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 焦 臺 北
資源串接政策鬆綁 助創業一臂之力

楊志偉

聖洋科技(Cacaﬂy)共同創辦人

跟英國學習 從倫敦創業社群的 Startup Manifesto 談起
過去20年來科技業，網路業所帶來的數位革命，全面性的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從70、80年代萌芽的半導體業，90年代萌芽的手提式電腦，2000年前後大放異
彩的網際網路業，到現在的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火星旅行的技術，包含Intel、
Qualcomm、HP、蘋果電腦、Yahoo、Google、faceook等引領風騷的公司，總部都
位居舊金山灣區的矽谷。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公司，都是在10年左右的時間內，從
幾個人的草創形態，變成市值超過百億美元的大集團，這些公司的創辦人如Steve
Jobs，Mark Zuckberg也變成無數年輕人的偶像跟人生典範，在科技界外發揮更大的
影響力。
高速的成長率、創業成功所帶來的社會聲望，以及與傳統產業大不相同的發展步
調，對年輕人產生莫大的吸引力。雖然科技創業的失敗率高達99%以上，每年矽谷仍
舊從世界各地湧進無數新血，不管是先進入以史丹佛大學為首的灣區高等學府、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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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申請由投資人所主導的孵化器及育成

2006年，George Osborne(時任地方議員及

中心投入，甚至是投靠借助在遠房親戚的地下

影子內閣成員)造訪矽谷時曾感慨的說：「我

室，都是為了一圓創業夢，更吸引了無數的媒

在矽谷看見了未來，而目前的英國並不在其

體關注。

中(In Silicon Valley I have seen the future and

那些想當下一個「矽谷」的都市們

the present Britain is not part of it)。」在英國
保守黨首相David Cameron上任之後，喊出：

從歐洲、亞洲、南美洲，甚至美國其他都

「英國要成為全世界從事早期創投的最佳地

市如波士頓、紐約、德州達拉斯等都想結合區

點(Making Britain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域性優勢，創造自己的「矽谷」。其中最引起

for early stage and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國際注目的，是傳統以來一向以金融、廣告、

的口號，動員英國政府大力推動各項鼓勵新

表演藝文產業見長的英國首都倫敦。結合上述

創公司的政策，從稅制改革、奧運場館附近

產業基礎，與傲視全球的大學，包含劍橋、牛

的東倫敦都市再造、網路寬頻建設等，不僅

津、帝國理工學院、倫敦大學、皇家藝術學

活化了當地經濟，也吸引了歐盟其他國家人

院、聖馬丁設計學院， 以及充沛的資金及政

才湧入。英國政府也發動國家級的宣傳管

策支持，倫敦在不到10年之內，迅速成為歐陸

道，透過貿易投資總署(UKTI, UK Trade &

最大的科技創業重鎮（其次為柏林）。最大的

Investment)，帶領英國新創公司開拓國際市

推手， 是現任首相David Cameron和他的左右

場，也積極招募國際團隊進駐倫敦科技城

手、英國現任財相George Osborne，以及倫敦

(East London Tech City)(註1)。

市長 Boris Johnson ，三人同為保守黨議員，
且為牛津大學前後期同學。

根據統計，英國的APP經濟目前規模約40億
英鎊、約合新臺幣2,000億元，預計在2025年

表1 創業社群公認創業最大的挑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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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Startup Manif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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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的 資料安全 數位落差 政府採購 其他因素
監管

廣義的互聯網經濟，占了整體GDP的8%，並
有望在2016年前達到12%。光是過去一年，
大倫敦地區就創造了4.6萬個新職缺，接下來
10年的整體產值上看120億英鎊，並帶動周邊

一、融資管道與租稅改革
雖然創辦新公司的成本已經在過去幾年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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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到310億英鎊、約新臺幣1兆元左右。而

幅降低。根據Coadec對數百位英國創業家的問
卷調查指出，公司成立初期的資金募集，仍是
最困擾他們的問題之一。

的零售、飲食、房地產等行業。

業家、創投、媒體人所組成的組織Coadec
(Coalition for a Digital Economy)，於2014年9月
公布「新創公司宣言」(Startup Manifesto)，對
於下一任的英國政府能繼續支持網路技術創
業，延續支持新創產業發展的措施，提出24點
關鍵政策建議，以確保英國的經濟優勢及成長
動能。本文整理如下，也許對未來臺北市創新

經培養了三代的成功企業家及身價隨公司上
市而水漲船高的早期員工(Yahoo、Google、
facebook為代表)，這些創業老將，在晉升百萬
美元或千萬美元新貴之後，紛紛轉型成為天使
投資人或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人，對新世代團隊
伸出援手，提供金錢、人脈以及公司策略規劃
的支持，催生下一輪創業成功團隊，形成良好
的循環。

政策規劃有參考價值。
相形之下，英國的網路產業雖然成長快
這份政策建議白皮書主要分為五大面
向：融資管道(access to capital)、人才引
進 (access to talent)、數位基礎建設及場館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affordable office
space)、法規 (bring law and regulation to the 21st
century)、數位政府(digital government to unlock
innovation)。

速，但由於尚未出現代表性的超大企業，資
本市場一般對網路創業還是存疑。大型的共
同基金(mutual funds)、校產信託(University
endowment)、壽險公司甚至是高淨值個人(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都不敢投入這個風險較
高的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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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英國大選將近，倫敦有一個由創

不像美國矽谷的網路業，自90年代以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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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ameron上臺以來，將租稅政策與新

二、人才政策

創公司投資結合。為導入民間資本，英國在

在所有產業都被行動網路顛覆的時代，具

2012年推出「種子期企業投資方案」(SEIS,

有程式及產品設計能力，或具網路行銷規劃

Seed 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鼓勵高收

專長的工作者，是所有新創公司都趨之若鶩

入及高淨值的納稅人以投資早期企業方式節

的人才。除了資金外，新創公司的企業主也

稅，投資人每投資1英鎊，其中40%可列為扣

需要優質的團隊，能在公司種子期幫助公司

除額，且資本利得以較低稅率徵收；若新創公

更快速成長。

司倒閉，則所有投資額都可認列為支出抵稅。
這項創舉大幅增加天使投資人的投資意願及金

根據英國政府統計，2020年前，全英國會

額，自推出後到目前為止已經幫助1,600家新

有25萬的資訊相關職缺(ICT jobs)，其它民間

創公司募集到約新臺幣50億元的資金。85%以

機構更預測人力缺口在100萬人之譜。面對如

上的天使投資人表示，如果沒有SEIS制度，他

此巨大的人力需求缺口，Coadec建議，除了提

們投資新創公司的意願會大幅降低。

高全民的資訊素養之外，加強推動理工教育

Coadec建議英國下一屆政府繼續支持SEIS，
並修改若干條款，例如允許團隊在24個月
內支出募集資金的90%，而非目前所規定的

(STEM,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Mathematics)是根本之道，從2014年起英國開
始將「程式設計」列為中小學必修，為未來的
產業長期發展培養人才。

12個月內。除此之外，Coadec也建議英國政府
以租稅優惠，鼓勵大型企業投資新創公司，成

面對短期之內的需求，Coadec建議開放引

立類似美國Intel Capital、Google ventures、GE

進技術移民，尤其是在英國受教育，在畢業後

capital等策略性投資單位，做為專事投資或併

卻因為各式簽證因素而不得在英國內工作的非

購的部門。

歐盟區護照持有者。目前英國政府允許大學研
究所等教育機構，每年為10位畢業一年內之外
籍畢業生申請Graduate VISA，但是這項機制

給

對於創業風氣較盛的學校（例如劍橋或帝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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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不公平，故Coadec建議採全國總量管

的建議

制，並建議分學術單位的育成中心、加速器、
創投基金公司等機構，做為申請非歐盟籍畢

深入研究EIS(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及SEIS(Seed 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並考慮學習。對於高淨值及
高所得人群（例如：房產超過三筆的族
群）課徵房產稅，配套推出投資新創公
司可抵稅的方案。一來為新創事業導入
民間資金，二來落實社會公義，降低資
金往房地產業過度集中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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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或外國技術移民創業簽證的負責單位。
此外，也建議政府取消原來對技術移民每年
22,000英鎊的最低薪資限制。
另一方面，在英國高等教育體制中，理工科
系學生人口中女性僅占35%以下，科技業中也
僅有16%的就業人口是女性，且其大多從事非
技術性工作如人資或客戶服務，此現象也值得

各種措施調節此性別失衡的現象。

許多政府在制定創新產業政策時，第一個
想到的就是提供廉價的辦公空間，其實除了空
間之外，具彈性的租約條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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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關注，因此Coadec也建議政府及民間透過

素。新創團隊可能在二年內擴張五倍，也可能

給

在一年內倒閉，因此，一般租約平均年限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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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起跳的倫敦房市，對新創團隊來說缺乏彈
性，針對這方面Coadec希望政府能對房東提出

針對新創產業所需的策略型人才，

租稅優惠條款或提供獎勵，鼓勵他們針對新創

推出適當的移民政策及配套措施，如

公司提出修正型的租約，彈性的租約可以解決

住宅、健保、兒女教育補助等，移民

許多團隊的煩惱。Coadec也建議政府釋出閒置

者可由僱主推薦或自行申請，同時鼓

的國有辦公空間及廠房給新創團隊、社會企業

勵外國人與本國人民合夥創業。

或慈善機關使用外，更建議透過單一個資訊
窗口或APP，讓新創團隊可以方便獲知空間資
訊，並鼓勵優質的私有辦公空間也採用此一平

三、數位基礎建設

臺廣告。

根據網路設備巨擎Cisco的統計，從
2013~2018年間，英國行動數據總體流量成長
8倍，年成長率超過50%；在2017前，全國的
4G覆蓋率會達到98%以上。雖然這些電信基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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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施都由私人企業如電信公司或服務商所提

的建議

供，針對新創公司所聚集的特定區域，倫敦科

盤點閒置空間給新創團隊（含

技城與英國政府、樂施會Oxfam(註2)合作，對

社會企業以及藝術團體）在一定期

廠商要求增加上傳頻寬及基地臺總量，提供創

限內免費使用，並推出簡易使用的

業者更穩定的高速網路服務。

APP，讓辦公室租用跟飯店投宿登記
手續一樣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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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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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制度
根據統計，94%的現行英國法規是在2007年

英國現任財相George
Osborn日前重申對新創

iphone上市前制定的，在網路科技衍生新服務

產業的支持，尤其是結

及商業模式顛覆每一個產業的今天，若干法規

合財務以及科技知識的

難免顯得不合時宜。舉例來說，從分享經濟所

FinTech新領域，更喊出了倫敦要超越紐約和

衍生出的私人房舍出租(airbnb)、車位出租、

舊金山，成為該領域世界第一重鎮的口號。在

共乘服務，到互聯網金融相關的股權群眾募

這個願景之下，財政部和金融監理會(Financial

(equity crowdfunding)、線上P2P借貸、第三方

Conduct Authority)皆積極投入，金融科技商會

支付、非銀行業所經營的國際匯兌業務（如

Innovate Finance及專屬此產業的育成中心也成

TransferWise），以上都是屬於「無法可管」

立，專門協助新創公司在從事金融創新的同

的新業態。這些市場創新廣受歡迎，證明他們

時，與政府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並協助下議

解決了消費者實際的痛點，卻也顛覆了一些傳

院進行相關法規的修改。

統行業。最聞名的例子莫若於Uber這個定位為
「資訊業」的轎車服務公司，在倫敦、柏林都
引起計程車業者的抗議。政府該如何因應數位
時代所帶來的變動，是一個哲學性的命題：我
們是否歡迎創造性的破壞？如果是，該如何處
理舊有的行業、行為及法規？唯有先釐清這些
根本的思維，在制定新政策時才有一個完整的
邏輯。

一個社會、機構、城市，都應該容許甚至
保護創新者，讓他們從事無法可管的創新行為
(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有嘗試、犯錯、摸
索的自由，而不需對任何人提出申請或證明
實驗無害。1982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學生曾
被警告，不得使用ARPANet（今日網際網路的
前身）於非政府合作案的用途上。官方文件的

歐盟的主席Neelie Kroes說得很好，「Uber

內容是：「將ARPANet用於非政府委託案相關

引起的抗議與衝突，迫使我們去思考數位科技

事務上，例如說利用它來傳送電子郵件或用於

的破壞力，以及社會對創新者的態度，這才是

商用或政治用途，是非法且反社會的行為。如

這個根本的問題。在為被科技衝擊的產業及業

果學生們不聽勸告，將會惹火很多人，並且讓

者（不管是運輸業、音樂產業、旅館業、航空

MIT惹上很多麻煩。」

業、媒體或是任何產業）感到同情的同時，我
們不能期望透過抗議、罷工，甚至用法律禁止

想像一下，如果30年前，這種心態沒有改

這些新的行為。因為說到底，這些顛覆性的行

變的話，我們今日所熟悉的email可能不會出

為是好的，它們也許消滅了一些舊的工作，改

現。很多未來性的科技，如無人車、比特幣、

變了一些行業，但他們同時也催生了新的產業

群眾募資等，都需要經過測試的過程，也必定

以及更多的好工作。」政府所該做的，是清楚

會經過無法可管的階段。我們並不是在鼓吹

表明對創新的支持，不用既有的法規或官僚體

一個沒有法規管制的社會，而是希望新技術或

系箝制創新，並對因創新而受到衝擊的產業

商業模式產生時，政府應該與從業者對話，而

或個人，提供產業升級或個人技能訓練服務。

不是直接依現有的法規扼殺這些科技的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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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鼓勵政府持續開放更多API讓民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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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外，Coadec希望政府可以加強對中小企

的建議

不要只用現存的法律框架去規範
新創事業，而是該向歐盟或是英國
學習，觀察、傾聽新的網路行為及

採購案一直都是大公司才敢涉足的領域，除
了政府承辦人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慣用舊
有合作廠商的心態之外，官僚作業以及漫長
的採購流程，也是新創公司與政府合作需克
服的課題之一。英國政府在日前設下一個目
標，在2015年前英國政府年度的科技採購金
額，25%向新創公司或中小企業採購而來。這

五、數位政府

樣不僅可以幫助新團隊，也可以避免大公司

英國的數位政府服務(GDS, Government

壟斷的局面。遺憾的是，目前約僅有10%的政

Digital Service)，以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

府合約由五年以下的小公司取得。Coadec也

為師，強調以使用者為中心(user-centered)、數

建議，政府可以透過舉辦hackathon的方式,廣

據思維(data-driven)，以及不斷改進 (constant

邀技術團隊針對公共議題以軟體方式提出改

iteration)的思維，推出透明、便民且容易使

善方案。

用的各式數位服務。參考Google、facebook、
twitter的思維，英國政府採用平臺策略，

給

推出開放應用程式介面(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及開放資料(open data)，

臺 北 市

的建議

讓民間人士可以利用公部門的資料，推出公
學習開放資料(open data)、政務公

有停車位服務等APP、政府機構服務儀表板

開(open government)的精神，並鼓勵

(dashboard)服務等。這些服務不僅為政府省下

中小企業爭取政府資訊案。

17億英鎊，節省了民眾的時間，更提升了英國
政府的形象，就連美國政府也開始學習這個
做法。

結語
做為一個科技人才充沛、充滿創業精神的都
市，臺北市也許永遠不會成為舊金山或倫敦，
但是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發展出適合我們的
方針。最重要的是。不要怕犯錯，更不要扼殺
試圖為臺北市尋找可能性的創新者們！
註釋
1.倫敦科技城(East London Tech City)：泛指Old
street地鐵站附近的新創公司聚落。
2.樂 施 會 O x f a m ： 進 一 步 資 訊 請 參 考 官 方 網 站
http://www.oxfam.org.hk/tc/default.aspx。
29

資源串接政策鬆綁 助創業一臂之力

商業模式。

業及新創企業的採購。傳統以來，政府大型

聚 焦 臺 北

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