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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霍楚爾宣佈 2021 年 43NORTH 初創企業競賽入圍名單  

  
全球 19 間初創企業爭奪 5 百萬美元獎金，其中特等獎的獎金為 1 百萬美元  

  
州長凱西．霍楚爾今日宣佈入圍 43North 第七屆初創企業競賽的 19 間初創企業。入選的

初創企業將在本月後期抵達水牛城 (Buffalo)，爭奪八個投資項目，獎金總額為 5 百萬美

元，其中特等獎的獎金為 1 百萬美元。這些初創企業來自於全美各地以及加拿大和英

國，而且項目內容涵蓋衆多行業，從臨床測試、金融科技服務到可持續性農業、人工智慧

以及消費者工具等。  

  
「水牛城在創新方面具有豐富的歷史，而且 43North 競賽延續了這種傳統，將一些全球

最富活力的初創企業吸引至此。」州長霍楚爾表示。「技術與天才的融合實現大幅度的

經濟增長，而且我們期待著看到本年度的入圍初創企業成爲這種轉變的一部分。」  

  
43North 競賽的投資組合和選擇的副總裁，凱文．希斯卡爾 (Kevin Siskar) 在現場宣佈入

圍的初創企業，他所領導的調查進程中有 60 多位評委，他們對各申請項目進行評審，會

見創始人，並且對入圍企業給出建議。  

  
43North 主席科林．E．海丁格 (Colleen E. Heidinger) 表示，「這是第七屆賽事中激動

人心的重要時刻。現在，所有的關注點都在 43North 初創企業競賽的入圍企業上，我們

已經準備好歡迎這些創始人和衆多其他嘉賓在本月後期抵達水牛城，親臨在謝伊劇院 

(Shea's Theatre) 舉辦的這屆賽事一定令人印象深刻。」  

  
本年度的 43North 初創企業競賽決賽的與會者將見證一批新的競爭者，他們將角逐在 

43North 競賽中的一席之地並且會遇到新的評委。除了特等獎 1 百萬美元的獎金以及七個 

50 萬美元的獎項之外，獲勝者還將在 43North 的森尼卡壹號大廈 (Seneca One Tower) 

免費擁有新建的孵化空間，得到各自領域內經驗豐富的導師的指導，並且參加其他商業激

勵項目。  

  
在過去的七年時間裡， 43North 已經進行了多樣化投資組合，包括 51 間公司，其中的 

31% 的公司創始人爲有色人種，而且其中 23% 的公司創始人是女性。這些公司中，幾乎

近半的公司都落戶于皇后城 (Queen City)，為當地帶來朝超過 800 個工作崗位。技術獨

角獸公司，ACV 拍賣行 (ACV Auctions) 是其中一家，這間公司將 43North 提升到新高

度，這是 43North 投資中的第一間上市公司，在 2021 年 3 月 24 日完成 IPO。  



  
43North 董事會主席艾瑞克．瑞奇 (Eric Reich) 表示，「此項競賽的影響力無可否認，

43North 的投資組合中的公司已經得到超過 10 億美元的融資，總計估值接近 60 億美

元。透過對尖端業務的投資，我們正在將頂級的天才和就業帶入本地區，爲其成長提供支

援，並且在紐約州西部地區為經濟復甦提供動力。」  

  
43North 的決賽免費參觀，但是需要注冊，而且現場座位實行先到先得的規則。43North 

的決賽門票免費，10 月 28 日晚上 6 點鐘（東部時間）在謝伊表演藝術中心 (Shea's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開始，預訂座位請造訪 43North.org。  

  
2021 年 43North 的入圍初創企業是:  

  
Akala - 貝佛利山，加州  

Akala 是一個大學申請平臺，為學生申請學校提供客制化的指導，最早可從 8 年級開始，

目的在於優化學生的大學申請流程。  

  
BetterMynd - 水牛城，紐約州  

BetterMynd 是一個在線治療平臺，合作方直接與各大學合作，讓學生從其筆記本電腦和

移動裝置上方便地、保護隱私地訪問持照心理健康顧問的多元化網絡。  

  
Big Wheelbarrow -奧斯汀，德克薩斯州  

Big Wheelbarrow 是一個軟體，作爲一種服務平臺，讓食品經銷商和雜貨店能夠管理其供

應鏈，從而滿足消費者對本地食品的需求，實現盈利並且高效和安全。  

  
BotFactory -紐約市，紐約州  

BotFactory 的 3D 列印機產品採用導電性油墨，可以讓任何人在數分鐘之內，而不是在數

週之內，完成原型印刷電路板。  

  
Cheelcare - 里士滿山 (Richmond Hill)，加拿大  

Cheelcare 的 3 個系列的移動裝置適用於所有手動輪椅，實現電動輪椅的功能，增加使用

者的獨立性和舒適性，同時避免終身使用輪椅時常見的肩部疼痛問題。  

  
FLOX - 倫敦，英國  

FLOX 的機器視覺技術實現以動物福祉為首要原則的農業；這種技術可以讓畜禽養殖場的

場主改善小鷄的健康和福祉，同時還可以實現更具道德感、利潤更高和更具可持續性的運

營。  

  
Infiuss Health - 聖何塞，加州  

Infiuss Health 以其軟體作爲服務平臺實現遠程研究/臨床實驗，將在美國和歐洲的臨床醫

生與在非洲的患者連接到一起。  

  
Kapitalwise - 紐約市，紐約州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b8d103dd-e74a3acc-b8d3fae8-000babd9fe9f-8e1767cc19e1bfc5&q=1&e=3f37fb90-215f-4978-8285-9565a122f7f1&u=https%3A%2F%2Fwww.43north.org%2F


Kapitalwise 的微投資平臺幫助金融機構爲其現有的客戶進行測試和配置財務健康工具，

比如計算器、目錄和範本等。  

  
Kilter - 麥迪遜，威斯康星州  

Kilter 是一種移動平臺，讓人們可以將其每日的活動轉變爲各種機會，促進將各種慈善性

資金投入到其最鍾愛的項目，並同時構建文化和社區，實現全球性的影響力。  

  
Laundris - 曼諾 (Manor)，德克薩斯州  

Laundris 是一種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平臺，幫助酒店優化和簡化

布草管理，將各種費用和運營成本最多減低 40%。  

  
Metabob, Inc. -山景城 (Mountain View)，加州  

Metabob 是一種人工智慧輔助工具，針對隱藏錯誤和性能缺陷對 Python 代碼進行審查以

減少一半的調試工作量。  

  
Ognomy - 威廉斯維爾 (Williamsville)，紐約州  

Ognomy 的 HIPAA 遠程醫療主訴平臺讓人們在家中即可對睡眠呼吸中止症進行測試、診

斷和治療。  

  
Ontopical Inc. - 卡爾加里 (Calgary)，加拿大  

Ontopical 採用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對當地政府進行監督，以幫助客戶在即將出

現簽約機會的時候以及在與政策有關的商業風險方面得到極具價值的信號。  

  
ShearShare, Inc. - 麥金尼 (McKinney)，德克薩斯州  

ShearShare 是一種企業對企業 (business-to-business, B2B) 的移動平臺，幫助美髮廳店

主透過減少空置時間、將美髮廳/理髮店與經過審查的持照美容專業人員進行匹配以增加

收入。  

  
Tequity, LLC - 卡拉馬祖 (Kalamazoo)，密歇根州  

Tequity 的平臺向其用戶提供一種非代碼的解決方案，在短時間內成功構建和部署移動設

備的應用程式。  

  
Top Seedz - 水牛城，紐約州  

Top Seedz 生產工匠級的餅乾和炒貨，其營養成分和香料均採用最簡單的全天然成分。  

  
VeriTX Corp - 東奧羅拉 (East Aurora)，紐約州  

VeriTX 是一個數位圖表交易平臺，向航空、醫療和工業市場的客戶提供供應鏈解決方

案。  

  
Verivend - 水牛城，紐約州  



Verivend 提供目前最快捷的收支方法，可以讓業務單位與所有客戶和供應商進行交易，

而且其數位化錢包可實現即時 B2B 和企業對消費者 (business to consumer, B2C) 的付

款。  

  
Zealot Interactive - 阿林頓 (Arlington)，德克薩斯州  

Zealot 的應用程式是學習吉他最好的方法，為現實中的樂器提供增強現實影片課程，並

配合以最先進的硬體。  

  
關於 43North  

43North 是一項加速器項目，每年舉辦初創企業競賽，每年投資 5 百萬美元吸引並培育高

成長性公司在紐約州的水牛城發展。43North 競賽的組合投資企業還搬遷到水牛城，在那

裡免費使用孵化器空間達一年、接受相關領域講師的指導，並參與其他企業獎勵計畫，例

如『紐約新創企業 (START-UP NY)』計畫。43North 的運營得到州長凱西．霍楚爾、紐

約州經濟發展廳（Empire State Development）、小拉爾夫．C．威爾遜 (Ralph C. 

Wilson, Jr.) 基金會和若干其他贊助方的支援。關於 43North 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43north.org。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紐約州 | 州長辦公室|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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