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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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瑪迪泰克公司  (SomaDe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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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夸爾平台  (Squire) 獲得  65 萬美元的亞軍獎   

  

共  502 家初創企業參賽，前  8 家入圍總決賽的企業獲獎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索瑪迪泰克公司  (SomaDetect) 獲得第四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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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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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提供一年期限的孵化器空間、導師指導以及其他企業獎勵計畫。  

  

「43North 競賽展現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豐富機會和資源，並吸

引全球頂級企業家和企業，從而推動水牛城復興，」州長葛謨表示。「我們歡迎

這些思維超前且具創造力的人們來到紐約州，並期待  2017 年 43North 競賽的全體

獲勝企業支持水牛城經濟持續發展。」   

  

「43North 競賽切實展現了水牛城在過去六年因葛謨州長和『水牛城十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而發生的轉變，」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該地區曾被定義為鐵鏽地帶，如今已成為創新中心，正迅速成為全國目的地，

吸引初創企業和著眼於未來的富於創造力的年輕企業家。我祝賀今晚的優勝企

業，並期待看到它們以及水牛城的成功故事繼續鋪展開來。」   

  

2017 年  43North 競賽的優勝企業：  

  

100 萬美元得主：索瑪迪泰克公司   

家鄉：加拿大新布倫瑞克省  (New Brunswick) 弗雷德里頓市  (Fredericton)  



 

 

索瑪迪泰克公司是一家農業技術企業，為奶農提供重要的乳製品質量指標。奶農

可以利用索瑪迪泰克公司密切關注每頭產奶的奶牛，從而盡早發現問題、做出知

情決策並生產出頂級牛奶。www.somadetect.com  

  

65 萬美元得主：斯夸爾平台   

家鄉：紐約，紐約州   

斯夸爾平台是理髮店的網上預訂平台。www.getsquire.com  

  

  

55 萬美元得主：奇德尼實驗室  (Qidni Labs)  

家鄉：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州   

奇德尼實驗室  (Qidni Labs Inc.) 研發腎臟替代療法（人工腎），人工腎只有手掌大

小，可供數百萬有腎臟問題的患者使用。http://qidni.com  

  

五家  50 萬美元得主： 

  

費米秘密公司  (Femi Secrets)  

家鄉：喬治亞州  (Georgia，GA) 亞特蘭大市  (Atlanta)  

費米秘密公司為處於每月月經期內的各個年齡層的婦女提供終極保護。費米秘密

公司專注於為婦女提供環保、健康並且明智的方案，該公司的傑出產品漂亮短褲  

(Pretty Panty) 確保不會發生滲漏。該公司使婦女保持美麗、舒適、自信。  

www.femisecrets.com  

  

坎噶露提姆系統  (Kangarootime)  

家鄉：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CA) 長灘市  (Long Beach)  

坎噶露提姆系統是首款現代化移動網絡操作系統，適用於兒童看護中心、學校、

露營地。該系統提供完整文檔管理戰略，幫助學校實現無紙化，並創建工作流用

來確保學生、家長、職員以及管理人員始終了解最新資訊。

www.kangarootime.com  

  

布爾納健身平台  (Burner Fitness)  

家鄉：水牛城，紐約  

布爾納健身平台是身心訓練平台。利用該平台，任何人都負擔得起聘請頂級健身

顧問和康體教練提供訓練指導。www.burnerfitness.com  

  

塔拉人工智能公司  (TARA AI)  

家鄉：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市  (San Jose)  

塔拉人工智能公司是一家構建智能產品的企業，透過自動化項目界定、指定審查

合格的承包商和績效管理來利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加快產品的軟

件開發。https://tara.ai  

  

http://www.somadetect.com/
http://www.getsquire.com/
http://qidni.com/
http://www.femisecrets.com/
http://www.kangarootime.com/
http://www.burnerfitness.com/
https://tara.ai/


 

 

蘇恩卡耶公司  (Suncayr)  

家鄉：加拿大安大略省奇基納市  (Kitchener)  

蘇恩卡耶公司的產品斯寳特  (SPOT) 是一款智能型紫外線指示器，用於幫助每個

人在日光中變得更加安全。當防曬產品不能繼續保護用戶時，斯寳特利用簡單的

顏色變化來提醒用戶。http://suncayr.com  

  

觀眾選擇獎  (People's Choice Award)：索瑪迪泰克公司   

家鄉：加拿大新布倫瑞克省  (New Brunswick) 弗雷德里頓市  (Fredericton)  

索瑪迪泰克公司是一家農業技術企業，為奶農提供重要的乳製品質量指標。奶農

可以利用索瑪迪泰克公司密切關注每頭產奶的奶牛，從而盡早發現問題、做出知

情決策並生產出頂級牛奶。www.somadetect.com  

  

  

今晚的末輪陳述是第四屆年度  43North 週 (43North Week) 的高潮，43North 週為

期八天，用於慶祝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在水牛城舉辦，從  9 月  28 日持續到 10  

月 5 日。當週有多個項目、交流機會和活動。十六個入圍總決賽的團隊縮減到  10 

個團隊，這些團隊繼續角逐，在七個專業評委面前做陳述，這些評委最終決定  

2017 年 43North 競賽的優勝團隊。  

  

43North 競賽的專業評委包括：  

  

•  博寧·博弗 (Bonin Bough) - @boughb | 主持人 | 《克利夫蘭奮鬥  

(Cleveland Hustles)》  

• 梅麗莎·布拉德利  (Melissa Bradley) - @bradleyml and @Project500DC | 

總監 | 500 項目 (Project 500)  

•  托比·科里 (Toby Corey) - |  斯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講師、 

企業家、特斯拉汽車公司  (Tesla) 前高管  

• 弗吉尼亞·吉丁斯 (Virginia Giddings) - 先進技術與創新高級總監  | 史

塞克公司 (Stryker) 神經血管部門  (Neurovascular)  

• 艾瑞克·海比奧 (Eric Hippeau) - @erichippeau | 總經理 | 萊勒希伯風險

投資公司 (Lerer Hippeau Ventures)  

• 戴維德·賈庫包斯基  (David Jakubowski) - 出版商解決方案  (Publisher 

Solutions) 總監 | Facebook  

•  吉爾·湯普森 (Jill Thompson) - @theJoLTGroup | 總裁 | JoLT 集團 

(JoLT Group)  

  

43North 競賽委員會主席比爾 ·馬喬  (Bill Maggio) 表示，「今晚表明我們的競賽承

諾持續驗證申請方的才能。祝賀八家優秀的優勝企業，尤其是獲得特等獎的索瑪

迪泰克公司。我們歡迎這些企業入駐水牛城。」   

http://suncayr.com/
http://www.somadet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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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今晚的全體優勝企業，這些企業從  500  

多家參賽企業中脫穎而出，並歡迎這些企業成為水牛城企業社區的最新成員。紐

約電力局很自豪今年再次贊助這項卓越的競賽，我們期待看到銳意進取的新企業

家精神將進一步激勵水牛城和紐約州西部地區發展。」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

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多虧葛謨州長發揮領導能力，今天成為紐約州

西部地區又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日子。43North 競賽持續吸引世界頂級人才入

駐該地區持續擴張的初創企業社區，今天又新增八家全球最優秀的初創企業加入

水牛城快速擴張的創業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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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競賽連續第四年無可置疑地證明水牛

城對企業開放。由於葛謨州長提出願景，43North 競賽使得該市成為初創企業和

企業家發展業務的目的地。我們歡迎今年的優勝企業入駐水牛城，並期待與之合

作幫助實現其企業前景。」   

  

紐約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兼紐約州立大學弗雷多尼亞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Fredonia) 校長弗吉尼亞·霍瓦斯 (Virginia Horvath)  

博士表示，「43North 競賽持續激勵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創業生態系統。我們期待今

年的優勝企業做出貢獻，推動該地區繼續成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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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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