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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石惠貞 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策略投資規劃及管理、投融資規劃與管理、

創業創投、風險控管

林宇聲 台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創業投資、財務規劃

高希強 永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財務規劃、稅務會計、工商登記

寇惠植 安侯生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會計顧問諮詢、帳務整理輔導、股權規劃、財務稅

務簽證、內控內稽輔導

陳啟東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總經理
非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及稅務報表查核簽證、

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查核服務、財務及稅務諮詢、
輔導台商回台申請IPO服務

1.內部體檢類群: 財務規劃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張凱翔 自思創造團隊代表人 青年創業、商業模式、營運管理、策展行銷

張超群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

與趨勢研究中心副所長
兩岸與東協地區產業與政策研究、生技和石化產業分
析、計畫管理、績效評估、技術預測、科技前瞻

張敬業 鹿港囝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執行長 組織管理、資源整合、社群經營

莊熙平 建高控股公司董事總經理
新創事業之商業模式、商業策略、國際商業談判/溝通
策略、投融資策略規劃、房地產相關產業、文創產業、

設計產業

許又仁 沃畝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社會創新服務設計、永續農業設計、循環經濟設計、

生物感測器

許盛凱 KS Bridge創業橋接器創辦人 商模解析與建構、國際橋接（荷蘭、俄羅斯）

陳意文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新創事業之商業模式、商業策略、文創產業、數位行銷

1.內部體檢類群: 商業模式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陶韻智 德豐管理顧問公司合夥人
數位商機發掘與商業模式建立、精實執行、新創事業
與新創組織輔導、數位經濟思維、平台與生態系、

成長策略規劃

楊正秋 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最高顧問
商業模式、產業串接、與投資者溝通協調、

技巧資源的整合

董澤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兼
全球創新創業研究中心執行長

創新創業、創業投資、智慧財產策略、文創產業、
影視產業分析

廖晉毅 漸強實驗室業務經理 商業模式、商務開發以及 SaaS 銷售管理

鄭岡瑋
悅智全球顧問股份有限公司YEZ 

Accelerator 顧問&加速器營運長
BP診斷、商業模式、募資簡報、大企業合作、政府計
畫、Demo Day/論壇/展覽等大型活動規劃執行。

黎孔平 玩轉學校創辦人 教育新創、經營管理、商業模式

陳一強 活水影響力投資總經理 社會創新創業、影響力投資

周奕成 世代文化創業群負責人 工藝，地場，傳通

1.內部體檢類群: 商業模式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王幸蓓 中華電信投資處投資總監
創新業務/專標案之規劃與推動、生態圈加速

器規劃與執行、跨產業鏈結

林才熙 中加顧問股份公司副總經理 創業投資、資產管理、經營管理

林銘遠
守護天使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兼

總經理
募資規劃與談判、投資併購、營業計畫書與募

資計畫校調、財務計劃準備與修正

胡碩勻
台灣創速 Taiwan Accelerator董事合夥人/

信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投資併購、財務稅務

張清俊
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創智智權管理公司總經理
股權規劃、創業投資、技術移轉、投資評估、

創業育成、技術評價

1.內部體檢類群: 投資併購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張新永
歐華創投公司顧問

華頓資產管理公司資深顧問

激發創新構想 籌資計畫書撰寫、創業整體計畫架構
規劃、新創企業輔導、創投業或天使基金運作機制、

政府相關補助及輔導計畫甄選運作機制

陳彥諭 比翼生醫創投執行合夥人 生技醫療、新創募資、社會企業

傅慧娟 創夢市集總經理
創業投資、經營管理、創新創業、
產官學研資源整合、數位內容產業

趙式隆
洽吧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BravoAI) 

創辦人兼董事長/ 台灣矽谷創業家協會
(SVEAT) | 創會理事長

創新創業、資料科學、金融科技

潘奕彰
ABA 亞洲區塊鏈加速執行長/

ACE 法幣-數位貨幣交易所總經理
創業募資、股權規劃、內部經營

1.內部體檢類群: 投資併購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盧相瑞
台安傑國際天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合夥人
投資併購、公司治理、行銷發展、創新創業

韓沛霖 大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創投基金管理、投資開發、營運策略

持續增加中………

1.內部體檢類群: 投資併購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冷耀世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專利代理人

商標法與商標申請實務、商標設計與檢索實
務、商標使用與商標管理、專利權基礎與應用、
可專利性分析與專利權產出、智慧財產權總論、
企業智權制度建置、專利侵權分析、
專利迴避設計技巧及前述相關內容之客製化課程
講授。著有相關著作包括：專利審查基準(運動器
材篇)、專利實務論、兩岸專利法比較、美國商標
案例解析、國外及港澳台專利申請策略。

吳小燕 建業法律事務所高雄所所長
政府採購案件、促參案件、工程及商務爭議

處理與仲裁、信託、公司重整、清算、破產、併
購，民刑事訴訟、行政訴訟

呂芳嘉 秉辰智法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跨國專利商標申請、專利商標分析布局、

智慧財產權法律

陳怡如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專利國外部副理 專利申請、侵害鑑定、專利佈局、爭利爭訟

廖和信
台灣科技專利商標事務所合夥人

智捷有限公司負責人
專利、智慧財產權、創意思考、

幼兒學英語的方法

1.內部體檢類群: 專利智財與法務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蔡志雄 宏景智權專利商標事務所臺中所所長 專利、商標、著作權、財務、會計

賴文智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所長 網路、智慧財產權、創新服務相關法律議題

謝曉光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副組長 專利申請策略、專利檢索與分析、專利佈局

顏婌烊 亞太國際法律專利商標事務所主持律師
民事法、刑事法、公司法、勞資糾紛等訴訟、

智慧財產權、中英文契約審閱、
上市櫃案、併購案

韓大元 宇州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主任 專利商標申請、答辯與管理

吳俊彥 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專利師
專利申請策略、專利檢索與分析、專利佈局、

專利侵害鑑定

曾茹平 嘉謙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商業組織型態解析、新創事業財稅輔導、

數據決策、投資架構與股權設計、
稅務規劃、跨境電商稅務

1.內部體檢類群: 專利智財與法務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王俊人 摘星社群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社群數據、行銷策略制定

王銘岳
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行銷長 / 

達思智能科技總經理
商業模式規劃、經營管理、行銷與市場策略、社群經營、

數位行銷

張文龍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秘書長
創業教育、創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生產管理

陳瓊華 中國文化大學社群行銷講師
數位人脈、社群經營、數位個人品牌、

ERP、資訊應用

黃薇齊 众社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
社會企業、青年創業、社會設計、

資訊科技、整合行銷、智慧城市、身障平權、
資訊平權、性別平權

萬岳憲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總監
整合行銷傳播、媒體策略溝通、網路社群行銷、服務設計

思考、網路數位學習、
邏輯思考與表達溝通

蔡肅玉 數位時代整合行銷部總監 整合行銷、社群品牌經營

邱繼弘 聖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社群行銷、數位廣告、數位整合行銷、

經營管理

陳凱爾
巨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數位時代）

創業小聚社群總監
媒體公關、展會行銷、活動企劃、新創營運、發展

2.外部行銷與資源類群:社群及品牌行銷經營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黃振銘 霓光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主題文創(產品)發展企畫與設計；創意企業、
產業發展規劃與企劃；主題風格企業、產業、

園區發展策略規劃；城市風格、創意經濟發展策略規劃；
創意企業、產業風格品牌形象發展企劃與設計；

鍾效京 INSIDE資深編輯 新聞稿撰寫、媒體策略

持續增加中………

2.外部行銷與資源類群:社群及品牌行銷經營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鄭光廷 昂圖公司(FlyingV)執行長 群眾募資, 企業經營

郭培聖 逢甲大學育成與技術授權中心創業管理師

劉鴻諺 銓城有限公司負責人 產品開發、品牌形象、募資規劃

蕭培元 台灣電影文創產業協會策略長 輿情分析、大數據分析、新媒體行銷

陳慧鈴

藍濤亞洲（FCC Partners Asia）全球行銷總
監、卡洛動智慧健身（Galerdo Fit）行銷長，
與AI Marketing Lab發起人；致力於研究與
推展以大數據/各類總體/個體經濟數據為基
礎的行銷策略，行銷佈局，與行銷分析

海外行銷策略，佈局與分析

持續增加中………

2.外部行銷與資源類群:群眾募資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吳必然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
商業模式、投資併購、

國際經濟法（WTO、FTA、BIA）、數位媒體、
電信法令、新創事業、再生能源

林聖倫 聖羅倫思國際有限公司執行長 電子商務、政府資源

徐竹先 TXA私董會創辦人
市場品牌塑造、募資規劃與執行、
新創事業開發、跨國育成合作

徐遵慈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國際組織與國際經貿法、區域整合、

東南亞研究、性別與經濟議題

彭仁鴻
蘭城巷弄有限公司負責人/

東吳大學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執行長
地方創生、青年返鄉、社區營造、
地方節慶、服務設計、青創育成輔導

黃嬌美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行銷專案處組長
貿易推廣、參展行銷

2.外部行銷與資源類群:電子商務及策展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鍾俊彥 范特喜微創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落及空間規劃、改造、經營相關企劃

孫宗德 自力耕生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創業0~1、建廠、品牌、行銷、電商

劉于遜

相聚國際管理合夥人 / 之初創投
AppWorks 產業專家 Fellow / 必應創造

(6625)獨立董事 / 巧克科技新媒體共同創辦
人 LINE TV 前執行長

網路新創、新媒體策略、內容娛樂產業策略

黃亮崢 數位時代創新長/技術主編
數位發展策略、設計商業模式、

社群/廣告與傳媒

邱淑貞 資策會產推處組長 創新育成輔導、政府資源、資源整合與媒合

持續增加中………

2.外部行銷與資源類群:電子商務及策展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王適山
越南平陽陸合水產進出口商臺灣連絡處/

菘裕農牧有限公司負責人
進出口貿易、經營管理、越南在地經營

馬超彥 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副理事長 清真產業認證事務

詹益鑑 互貴興業策略長
數位醫療、感測科技、物聯網、

人工智能應用、生醫光電

何瑞文 艾瑟略特國際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創新創業、5G實證、貸款顧問

持續增加中………

2.外部行銷與資源類群:新南向商機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邵文正 以樂智庫有限公司負責人 政府創業補助規劃、營運計畫書撰寫

宋文龍 競爭力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創新與創業管理、生產管理、品質管理

高靖航 中原大學產學營運總處總監
產學合作、創新育成、國內外產學合作、
傳產轉型、青年創業、政府資源、商業合作

郭小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資深經理
產學合作、創新育成、創業計畫書撰寫、

青年創業、政府資源

郭景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

前瞻智能影像暨視覺技術研究中心主任/
前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影像處理、電腦視覺、人工智慧、
生物資訊辨識

陳美真 明志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資深經理
創新育成、資源整合、創業計畫書撰寫、

青年創業、政府資源

黃敬峰 交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市場機會評估、創業貸款與政府補助、

創業計畫書撰寫

2.外部行銷與資源類群:政府及大學校院資源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黃哲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技轉中心經理
產學合作、創新育成、創業計畫書撰寫、

青年創業、政府資源

蔡勝男 逢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新創事業孵化、技術移轉、無形資產鑑價

盧志軒 達盈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總監
創業投資、產學合作、創新育成、

策略規劃與整合

謝國鐘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務融通組科長 企業融資、債權債務協商

許文川
中華創業育成協會/理事長；
中華大學產學中心/主任

新創輔導、創新育成、微型創業輔導

劉素娟
朝陽科技大學行銷系副教授兼

產學合作處副產合長
組織與策略管理、專案管理、創新育成、產學

合作、青年創業、政府資源、合約談判

2.外部行銷與資源類群:政府及大學校院資源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謝戎峰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任秘書
無線寬頻通訊、雲端、中小企業、
創新創業育成、財務融通管理

林維林
工研院產服中心經理/

臺灣創新快製媒合中心營運長
市場分析與業務開發、產品快速試製輔導

莊熙平 建高控股公司董事總經理
新創事業之商業模式、商業策略、

國際商業談判/溝通策略、投融資策略規劃、
房地產相關產業、文創產業、設計產業

蘇浚民 工研院產服中心專案組長
創新育成、資源整合、政府資源、

技術媒合、營運管理

葛如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專任助理教授 互動設計、虛擬實境、區塊鏈

持續增加中………

3.綜合諮詢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方喜恩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執行總督導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服務、社區營造、

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

日宏煜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醫學人類學、

原住民族健康促進與長期照顧、地方創生

舞賽‧古拉斯 集禾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
行銷、策展、廣播及電視節目製作、

社區營造、地方創生

4.原漾類群: 文化內涵及政策資源

4.原漾類群: 部落永續發展與回饋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王鵬超 光原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組織發展，弱勢培力

李青松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學系教授 餐飲經營，休閒產業經營，民宿經營管理

林豐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所

副教授(已退休) 

農產業產銷組織(含原鄉農產業聚落組織)營
運管理、農企業(含農產品品牌)行銷管理、
休閒農業 (含農業旅遊、部落社區小旅行)

整合行銷傳播策略



4.原漾類群: 部落永續發展與回饋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林東傳 德禮餐飲顧問教練團契/總經理 餐飲經營管理、品牌連鎖加盟總體業務

馬燕萍 臺灣原住民教育經濟發展協會秘書長
原住民族文化講師、原住民族特色商品設計開

發、活動策展行銷、政府專案管理

彭成義 國立空中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執行長 商業模式

楊春桂 國立臺東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資深經理

行銷策略、經營策略、創新育成、政府資源、
傳產轉型、創業計畫書撰寫、生態農業旅遊規
劃、休閒農業、生態旅遊、市集經營輔導、友
善有機農業認證輔導、清真認證輔導、區塊鏈
生產履歷輔導企業服務創新整合行銷管理、

商品品牌經營、商品訂價策略

持續增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