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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創立於 2017年

致力於協助來自東南亞-印度的國際學生或創

業團隊，完成在台創業夢想；以及帶領台灣

團隊新創團隊前進東協印度市場



台灣企業發展

東南亞市場

東協印度創業

家和企業來台

落地

相關實績及

里程碑

創業家簽證

經驗分享



東協印度創業家和企
業來台落地



當東協及印度新創團隊來台時…

如何申請創業家簽證？如何取得工作空間？
如何尋找台灣合夥人？如何在台灣成立公司？

如何因應當地文化及市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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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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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合作及
資金募集外籍新創

創業地圖

外籍新創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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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BOARD 服務

創業家簽證申請 對接政府及企業資源 辦公空間媒合 諮詢服務

活動曝光 人才媒合 產業顧問 人脈連結



在地連結

參與新創活動對於新創公司，了解當地環境的

更多資訊是非常重要的。.

• STARTBOARD邀請來自不同產業的專家參
與活動，透過分享自身經驗及提供建議，幫

助團隊改善初創公司業務模式。

• STARTBOARD舉辦了許多主題之夜，並聚
集 新創公司創辦人，分享和討論東南亞和印

度的商業環境。

產業顧問課程

主題之夜

創業家連結



創業家手冊

運用過往輔導累積經驗,針對東協南亞人才

在台創業會面臨的問題和相關事項,如簽證、

設立公司、會計、法律、智財等,及輔導成

功案例,經由文圖匯集製作成手冊。

並提供中英文版本,除了可讓入駐團隊參考,

同時可提供給其他南向相關單位使用,以建

構便利國際團隊在台創業的友善環境。



國際創育機構
登錄認證

| 創業家簽證

| 就業金卡

| 工作簽證



創業懶人包

Visit 
Our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H4tTW5hRRs&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H4tTW5hRRs&feature=youtu.be


台灣企業發展東南亞
市場



海外夥伴



Singapore Trade OfficIndia Trade Office
alaysia Trade Office

National Day of Thailand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簡介
STARTBOARD東協印度創業孵化器積極專注於輔導東協印度國際新創，來台發展；以及同時協

助台灣企業進軍東協印度市場。經過多年能量積攢與您長久以來的對台灣潛力新創支持，我們於

今年將推出「南向創業家訓練聯盟」。該聯盟亦稱為NETA，為New southbound Entrepreneur 

Training Alliance的縮寫，並在印度文中NETA (नेता)為領袖與導師之意。

本聯盟的導師皆為南向創業及東南亞市場的權威人士。敝司於今年推出第一屆「南向創業家訓練

聯盟」將集結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新加坡及台灣等國際菁英。您在東南亞市場

的洞見與多年以來與敝司的合作與指教，STARTBOARD與所輔導之新創團隊由衷感激。我們誠

摯地邀請您成為「南向創業家訓練聯盟」的導師並與各界菁英導師交流，共同聚焦成為一股台灣

企業南向開拓的新能量。



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
-陳昭誠所長

遠東萬佳法律事務所
-俞伯璋合夥律師

馬來西亞商業及工業協會
-劉康捷拿督

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經濟組
-陳永乾前組長

東南亞天使投資人協會
- Michelle Kung 大使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Woranath Khemasiri泰國籍會計師

VeSA
-吳國本總經理

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
- Arpita Dutta法律顧問

李眉君翻譯工作室
- Lalwani Purswaney創辦人

星業科技
-吳俊星創辦人

台灣市場 馬來西亞市場 新加坡市場

印度市場 印尼市場泰國市場 越南市場

柬埔寨市場

馬來西亞商業及工業協會
-陳盈霓常務理事

NCTV台灣新住民媒體
-陳凰鳳老師

泰國外商總會
- 康樹德主席

中華民國立法院
-林麗蟬前立法委員

聯盟顧問群



相關實績及里程碑



政府法人合作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家發展會積極地推廣國家新創品牌
Startup Island Taiwan，期待透過此品牌的
相關鋪光，協助台灣企業拓展至海外市場。
STARTBOARD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合作，舉
辦相關以海外拓展為主的創業性座談會，期
待能夠導入相關海外資源給台灣企業，將台
灣品牌帶入國際。

台北市政府

為鼓勵國際創業於台北市政府創業，與台北
市政府合作舉辦相關創業性論壇、育成輔導
和編寫中英語言版本的創業家手冊，期待透
過以上服務及資源鏈結，將國際新創引入台
北市。



相關獎項及認證
經濟部國際創育機構認證2021台北市政府亮點企業-育成貢獻獎

自2014年起舉辦亮點企業選拔，參選
資格必須曾獲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
之企業。於今年度STARTBOARD榮幸
獲選育成貢獻獎。

台灣政府這在逐漸鬆綁相關創業標準及法
規，於是希望民間之創育機構，能夠擔任
團隊篩選及監督的腳色。於是從百間的育
成機構中，嚴格審核出31家之育成機構，
列為經濟部官方認可之育成機構，能夠協
助團隊諮詢創業相關事宜，STARTBOARD
也成功獲得此認證。



其他國際鏈結活動實績
亞洲盃產業人才佈局

建立東協印度學生和企業的連結，達到企業專業需求，並建立實
習生或正職生有品牌和CSR的理念。提升團隊國際化的概念。

南向人才創業實習就業座談記者會

邀請相關產業界代表人物、政界代表一同呼籲政府重視相
關法律鬆綁，引進印度、東協等國專業人才。

東協印度人才戰略座談會

業界知名企業、政界相關負責官員，期望喚起企業對國際人才的重
視，協助上市公司規劃人才布局，推動台灣品牌進軍國際市場。

玉山論壇

分享外國人在台創業及台灣人拓展海外業務的相關經驗。不僅可達到人才
循環、企業國際競爭力提升，更提升台灣國際形象，達到公民外交之效益



相關媒體報導

光華雜誌報導 數位時代報導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zh/Articles/Details?Guid=25d0ed6e-10b0-441a-a518-e677acd9850e&CatId=9
https://meet.bnext.com.tw/articles/view/48098


創業家簽證經驗分享



格蘭數位有限公司

◆ 格蘭數位(INNOVIZ)為台灣和越南合夥之跨國團隊,專注在房
地產 VR/AR/MR 內容製作,提供房地產預售屋、毛胚屋以及
成屋。

◆ 打造專屬實境營銷內容,解決傳統房產銷售所面臨之問題,帶領
社會大眾走入更加真實、豐富的世界。應用範疇也延伸至遊
戲、教育、旅遊以及醫療等領域。



璱德數位文創有限公司
◆ 璱德數位的創辦人-蔡佑澎為目前在高雄醫學大學念社工系的
馬來西亞學生，在高中畢業後，曾在馬來西亞設立補習班的
經驗，並在就讀大學期間，兼職英語家教，所在這些經驗中，
發現台灣的英語教育系統，過於公式化，對於口語表達能力
不是那麼著重，且必須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去補習，所以希望
藉由APP媒合外國家教的方式，使台灣的國中小學的學生，
有更多機會接觸到生活化英文。



DailyGuds
◆ Dr. Dinesh Kumar 曾於企業擔任光電產業的研究員、美光
科技的 DRAM 工程師。現任印度中小企業外貿協會的亞洲
區主席，致力促進全球中小企業的商業合作及交流。2021 
年更透過India Business exchange and trade (iBET) 計畫
連結印度及台灣的 188 間中小企業，探索兩國商機，與中
華民國外貿協會合作舉辦一場 B2B 的高階醫療科技線上研
討會。Dr. Dinesh 也致力於推廣印度投資與透過講座分享
市場資訊。同時，他也是 DAILYGUDS 自動化交易平台的
執行長。



Sohum Foods 

◆ Mr. Nikhil Pathak 畢業於清華大學，同時也是進駐在 STARTBOARD 
的連續創業家。看到台灣在環保意識上領先許多先進國家，因此挾著
自己在印度的經驗與臺灣廠商合作打造 GoEco 品牌，生產可生物分
解的環保餐飲用品。現則為 Sohum Foods 印度純素蔬食料理餐廳的
創辦人。



我們每月至少都會收到5位來自外籍優秀創業家
的簽證相關諮詢，在疫情爆發後，我們持續透
過線上諮詢的方式，並且持續追蹤相關簽證的

申請狀態和送件須知。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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