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元智大學畢業(大學、碩士班)後自行創業者名錄 

106.08.16 

分類別 校友姓名 現職 畢業系所 說明 

產界 王○堯 歐易亞科技 CEO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大學部 

(86學年畢業) 

2008年成立的「iChannels通路王」，是台灣最大的

Affiliate Marketing 聯盟行銷平台，也是第一家提供

CPA(Cost Per Action)精準廣告的服務平台，廣告按照成效

計費，大幅提升廣告的效益與 ROI。 

iChannels平台上有數萬名聯盟會員，這些網路行銷專家，

透過群眾智慧，快速提升廣告主的知名度、口碑以及交易

量，並採用 CPA（Cost Per Action）的模式，依照成效計

費，讓廣告預算能夠發揮最大效益。 

iChannels的創新技術除擁有專利外，亦獲得經濟部 SBIR

及資策會示範廠商專案補助計畫等殊榮。 

產界 施○宇 網路基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資訊工程學系 

(84學年畢業) ; 

資訊研究所碩士班 

(86學年畢業) 

從 2000年開始，網路基因踏上數位的旅途，成為數位廣告

代理商，從最早的多媒體廣告、網站建置、網路活動，加上

現在的網路影片、社群操作、行動運用、虛實整合的活動，

所做的事情都圍繞著數位在走。服務客戶包含：可口可樂、

GAP、中華航空、長榮航空、黑貓宅急便、Zespri、中華電

信、BenQ、NIKE、全家....等數十家國內外知名品牌，16

年來作品屢獲時報華文廣告獎、金手指網路獎、上海金投

賞、大中華區艾菲獎等重要廣告獎項肯定。 

產界 連○欽 
大宇資訊副總裁兼手遊事業部副總

裁兼手遊事業營運長 

資訊工程學系 

(82學年畢業) ; 

電機與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84學年畢業) 

大宇資訊自 1988 年 4月 27日成立至今，從資本額新台幣

100萬元；員工 3人，發展至今，成為上櫃公司，資本 4.7

億，兩岸員工達 600餘位。集團內 7家公司同時掌握兩岸三

地的產品研發、行銷通路及網路遊戲經營等數位產業上下游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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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大宇一直堅持以掌握自有品牌及開發自創產品為主

軸，並以玩家的需求、喜好為依歸，研發出一套套如仙劍奇

俠傳、軒轅劍、大富翁、明星志願、天使帝國及正宗台灣

16張麻將等膾炙人口的系列大作，產品的觸角也隨著科技

時代的進步從 PC Game拓展至 Console Game、Online 

Game、Mobile Game 及 Casual Game等範圍。面對快速興起

的市場及技術，大宇始終秉持著不斷創新、時時用心的精神

在經營，為的就是要讓玩家能玩到更好玩、更耐玩的遊戲。 

產界 黃○可 中華精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電機與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81學年畢業) 

創立中華精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營收高達數十億元。中

華精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5 年 8月正式成立，公司設

立於桃園市平鎮工業區，另於新竹、高雄設有辦公據點，並

於美國矽谷、日本東京、大陸上海均設有子公司，以提供台

灣與全球客戶在地與即時的業務和技術服務。 

經多年努力，本公司擁有豐富的 PCB Layout設計經驗：如

傳輸線、差動線、延遲線、RF、Mix等等，以及高難度的

PCB製程技術：如厚板、微線、高縱橫比等等，此外更搭配

提供零組件組裝(含 relay、socket與 stiffener)及售後維

修等 Total Solution 服務，已廣獲國內外各知名客戶採用

與肯定，並選為主要供應商，客戶群涵蓋國內外知名的 IC

設計、製造、封裝及測試等廠商，如台積電、聯發科、瑞

昱、矽統、海思、晨星、智原、旺矽、日月光、凌陽、京元

電、矽品、矽格、Teradyne、NXP、Advantest、LSI、

nVIDIA、Qualcomm、Atheros、Marv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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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界 楊○智 知能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資訊工程學系大學部 

(82學年畢業) 

知能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0年 2月，為頂尖之

資訊基礎架構系統整合〈IT Infrastructure System 

Integration〉專業廠商。  

公司成員皆為 IT 業界經驗豐富之從業人員，系統整合業界

年資 5~20年不等。專業服務領域為資訊基礎架構, 包含儲

存、網路、虛擬化、資訊安全、伺服器運算系統等等。多年

來在系統整合相關領域不斷鑽研與精進，並擁有數百個客戶

的建置與服務經驗，含跨各行各業如電信、金融、製造、醫

療、政府、學術... 等，深獲好評 。 

產界 鄭○丰 
自行創業成立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

任董事長兼財務長 

國際企業學系大學部 

(94學年畢業) 

2012年 12月 18 日：《Whoscall》 專業版上線。 2013年

01月 31日：推出專業版新功能「離線版資料庫」。 2013

年 06月 07日：推出 iPhone版 過濾電話 2013年 07月 03

日：在遠傳 S市集上架 2013年 08月 29日：通聯企業市

場，與黑貓宅急便共同合作 2013年 12月 09日：韓國網際

網路服務公司 NHN 株式會社收購 Whoscall 的 Gogolook 團

隊 2014年 05月 15日：與趨勢科技合作，結合「雲端網頁

信譽評等技術 (WRS)」，推出偵測簡訊病毒功能 2014年 07

月 28日：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合作，導入新北市警察局提

供之最新惡意電話相關資訊 2014年 12月 24日：iOS版上

架。 2015年 01 月 22日：推出支援 Android Wear版本。 

2015年 02月 02 日：Windows Phone版推出即時來電辨識功

能。 2015年 02 月 07日：官方網站全面更新，提供號碼反

查搜尋服務。 2015年 02月 11日：收購香港小熊來電

App。 2015年 08月 31日：Whoscall ShowCard 秀卡 正式

推出 Beta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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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界 梁○千 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公司董事長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大學

部(86學年畢業) 

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公司成立於 2009年 12月，為工業技

術研究院之新創事業，本公司以研發與製造第二與三類的高

階植入式醫療器材為目標，產品的開發強調創新性，以開發

具有國際競爭性之自有品牌產品進軍國際市場。本公司不僅

具備高階植入式醫材開發團隊，更具有優良與高效能之製造

環境，具有經衛生署認可之 GMP工廠，可供本廠進行生產製

造，以創新、誠信、健康之理念，促進人類福祉。 

產界 施○鈞 
獨角獸(股)公司共同創辦人暨執行

長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大學

部(97學年畢業) 

UNICORN上線第一年營業額就破千萬台幣，是台灣唯一專注

男性的保養品牌，符合都會男性追求完美的生活風格。

UNICORN 選用世界頂級原料，台灣在地 GMP製造，提供最高

品質。首創全球第一款男性臀膜與臉部、身體系列保養品。

並獲得 500 Startups 投資，估值達 250萬美元，準備邁向

海外。 

產界 陳○宏 
Chord & Major（悅聲志業股份有

限公司）負責人  

電機工程學系大學部  

(88學年畢業) 

hord&Major調性耳機，我們研究的不只是耳機 … 而是音

樂！Chord&Major 是一個不一樣的耳機品牌，不只是埋頭鑽

研電聲科技，我們回過頭，用一種從「音樂」逆向探究的角

度，致力探討各類型音樂的演進、元素、特色與表現的基

礎，發展出研究音樂曲風的「調性耳機」。 

產界 徐○弘 弘鼎生技有限公司負責人 
機械工程學系大學部 

(83學年畢業)                       

2011年成立弘鼎生技，專業生產蚯蚓及俗稱「蚯蚓糞」的

蚯蚓堆肥，主要應用在種植及飼養雞隻。 

產界 陳○生 聯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 
電機工程學系大學部  

(82學年畢業)                  

聯策科技自 2002 年 5月成立以來，不斷致力於電子產業自

動化設備、原物料的製造、代理及視覺應用整合業務，其優

良的技術應用、新穎的解決方案與卓越的產品品質深受客戶

所信賴。聯策科技為擴大對產業及客戶服務，除了在中國

(華南)東莞、(華東)昆山、(華北)秦皇島與泰國的營運據點

外，也陸續擴大編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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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自動化設備』、『視覺應用』及『專業化材應用』

三大事業領域為營運主軸，著重於銷售與開發印刷電路板、

光電、與半導體設備等相關應用產品，並提供原物料、耗材

與完整的技術整合等服務。 

產界 嚴○廷 友利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人 
會計學系大學部 

(96學年畢業) 

友利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2013年創立，服務項目有記帳服

務、稅務申報服務、財務報表簽證、營所稅簽證及工商登

記。 

產界 嚴○源 灝翎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資訊工程學系大學部 

(82學年畢業) 

專營網路商品之行銷，有品牌服飾代購(美國.韓國…)、

Panasonic家電以及燈泡、居家清潔(台塑生醫、橘子工

坊、毛寶)、保健食品(台塑生醫、台糖生技、台酒生技-台

灣菸酒、加拿大 VSC、南投縣農會商品)、自創品牌(旭)及

(云)開運飾品、DISNEY手錶等等... 

產界 詹○璋 
雪特國際有限公司執行長/品牌總

監 

資訊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95學年畢業) 

【S.H.I.T.】以來自臺灣的獨特內斂為訴求，敏銳觀察出臺

灣社會特有的「雜交混合」（Hybrid）文化、風格、與流

行，融合美系舒適質感、日系精緻剪裁、中國傳統文化、與

臺灣本土意識，以【S.H.I.T.】為設計主軸，強調以簡單

（Simple）、幽默（Humor）、創意（Idea）、與臺灣

（Taiwan）等概念，向國際市場打造出一個屬於臺灣自己的

服飾品牌。 

產界 蔡○義 
環保之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長 

資訊工程學系大學部 

(85學年畢業) 

環保之家不僅成為亞馬遜捕蚊燈類產品銷售的前三名，也是

大陸淘寶網全商品銷售量的前十名。相較於只以燈光吸引蚊

子的傳統捕蚊燈，環保之家的光觸媒捕蚊燈，是利用紫外線

照射奈米材料「光觸媒」，產生二氧化碳，再加上燈管三十

至四十五度的溫度，創造出蚊子喜歡的環境。捕蚊效率比傳

統捕蚊燈高兩、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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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界 許○婷 
1. Ikuk創辦人 

2. 等一個人咖啡館 

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 

(92學年畢業) 

1. 台灣總代理 ikuk 致力於推廣「生活減法、美味純粹」

的生活態度，生活中充滿過多外食添加物的現代人返回

家中享受最純粹的美味初衷。同時也以美學觀點為您嚴

選廚房用品，讓家變美，也讓您好好品味生味。 

2. 本土特色咖啡店-等一個人咖啡，每月賣出超過一棟 101

大樓高度的咖啡數量，稟持著對咖啡堅持及綿延不絕的

創意，一路從台北的電影場景總店，拓展到熱情的高

雄，目前已拓展有木柵本店、新光三越 A8以及高雄店。

堅持只使用義大利 BIALETTI摩卡壺煮出來的咖啡作基

底。 

產界 許○縱 瑞亞科技有限公司製作總監 

 

 

 

資訊研究所碩士班 

(86學年畢業) 

 

 

 

瑞亞科技成立於 1998年，經歷了網路的興盛與衰弱，卻一

路以穩健的腳步與實力不斷 成長，並且秉持著使用者優先

的角度，將豐 富多樣的創意與網路創新技術，應用於客戶

所需要的服務上。瑞亞科技致力於網路各項技術設計與開

發。  

產界 李○叡 科碼資訊負責人  資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班 

(86學年畢業) 

CORMA科碼—科技行銷  創意密碼,以先進的數位互動技術,

結合創意及行銷,提供全面數位行銷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