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人工作忙碌，單身男女的年齡與人數持續增加，
因為缺乏另一半共同調劑生活、享受愛情，如果連約會的對象都沒有，

要如何進一步與異性約會呢？
於是Date Me Now跟我約會吧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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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幸福的道路不只有一條，重要的是不要因為害怕而停下腳步

企業簡介
寶芮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三大經營理念

守法正派
收費合理

合約清楚明確
服務項目完整

誠信待人
不隨便承諾做不到的事
名譽清流口碑至上

會員資格篩選嚴格謹慎

公道處事
公司對員工公道 (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
公司對客戶公道 (創新服務流程審核制度)
員工對客戶公道 (力求服務精準明確)



4

寶芮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跨足的產業

婚戀平台

單身旅遊

兩岸交友

國際餐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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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

電視報導

三立新聞-八德會館開幕活動-名模王思平徵婚

DateMeNow -【快來跟我約會吧】

TVBS新聞-超跑揪約會-戶外記者會

中視新聞-DateMeNow與百里挑一合作記者會

東方衛視-【百里挑一】港台專場中秋特别節目 

網路報導

《中時電子報》婚戀會館搶商機 宅男大改造

《商業周刊》跨越虛幻與真實，許自己一個幸福美滿的姻緣

《VOGUE》DateMeNow與珍愛有約

《蘋果日報》王思平珍婚啟事

《NowNews》王思平珍婚 暖男小開奪芳心

《蘋果日報》王思平徵婚 3男獻身試用

《TVBS》一日超跑約會

《中視新聞》DateMeNow與百里挑一合作記者會

《數位時代》交友網夯，跟我約會到上海

《TVBS》報導《VOGUE》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

《TVBS新聞》報導

《東方衛視》報導

《三立新聞》報導

《中視新聞》報導

當愛情來的時候，就連空氣都是甜的

             

《中時電子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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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一起是緣分，一起在走是幸福

企業聯誼
DateMeNow已與數十家五百大企業/外商合作簽約，
包括聯發科技、台積電、工研院、台灣大哥大、信義房
屋、富士全錄、台北市教師會、圓剛科技、富邦金融、中
國信託、UBS、安泰商銀、東元電機、趨勢科技、香港商
易安信、統一證券集團、元大寶來期貨…等，並已舉辦
多場企業專場聯誼且深獲企業同仁們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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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Me Now
大事紀

約會是幸福的起點，一次邂逅，改變的是一輩子的承諾

2016
2016/06  寶芮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獨立經營
2016/05  全新面貌DateMeNow時尚婚戀會館登場

2015
2015/09  形象廣告「幸福的起點」上線
2015/08  「歌手GJ蔣卓嘉一日約會」七夕活動 
2015/03  形象廣告「快來跟我約會吧」上線

2014
2014/10  台北第二間五星級時尚婚戀會館開幕王思平相親活動者會
2014/10  「尋真愛 送真鑽」活動
2014/09  名模王思平 網路徵婚活動開跑
2014/03  台北首間！旗艦婚戀會館開幕

2013
2013/09  百里挑一中秋特別節目「港台專場」開播
2013/08  「百里挑一」台灣單身男女百人徵選會
2013/07   APP愛情配對「命理功能」上線
2013/07   DateMeNow X 東方衛視「百里挑一」節目上海5天4夜免費跨海約會趣 記者會
2013/04   DateMeNow約會APP上線
2013/03  姊妹掏心話節目 X 大學生Lolita饗約會

2012
2012/10   DateMeNow X文大 戀愛學院系列課程品酒、料理達人、手做甜點、烏克麗麗…等
2012/08   環球影城「許願心鎖牆」活動
2012/08  「大A愛情連載劇」活動
2012/07  「超跑一日約會」活動
2012/07   DateMeNow交友網站正式上線
2012/02   DateMeNow粉絲團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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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Me Now
服務特色

9大約會型態，滿足不同個性的你（妳），相同的約會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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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我們牽起手，決定一起度過我們生命中的所有晴雨與四季

Date Me Now
專業顧問

真愛降臨               幸福5步驟

             

邁出
第一步 

別擔心，經驗豐富的愛情顧問將是你尋愛路上最好的幫手！

2
認識
你自己 

你將在愛情顧問的幫助之下，重新認識自己，

建立你的自我價值，才是愛情開始的可能！

3
尋找
意中人

愛情顧問會根據你的要求，嚴格篩選精準目標，

讓對的人與你相遇！

5
墜入
愛情河

愛情顧問將在你需要的時候，給你必要的專業建議與指導！
步入婚姻，伴隨著愛情顧問專業的建議和衷心的祝福，
你將幸福地開始婚姻生活！

4
開始
約會吧

愛情顧問在幫你安排約會的同時，

協助你巧妙的透過傾聽、理解…來了解對方。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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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約會 (愛情生活微講堂)
以成長團體的模式，讓單身朋友在兩性輕鬆的互動中，從認識
自己到了解自己，到如何選擇合適的異性朋友。更透過趣味的
遊戲中，學習準備好自己，也了解到與異性溝通交往的重要技
巧。第一次約會必勝技．創造約會中的浪漫氣氛．傾聽比說話
更重要

愛約會 (一對一見面約會)
由婚戀顧問篩選約會對象，讓你在隱密安全、輕鬆自然的氣氛中，藉由

直接面對面接觸，增加交誼機會。

揪約會 (多對多約會/主題精緻聯誼)
透過不同話題、不同職業選擇自己喜歡的主題，可以更集中火力來認

識適合自己的他吧！

趣約會 (戶外一日遊/特別企劃)
由專業企劃團隊特別安排的戶外一日遊、特別企劃，透過長時間的相

處，讓你更容易認識真正適合的對象！

饗約會 (餐會式浪漫精緻聯誼)
為喜愛美食的你開創的獨特活動，讓你一面享受美食，一面輕鬆地交

朋友聊天，邂逅開啟無限的可能。假日一起和他來場約會享受美食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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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總是來得令你措手不及，在你準備好的時刻，他就會緩緩降臨

             

一對一魅力解析
透過魅力解析有趣測驗、專業八字紫微斗數或生命靈數老師

……等，協助您從人格特質的歸類到行為反應的個人解析，讓

您發掘自己的魅力潛能，從中學會與不同屬性人們溝通的方

法，讓您的事業與愛情都能順心自在。

個人專屬頁面
Date me now 網站精緻個人專屬頁面，增加曝光機會，讓你往真愛

靠近一步，找到一生幸福！

戀愛會客室
我們提供您專業的情感問題諮詢、交友與社交問題、提供溝通能力
與技巧、心理諮詢、自我提升與探索...等。希望藉由這些服務後，能讓
你邂逅更好的自己，充個電再出發!

改造完美約會
打造完美初次約會的第一步，給人好的第一印象，其關鍵在於打造
你的自信魅力。第一印象包含：你的外貌、穿著打扮、談吐言語、內在
素養、肢體動作以及你整個人散發出來的氛圍。

企業菁英聯誼
單身的你想認識更多優質異性擴大自己的交友圈嗎?DateMeNow
專門替企業/外商舉辦各式聯誼活動，想認識最優質的企業及公家
機關菁英，就在DateMeNow。

國外浪漫旅遊
航向幸福彼端~透過專人企劃以海外旅遊為主題的單身聯誼活動，
在旅遊行程中不時穿插互動遊戲，讓所有單身參加者以比較長的旅
遊時間，在輕鬆自在的氛圍下，將自己真實的一面呈現出來，往真愛
靠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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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企劃

別擔心，經驗豐富的愛情顧問將是你尋愛路上最好的幫手！

DateMeNow
用最精準的約會型態，
幫助已經準備好的你，

幸 福 閃 婚。

極速配對企劃 
不來電免費！

在DateMeNow擁抱愛情
時尚尊榮高效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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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一起看的每個風景，都是最美的場景

會員專屬服務內容：
精準約會、精準條件5選1（外型、年次、學歷、身高、經濟）、速配約會

高收入、高學歷、高顏值
百大企業、中高階主管、科技菁英、外商、公職人員，在DateMeNow期待與妳見面！

˙身高175cm以上

˙學歷碩士以上

˙年收入100萬以上

˙64～70年次

˙外型優



Date Me Now
幸福故事Love Story

幸福需要自己掌握，幸福更需要用心經營，一步步認識、主動參與聯誼、為自己創造更多機會，
走進Date Me Now的大門，開始擁抱幸福！與您分享他們的幸福故事

松賓＆佳荷2016/03/13結婚

出了社會，交友圈變得非常小，除了同學就是同事，很少機會認識其他的異性。一

次偶然的機緣下，有位姐姐推薦我加入DateMeNow，說也奇妙，還真的在這裡遇到了

我的另一半，兩個愛吃鬼就這樣開始了人生的冒險。

找一個真正適合自己的人，才能當一對快樂的伴侶。感謝DateMeNow的愛情顧問

及排約秘書們的一對一諮詢，進一步溝通後找出我的Mr.right，我親愛的老公就是在和

顧問精準速配最後一次約會後一見鐘情，日久生愛進而步入紅毯。

放寬心胸，給自己多點機會，也許坐在你面前的這個人就會是你等待的那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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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開始在，我們的遇見

士中：

DMN與一般婚友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對客戶的對象挑選非
常的用心，就算客戶不擅表達，DMN團隊會盡全力挑選出合適
的對象，對此我與以文有無盡的感謝，這只是一個開端，我們的
故事會一直沿續下去。

士中&以文 2014/11/15排約認識、
2014/11/30正式交往

「不好意思，我遲到了！」一個穿著白色運動外套的男生像風一樣走進小房間，排約

姐姐很熱心的送上飲料後，兩人尷尬的笑了笑，開始簡單自我介紹。由於工作的關係，經

常要面對陌生人，更因為個性還算健談，很容易就找話題聊開了。

一小時的時間一下子就過去，對於聊天內容我幾乎記不起來了，但是直到最後，我

發現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於是他傳給我的第一個訊息，就是「徐士中」。

結束這天的排約後，其實沒有特別的感覺，然而Line的訊息卻悄悄增加了起來。從

一兩天偶爾傳訊息，到天天聊天，覺得打字太慢，開始視訊到半夜，我們似乎找到許多

共鳴，從此欲罷不能，戀愛的感覺油然而生。

過了兩個星期後，我們終於約了第二次的見面，那天還是我的生日，雖然每天聊天、

視訊，卻有點忘記對方的長相（糗）。幸好在捷運裡，我還是很快的找到他了。那天我們一

起逛街，吃晚餐，離開松菸誠品時，一切都很美好，在石板路上並肩走著，走著走著，我

們的手就牽在一起了。

從未想過會透過這樣的媒介認識新朋友，也從未想過在那天的會面後，就讓彼此

找到心目中的另一半。感謝DMN，在這樣繁忙的社會中，提供一個安心自在的場域，讓

不同生活領域，無法產生交集的人們相遇，在不同火花中，構築一對對幸福人生。

我們對彼此真正的認識，是從交換Line之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58號6樓之1

客服專線：0800-302-333 (想戀愛-想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