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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綜藝節目「大學生了沒」的固定班

底、2012年在台灣首度創業、2015年西進北京
建立了線上算命平台「桃桃喜」。短短幾年，現

年 32歲的簡子復已從青澀的大學生「少年」，
蛻變成為身經百戰的青年 CEO。

與其忍受低薪　不如瀟灑賭一回

畢業後的簡子復曾當過一個月房屋仲介，也

在知名手搖飲專賣店擔任過儲備幹部，當時的台

灣正處於 22K的低薪時代，一般社會新鮮人「薪
情」普遍不高，他心想反正賺的都不多，與其受

雇於人，不如自己闖一闖。於是，這位沒有商學

背景的 24歲熱血少年，就這樣同兩位友人一起
展開了創業之路，創立了名為「賞金獵人」的比

賽資訊平台。談到少年的創業發想，還得從「不

夠人性化的網路搜尋體驗」說起。

◆ 文／莊覲瑜

創意來自於習性　從使用者的需求出發

當初觀察到「比賽」訊息在網路上其實不

太容易找，加上搜尋引擎的邏輯又傾向將瀕臨

過期的資訊置頂，這和一般人想找新比賽而非

舊比賽的搜尋偏好顯然有矛盾。此外，雖

然每天都有 5、6百個比賽在線上前進
著，但這類資訊很難找到投放廣告的地

方，也不容易透過篩選使用者特質進行

精準行銷，他笑著說 :「這不像男人女
人能單純用性別區分，你很難清楚歸

納出『喜歡參加比賽的人』的特質」。

為了讓潛在參賽者便於找到自

己想要參加的賽事，簡子復與合夥

人建立了一個專屬比賽訊息的線上

空間，除了提供優化的搜尋體驗，

比賽訊息也能在此充分曝光，讓

算命少郎中變身 CEO
–西進創業的台青企業家

 擔任正安文化特邀
風水講師

簡子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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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更便於找到獲取獎金與實習的機會。另

像是谷歌、暴雪等公司也能藉此找到可培育的

人才，以及有助加強宣傳綜效的意見領袖。至

於小酒館本身，則是藉由收取廣告費來維繫平

台營運。

創業初體驗　

少年的第一堂實境商學養成課

談及創業的艱辛，簡子復說到當初的懵懵

懂懂，甚麼都不熟悉，樣樣皆是挑戰，只能逐

步摸索、克服、累積經驗。其中，最大的難題

莫過於「人」。因為「人」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態度與作風。一個人辦事可以很有彈性、隨機

應變，但一群人辦事就難免人多嘴雜。當公司

逐步成長，管理團隊從最初的 5、6人增加到
10幾人時，更凸顯了「協調」這道關卡的高
難度。

然而，經過這一番磨練，少年彷彿上了一

堂商學課，對於商務與經營有了全面性的掌握

與了解，對於商業模式的規畫也更臻成熟。

西進北京靠底氣　有備而來趁時機

2015年，簡子復以自創的「手相通」概念
參加了「紫牛創業大賽」，憑著紮實的實戰經

驗脫穎而出，順利取得了赴北京考察的門票。

他描述當時的北京，整個城市瀰漫著一股濃濃

的天使投資狂熱，深深吸引自己，並深信北京

是他二度創業最佳的契機。

此外，簡子復形容能在北京順利拿到創業

融資無疑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產物，只有在那個

年代才有可能發生，無論是當時的台灣或現在

的北京，都已經過了這波天使投資的狂熱潮，

要是拖到現在，市場早已飽和，一切都將困

難許多。

爭取投資兩關鍵

一份好 BP、一份好運氣

剛到北京時，簡子復兩手空空，一切人脈

和資源都得重新累積，初次創業的經驗是他

孑然一身勇闖北京的唯一資產。此外，二度

創業的他，不但更懂得生意人的獲利思維，

也了解什麼最能抓住投資人的胃口，很快地

就靠著一份簡報拿到第一筆人民幣數百萬元

的天使輪融資。

究竟甚麼才是能吸引投資人甘願掏出鈔票

的因素呢 ? 簡子復認為有兩大關鍵 : 一份相對
成熟的 BP(商業計劃書 )，以及一份遇見伯樂
的運氣。投資人的眼光是雪亮的，創業者是否

火候已足、計畫書是否有獲性和可行性，從一

份 BP就能判斷的出來，因此一份相對成熟的
BP，絕對是優勢。另外，若能遇見頻率相同、
眼光一致的伯樂以及商業對口，距離成功的路

就更近了。

老東西遇上新載體　

「命運」弄巧變商機

在北京，簡子復創立了主打算桃花運的線

上算命平台，將命理、姓名學、風水等占卜服

務，以簡明且具象的方式商品化，搶攻女性市

場，公司則以「討喜」的諧音命名為「桃桃喜」。

簡子復說，由於從小對卜卦著迷，加上對

網際網路的操作熟悉，因此有了一種使命感，

要把算命這門古老而神秘的老學問，用網路玩

出新花樣。

他進一步解釋，一般大眾線上算命，多是

以Web端為主，但在這個智慧手機無所不在
的時代，移動端載體的使用開發顯然是相當有

潛力的。因此，比起執著於單一官網的建置，

簡子復不斷嘗試利用各種載體提供消費者嶄新

的算命體驗。例如在微信及 QQ經營公眾號，
後來也使用微信小程序 (WeChat Mini Program)
算命。2018年更推出 AI看相服務，利用大陸
相對成熟的人臉辨識技術，只要拍照上傳，就

能讓民眾線上體驗模擬看相過程。

另外，為了經營這門賣「命」生意，簡子

復除了在社群媒體定期發文、在 OTT平台置入
命理授課視頻，當老闆的他也親自接案為顧客

算命解惑，並不定期於兩岸舉辦命理相關講座。

兩岸民情大不同　從求姻緣看出玄機

隨著公司在北京逐漸站穩腳步，簡子復的客

戶多數都是大陸人，但也不乏台灣客戶。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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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樣都是算命，在兩岸人民心中卻有著大不

相同的地位。

台灣有豐富的道教文化，玄術奇談數不勝

數，宮廟祭祀既多元又頻繁，求神問卜早已成為

市井小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一部份。然而在大

陸，畢竟沒有類似的宗教活動或祭拜習俗，算命

因此成了一件玄妙而神奇而的儀式，時常引起一

陣驚嘆。

此外，兩岸民眾想要算命的原因也不盡相

同，在大陸普遍仍有逼婚的現象，算命求「緣」

的焦慮女性占了大宗，這和台灣晚婚甚至不婚的

趨勢形成了一種對比。

兩岸企業大不同　勞資關係兩樣情

回顧近 10年來在兩岸創業的過程，簡子復
說兩邊職場文化確實調調很不同，無論在心態上

或行為上都存在許多差異。

大陸職場實事求是，講求一分錢一分貨，給

多少錢做多少事，這點有好有壞。對老闆而言，

員工言聽計從省事很多，但也會因而限縮了新想

法的冒現。此外，員工也會為了增加收入而加班

過度。例如有些大型不良公司盛行「9、9、6制」
（指一種「早上 9點上班，晚上 9點下班，每週
工作 6天」的用工制度 )，只要公司給的薪資夠，
員工就願意一直做，這就構成所謂的狼性社會。

台灣的企業文化較偏美式作風，工作與員工

的關係是由熱情及使命感維繫，而非純粹的金錢

交易，員工的工作動能多來自於責任感。也就是

說，階段性任務完成就下班，不一定要做滿支薪

工時，但也可能必須熬夜加班，他笑稱 :「別說9、
9、6了，在台灣操一點的 10、10、7都有可能」!   
此外，台灣的環境講求基本功的養成，大陸

則是著重爭取機會，畢竟對岸競爭相對激烈，一

切的變化都非常快速，無論是否已經準備好，只

要有機會就要拚命抓住。

創業要雙寶：資源多、年紀小

談到創業的訣竅，簡子復認為「創業」其實

就是一種商學教育的直接實踐，專業夠，創業自

然比較容易。然而他感嘆台灣在商學教育上其實

並不算友善，這是濃厚的士大夫觀念使然，台灣

社會總是勉勵孩子多讀書、考狀元，而不會鼓勵

從商。

儘管如此，簡子復仍為有意創業的青年指出

了兩盞明燈 :「趁年輕盡早闖，不然就等資源夠
多了再來闖」。若選擇前者，年輕就是最好的資

本，雖不一定贏，但一定輸得起。趁有時間有體

力，可以從大量的失敗中練習，摸索成功之道。 
若選擇後者，就是等資源夠了再創業，等到了一

定年齡，know-how 有了、人脈足了，別人沒有
的商學專業累積夠多，這時創業就比較容易拉高

自己的相對優勢，讓自己成為一道具競爭力的高

門檻。

簡子復認為自己屬於第一種人，他從小開始

 5月 22日於微軟亞太技術年會，分享占卜如何結合 AI創造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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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12歲就在世貿展場示範玩遊戲卡牌賺零
用錢，國中開始在高級餐廳端盤子，大學時除了

到微軟實習，還參加了「大學生了沒」節目通告。

由於進入社會早，見識廣，人脈多，創業的能量

也逐漸豐沛了。簡子復補充 :「最怕的就是遊走
中間地帶的人，年紀不上不下，又沒有資源和專

業背景，輸不起也贏不了，這可就尷尬了」。

賣「命」事業忙　電玩、漫畫放一旁

說起創業路上的成功與失敗，簡子復強調

自己並不算是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但畢竟創業

就是由一連串惱事所構成的，自己確實做了很

多也試了很多。創業會面臨很多選擇，幸運的

是自己通曉算命，較能理出趨吉避險之道，一

路走來雖然不能說是平步青雲，但家庭事業還

算兼顧得宜。

若要說為事業犧牲了什麼，應該就是電玩和

漫畫了。說到此，簡子復突然有了很深的感觸。

他提起以前學生時代的座右銘是：「每天都要看

一本漫畫」，但如今工作忙，已有好幾年沒坐在

漫畫店裡靜靜看完一本漫畫。直到最近回台，難

得有閒，便一個人走進自家附近的漫畫店，捧著

手裡那本小小的「野口英世物語」，心裡長嘆 :
「這感覺真棒」!

事業變興趣　未來「算」不盡

展望未來，簡子復認為創業這件事就是在

找自己的生活風格，4年來，找他算命的客群形
形色色，問題也千奇百怪，他發現自己真的熱

愛算命，因此可預見的未來仍會一直算下去。北

京是個看不到終點的巨大經濟體，希望有一天將

「桃桃喜」做成全世界最大的線上占卜公司，把

「道教」傳統以持續創新的方式呈現，並幫助更

多人解開疑惑，走出更好的人生。

最後，簡子復說自己最想服務的對象其實

是臉書創辦人祖克柏和香港首富李嘉誠，他若有

所思的說 :「這些如此成功的人，他們的命格是
如何構成的，著實令人好奇」!

勞動部提供「台灣就業通」網站及媒合就業服務管道

於大陸就讀之台生返國後，除可運用「台灣就業通」網站及0800-777-888專線電

話外，亦可運用全國7-Eleven、OK、萊爾富及全家便利商店約1萬多處門市的觸控

式服務系統，隨時提供全國各縣市最新的工作機會、職訓課程及徵才活動等訊息。

在全國350多個就業服務據點由專人提供就業媒合服務，各地就業服務據點資訊可參

見網址：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807&pid=25

等相關資訊給台生參考

1.投資人應以書面方式提出，如
委託他人提出時，應出具委任

書。

2.行政協處請求書之提出，得以
親送、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送

達台商聯合服務中心；如以電

子郵件傳送者，於傳送後，應

另以電話確認是否寄達。

台商投資爭端
協處之處理說明

如要了解更多詳情，請與經濟部「台商

聯合服務中心」（02）23820495聯繫，或
瀏覽「全球台商服務網網站」（h t t p : / /
twbusiness.nat.gov.tw）

經濟部廣告

1.請求協處人應為在中國大陸地
區投資之台商且為投資糾紛之

當事人。

2.投資及投資人均應符合兩岸投
保協議第一條之規定。

3.請求案件投資糾紛之對象應為
大陸地區之相關部門或機構

（P-G案件）。

行政協處為經濟部協助投資人解

決與大陸地區相關部門或機構間

之投資爭端，但行政協處本身並

無停止或中斷請求協處人依大陸

地區法律提起行政救濟法定期

間或司法訴訟程序法定期間之效

力，投資人仍應自行注意法定期

間，適時提起行政救濟或司法訴

訟，以確保本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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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陸就讀之台生倘有求職需求，可至「台灣就業通」（網址：http://www.

taiwanjobs.gov.tw）登錄個人履歷資料，即可透過網路瞭解各項職缺訊息及接受

線上就業媒合服務，以及相關協助創業相關資訊。亦可撥打0800-777-888服務專

線，將有專人協助求職登記及推介職缺。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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