合作來幫助
供應商銷售
2. 以上市上櫃壯
大體質

推動

推動

中小企業處指出，政府投資企
1. 以效率化物流
1. 以搭橋媒合來
業係屬中性投資者，不僅可穩定其
使成本降低
建立兩岸廠商
合作關係
2. 以多元的跨境
金流啟動兩岸
2. 以社群媒體來
電子商務聯結
協助行銷
3. 舉辦跨部會協
商會議

近年來，有鑑於全球貿易自由
化，區域經濟整合愈演愈烈，再加
中小企業
創業育成信託投資專戶

3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
實施方案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
實施方案-早期階段投資

中小企業創業育成信託
投資專戶國際合作投資專案

目標

為協助國內具發展潛力
之新創中小企業取得權

為帶動民間與創投資金
共同投資中小企業，由

為改善早期階段企業籌
資問題，中小企業處特

為協助具國際技術移
轉、技術合作、生產、

益資金，中小企業處奉
行政院同意，自中小企
業發展基金匡列新台幣
20億元，以特定用途信
託資金方式，將資金交
付受託銀行控管，進行
投資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匡
列100億元，委託中小
企業處辦理「加強投資
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投資具發展潛力之中小
企業，促進中小企業發
展。

別規劃運用「加強投資
中小企業實施方案」開
辦「早期階段投資專
戶」：提高創投與國發
基金搭配比例，委託投
管公司共同投資早期階
段企業

通路、行銷、品牌及合
資等之中小企業進行籌
資，並得透過專業管理
公司 (創投) 與輔導單位
合作協助國內企業穩健
發展。

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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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得國發基金與創投挹注資金
2. 有助於引進策略性股東及優質外部
投資者，強化股東結構，讓公司經
營更穩固
3. 有利於爭取政府各項資源，包含輔
導、補助等，甚至是上市櫃
4. 有助於公司導入相關公司治理、會
計、管理與內部控制等制度
5. 有助於轉介上下游廠商及公司，並
提升供應商對公司的信心，並協助
MIT產品/服務開拓國際市場
6. 有助於吸引優質的人才，共同為公
司打拼

2007.8

2012.8

2013.4

上國際經貿環境瞬息萬變，中小企

整合資源 成效加乘

2003年起至2013年9月，累積投資
家數已達235 家，成功達到產業扶

業的資金運用與經營模式，面臨更

延續既有政策，政府有鑑於鼓勵

嚴峻挑戰。中小企業處指出，為提

新創公司及企業國際化對我國經濟

升我國中小企業面對大環境更為激

發展的重要性愈來愈高，中小企業

總而言之，我國經濟以中小企

烈的競爭，政府認為有必要透過政

處於2012年8月特別由國發基金「加

業為命脈，高達98%以上的企業屬

策，在強化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

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匡列9

於中小型公司，所以，提升我國中

於2007年8月，由行政院國家發展

億元辦理「早期階段投資專戶」，

小企業的競爭力，對我國整體經濟

基金匡列100億元，委託中小企業

加強投資種子期與創建期的中小企

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

處辦理「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

業，藉以促進我國企業多元發展，

此，中小企業處期許藉由中小企業

案」，希望藉由政府結合民間資金

全面扶植台灣企業的競爭力。

發展基金與國家發展基金，多管齊

持與提升我國中小企業競爭力的多
重效益。

共同投資中小企業，讓中小企業取

另因應台日投資、台紐經濟合作

下協助中小企業提升競爭力，以求

得來自創投公司的專業協助，包括

等國際協議等簽訂，為促進國內中

全面扶植中小企業發展，讓更多中

生產技術、公司治理、行銷通路、

小企業與歐美、日本及新興國家之

小企業，能在世界舞台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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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投資成果
投資成果

24

場次

2530

件

投資企業階段別比率

投資企業產業別比率

投資服務辦公室

辦理24場次
投資加值
課程

投資成果
47
場次

家

共推廣47場次
投資服務
說明會

受理2530件
推薦案源
8

1

7

4 1

2

60

60

3

6

3

50

5

產業別

50

40

40

30

30

百分比
20

產業別

向創業之際，需要多元的資源養分灌注，讓創意得以落實，進而

成長茁壯開花結果。而資金的挹注更是企業茁壯的重要一環，因此中小
辦理2011~2013

中小企業
企業處特別成立「投資服務辦公室」，提供國內中小企業投資加值服
投資博覽會

務，以達到開發案源、個案加值、促使媒合、投資順利進行及分配資源

2

有效運作之目的。自2011年至2013年，投資服務辦公室積極提供加值課
屆

20

程與輔導、舉辦媒合會，促成優質個案與投管公司之間的媒合成功。

7%

10
0

4%

2011
2012
2013

投資服務辦公室

三年成果

場次

投資成果

2530

件

累計至102年9月30日止

單位千元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14

第3期
(101年9月底開辦)

1,518,300

國發基金投資金額
誘發管理公司搭配
投資金額

第2期
(99年11月底開辦)

1,679,209

合計
1,518,300

2,889,230

1,414,784

463,138

4,767,151

2,057,570

1,352,028

465,954

3,553,913

累計投資家數

80家

88家

45家

25家

228家

協助取得專利

591件

1794件

1938件

61件

4138件
225件

獲政府及民間獎項

48件

140件

44件

3件

上市櫃家數(含興櫃)

25家
上市櫃16家
興櫃9家

41家
上市櫃17家
興櫃24家

7家
上市櫃1家
興櫃6家

0家
上市櫃0家
興櫃0家

穩定就業人數

7,742人

14,190人

3,738人

511人

辦理24場次
投資加值
課程

47

場次

共推廣47場次
投資服務
說明會

123

家

32

訪視123家
潛力優質
個案

場次

受理2530件
推薦案源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第1期
(96年8月底開辦)

場次

辦理32場次
一對一及小型
媒合會

24

中小企業創業
育成信託投資

32

成

5.4%
38.5%
50.7%
5.4%

成熟期

5.4%
38.5%
50.7%
5.4%

訪視123家
潛力優質
個案

投資服務辦公室
功的創業往往來自一個獨特的創意，而在創意種子逐漸萌芽，邁

56.1
%
百分比

擴充期

1 種子期
2 創建期
3 擴充期
4 成熟期

32.9%

創建期

4.4%
10
7.8%
23.9%
0
19.5%
16.5%
4.4%
12.1%
11.4%

百分比

產業別
種子期
創建期
擴充期
成熟期

種子期

1 文創
2 半導體
3 生技及製藥
4 光電
5 重點科技
6 通訊
7 傳產
8 資訊

4

2

Investment results

123

投資服務
辦公室

辦理32場次
一對一及小型
媒合會

3

屆

辦理
2011~2013
中小企業
投資博覽會

73家
上市櫃34家
興櫃39家
26,181人

15

中小企業投資成果
服務流程

投資服務辦公室

服務流程

中小企業

撥款

個案加值
1. 募資訪視
2. 投資講座

信託銀行

媒合會

適合其他輔導

融資輔導、補助及整合其他輔導資源

投資服務辦公室
1. 諮詢服務
2. 案源開發

轉介至專業管理公司
進行投資評估
轉介輔導

X
評估
未通過

建議投資

投資審查會議

o
評估
通過

Investment results
16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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