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櫃家族博覽會 27日舉辦
共同見證這些富有創新創意之

微型及小型企業創意發想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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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響應政府政策扶植微型及

小型創新企業發展，並活

絡資本市場動能，櫃買中心在

主管機關支持下，已於103年

1月3日正式啟用「創櫃板」專

區，投資人認購情形十分踴躍

。

　櫃買中心對於申請登錄創櫃

板之公司並無行業別限制，申

請公司之產業類別多元且豐富

，除了一般的電子科技產業及

生技醫療產業外，更包含了農

企、文創、電子商務及社會企

業等新興產業。

　截至103年8月8日止，累積

已經有80家公司提出申請，其

中總計有28家公司正式登錄創

櫃板，5家公司完成籌資或籌

資中，45家公司在輔導或申請

中。

　櫃買中心將於8月27日（三

）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01及102會議廳舉辦創櫃家族

博覽會，本次博覽會將邀集多

家創櫃板公司及受輔導公司現

場擺設攤位並進行簡介，且藉

由各界有興趣之人士蒞臨參觀

，來共同見證這些富有創新創

意之微型及小型企業創意發想

之成果。

　未來櫃買中心將持續推動其

他具創新創意之微型及小型公

司加入創櫃板行列，讓創意起

飛，夢想發光。

創櫃家族博覽會公司簡介 系列(一)－電子商務及電子科技類

創櫃板公司

受輔導公司

 麥伯

成立日期 民國98年4月10日 負責人 歐陽振曦

營業項目
1.O2O行動電子商務《i享券》電子票券  
2.店家loyalty忠誠行銷個人化系統   3.WaWaBank卡方便APP

創新創意
概述

1. 麥伯致力於實現O2O解決方案，真正把線上消費者帶到現實的商店中
去，針對SmartPhone用戶族群，建構「完整的行動電子票R與服務
供應鏈」，讓所有使用者都能隨時隨地聰明消費。

2. 顛覆實體店家的行銷模式《i享券》即時連結雲端銷售通路，計程車(
台灣大車隊55688)、銀行(永豐錢包、遠銀i兌換)、HAPPY GO、線
上商城、手機購物商城等合作，把潛在消費者變成店家客人！

台隆節能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82年6月14日 負責人 廖克清

營業項目
氣對氣熱交換器、Dr.E能源診斷大師系列、食品解凍板、室外機櫃、
光化交接箱散熱模組、機房節能診斷等診斷設計規劃

創新創意
概述

台隆節能科技主力研發、生產節能創意產品-氣對氣熱交換器，以Free- 
cooling的概念引入室外空氣為冷源，以換熱不換氣的創新技術，有效降
低室內R溫度。
本公司另一項獨特創新產品為『Dr.E能源診斷大師系列』，本系列產
品由雲端電能分析儀及電能計所組成，其具備自動抄錶、能源診斷可視
性、多元化傳輸連結界面、快速安裝與組合應用等五大特性。

奇多比行動軟體

成立日期 民國99年7月19日 負責人 莊英俊

營業項目 互動式App製作平台、數位內容行銷平台、客製化專案服務

創新創意
概述

奇多比行動軟體股份有限公司是互動式App專業製作、行銷公司；建置
有數位內容製作、行銷平台，並提供客製化專案服務。平台採用國際標
準HTML5格式，將圖片、文字、影像、音效、定位及Web等功能予以
元件化，讓素材擁有者不需技術背景即可「手作」自己的互動式App。
另提供企業自建商城的解決方案，讓企業銷售專屬App並省去30%的高
額手續費及突破單一App在AppStore及Google Play不易被發現之問題
，同時方便掌握會員需求與管理會員資料。

股票代號：7423
攤位編號：C1-01

股票代號：7411
攤位編號：C1-02

股票代號：7422
攤位編號：D1-01

全球定位

成立日期 民國96年11月19日 負責人 林攸信

營業項目 行動村里平台及村里公益團購

創新創意
概述

【行動村里】串聯全國7,835村里，讓里長用手機就可以服務里民，民
眾從手機就可以收到所需的村里資訊(在地新聞、公告、福利、工作、
優惠、社團…等），並且可以和村里長做即時的互動溝通。
【行動村里】還透過創新的『村里公益團購』模式，幫助各地小農銷售
滯銷農產品及贊助村里長推動老人共餐，深獲好評。
【行動村里】可望於3年內達到5,000個村里的規模，目前正推動『數
位天使』計劃，招募年輕學子下鄉擔任村里志工，歡迎加入！

邑錡

成立日期 民國92年11月6日 負責人 曲紹麟

營業項目 工業設計、縮時攝影自有品牌

創新創意
概述

邑錡公司以快速反應創新趨勢，提供新設計、靈活運用資源、創新流程

、整合跨國資源，提供客戶頂尖的專案設計讓產業再造，活化傳統概念

。並以發展自有品牌Brinno縮時攝影設備，提供即拍即縮、立即社群分

享，並將致力開發新的長效型縮時產品、居家數位貓眼訪客紀錄、露天

機動型式長期監控相機等創新創意產品。

  正能光電

成立日期 民國98年4月7日 負責人 簡達益

營業項目 產品為光學、綠色能源系統和LED二次光學相關產品

創新創意
概述

本公司研發主力產品主要是二次光學透鏡的設計，由於LED的發展越趨
成熟，尤其是照明零組件在成為照明產品前，一般要進行兩次光學設計。
把LEDIC封裝成LED光電零組件時，要先進行一次光學設計。接著二次
光學設計目的是讓整個燈具發出光能滿足設計需求，在商業照明中，可
達改變發光角的效果，本公司研發出高難度15度透鏡，領先競爭對手。
此外本公司總計於2010、2011、2012連續奪下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
展共四面金牌、二面銀牌,研發團隊所申請國內外專利更是超過106件。

股票代號：7410
攤位編號：D1-02

股票代號：7415
攤位編號：D1-03

股票代號：7402
攤位編號：D1-04

易心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4年8月29日 負責人 林繼揚

營業項目 以發展IoT完整產品為目標，成為新一代工業電腦先驅

創新創意
概述

易心科技以發展「物聯網」完整方案為目標，是開發下一代工業電腦的
先驅，更是打造智慧家庭、智慧工廠、智慧城市的推手。目前所開發的
整機產品，將廣泛的被應用在不同的商業場合，極具發展潛力。對重點
客戶進行客製化系統開發與技術支援服務。從103年第三季後陸續推出
標準型產品包括ARM系統單晶片主機板、全球首創迷你雲端數位互動
看板、AIO一體成型電腦、工業電腦、互動廣告機等，提供客戶可視應
用需求予以彈性調整。

戴維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5年3月11日 負責人 陳競清

營業項目
鍍膜銑刀、鍍膜鑽針銷售、鍍膜銑刀、鍍膜鑽針代工、各式刀具、模具
鍍膜代工

創新創意

概述

自行研發超硬鍍膜技術，鍍膜分子達奈米級，可植入底材附著力增強，

密度高包覆完整，耐磨耗、耐酸鹼、抗腐蝕，可應用於PCB、半導體、

光電、生醫產業之微小精密工具等，顯著提升壽命、增加良率、無毒抗

菌之功能。

達勝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3年9月21日 負責人 孫德崢

營業項目 高性能聚醯亞胺薄膜材料及其相關材料之研發、生產、製造及銷售

創新創意
概述

達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生產的聚醯亞胺薄膜主係電子光電工業之材料

及絕R緣應用上，目前技術掌握在美日兩國手中，主要供給者為美國杜

邦公司，達勝針對聚醯亞胺薄膜技術進行各項自主研發並申請專利，並

成為國內唯一可生產全尺寸高性能聚醯亞胺薄膜之公司，目前已獲得5
項新型專利及5項發明專利，致力於生產差異化及特殊高功能性之聚醯

亞胺薄膜，並與工研院維持技術合作關係。

股票代號：7432
攤位編號：D1-05

股票代號：7419
攤位編號：D1-06

股票代號：7428
攤位編號：D1-07

  暵暘綠能

成立日期 民國102年10月24日 負責人 陳國畯

營業項目 半導體鍍膜瞬間加熱模組、瞬熱式熱水器、熱水壺

創新創意
概述

公司目前所採用氧化錫作為奈米鍍膜發熱管之加熱元件，與所使用的氧
化錫(SnO2)相較於其他專利使用的氧化銀(Ag2O)等材料便宜甚多，並
且Ag2O的耐溫性不佳，且鍍膜膜厚小於1微米，可以避免石英管反覆加
熱降溫過程中導電膜裂解之狀態。此外，公司生產發熱管之設備為本公
司人員自行設計開發，亦有效降低了生產產品之成本。
此材料為SnO2等複合半導體，具備導電效果，公司引入此材料，並加
以參雜改質，以利於瞬間與間歇加熱。

攤位編號：D2-08

鴻宗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3年11月4日 負責人 郭宗訓

營業項目 LED發光二極體代理銷售、LED照明燈具研發生產銷售服務

創新創意
概述

在全球光電產業蓬勃發展之際，鴻宗科技不斷以開發「客戶滿意及客戶需求產品」為目標，以「品質、服務、誠信、創新」
為經營理念，致力於提昇自身研發能力，不但積極參與國際展覽，更將國內外經驗加以吸收應用，使本公司不僅兼具自行開
發之技術，更具有國際化與客制化的實力。
近年來，在光電照明市場競爭激烈下，鴻宗科技仍秉持著合理價格、最高品質及最快交期為服務宗旨，朝著LED取代傳統照
明而努力，極積開發背光源LED、汽車、資訊產品、LED照明、手機、號誌燈...等市場，朝向成為世界第一大專業LED照明
燈具製造公司目標邁進。

攤位編號：D2-09      耀發電子

成立日期 民國99年12月2日 負責人 曾俊文

營業項目 DC/DC，AC/DC 電源管理晶片設計

創新創意
概述

使用本公司的中國發明專利“基於快速反應能量平衡運算技術的LED驅動方法及系統”(ZL 2012 1 
01777041.9)，研發出最佳效率20W以下，讓驅動系統模組能使用陶磁電容取代電解電容的LED驅動晶片
。
因一般晶片系統架構必須使用高儲能的電解電容，而高熱造成電解電容崩壞，使電解液溢出，導致系統模
組上元件故障，進而使LED燈源使用壽命大幅縮短。本公司在晶片系統上的專利技術將可增加LED照明系
統使用壽命。

攤位編號：D2-10

淩雲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1年2月6日 負責人 黃仁俊

營業項目 防偽標籤、票券、授權雷射標籤、各種防偽印刷技術整合

創新創意
概述

1. 複合貼紙：結合全像、防偽紙、防拆、彩色印刷與特殊油墨於一體。
2. 互動式產品序號驗證平台：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溝通的平台，讓

消費者可輕易判別產品包裝或標示。
3. 彩色離膜標與雷射離膜標：彩色離膜標沒有載體，無法移標！且貼在

產品上幾乎感覺不出厚度。本公司研發中的雷射離膜標兼具彩色離膜
標與雷射貼紙的特性，勢將成為防偽封口貼紙新寵。

攤位編號：D2-05

凱傑林

成立日期 民國96年12月5日 負責人 李應利

營業項目
植物燈控制系統、APP光源控制、3D印表機、可調色溫亮度檯燈、客
製化電子電路設計

創新創意
概述

公司植物燈採用三波長LED燈，可調整蔬菜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所需求的
光源條件，以利達到蔬菜生長的最佳化條件。搭配手機APP，可輕易設
定植物燈光源，同時也可記錄各種參數條件(如：溫度、濕度、PH值、
光強度、光週期等)儲存至雲端資料庫，以利分析研究植物生長因素。
公司開發光源可調色溫及可調亮度模組，使用者可以依個人需求而選擇
亮度及色溫，可應用於室內燈具、輕鋼架燈、攝影燈等應用。

攤位編號：D2-06 棋苓

成立日期 民國101年7月25日 負責人 楊翊苓

營業項目
1.雲端系統開發服務 2.無線遙控系統開發服務 3.個人防身求救系統 
4.感應式禮贈品系統

創新創意
概述

HelpMee產品是將本公司所擅長的低功耗藍牙技術、雲端服務技術與行
動應用開發技術，創新的應用於個人防身求救領域。本系統特點在使用
個人防身器材(如防狼噴霧器)的同時，即可達到求助的動作。
TouchLove產品是將NFC技術、QRcode技術與雲端系統整合，並且跨
界結合上插畫藝術、禮贈品產業。此系統的設計目的在於透過虛實整合
，讓傳統禮贈品添加樂趣與互動性。

攤位編號：D2-07

   天空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8年8月21日 負責人 黃國明

營業項目 3D印表機

創新創意
概述

我們在3D印表機做了以下創新研發技術：
1. 3D列印機械運動緩沖控制：在急速列印時，將A點至B點運動的緩沖

作了PWM運算，並結合出料緩沖，有效控制3D樣品的邊緣平滑度。
2. 3D列印之軟體切片控制：該技術能將每一個3D圖形，重新作切片。
3. 3D列印的噴頭進料裝置：該技術成功解決了ABS和PLA的耗材，共

用一個噴頭的問題。打破同一個噴頭無法使用2種材料的限制。
4. MagicBox：利用特殊溶劑蒸氣技術，使3D列印成品表面變平整。

攤位編號：D2-02 

安可爾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9年10月13日 負責人 劉得正

營業項目 智慧建築燈光控制系統

創新創意
概述

安可爾科技自2010年開始便著重在智慧建築的燈控系統開發。並自
2012年開始於台灣與美國出貨並且安裝。該系統經由連動的感應網路
控制，進行區域的亮度調整，有物體活動的區域，提供最高亮度，無物
體活動時，則降低至低亮度或關閉照明。經實地測試，使用本公司系統
，公共區域照明用電降為原本之13%。
除了省電之外，本公司系統設計亦考慮工班施工與不同國情進行產品修
正，分別推出有線與無線控制系統，並且導入NFC功能。

攤位編號：D2-03 直興光電

成立日期 民國80年1月31日 負責人 曾生財

營業項目 太陽能發電磚、導光膜、溫度調節膜

創新創意
概述

1. 太陽能發電磚：真正從建材角度研發，不受光入射角限制，美觀又堅
固的有機玻璃發電磚。

2. 導光膜：貼上就可將透光板材變身為導光板，將側光源導為面光源，
可剪裁、可撓折、隨貼隨用。

3. 溫度調節膜：專為溫室設計，無礙光合作用的大棚膜，夏天降溫，冬
天保溫，有效減少農業溫控問題。

股票代號：7439
攤位編號：D2-04

宣揚電腦顧問

成立日期 民國83年5月7日 負責人 黃志成

營業項目 雲端pos商圈寵物平台

創新創意
概述

2010年就開始研發的jabezpos.com產品，經多年努力與投入，已經發
展成為[商圈發展][寵物服務雲]與[健康服務雲]的基礎工具。另外，借

助台灣的硬體開發優勢，我們持續將Jabezpos.com發展成軟硬整合的

雲端POS服務，全力推廣到全球各地。

攤位編號：C2-04

愛旺軟體行銷

成立日期 民國101年12月20日 負責人 王俊杰

營業項目 資訊軟體開發服務業、資訊處理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創新創意
概述

愛旺軟體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主要產品為一款名為iWant的社交類
型APP，運用創新的興趣篩選及定位系統，讓用戶能藉由iWant找出跟
自己相同喜好、想做同樣事情、並且就在自己附近的人。
透過興趣分類與定位系統，每位用戶都能夠精準的搜尋到自己想找的對
象，並且以同樣的興趣為話題，增加用戶間相互認識、聊天的話題。
此外，iWant還推出創新的「揪團」功能，讓一群擁有相同興趣的人能
夠透過iWant聚集在一起，更能因此相約出去玩。

攤位編號：C2-05 元皓能源

成立日期 民國98年3月31日 負責人 吳志賢

營業項目 1.風光發電  2. LED照明產品  3.環保產品  4.醫療產品

創新創意
概述

本公司是全世界第一家將充電功能導入助聽器的廠商，這個突破性的創
舉改變了重聽者須不斷更換助聽器電池的不便性。並且進一步將太陽能
充電技術接合到助聽器，即便內藏的充電電池沒電，只要有陽光，就能
利用太陽光充電使用。另外，綠色替代能源是未來的趨勢，本公司結合
台灣知名大學進行小型風力發電機的設計及研發，發展出一系列低風速
啟動的高效能小型風力發電機，同時也提供風力發電機專用之最大功率
追蹤器、電流計、塔架設備、電線組以及併網型電源轉換器。

攤位編號：D2-01

立達軟體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3年12月13日 負責人 李明達

營業項目 立達機器人俱樂部-社群商務網站；雲端、APP、機器人解決方案

創新創意
概述

立達軟體科技是機器人設計公司(Robot Design House)，提供雲端、
APP、及機器人解決方案。專長為影音處理、巨量資料、人工智慧、及
物聯網技術。
透過立達機器人俱樂部的社群商務網站(social commerce)，提供機器
人新聞、技術、論壇、活動、設計、商店、網路、雲端服務。
公司目前的營運方向為解決方案提供者。針對公司及政府單位，提供客
製化接案服務。

攤位編號：C2-02 仲盈諮詢顧問

成立日期 民國98年10月30日 負責人 黃旭宏

營業項目 科技教育數位課程服務(營運項目：347樂學網、菁英學院、樂學新天地)

創新創意
概述

仲盈的前身為旭聯集團網大事業服務處，累積很多與大學合作的經驗。
近年來運用公司最擅長的eLearning數位學習科技與整合服務能力，與
各領域有優異數位內容的傳統教育文創業合作，協助傳統紙本教育文創
內容轉換成數位的形式，目前已成功協助多家公司轉型。
2013年起逐步在大陸與其他國家布局通路。2014年起，正式擴大原有
服務，成立「樂學新天地」的實虛整合經營模式，運用數位科技妥善融
合實體教室的培訓以及網路學習。

攤位編號：C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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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櫃家族博覽會公司簡介
系列（二）－生技醫療類

創櫃板公司

受輔導公司

湛生物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9年10月13日 負責人 陳丘泓

營業項目 特殊疾病篩檢試劑、農業經濟作物萃取物及民生消費保健品

創新創意
概述

『肺結核快篩試紙』從痰液抽出可能含有結核菌核酸片段，經聚合酵
素鏈鎖反應放大目標核酸，放入檢驗棒中，再與顯色區上的抗體(如：
anti-FITC、anti-Dig)專一性結合並顯色，若顯示兩條線即為感染的陽性
，則代表受試者已遭結核病菌感染。
此檢驗棒省略傳統培養時間，痰液經過核酸目標放大後，再將核酸置入
檢驗棒檢驗(只需要五分鐘)，檢測準確率高達97%-98%，可快速、方便
地進行檢測。

攤位編號：E2-05

三艾健康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100年1月12日 負責人 鄭智超

營業項目

1. iHEALTH365健康雲服務平台
　(服務網址：www.ihealth365.com.tw) 
2. 「Healthbook」行動智慧裝置App 
3. 「HealthPOS」健康便利站系統 
4.「Healthcall」健康客服系統

創新創意
概述

建立全國首創三螢一雲「iHEALTH365健康雲服務
平台」，提供一套電子化、行動化和個人化的線上
健康照護雲端服務系統。

攤位編號：E2-01

頂豪生活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9年4月9日 負責人 谷柏濤

營業項目 天然矽膠生活用品、美妝保養品與醫療器材

創新創意
概述

1. 創意發想：選定以天然穩定的矽膠為基礎材料，積極開發替代環保產
品，並 通過多項國際與國家檢驗標準，多次榮獲國家級獎項肯定。

2.創意實績：LE CASSEROLE白金矽膠立體保鮮膜：2012國家品牌玉
  山獎─最佳產品獎、2013經濟部工業局金點設計獎─產品設計獎 
　LC黃金矽膠立體臉膜：2013國家品牌玉山獎─最佳產品獎 
　頂豪矽膠貼片：衛福部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第004964號
3.創新研發：新一代醫療矽膠製人體植入醫材。

攤位編號：E2-06 億觀生物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101年9月14日 負責人 林書聖

營業項目 1.iSperm精子檢測裝置　2.μHandy高解析行動顯微鏡

創新創意
概述

主要創新技術為結合智慧裝置(手機、平板等 )之高解析行動分析顯微鏡
，並開發出自動定量微流晶片，應用於細胞檢測。傳統顯微鏡需常置於
實驗室內，龐大不易攜帶且價格昂貴；本技術利用最佳設計之光學鏡頭
，搭載在智慧裝置之高像素相機上，即可成為高解析之行動顯微鏡，並
搭配公司所開發之App軟體，可自動分析微米尺度細胞。
此平台應用範疇包含生物樣本分析及醫學臨床鏡檢項目，例如泳動細胞
檢查、細胞計數與大小分析、螢光標定或化學成色反應分析等。

攤位編號：E2-07

亞洲基因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89年3月14日 負責人 呂萬賢

營業項目
結核分枝桿菌核酸探針檢驗試劑、結核分枝桿菌
快速檢驗試劑套組、登革熱病毒快速檢驗試紙

創新創意
概述

亞洲基因公司因應傳染病分子醫學檢驗趨勢，全力
投入“液態晶片”等科技開發，迄已發展出RAPID 
ArrayR、Mobile Array RRR、Hybrid Strip TM及
ICT strip等4個技術平台及22項發明專利與2個新
型專利；刻正興建BSL3專業實驗室，作為高危險
性傳染病研發、代檢及國際策略聯盟訓育中心。

京冠生物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0年7月3日 負責人 楊青山

營業項目
動物飼料添加劑(戒炎令 )
保健食品(綠豆醱酵產物及牛樟芝)

創新創意
概述

本公司之研發目標是以農產品或農產品副產物為原
料，透過生物技術創造農產品新價值。除了直接由
微生物發酵技術產出對人體具有保健或醫學功效的
產品之外，也將該發酵產物開發成具有提升經濟動
物健康及生產性能之動物飼料添加劑相關產品，能
部分取代現今抗生素及動物藥品的使用。

股票代號：7407
攤位編號：E1-02 易宏生物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9年9月8日 負責人 蘇睿騏

營業項目 牛樟芝種子、苗木造林、健康食品全系列培育生產

創新創意
概述

1. 關鍵原物料生產能力-牛樟苗：扦插苗、實生苗
、造林/牛樟芝：液態菌絲體、固態類子實體

2. 標準品與分析技術力-標準品：超過40種(全球
最多)含CNS國家標準指標成份8種分析力

3. 跨國技術發展平台-北大化學與分子生物學院
4. 加值關鍵技術掌握-牛樟種子量產技術/牛樟幼

木培育子實體技術

股票代號：7421
攤位編號：E1-03 昱程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5年6月9日 負責人 鄭益慶

營業項目
1.個人健康保健產品 2.戶外保暖產品 3.碳纖維
軟式電熱片 4.碳纖維布 5.防火布

創新創意
概述

昱程科技團隊掌握碳纖維布遠紅外線軟式電熱片的
核心技術，克服傳統金屬導熱缺點，提供更舒適柔
軟、更安全省電發熱產品，同時Cabric®在材質上
堅持使用無汙染物質，將其運用在護具產品裡，不
僅幫助身體取暖，而且醫學研究顯示遠紅外線熱能
對於疼痛舒緩有顯著的效果。

股票代號：7433
攤位編號：E1-04

股票代號：7426
攤位編號：E1-01

華上生技醫藥

成立日期 民國102年4月3日 負責人 唐上文

營業項目
新藥研發為主，將奈米黃金運用於生醫領域及癌
症標靶新藥為主軸

創新創意
概述

1. 奈米金疾病檢驗試劑開發。
2. 奈米金藥物載體開發：將開發一系列linkers與奈

米金鍵結形成奈米金載體，可與各型態學名藥
物結合，產生新劑型奈米金新藥。

3. 癌症標靶新藥開發：與大陸微芯生物合作，技
轉小分子抗癌標靶新藥“西達本胺”。

源星生醫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3年9月22日 負責人 張國源

營業項目 雲端多功能病人監視系統

創新創意
概述

節省護理人員30%工作時間的智慧病房系統。
應用ICT科技節省護理人員30%工作時間，全國（
球）第一部整合醫院資料庫的雲端多功能病人監視
系統，可自動校時、校正血壓準確度、無線自動傳
輸、資料庫自動確認、手動旋鈕輸入體溫呼吸、疼
痛度及排便等專利功能。

股票代號：7420
攤位編號：E1-06 德瑪凱

成立日期 民國101年1月11日 負責人 郭銘秀

營業項目
主係從事醫學美容相關雷射、手術電刀及專業美
容皮膚檢測產品之研發及產銷

創新創意
概述

1. 居家型LED Mask(全球僅五家公司生產)LED醫
療級光療波長、人體工學的設計。

2. Aqua Fraxel水動力淨膚設備(全球首創三合一 
)利用負壓真空原理，進行皮膚清潔及去角質等

3. 影像系統皮膚分析儀(將成全球五大生產研發公
司之一)。IPL脈衝光Diode雷射儀器設計生產。

股票代號：7429
攤位編號：E1-07 錫安生技

成立日期 民國99年6月30日 負責人 陳進安

營業項目 研究、開發、製造、銷售產品：質子癌症治療機

創新創意
概述

依照醫療端臨床需求開發質子治療設備規格，引入
美國質子治療創新臨床應用概念，使用可隨時變換
能量之同步加速器，搭配三度空間的掃瞄治療技術
及六度空間定位系統，即時影像處理，提供先進的
質子標靶癌症治療技術，降低成本及合理病人治療
費用。

股票代號：7416
攤位編號：E1-08

股票代號：7427
攤位編號：E1-05

台灣粒線體

成立日期 民國103年3月24日 負責人 鄭漢中

營業項目
1.粒線體保健食品(MitoFood) 2.幹細胞生物製劑 
(MitoCell) 3.粒線體生物製劑 (MitoBio)

創新創意
概述

台灣粒線體以粒線體應用技術為平台，發展
MitoFood、MitoBio、MitoCell三大產品，藉由粒
線體修復或替換身體內，因老化、生病、受損之粒
線體，進而讓器官與組織再生，應用於帕金森氏症
與多發性系統退化症治療，預期藉由粒線體治療達
到神經元再生及抑制神經細胞持續退化。

攤位編號：E2-02 民德生醫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100年8月11日 負責人 張正宜

營業項目 植牙人工牙根系統及相關手術器械

創新創意
概述

採用自主開發之人工牙根高低生物螺紋設計，配合
噴砂酸蝕(SLA)處理，具有提高人工牙根植體成功
率、加速骨細胞貼附及縮短骨整合時間之效益，
並已取得多項牙植體結構及器材專利。面對競爭激
烈的牙根植體市場，營運策略同時採取臨床Case 
Bank收集、醫師社群建置及醫師臨床與手術助理
訓練，建立良好的競爭障礙。

攤位編號：E2-03 成春國際行銷

成立日期 民國97年1月28日 負責人 黃昭儒

營業項目
血液淨化、化療輸液及手術等相關材料、成品整
合供應，以及醫療器材製造整廠輸出服務

創新創意
概述

成春國際設定以醫療器材產品開發、整合供應及品
牌行銷等服務概念進入醫療器材產業，主要經營第
二級及第三級中高階治療性醫療器材的開發與銷售
。推廣「成春—BESPRING」自有品牌的醫療產品
，進行國際行銷，帶動產業發展，形成台灣產業轉
型重要推力。

攤位編號：E2-04

SpencerGu
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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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櫃家族博覽會公司簡介
系列（三）－文化創意類

創櫃板公司

受輔導公司

世發數位科技印刷

成立日期 民國87年2月11日 負責人 何國源

營業項目 相片書、個性化商品、藝術微噴、畢冊、印刷、海報大圖

創新創意
概述

I599提供設計排版軟體供消費者免費使用，不但有設計師精美的版型模
組可使用，更可以任意的調整版型以滿足消費者創作的樂趣，線上交易
機制更讓消費者不受時間、地點可即時的完成個人專屬作品。搭配公司
一條龍的生產優勢，部分產品更可於2小時內完成生產交貨。
專業的色彩控制能力及版型開發能力，可與異業進行策略聯盟，更可整
合影印業者等通路，發展授權體系。
軟體具有多國語言功能，我們已接到來自國際的訂單，網路無國界，未
來可將公司優勢拓展到國際市場。

攤位編號：A2-01 可堤行銷設計

成立日期 民國95年5月30日 負責人 徐誠斌

營業項目 品牌設計、展場設計、商業空間設計

創新創意
概述

整合多媒體VR動態與AR擴增實境技術、行動裝置下載展品訂購銷售、
品牌經營、線上EC交易的數位展覽solution，提供虛實整合的完整解
決方案，並不斷獲選為全球知名大廠如SAMSUNG、EPSON、MSI、
GIGABYTE、ADATA、PQI、LITEON、JAL、華航等服務品牌展場設計
與施工，為客戶品牌達成全方位的營運綜效。
服務的客戶群，70%是上市上櫃和重視品牌形象的企業客戶；平服務項
目涵蓋專業的品牌設計、展場設計、商空設計、公關活動、多媒體設計
、平面設計、網路行銷、網站設計等 8大綜合服務內容。

股票代號：7438
攤位編號：A2-02 阿奇八八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8年3月5日 負責人 黃美月

營業項目 數位出版、品牌行銷、創意設計、角色授權

創新創意
概述

市面上銷售的樂高積木都有特定說明書解說如何依樣組成預設的造型 ,
然而史都幫玩具(roboSTUBONR®)卻打破窠臼，留白給玩者！具備以下
的創新、創意概念：
1.極大化想像空間：每個人可以依腦中所浮現的圖像來隨性組合。 
2.讓創意無限飛翔：簡單10個不同零組件可以任意延伸成各類可能組合。
3. 可隨年齡增長添購零件補充包，讓創意組合更添趣味及挑戰！
簡單一指就可傳上“阿奇愛創意”雲端與好友分享自己獨特的創作及程
式。亦可融合其他人的程式碼，重新編譯成另一新的創作。

攤位編號：A2-03

宇萌數位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9年4月26日 負責人 白璧珍

營業項目 布克學堂、3D繽紛煙火魔幻卡、marq AR廣告媒體平台、marq+ AR O2O互動影音媒體、AR擴增實境商業應用

創新創意
概述

宇萌數位科技創立於2010年，目前為國內AR擴增實境互動應用領導廠商，提供AR擴增實境互動科技行銷整合
的 Total Solution，更創新推出marq與marq+系列AR O2O互動媒體，不僅獲得國家級第20屆創新研究獎，更為
Line、霹靂布袋戲等國內外品牌指定之互動設計專業廠商，客戶包含國內各大廣告、媒體、公關公司、金控公
司、大型線上購物網站、知名 3C品牌、遊戲公司等。
宇萌2014年初榮登國內首波創櫃板公司 (股票代號：7406)，未來將持續朝軟硬體整合、AR結合穿戴式裝置、
3D列印等新技術應用發展，並拓展亞洲市場。 

股票代號：7406
攤位編號：A1-01

桀笠樂器

成立日期 民國97年1月9日 負責人 張志清

營業項目
本公司經營樂器代理製造販賣，並外銷世界各國。目前旗下台美合作品
牌PukanaLa烏克麗麗，是全球知名烏克麗麗品牌

創新創意
概述

風行全球的夏威夷小吉他ukulele烏克麗麗，好學、紓壓、好攜帶，成為
目前全球最熱門的樂器。桀苙樂器總代理自有品牌“PukanaLa”，目前
行銷全球13個國家，中國17個省，及全台樂器通路商，成為最受矚目的
台美合作品牌。桀苙樂器以夏威夷的傳統、日本技術的標準化、國際演
奏家的實際建議，為製琴技術鐵三角。主要產品運用台灣原生高級相思
木，純手工製造。

攤位編號：A2-04 華陶窯文化事業

成立日期 民國77年8月11日 負責人 陳文輝

營業項目
「花.陶.窯.空間美學.割稻飯」，提供入園顧客跨詩詞、文學、民俗、
藝術、觀光、教育、生態保育等複合式導覽服務

創新創意
概述

「建構多元文化相融的在地生活美學，打造國際藝術家交流的平台」是
華陶窯文化事業發展的中心思想，其園區設計為台灣唯一結合庭園與台
灣原生植物園的柴燒美學生活窯場，建構了「花、陶、窯」的人文空間
對話，獨樹一格的割稻仔飯為古早味的經典美食，結合詩詞文學、民俗
藝術、觀光教育、生態保育等領域導覽服務，獨特柴燒窯與生產線，創
造出柴燒陶器行銷新象，符合都會型客層寧靜之體驗需求。

攤位編號：A2-05 圓融國際文創

成立日期 民國103年7月2日 負責人 陳怡妗

營業項目 文創藝術作家作品巡迴展覽、拍賣及相關衍生商品銷售

創新創意
概述

公司定位為中華傳統文化整合、中西藝術融合創作、文化創新科技產業
化、平面立體視覺傳媒及文化創意產業展覽等平台。
初期網羅臺灣著名畫家許文融，並以許教授花費四年多時間所創作，內
容以描繪臺灣自然山川、民俗風貌及人文建設為主、高1.8公尺及長320
公尺的「台灣風物圖」為核心產品，結合上海世博會所屬宋朝版「清明
上河圖」動畫播映權及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館之清朝版「清明上河圖」動
畫播映權在深圳國際機場展出半年，估計將吸引二百萬人觀賞。

股票代號：7440
攤位編號：A2-06

榮際實業

成立日期 民國75年10月13日 負責人 朱清涼

營業項目 無光害照明工程用透光人造石研發製造(客製化)

創新創意
概述

創新緣由：在產業升級的前提下，大陸進口石材產品之低單價競爭，轉
型往高單價，有藝術價值的照明設計裝飾石材。
創新特色：榮際信仰『工匠精神』，秉持現有傳統優良工藝，以「師徒
制」將精湛工藝技術傳承下去，使技術生根於基層員工。
技術創新：是我們的核心價值，榮際的強項高難度施工案承接，於傳統
工藝『專精化』、研發技術『創新化』。
未來目標：『台灣工藝、瑞士精神』。

攤位編號：A2-07 網迅雲端

成立日期 民國102年1月16日 負責人 鄭朝鐘

營業項目 線上印刷業＋雲端出版行銷＋文創經紀人公司＋策展服務

創新創意
概述

MEMOBOOK雲端圖文電子書城，以數位印刷及便利的雲端編輯提供個
人文創出版服務，讓有志出版著作的創作者，都能方便無負擔的透過本
平台出版著作，同時宣傳及販售自己作品。品牌優勢如下：
1.只印一本也能出版的數位個人文創。
2. 自銷零庫存，網路接訂單後再下單印刷，賣幾本印幾本。
3. 免費電子書線上閱讀，作者可增加知名度及可見度，書城閱覽者則可

享受免付費的電子書。

攤位編號：A2-08 穎新社

成立日期 民國84年3月17日 負責人 李永淞

營業項目 文創整合行銷、產品代理、媒體廣告、活動展演

創新創意
概述

Inthink長期著眼於台灣風土資產與深耕在地人文活動，秉持整合與開創
文創資源為理念，推出「1＋1＞2庶民精品」為概念之文創禮品。藉由
組合台灣本土多樣、迥異、具感質的文化創作逸品，協助文創工作者化
零為整，以生活美學及價值為訴求，透過產品與禮盒向消費者建議生活
提案，使消費者能逐步為自己構築夢想的閒適生活。期待透過生活與文
創整合的力量，使台灣能被世界看見。

股票代號：7437
攤位編號：A2-09

旗津窯文化藝術

成立日期 民國93年10月14日 負責人 沈亨榮

營業項目 藝術瓷器、客製化裝置藝術、複合媒材開發應用、藝術體驗、圖文授權及生活陶藝品

創新創意
概述

【1300】的創作乍看下為單純的白瓷與金，卻在造形結構上有著超越世界的技法與突破。

「七百二十度立體圓雕工法」：此概念乃指一件作品「從前到後、從上到下從左到右」720度的立體空間中，使

雕塑物件的型態獲得全方位的舒展，且賦予觀賞者無死角、多方向的欣賞視野。突破結構上的束縛，瓷器雕塑

將獲得更細膩及豐富的表現空間，讓藝術形態多了許多可能。

股票代號：7408
攤位編號：A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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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豐橡膠

成立日期 民國74年2月8日 負責人 李正雄

營業項目 耐高壓橡膠管、客製化異型押出膠條、O型環密封墊圈等

創新創意
概述

維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專注於各式橡膠管線產品之配方、材質、與結構

之研發，舉凡管線類產品，皆以自主研發為主；具有30多年之配方研發

經驗與配方資料庫，利於研發人員進行橡膠管的改造及新產品的研發。

近期所開發之空氣橡膠管 -唧筒打氣管，優勢在於結合橡膠管與高強度

尼龍紗之結構優點，超耐高壓8000PSI，具有曲撓彈性，適用於高壓、

高溫差用管，其優越之性能非一般塑膠管或橡膠管可取代，未來可應用

在工業高壓用管或汽機車的剎車油管等其他產業。

攤位編號：F2-06誠佳科紡

成立日期 民國99年10月12日 負責人 王葉訓

營業項目 環保回收蚵殼海毛紗、抗紫外線速乾襯衫布、防水透濕布

創新創意
概述

將在地蚵殼奈米化，結合大愛環保回收寶特瓶，創造出具有毛料效果般

的新纖維─「海毛紗」具有

1.保溫效果　　　　2.抗靜電效果 

3.速乾易整理　　　4.羊毛手感

5.環保升級利用等特性，是今後秋冬衣物貼心的新選擇。
另「多色彩合併一次性染色格子布」打破傳統先染色織格的工法，不僅

節能50％以上，也省耗水，可說是綠色的染整新科技。

攤位編號：F2-05新奢華餐飲事業

成立日期 民國96年7月5日 負責人 單繼偉

營業項目 咖啡、茶飲、冰沙、蛋糕、手作三明治、現烤鬆餅及禮盒

創新創意
概述

1. 「主動讓利」的加盟系統：採聯合大量進貨議價採購方式，使門市原物
料成本低於市場一般行情，為台灣加盟系統中第一家將進貨成本公開。

2. 創新加盟系統管理方式：應用雲端運算的資料處理模式，透過資訊整
合共享、交叉分析、即時應用，保有資料多樣性與真實性。

3. 獨創e化回報輔導系統：公司專員透過e化輔導門市，強化門市管理功
效，並協助其穩定獲利成長。

4. 創新之物流體系：採委外物流公司之三方合作模式，將門市使用的原
物料庫存、物流配送及貨款給付等委外予簽訂合約之優良物流公司。

股票代號：7436
攤位編號：F2-04

纖  米

成立日期 民國101年11月6日 負責人 李盈宏

營業項目 現碾米、現碾纖米自動販賣機

創新創意
概述

纖米公司之主要技術為擁有獨家專利的鮮米自動販賣機，消費的同時進行現場碾製稻穀之服務，使消費者可獲

得新鮮的米。而經由鮮米自動販賣機的物流，稻穀收割乾燥後立即配送至各營業據點，消費同時才進行一次碾

製，可實現保留部分胚芽與小單位購買的需求，並可提供給消費者更優質的終端產品與消費經驗，以此引導人

們改變消費米食習慣的方式。

股票代號：7430
攤位編號：B1-03（農林漁牧）

微新生物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100年7月21日 負責人 李世琳

營業項目 新型微生物肥料、活性高效益肥料、環保生物性類農藥

創新創意
概述

微新乃是以提高農肥效益並同時兼顧友善農業的公司，主要以功能性菌種及特殊專利覆菌技術，結合優質原料

的創新製程，系統性的研發各類活性肥料，加上產學合作技術轉移，來提供農肥巿場更高效益更環保的肥料，

期使農民與土地享受到新型肥料的好處。

微新改善了傳統肥料所無法展現之功能或不足處，產品於巿場已強勢發展且生命週期長，並同時進行商標註冊

，以強化微新品牌的優勢，藉此與傳統肥料的市場進行區隔，以開闢新型肥料銷售的藍海市場。期望以先進技

術/綠能環保的實質價值在台灣農業取得新發展，並為我們的土壤環境盡一份心力。

股票代號：7409
攤位編號：B1-02（農林漁牧）生態綠

成立日期 民國96年4月18日 負責人 王韋中

營業項目 公平貿易產品之批發及零售

創新創意
概述

有別於傳統企業，生態綠是一家以「對生產者友善、對環境友善、對消費者友善」為目標的「共好企業」。

食安風暴中，生態綠積極的以公平貿易、有機、生產履歷等方式，從源頭確保食材品質、生產過程透明，與生

產者、農民建立的長期夥伴關係，則讓小農獲得合理報酬、免除中間代理商剝削，更讓生產環境大幅改善，經

營策略同時達成保護生態與提高產品品質之目標。作為華文地區首波取得國際公平貿易認證之企業，生態綠將

以「華文地區良心食品新平台」為品牌定位，堅定的朝向「共好」目標前進，進而讓合作夥伴、投資人一同受

益。

股票代號：7412
攤位編號：B1-01（農林漁牧）

精呈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95年3月16日 負責人 張瑞成

營業項目 線切割機的製造及銷售

創新創意
概述

精耕細耘，讓專業更有力量，處處用心，成就線切割機的精采。

95年3月精呈科技集結了擁有豐富經驗的研發及技術團隊，堅持研發自主，藉由高度的機電開發核心能力，打造 

CNC線切割機卓越傑出的性能與品質，以創新性、市場性、實用性兼具，成功研製航太產業專用渦輪引擎線切
割機及專精於大型客製化機種之設計與製造，展現出差異化的優勢，公司成立7年成功的將自有品牌EXCETEK
行銷全球30餘國，堪稱台灣的驕傲，令人讚賞的MIT企業。

股票代號：7405
攤位編號：F1-01（其他）

凡事康流體科技

成立日期 民國89年5月19日 負責人 賴炎村

營業項目 RO淨水設備及濾心之研發與製造

創新創意
概述

擁有專業RO淨水設備及濾心之研發與製造能量，創新部份著重於產品結

構之設計與改良，提升產品之性能與壽命，並進行通路、代工、組裝及

上下游原物料供應等垂直整合，完成塑膠成型廠、馬達廠、碳棒廠的建

置，且推動產業群聚，有系統的建立產業標準化規範。

攤位編號：F2-01 富鈞開發工程

成立日期 民國87年4月24日 負責人 鄭詠紜

營業項目 雲端監控整合、機電消防污水工程施工、維護、申報及簽證

創新創意
概述

目前主要業務為污水處理系統及工業廢水系統規劃設計施工、機電、消
防維護保養及技術服務，暨遠端網路監控污水處理系統平台開發（係國
內首創遠端網路監控式之污水處理系統平台服務)。
富鈞以專業水處理工程技術為核心，利用知識管理平台發展為全方位的
環境工程顧問服務業，致力於開發綠色科技產業之技術及產品，將遠端
技術應用於污水處理系統，邁向預測性操作維護管理的新紀元。從傳統
的「代操作處理業」轉型為「專業工程管理業」，提升為智慧的科技先
驅。

攤位編號：F2-03國聯螺絲工業

成立日期 民國75年12月3日 負責人 郭淵源

營業項目 螺絲、螺帽、華司、五金配件等

創新創意
概述

國聯螺絲目前專注於開發建築屋頂緊固不繡鋼自攻及耐震扣件，因台灣

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常年易有地震發生。自日本311地震後，除了

防震扣件外，核能安全及石油問題更讓公司瞭解到太陽能扣件的發展性。

不鏽鋼扣件雖成本較一般碳鋼來得高，但本身抗腐蝕性比碳鋼來得好，

可減少更換成本並且延長使用年限。

公司產品經日本國土省實驗認證許可，並在日本政府建設及民間建設上

廣泛使用。

攤位編號：F2-02 （其他）（其他）（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