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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啟動第四年世界著名的  43NORTH 創業者競賽  (43NORTH  

STARTUP COMPETITION) 

 

這項斥資 500 萬美元的競賽供創業者在水牛城  (Buffalo) 發展業務  

 

報名日期截至  2017 年 5 月 24 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第四年的  43North 創業者競賽現在起接受報名。這項

斥資 500 萬美元的競賽吸引世界各地的創業者競爭獎金，用於把具備高增長潛力

的初創企業發展成水牛城境內的投資企業。  

 

「43North 吸引了全球一些最具創新力的創業者，這項斥資  500 萬美元的競賽今年

將再度邀請世界頂級初創企業在水牛城快速增長的科技領域內發展自己的企業，」

葛謨州長表示。「伴隨第四輪競賽啟動，43North 將繼續為該地區吸引超前的構想

和 21 世紀的企業，並支持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創新和創造就

業。」  

 

「43North 讓水牛城因創業精神而聞名，為水牛城下一代企業做好準備，」副州長

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43North 這類開創型的項目由葛謨州長具有

遠見的『水牛城十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提供支持，正在幫助推動紐約州西部地

區實現復興。」  

 

今年，43North 改變獎金結構，提高了亞軍和季軍的獎金金額。43North 的 2017 年

獎金將包括：  

•  100 萬美元的特等獎  

•  65 萬美元的二等獎  

•  55 萬美元的三等獎  

•  五個 50 萬美元的獎項  

•  2017 年的優勝者在  2018 年年底還將獲得 30 萬美元的後續資金。  

http://www.43north.org/


該競賽是葛謨州長具有遠見的『水牛城十億計畫』的組成內容，該計畫提供歷史規

模的 10 億美元資金用於發展水牛城的經濟。43North 競賽舉辦頭三年期間為北美

地區，遠自台灣、以色列的  29 家優勝初創企業頒發了獎金。  

 

優勝企業同意從  2018 年 1 月起在水牛城設立企業至少  12 個月，並提供  5% 的股

本給 43North。請點擊此處查看 43North 2017 年競賽的報名條款與條件。  

 

除了現金獎勵，43North 優勝企業還將免費獲得孵化器空間、與自定義組合的國家

顧問一起參加拓展指導計畫、營銷宣傳、以及參加紐約升騰  (START-UP NY) 計

畫，各公司憑該計畫最長可以在  10 年期限內免繳紐約州賦稅運營。  

 

與往年類似，該競賽有幾個階段：  

•  第 1 輪（2017 年 3 月 10 日 –  5 月 24 日）：透過該競賽的網站接受書面

申請。第 1 輪競賽的目標是讓申請人介紹其企業的願景，包括企業理念、

團隊、目標客戶、產業概況、競爭格局、收益潛力。  

•  半決賽（2017 年夏季）：半決賽將透過視訊會議向評委組做現場陳述。  

•  決賽（2017 年 10 月）：決賽團隊將在水牛城親自向評委組介紹其企業。競

賽以祝賀 8 家中選的優勝企業告終。  

43North 競賽面向任何行業內年滿  18 歲的申請者開放，但實體零售業和酒店業除

外。競賽透過  43north.org 接受報名，截止日期是  2017 年 5 月 24 日，美國東部時

間 (Eastern Time，ET) 晚上 11:59。和往年舉辦的競賽一樣，今年的競賽收取  100 

美元的報名費，在  4 月 12 日前報名的公司只收取  50 美元報名費。  

 

請點擊此處了解更多關於往屆  2014、2015、2016 年優勝企業的資訊。  

 

43North 理事會主席比爾·馬吉奧 (Bill Maggio) 表示，「在去年的競賽中，43North 

只專注於吸引最優質的申請者，而非最大數量的申請者。今年，我們將加倍投注於

該策略、進一步擴大我們的甄選範圍以尋找前景廣闊並且最有可能從水牛城提供的

各種資源中受益的初創企業。我期待見證入圍  43North 2017 年競賽的企業的水

準。」  

 

43North 執行理事約翰  T. 噶維甘  (John T. Gavigan) 表示，「43North 提供的 50 

萬到 100 萬美元的現金獎勵能夠為初創企業帶來巨大改變。但這只是優勝者所獲

獎勵的開端。競賽優勝者將獲得免費的孵化器空間、減稅優惠、營銷宣傳、以及我

們新設立的顧問計畫重點推介拓展的指導產品組合、該計畫為各優勝公司匹配其行

業內的全國商業領袖提供指導。」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NYP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基尼奧

內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紐約電力局很自豪為  43North 提供贊助。就水牛

城持續變革成對產業者、創新活動以及增長業務而言的全球知名中心而言，該計畫

http://www.43north.org/terms
http://www.43north.org/
http://43north.org/
http://www.43north.org/winners


仍是重要的工作內容。」  

 

紐約電力局主席約翰  R. 科邁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43North 率先讓水牛城

成為有吸引力的地點，讓創業公司能夠落戶並實現繁榮發展。43North 現已進入第

四年，持續為水牛城帶來出類拔萃的人才，該計畫為獲獎者提供所需的支持以取得

成功。」  

 

市長拜倫·布朗 (Byron Brown) 表示，「43North 始終在國內外層面上提升我們的

城市。該競賽還為我們帶來具有創新力的創業者，這些創業者豐富了我們的商業佈

局，並把水牛城塑造成適合懷揣遠大夢想的初創企業的理想地點。該競賽補充了本

屆政府制定的多項計畫，像燈塔般照耀水牛城，使之成為發展成功企業的好地

方。」  

 

Oncolinx 公司首席執行官蘇拉烏·辛哈 (Sourav Sinha) 表示，「43North 去年提供

的獎金讓我們公司做好準備迎接強勁的未來。我們正設法開發新一代靶向癌症療

法，用來為全球患者推進研究和治療。43North 提供的資源和協作環境正幫助我們

實現這項重要工作。」  

 

43North 簡介  

43North 是一項斥資 500 萬美元的初創企業競賽，提供現金獎勵給世界各地一些最

優秀的創業者和初創企業。『43North』的獲獎者們還在水牛城獲得了為期  1 年的

免費企業孵化器空間、相關業內導師的指導、以及獲得其他企業激勵計畫的機會，

例如『紐約新創企業  (START-UP NY)』計畫。43North 依靠安德魯·葛謨州長設立

的『水牛城十億計畫』提供的支持，以及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和紐約電力局提供的撥款進行運作。額外的支持由國家電網  

(National Grid) 和其他幾家贊助方提供。如需了解  43North 的贊助方完整名單和更

多資訊，請瀏覽  www.43nor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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