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0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  43NORTH 競賽的  100 萬美元特等獎得主   

  

SparkCharge 在這場斥資  500 萬美元的初創企業競賽中獲得  100 萬美元的特等獎   

  

共  485 家初創企業參賽，前  8 家入圍總決賽的企業獲獎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SparkCharge 獲得第五屆年度  43North 競賽的 100 萬

美元特等獎。這場初創企業競賽斥資  500 萬美元，前八家總決賽企業將於今晚在

水牛城 (Buffalo) 舉辦的頒獎儀式上公佈。43North 競賽連續第五年給世界各地的八

家初創企業提供總額  500 萬美元的現金獎、在水牛城免費提供一年期限的育成中

心空間、導師指導以及其他企業獎勵計畫。  

  

「43North 競賽讓水牛城成為全球某些最佳、最優秀創業家的首選地點，」州長葛

謨表示。「我很驕傲能歡迎這些卓越創新的  2018 年 43North 競賽優勝者，也期待

能看到他們的專案實施，進一步為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注入更多能

量。」  

  

「我們將已國際知名的  43North 競賽第 5 屆獎勵持續創新的動力，我也在此恭喜

所有優勝者，」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表示。

「43North 商業計畫競賽將全球各地最優秀、最卓越的創業家吸引到水牛城來，  

催動紐約州西部的經濟發展。」   

  

2018 年  43North 競賽的優勝企業：  

  

SparkCharge - 根據地： 紐約州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 100 萬美元得主   

SparkCharge 提供小型但充電超快的模組化攜帶式電動車輛充電單元。由於  

SparkCharge 的充電器非常輕巧，它們可以透過優步  (Uber)、來福 (Lyft) 或美國汽

車協會 (AAA) 的服務遞送給需要的電動車主。如此就建立起一種機動又隨需  (on-

demand) 的充電基礎結構，讓電動車主能夠為其愛車隨處快速充電。  

  

http://www.43north.org/finalists/sparkcharge/


 

 

Forsake - 家鄉： 麻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波士頓鎮 (Boston) - 50 萬美元得主   

Forsake 設計出旅行與探險用的全天候鞋類產品。他們的目標式為您的腳部提供更

高水準的多元化產品，而其產品兼具戶外運動科技、耐用的結構，以及豐富多彩的

風格。Forsake 的鞋類產品啟發自雄偉的群山，適用於任何旅程。  

  

HiOperator - 家鄉： 加里弗尼亞州  (California) 舊金山市 (San Francisco) - 50 萬美

元得主   

HiOperator 的服務項目是專業的顧客服務。他們運用自動化、科技和出色的員工協

助企業克服各種典型的顧客服務挑戰。  

  

Immersed Games - 家鄉： 佛羅里達州  (Florida) 蓋恩斯維爾鎮  (Gainesville) - 50 萬

美元得主   

Immersed Games 協助教師利用電子遊戲實施隨手可得的次世代科學教學其遊戲  

《Tyto Online》利用解決物種入侵問題、打造生態系統以及孵育龍等體驗，為學生

建立科學與工程技能。教師可依據遊戲過程指定符合教學標準的內容，並獲得學生

的各種評估。  

  

Kickfurther - 家鄉： 科羅拉多州  (Colorado) 波德市  (Boulder) - 50 萬美元得主   

Kickfurther 是全世界首個群眾募資平台  (inventory crowdfunding platform)，任何人都

可在此支持其喜愛的品牌發展。  

  

LegWorks - 家鄉： 紐約州水牛城  - 50 萬美元得主   

LegWorks 是一家社群企業，讓截肢者能以革命性的方式取得高品質的義肢。他們

相信每位截肢者，無論住在何處，都有權利自信自如地行走。他們設計、製造並經

銷創新且獲得專利的義肢技術，並使用分級價格模型為全球的不同處境患者服務。  

  

Magnusmode - 家鄉： 加拿大安大略郡  (Ontario) 滑鐵盧鎮 (Waterloo) - 50 萬美元

得主   

Magnusmode 運用行動科技來協助自閉症患者和有特別認知方面需求者更融入人群

和獨立生活。該公司的旗艦產品  MagnusCards 藉由與製作內容的客戶（包括 

Colgate、CIBC、A&W 以及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  (Toronto Pearson Airport) ） 

合作，幫助世界各地的患者學習生活技能（例如烹飪、旅行、個人照護）。  

  

NaturAll Club - 家鄉： 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費城 (Philadelphia) - 50 萬美

元得主   

NaturAll Club 使用食品科技提供市面上首見，以酪梨果肉、香蕉與椰子油等天然成

分製作的的護髮產品。NaturAll Club 運用演算法問答，讓顧客能夠選用其適用的護

法成分，該問答可見於其電子商務網站：  NaturAll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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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的最後一輪陳述是第五屆年度  43North 競賽的總結，而這場評選程序早自三月

份即已開始實施。  18 個入圍總決賽的團隊篩檢到  10 個團隊，這些團隊繼續角

逐，在七位專業評委面前做陳述，這些評委將決定  2018 年 43North 競賽的最終優

勝團隊。  

  

43North 競賽的專業評委包括：  

  

• Amazon Launchpad 的共同創辦人與業務主管阿施什 ‧崔帕西 (Aashish Tripathi)  

• AIE Creative 創辦人阿爾圖羅·努涅茲 (Arturo Nuñez)  

• MapQuest 共同創辦人克里斯·海夫利 (Chris Heivly)  

• GSV AcceleraTE 管理合夥人黛博拉·夸卓  (Deborah Quazzo)  

• bioMérieux 的馬哈拉·伯恩 (Mahala Burn) 醫學博士   

• Morgan Stanley Multi-Cultural Innovation Lab 顧問羅歇爾 ‧史都華  (Rochelle 

Stewart)  

• 科技專業人士暨發明家伍迪 ·班森 (Woody Benson)  

  

43North 董事會主席艾瑞克·瑞奇  (Eric Reich) 表示，「今晚我們實現競賽的承諾，

持續驗證申請方所展現的驚人才華。我在此祝賀八家優秀的優勝企業，尤其是獲得

特等獎的 SparkCharge 公司。我們歡迎這些企業入駐水牛城。」   

  

43North 總裁亞力克斯·格萊斯  (Alex Gress) 表示，「今晚社群非常踴躍地支持這  

8 家即將在水牛城展開發展旅程的新創企業。我能主持今晚的決賽，感到非常興

奮，並恭喜所有優勝者和決賽入圍者，為大家帶來精彩的盛會。」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紐約州西部歡迎並恭喜今年卓越的  43North 

優勝企業，他們精彩又創新的陳述讓他們得以名列優勝新創企業日漸增加的陣容，

同時也讓全世界看到水牛城如何支持企業獲得成功。」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NYPA) 主席兼水牛城企業領袖約翰  R.  

考邁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紐約電力局很驕傲能夠年年贊助這場出色的競

賽，我們也在此恭喜  2018 年的優勝企業。我們都知道他們將是下一波為水牛城帶

來企業發展精神的公司。」   

  

紐約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Western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聯合主席兼索爾環氧基樹脂材料有限公司  (SolEpoxy Inc.) 

公司總裁傑夫·貝爾特  (Jeff Belt) 表示，「得力於葛謨州長和  43North，紐約州西部

地區已經打出名聲，成為認真企業家們得以充滿活力發展，而且經濟實惠的熱門地

點。我們恭喜今年的優勝企業，他們將成為所有崛起新創企業的一分子，致力於打

造未來的商業環境與就業機會。」   



 

 

  

紐約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兼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弗雷多尼爾分校  (Fredonia) 校長弗吉尼亞·霍瓦斯  (Virginia Horvath) 博士表

示，「恭喜今年 43North 競賽的諸多非凡優勝企業。我們期待能歡迎你們進駐紐約

州西部地區，你們將在此成為日漸茁壯的新創企業社群的一分子。」   

  

 43North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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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秀的創業者和新創企業。43North 的獲獎者們還在布法羅市獲得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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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法羅十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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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持由其他多家贊助商提

供。如需更多有關  43North 的資訊，請造訪：  www.43nor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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