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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投資人有約】春季媒合會 

 主辦單位：台灣經濟研究院 

 時間：104年 3月 30日（星期四）13:30-17:00 (13:00開始報到)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阿基米德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段 85號

B1) 

 邀請對象：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天使聯盟成員（8家大學校友天使

投資組織/公司、已加入的民間天使投資人與創投）、其他機構型

投資人，包括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創投、投資顧問公司、金融控

股公司、私募股權基金。 

【會議簡介】 

    有鑑於新創事業在種子及創立階段往往面臨資金及各項創業資

源缺口，天使投資者因而在早期投資上扮演著填補缺口的要角。台經

院在 2015年承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天使聯盟與種子投資支援」計

畫，聯合國內八家校友天使投資公司與多家民間加速器與創投公司成

立「天使投資聯盟」，總共舉辦四場【投資人有約】媒合會，計有 21

家新創企業與 112位投資人次踴躍參與，獲得熱烈迴響。 

自 2016年起，經濟部中小企業「天使聯盟與種子投資支援」計

畫將與「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合併，仍持續為優質的新創企

業與早期投資人服務，預計 2017年將持續辦理春夏秋冬 4場【投資

人有約】與 1場【國際天使投資論壇】，期望活絡早階投資環境。    

第一場春季媒合會將於 3月 30日(四) 於台大集思會議中心阿基

米德廳舉行，本次報名踴躍，共邀請 8家優質新創企業出席，介紹其

事業與募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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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時間 主題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主持人介紹】 

徐慶柏 博士  

(台灣經濟研究院 研究六所副研究員)  

13：40～14：00 
支點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鐘點大師) (10分鐘) 

Q&A交流時間(10分鐘) 

14：00～14：20 
東方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10分鐘) 

Q&A交流時間(10分鐘) 

14：20～14：40 
歐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分鐘) 

Q&A交流時間(10分鐘) 

14：40～15：00 
創知有限公司 College Bike (10分鐘) 

Q&A交流時間(10分鐘) 

15：00～15：20 中場休息交流時間（20分鐘） 

15：20～15：40 
瑞豪資訊有限公司 (愛賓遊 Airpopo) (10分鐘) 

Q&A交流時間(10分鐘) 

15：40～16：00 
特亞有限公司 (10分鐘) 

Q&A交流時間(10分鐘) 

16：00～16：20 
居家先生(10分鐘) 

Q&A交流時間(10分鐘) 

16：20～16：40 
三遞有限公司(10分鐘) 

Q&A交流時間(10分鐘) 

16：40～17：00 會後交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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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企業名單】 

公司名稱 出席人 簡介 備註 

支點網路股份

有限公司 

姚長安 執行

長 

 用專業創造高收入，用服務帶來新朋

友。任何一個企業或者個人都可以在

鐘點大師刊登專業服務，服務形式包

含：面對面服務、線上諮詢、檔案、

影音，透過透明的：服務內容說明、

大師介紹、價格、評價與留言諮詢等

功能，方便消費者購買。創辦人有創

業成功經驗(Pubu 書城)，共同創辦人

有 KKBOX技術經理 Kim、交大資攻

博士候選人 Edward。 

http://hourmasters.com/  

東方光能 黃念涵 秘書 

 本公司之發展方向為開發各式光譜分

析及應用產品，利用 MEMS 微型光譜

儀的技術原理及特性，透過光學、機

構、軟體、硬體與韌體的整合，發展

出各式可攜與手持式的光譜儀應用產

品，並以自有品牌行銷全球。例如光

譜分析儀、穿透率量測儀、LED相關

量測、檢測儀器、智能照明...等，本公

司之產品擁有體積小、成本低、高解

析度、抗震、耐摔等特點，突破了過

去光譜儀應用上的限制，成功將光譜

儀應用產品帶出實驗室。 

官網: 

http://rainbow-light.co

m.tw/zh-hant/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

om/rainbowlight01/ 

歐克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葉國華 總經

理 

鄭名傑管理部

/協理 

 歐克斯(OAKS)創立於 2015 年 1月 21

日，由一群來自房仲、產審、代書以

及資訊計開發技術專家共同組成，是

一家創新不動產交易模式的科技整合

公司，包括使用數位行動工具、大數

據、政府公開資訊、從業人員(經紀人、

代書)、週邊業者(銀行、產險、履保、

家電、裝修、室內設計)等等來服務房

屋買賣廣大消費者。 

 

 我們發展許多的創新服務工具與產

品，來解決與滿足產業發展與從業人

員的瓶頸及消費者的潛在需求。目前

已開發上架產品為 APPLE HOUSE 創

新房產自售平台、屋比超神房屋比價

平台及屋比經紀人派工平台。 

(一)歐克斯官網 

http://www.oaks.com.tw 

(二) APPLE HOUSE 創新

房產自售平台 

https://www.applehouse.io 

(三) 屋比超神房屋比價

平台 

http://www.ubee.io 

http://hourmasters.com/
http://rainbow-light.com.tw/zh-hant/
http://rainbow-light.com.tw/zh-hant/
https://www.facebook.com/rainbowlight01/
https://www.facebook.com/rainbowlight01/
http://www.oaks.com.tw/
https://www.applehouse.io/
http://www.ub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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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出席人 簡介 備註 

創知有限公司 

College Bike 
紀翔 CEO 

 一句話說，Commuter是網路版的「單

車 IKEA」。 

 近年網路科技快速進步，為傳統產業

帶來軟硬整合的創新可能，Commuter

瞄準這個機會，成為創新的網路單車

品牌，所有面向都和傳統單車業做出

徹底的差異化。 

 我們的目標，是用網路科技＋生活美

學，重新設計都市單車生活。 

 Commuter成立至今已經銷售近 2000

台單車，臉書近 4 萬人追蹤，合作店

面遍佈全台灣。現在團隊進入臺大車

庫，準備開啟下一階段的計畫，以創

新的網路模式拓展中國市場。 

官網

http://www.collegebike

.tw/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

/collegebike 

瑞豪資訊有限

公司 
曾彥豪執行長 

 瑞豪資訊是一間網絡資訊旅遊公司，

目標是針對旅遊目的地交通提供一站

式的解決方案和高素質的包車司機。

在 2015 年瑞豪資訊拓展 DingTaxi 為

全球包車平臺，2016 年推出 AirPoPo

智慧門到門機場拼車服務。我們採用

“專業車輛，專業司機”的 B2C 運營模

式，車輛均為來自正規租賃車輛，並

和專業的駕駛員服務公司合作，再加

上百萬安全保障，為每位乘客提供安

全、舒適、便捷、貼心的出行體驗。 

DingTaxi 是個線上旅遊專車媒合平

台．目前在全球 23 國、150城市提供

服務，提供自由行旅客專車包車旅

遊，無論是家庭帶長輩、嬰兒、或者

朋友出遊，透過 DingTaxi 全球專業的

司機與車輛，不管多遠多複雜的行

程，都可輕鬆搞定。 

www.airpopo.com 

特亞有限公司 柏堂宏 CTO 

 THEIA, established in 2015, is a 

naked-eye 3D technology platform 

provider. We aim to bring 3D tech into 

everyone's daily life.   

 

 By installing THEIA cover, immediately 

turn your smartphone or screen into a 

stunning device that displays 3D 

images/video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lenticular tech, THEIA offers images 

官網

http://www.theia.tw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

stanoutimage/  

http://www.collegebike.tw/
http://www.collegebike.tw/
https://www.facebook.com/collegebike
https://www.facebook.com/collegebike
http://www.airpopo.com/
http://www.theia.tw/
https://www.facebook.com/stanoutimage/
https://www.facebook.com/stanout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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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出席人 簡介 備註 

with detailed 3D depth and 

jaw-droppingly floating height. 

 

 All THEIA products are designed to 

deliver the best performance, installation 

flexibili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居家先生股份

有限公司 

楊大成 CEO 

林宇凡 CTO 

楊大侑 CMO 

 我們相信， 好的傢俱不一定要有昂貴

的價格。市面上的傢俱之所以昂貴，

是因為從生產到販售的過程中經過了

中間商的加價。所以，「Mr. Living 居

家先生」透過幫消費者與製造工廠做

連結，讓每個人都能用市價 3~5折的

價錢買到自己喜愛的傢俱。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

mr.livingteam/  

IG: 

https://www.instagram.com

/mrlivingtw/  

官網:  

https://www.mrliving.com.t

w  

三遞有限公司 
張凱瑞 執行

長 

 三遞有限公司主要產品為個人消費者

等級之 3D印表機，並強調大技術特點 

以及兩大專攻領域，所謂兩大技術特

點即全彩、多材料；所謂兩大專 攻領

域即食品產業以及醫療器材產業。本

公司期望利用嶄新的列印技術來扭轉 

個人消費者等級 3D印表機在材料及

色彩選擇的侷限性，讓使用者能使用

對的 材料印製出功能與外觀兼備之

產品。 本公司由兩位畢業於美國史丹

福大學的台灣青年所創辦，團隊成員

具有機械、材料、軟硬韌體相關背景。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

/san.draw.3dprinting/  

 

 

  

https://www.facebook.com/mr.livingteam/
https://www.facebook.com/mr.livingteam/
https://www.instagram.com/mrlivingtw/
https://www.instagram.com/mrlivingtw/
https://www.mrliving.com.tw/
https://www.mrliving.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san.draw.3dprinting/
https://www.facebook.com/san.draw.3d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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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1. 自行開車 

 位於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近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  

(1) 國道一號：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路

出口，續行辛亥路至基隆路右轉，直行 至羅斯福路再右轉，隨即

於右側「台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2) 國道三號：由台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

隨即於右側「台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 

2.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捷運 

捷運新店線 公館站2號出口：2號出口左轉 (步行2分鐘) 

(2) 公車 

捷運公館站一 (羅斯福路)：254 捷運公館站 (公車專用道-往西

區方向)： 0南、1、109、208、208(高架線)、208(區間車)、208(基

河二期國宅線)、236、251、252、253、278、 284、284(直行)、

290、52、642、643、644、648、660、671、672、673、676、

74、907、 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棕12、綠11、綠13、藍28 

捷運公館站 (公車專用道-往新店方向)：207、278、280、280(直

達車)、284、311、505、530、606、 606區間車、668、 675、

676、松江幹線、松江-新生幹線、敦化幹線、藍28 公館 (羅斯

福路基隆路口)：671 公館 (基隆路)：1 207 254 275 275(副) 650 

672 673 907 南港軟體園區通勤專車(雙和線) 仁愛路二段：

214.248.606 信義杭州路口(往101)：0東.20.22.204.670.671信義

幹線.信義新幹線.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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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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