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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9/19 (四)、9/20(五) & 9/27(五)  

地點：TTA台灣科技新創基地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2 號 3 樓) 

主辦單位：KPMG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合辦單位：Taiwan Tech Arena、中華開發創新加速器、StarFab、DIGITIMES、SparkLabs 

聯絡資訊：陳小姐 winniechen3@kpmg.com.tw (02)8101-6666 分機 17638 

 

線上報名   App 報名 

 

新創公司不只帶進新經濟，還將帶動整個世代變化，進而牽動產業轉型，是國家經濟成長與未來發展的重要關

鍵。KPMG 安侯建業長期參與台灣創業生態系，投入資源協助新創產業，本次【KPMG Startup Boot Camp】由

KPMG創新與新創服務團隊偕同 Taiwan Tech Arena、中華開發創新加速器、StarFab、DIGITIMES、SparkLabs

共同舉辦，邀請業界專家深入探討新創公司成長期關鍵議題，並於第三天進行閉門式的新創融資路演(Roadshow)。 

(強力徵求智慧製造跟智慧零售的新創公司，因名額有限，報名敬請從速。) 

 

議程： 

                   9/19 (四)  Day 1 

09:30-10:00 報到暨交流時間 

10:00-10:15 開場致詞 

TTA Managing Director Mr. Lewis Chen 

KPMG 安侯建業 創新與新創服務團隊主持會計師  

郭冠纓 

10:15-10:20 講師合影 

10:20-11:20 
The strategy and preparation for startups  

go global 台灣新創走入國際市場的策略與準備 
SparkLabs General Partner 邱彥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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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2:20 Accelerate Your Business with Google  Head of Google Customer Solutions Major Lin 

12:20-13:30 午餐暨交流時間 

下午課程 

(分流進行) 

智慧製造 智慧零售 

主題 主講人 主題 主講人 

13:30-14:30 

如何有效運用產創條例

投資抵減辦法促成新創

業務機會 

KPMG 安侯建業  

稅務投資部協理 張智揚 
新零售生態系(暫定) 

家樂福 數位及電子商務 

數位資訊科技處長 丁平碩 

14:30-15:30 
智慧製造與產業升級 

如何與新創連結 

研華智能自動化事業群 

工業 4.0 行業發展總監  

施文森 

 數據管理與新零售： 

數據如何驅動營運成長？ 

KPMG 安侯企管 

副總經理 賴偉晏 

15:30-15:50 茶敘暨交流時間 

15:50-16:30 新創與大企業對話不可不知的二三事 StarFab 執行長 劉晏蓉 

                   9/20 (五)  Day 2 

09:30-10:00 報到暨交流時間 

10:00-11:00 中華開發創新加速器簡介及其投資策略 中華開發創新加速基金 經理 謝允翔 

11:00-12:00 關鍵投資條款及投資條件書架構解析 KPMG 安侯法律事務所 執行顧問 孫欣 

12:00-13:30 午餐暨交流時間  

下午課程 

(分流進行) 

智慧製造 智慧零售 

主題 主講人 主題 主講人 

13:30-14:30 B2B新創如何跟媒體溝通 
DIGITIMES 記者 

蔡騰輝 

SHOPLINE 的海外擴張

經驗分享 

SHOPLINE 

共同創辦人暨營運長 劉煦怡 

14:30-14:50 茶敘暨交流時間 

14:50-15:50 新創的公關策略思考 布爾喬亞公關顧問 創辦人暨 CEO 鄧耀中 

15:50-16:50 創業家的人才管理思維 Korn Ferry(光輝國際) Partner Peter Yuan 

                   9/27 (五)  Day 3 

13:00-13:30 報到暨交流時間 

13:30-13:40 開場引言 
 KPMG 安侯建業 創新與新創服務團隊主持會計師  

 郭冠纓 

13:40-14:45  Demo Time (上半場-4 家) 

 每組 6 分鐘簡報+6 分鐘開放問答回饋 
 SparkLabs General Partner 邱彥錡 

 普訊創投 副總經理 & 合夥人 高誌廷 

 MESH Ventures 合夥人 余東洛 

 基石創投 合夥人 江旻峻 

 富盈數據 前執行長  陳顯立 

14:45-15:00  休息 & 交流時間 

15:00-16:30  Demo Time (下半場-5 家) 

 每組 6 分鐘簡報+6 分鐘開放問答回饋 

16:30-17:00 新創融資路演-總結及 Q&A 

若您有報名 Day 3 的新創融資路演並成功錄取，請事先準備 6 分鐘募資簡報，並於活動前三天寄到聯絡人信箱。（名額

有限，待主辦單位審核後通知是否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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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費用 

本活動將收取每人$1,000 之訂金（確認錄取後於活動第一天報到並現場繳費），學員須至少參與兩日課程，主辦方將在

活動結束後返還訂金。 

邀請對象 

智慧製造及智慧零售領域之成長期新創公司（已有產品雛形，可與企業介接、準備進入募資階段）創辦人、共同創辦

人、核心營運團隊成員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將收取每人$1,000 之訂金（確認錄取後於活動第一天報到並現場繳費），學員須至少參與兩日的課程，主辦

方將在活動後主動返還訂金。 

2. 本活動採邀約制，且每家公司僅限 2 位報名，須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後方為正式錄取，主辦單位亦保有修改之權

利。 

3. 主辦單位將於您報名後發信確認錄取資格，如您一週後未接獲通知，請與我們連絡。 

4. 若您有報名參加 Day3 路演，請待主辦單位通知是否成功錄取後，準備 6 分鐘之簡報，並於活動前三天將簡報寄到

聯絡人信箱。 

5. 主辦單位將於活動前三天發送報到通知，屆時如您未接獲通知，請與我們連絡。 

6. 如欲取消/更換報名人員，請於活動前兩天通知主辦單位，以利後續作業。 

7. 本活動提供午餐與茶點，恕不提供早餐。 

8. 住宿、交通及停車請自理。 

9. 主辦單位將保留報名資格審核及本活動之調整、更改或取消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