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動行銷 (M-Marketing)
與 APP 行銷 

 

本章學習重點： 

 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商業結構的移轉：E-Business → M-Business 

 行動經濟的潮流 

 行動商業的樣貌 

 落實行動商業 

 行動顧客 

 無線許可 

 適地性服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  

 適地性行銷 (Location-based Marketing, LBM)  

 行動行銷、行動廣告、簡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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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您今天 Line了嗎？ 

根據尼爾森針的調查報告，在智慧型手機用戶中，最受歡迎的網站為 Google，

最熱門的 App 則為 LINE。自從 2011 年 6 月到 2013 年 1 月，LINE 只花了大約 19

個月就突破 1 億用戶數。相較於上線 19 個月後達成一億大關的 Twitter 和上線 54

個月後到達的 Facebook，LINE 的成長速度相當驚人。LINE 於 2013 年 5 月 1 日

更宣布：全球用戶數於 2013 年 4 月 30 日正式突破 1.5 億人。 

Line 的創辦人李海珍於 1997 年創辦 NAVER.com 公司並於 2000 年與遊戲入

口網站 HanGame 合併，組成 NHN 集團。NAVER 公司在創立初期有感於網路上

的韓文相關資訊太少，開始鼓勵網友自行創建內容，因此創建了問答服務「知識

IN」，接著又發展出一套針對韓語的搜尋技術，從此奠定 NAVER 在韓國的獨霸地

位。2013 年 4 月 1 日 LINE 為了專心衝刺事業版圖，將公司名稱由 NHN Japan 改

為「LINE 株式會社」。 

2013 年 5 月 1 日才剛突破 1.5 億用戶數的 Line，席捲全球的魅力到底在哪裡？

打開 Line，從操作介面到品牌形象都給人一種活潑開朗的形象，但它的誕生卻是來

自於最悲痛的時刻。Line 是由韓國 NHN 集團的日本分公司研發。日本團隊在 311 

地震過後，看到殘破家園裡的倖存者，撥打電話尋找親人的畫面，有感於手機和網

路是溝通最重要的工具，所以下定決心並快速投入資源研發，三個月之內推出通訊

APP，並命名為「Line」，希望這個軟體能夠將人與人、平台與平台、空間與空間，

像「線」一樣連在一起。 

Line 是在 2010 年 11 月決定要推出新型態的社群服務。一開始，就決定要和

Facebook、twitter 走不同的路線，把社群限定在用戶真實生活中的好友。接著就

開始著手調查不同年齡層的男女在日常生活中都和那些對象溝通、喜歡用哪種服務

或使用者介面。這個過程非常有趣，Line 開發人員每天大約花一半的時間各自蒐集

資料，剩下的時間就到會議室集合討論。這個過程大概持續了兩個月。最後決定把

服務定調在傳訊和照片共享。原本決定要先推出照片 App，不過 311 大地震卻讓

Line 公司突然改變想法。因為這場地震，讓 Line 公司感覺到人與人之間傳遞訊息

的重要性，因此在預定上線的一個半月前改變開發方向。 

LINE 以免費通訊及可愛的貼圖風靡全球，尤其是亞洲的年輕人特別為 LINE 著

迷。雖然用戶數量持續增加，營收卻還是呈現赤字。LINE 的營收主要來源分別是

貼圖和企業用戶設置的官方帳號。貼圖每月雖可為 LINE賺進 4億日幣 (約台幣 1.28

億元)，但每個用戶平均每月花在貼圖上的金額卻只有 4 到 5 元日幣   (約台幣

1.28~1.6 元)。未來要如何擴充收費內容，將是 LINE 的一大課題。而企業用戶的

帳號開通費及管理費每月雖高達 350 萬日幣 (約台幣 110 萬元)。但如果 LINE 要繼

續增加企業用戶，前提便是增加一般用戶數量。因此，和消滅赤字相較之下，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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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還是放在繼續增加用戶數量。 

其實，一開始真的沒有人敢保證這些貼圖會受到使用者親睞，而且送上來的貼

圖每個都非常無厘頭又誇張！直到最後，公司找來一批年輕用戶，請他們幫忙看看

這些貼圖。年輕男生和女大學生的反應普普通通，但最後來的高中女生卻非常喜歡

這些貼圖！這群高中女生的反應成為推出貼圖的關鍵，也終於讓 Line 公司燃起信

心。很多人都說，自己因為開始用了 LINE，人際關係也跟著變得更好。這些代替

人們傳達情感的貼圖應該佔了很大的因素吧。 

如今，2013 年 4 月才剛剛過了一半，LINE 就火速推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服

務。然而，這些新服務似乎都指向一個目標－O2O (Online to Offline)。從 LINE

過去的推出的服務看來，不難理解 LINE 的基本服務雖是社交功能，但最終目標卻

是指向結合了娛樂內容、遊戲及行銷的平台。LINE 希望自己是一個可以串接起用

戶與用戶、用戶與企業間的橋梁，而 O2O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因此，除了企

業商品貼圖 LINE mustbuy 之外，LINE 也針對大企業及中小企業分別推出企業官

方帳號和 LINE@。官方帳號和 LINE@的目的就是替企業和消費者間搭起橋樑，後

者甚至還計畫在未來推出集點功能。用戶每次只要使用 LINE@，就可以累積點數。

這些點數不僅可以在實體店鋪使用，還可以拿來買 LINE 貼圖。 

LINE 最終理想是成為網路生活中的基礎建設。讓每個用戶都用 LINE 溝通、用

LINE 消費、用 LINE 認識世界。從 LINE 目前的種種動作看來，這個目標或許就在

不遠處。 

行動經濟已是大勢所趨，而且刻不容緩。產業目前正處在創新潮流的萌芽階段，

未來將具備前所未有的技術與處理能力。在未來網際網路、電子商業和無線領域將融

為一體，使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靠任何裝置上網的情況下，更是能對行動經濟發揮推

波助瀾的效果。 

12-1 物聯網 

富比士雜誌 (Forbes) 請來知名的設計師、未來學家一同預測十年後的生活樣貌，

他們認為科技、電腦仍將是日常生活的主要部份，但是將「消失在人類的集體意識

中」，讓人們忘了它的存在，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科技的人性面，科技本身在虛擬及

真實世界中取得完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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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物聯網？ 

物聯網 (The Internet of Things) 的概念是在 1999 年提出的，所謂「物聯網」是指

將各種資訊傳感設備，如無線射頻識別 (RFID) 裝置、紅外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 

(GPS)、鐳射掃描器等裝置與網際網路結合起來而形成的一個巨大網路。其目的是讓

所有的物品都與網路連接在一起，方便識別和管理。 

顧名思義，物聯網就是「物物相連的網際網路」。這有兩層意思：第一，物聯網

的核心和基礎仍然是網際網路，是在網際網路基礎上的延伸和擴展的網絡；第二，其

用戶端延伸和擴展到任何物品與物品之間，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 

物聯網是利用無所不在的網路技術建立起來的，其中非常重要的技術是 RFID 電

子標籤技術。預計物聯網是繼電腦、網際網路與電信網路之後的又一次資訊產業浪

潮。有專家預測 10 年內物聯網就可能大規模普及，這一技術將會發展成為一個上萬

億元規模的高科技市場。 

網際網路完成了人與人的遠端交流；而物聯網則完成人與物、物與物的即時交

流。物聯網概念的問世，打破了之前的傳統思維。過去的思路一直是將物理基礎設施

和 IT 基礎設施分開，一方面是機場、公路、建築物；另一方面是資料中心、個人電

腦、寬頻等。在物聯網時代，二者將融為一體。 

 

 

 

 

 

 
 
 
 

 

 

 
 
 
 
 

圖 12-1  物聯網的發展趨勢與範疇 

資料來源：資策會 CERP-IO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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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信聯盟 2005 年一份報告曾描繪「物聯網」時代的圖景：當司機出現操作

失誤時汽車會自動報警；公文包會提醒主人忘帶了什麼東西；衣服會「告訴」洗衣機

對顏色和水溫的要求等等。 

從發展趨勢來看，物聯網的發展可分為「時間 (Time)」、「地點 (Place)」 與「物

件 (Thing)」三個維度，隨著物聯網發展的趨於成熟將創造出所有物件皆可在任何時

間、任何地點相互溝通的環境。其涵蓋了「人與人」、「物件與物件」及「人與物件」

三大範疇，如圖 12-2 所示。 

 

 

 

 

 

 

 

 
 
 
 
 
 
 

 

圖 12-2  物聯網發展的三個維度 

資料來源：ITU (2005) 

二、物聯網的架構 

物聯網的架構主要可分為三層 (如下圖 12-3 所示)，最下層為「感知層」，由各

種資訊擷取、識別的感知元件所組成；中間為「網路層」，即各類無線傳輸技術；最

上層為「應用層」，即物聯網的各種應用領域，例如：環境監測、城市管理等。而介

於網路層與應用層間存在一個子層為「應用支援層」，主要負責提供各種類型的平台，

來串聯各種傳輸網路和應用服務。 

 

任何「時間」連結 

Any TIME connection 

任何「地點」連結 

Any PLACE connection 

任何「物件」連結 

Any THING connection

•On the move 

•Outdoors and indoors 

•Night 

•Daytime 

•On the move 

•Outdoors 

•Indoors (anyway from the PC) 

•At the PC 

•Between PCs 

•Human to Human (H2H), not using a PC 

•Human to Thing (H2T), using generic equipment 

•Thing to Thing (T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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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物聯網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資策會 FIND (2010) 

三、物聯網路的發展 

 物聯網的三個特徵與三個階段 

在 2009 年 10 月 5 日於瑞士日內瓦開幕的世界電信展 (ITU World 2009) 上，中國

移動總裁王建宙發表演講時表示，物聯網有三個特徵： 

1. 全面感知：即利用 RFID、傳感器、二維條碼等隨時隨地獲取物體的信息。 

2. 可靠傳遞：透過各種電信網路與網際網路的融合，將物體的信息即時準確

地傳遞出去。 

3. 智能處理：利用雲端計算 (cloud computing)，模糊識別等各種智能計算技

術，對大量的數據和信息進行分析和處理，對設備物實施智能化的控制。 

此外，業界表示，物聯網發展可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訊匯聚」，第二

個階段是「資訊處理」，未來的物聯網將採用多種傳感技術聚合處理資訊，最後一個

階段是「泛聚合階段」，這也是物聯網最終的目標。 

關鍵：感知、識別物體、蒐集、擷取資訊 
突破：更敏感、更全面的感知能力、解決低功耗、小型化和低成本 

應
用
層 

環境監測 智慧交通 智慧家居 城市管理 食材履歷 城市安全 能源管理 

網
路
層 

關鍵：支援平台 
突破：應用服務 

物聯網資料中心 

2G/3G Wi-Fi 

物聯網管理中心 

Zigbee WiMAX 

關鍵：成熟、無縫式資料傳輸網路 
突破：網路位置、QoS 

感
知
層 

RFID 

Sensor Reader 

WSN 

MEMS IP Cam 

物聯網應用支援層

資訊開放平台 雲端運算平台 服務支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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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行動顧客與無線許可 

一、行動顧客 

行銷人員必須找到方法將企業從過去以企業為中心的「告知－銷售 (tell and sell)」

作法轉變為以顧客為中心的「傾聽－學習 (listen and learn)」。讓行銷人員認真思考

該用什麼樣的策略來管理顧客的 3A－隨時 (Anytime)、隨地 (Anywhere)、任何設備 

(Any device)－互動新期待。這表示要在顧客方便的時間、地點，並以顧客的條件來

對話－對大多數的行銷人來說，這都是嶄新的概念。 

行動商業對顧客世界有三大改變： 

1. 顧客在乎的東西在改變：在無線世界中顧客在意些什麼？其實顧客要的是主控

權，他們關心的是存取方便性、可以貨比三家、即時資訊、廠商的客製化能

力。簡單來說就是，要什麼東西、想在哪裡要、何時要，以及想如何要。 

2. 顧客體驗已經被重塑：顧客要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消費該產品所帶來的

體驗。他們在乎信任、隱私、與供應廠、零售商、服務商的關係、因為忠

誠而得到優惠、個別化服務、一致性與可預測性、夢想成真。 

3. 誰在賣和誰在買也正在改變：顧客關心新趨勢、新事物，他們要的是新的、

很棒的東西、創新、即時、領先潮流、不落伍。在無線世界裡，每件事都

只新一天，隔天就舊了。 

無線行銷模式是雙向的，下至上與上至下並行的。真正的即時行銷是由「顧客提

出－企業回應」以及「企業提供－顧客回應」這兩種方式雙向進行的，一言以蔽之，

就是真正的互動行銷。但企業您準備好嗎？ 

1. 即時的管道：顧客能隨時隨地以各種無線設備找到您？ 

2. 一致的優越：您能否隨時隨地以個人化行動服務的方式，每次都提供卓越的

智慧服務？ 

3. 隨時隨地訂貨：您的顧客能隨時隨地以他們的條件、方式採購嗎？ 

4. 隨時隨地遞送：您的顧客能準時地以他們所希望的方式收到他們要的東西嗎？ 

「莫內能在這袖珍的螢幕上畫出吉維尼花園嗎？」－無線通訊的新挑戰。或許可

以，不過根據研究調查指出，消費者看網頁最先的三次注視，只有 23%看圖形、78%

看文字。也就是說，消費者通常不看影像，除非是重看或第三次看該網頁。其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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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橫幅廣告比不上所謂的「標題連結－帶有吸引特定用戶的標題提要」，因為漫遊

者潛在認為連結的另一端是內容而不是廣告。 

還有一項調查，到底有多少無線消費者有意以手機漫遊網路。根據調查，有 39%

的行動產品用戶沒有無線上網的管道，他們說不需要這種服務。為什麼呢？因為當前

許多顧客看不到行動企業所提供的服務與他們有關。因此，問題來了，什麼內容是最

多人想要看的呢？ 

二、無線許可 

目前在有線網路上看到的廣告不適於無線網際網路，因為無線用戶典型上是為了

特定用途使用行動產品，不是為了隨意搜尋。而且多半的無線廣告會是地方取向，也

就是發出訊息的廠商服務位於消費者所在附近。 

無線世界許可行銷的新規則：顧客不想被打擾－除非他們想被打擾。這都是關於

選擇的問題，它不只是選擇加入 (opting in) 或選擇退出 (opting out)，它還關於選擇開

機、選擇何時、選擇何處、選擇如何、以及選擇現在的問題。 

1. 我 (企業) 能送些東西給您 (消費者) 嗎？ (選擇加入)  

2. 您 (消費者) 能同意聽嗎？ (選擇開機)  

3. 您 (消費者) 能告訴我您何時想聽嗎？ (選擇何時)  

4. 您 (消費者) 能告訴我您要在何處聽或不聽我們的訊息嗎？ (選擇何處)  

5. 您 (消費者) 能告訴我您要我如何與您聯繫嗎？ (選擇如何)  

6. 您 (消費者) 希望我隨時候教－無論您何時需要我嗎？ (選擇現在)  

在茫茫無線網海中，如何讓消費者找得到您： 

1. 企業必須決定如何解決顧客到企業的問題：使顧客能更容易得找到我們？－

內流索引 (inbound indexing)。 

2. 企業必須解決企業到顧客的問題：如何讓企業成為顧客的無線存取管道而又

不致於造成干擾？－外流索引 (outbound indexing)。 

3. 企業必須解決「真正對話」的問題：企業如何提供簡便、可用的解決方案以

激勵顧客和公司間的互動式通訊－對話索引 (dialog indexing)。 

要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多面向的途徑來進行： 

1. 內流索引 (inbound indexing)：顧客使用存取管道的兩項關鍵因素， 提示

的存取性－找資訊有多方便， 提示的診斷性－顧客找到的資訊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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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內流索引解決方案要兼顧這兩方面，使顧客便於進入企業並使獲取的

資訊有用而能充分解決問題。 

2. 外流索引 (outbound indexing)：企業需要開發，以顧客的選擇條件，遞送

有用通訊給顧客的系統，這些系統稱為外流索引系統。 

3. 對話索引 (dialog indexing)：顧客需要一組系統以便捕捉、建檔、儲存和

存取企業互動的記錄。如果能做到，顧客會願意與企業有更頻繁和更深入

的關係。 

三、適地性服務 (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人在哪，生

意就在哪 

所謂「適地性服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是指，業者根據使用者所持

行動設備的所在位置和其他資訊，提供給使用者相關的加值服務。目前在市面上最常

見的適地性服務有：行動導遊、車隊管理、地點查詢、資產追蹤服務以及電子優惠券

等，都是屬於適地性服務的應用。 

當網路與手機結合後，讓原本就已經打破過去大眾概念的個人化服務，更加受到

重視，適地性服務也因此成為焦點。適地性服務整合 GPS 定位、行動通信和導航等

多種技術，提供與空間位置相關服務的綜合應用業務。一開始用來做為緊急救援及企

業外勤人員的控管，如今已拓展到生活層面的應用範疇，如社群、娛樂、餐飲、購物，

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技術，精準掌握消費者的位置，進而提供最近距離的服務，因此相

當具有商業開發潛力。 

12-7 行動行銷與行動廣告 

一、行動行銷的定義 

行動行銷為「利用無線媒體與消費者溝通並促銷其產品、服務或理念，藉此創造

利潤」。無線廣告為透過非固接網路的方式，將廣告訊息傳送至手機或 PDA 等無線通

訊設備上以達到廣告推播的效果。故以文字為主的簡訊，只不過是行動廣告的一種媒

介。而行動廣告的特性為：「時效性高、具有恆網 (Evernet) 特質、可傳送個人化的即

時訊息；但礙於無線通訊螢幕大小，僅能進行促銷性及品牌廣告型的簡易廣告訊息。」 

因受限於目前手機通訊技術以及手機本身功能的限制，目前最常使用的無線廣告

方式以簡訊傳送廣告為最多。在進入 3G 時代後，因為無線寬頻技術更加成熟，行動

電話成為整合語音、數據及影像的多媒體傳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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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發展出的行動行銷手法包括動畫式、插播式、文字式、交易式、回應式、

贊助式、折價式、書籤式及橫幅式廣告等。市場預測，比較可能成功的行動廣告形式

將為內容贊助、允諾式折價券和目錄等類型。並必須給予行動廣告接收者控制權，如

控制廣告什麼時候進來，怎麼接收和廣告內容等。 

無線廣告除了將去除電視、廣告與網上廣告中最引起觀眾反感的幾項弊病，諸如

電視廣播節目經常受廣告中斷干擾，而網路廣告則有時佔去太多的螢幕篇幅，有時強

迫送到用戶的電子信箱或螢幕上，往往佔用了許多上網時間或儲存空間；對使用行動

電話分秒必爭的使用戶而言，如果是採用傳統作法，無異自毀前途。因此，無線廣告

將完全摒棄傳統將廣告「推 (Push)」向顧客的做法，而是由使用者根據本身的需要，

主動的向廣告商「索取廣告」，將廣告「拉 (Pull)」到手機上閱讀或儲存使用。「廣

告」將成為實用的資訊。 

在行動媒體的行銷規劃思考必須稟持著「M.A.G.I.C」的原則。其所代表的也就

是行動多媒體 (mobile multimedia)、隨時隨地任何人 (anytime anywhere anyone)、全

球化行動服務解決方案 (integrated wireless solution)、客製化的個人服務 (customized 

personal service)。但 MAGIC 的行銷規劃，還須配合行動通信科技發展的現實來執行。 

綜合來說，無線上網族群與一般大眾甚至是持有手機族群仍有相當大的差距，行

銷策略應傾向所謂「型態導向」(Modal Oriented)，意即根據使用無線上網者的生活

型態、使用習慣或心理差異作區隔式小眾行銷，而非傳統大眾導向行銷，圖 12-11 為

行動行銷的生物鏈。 

 

 

 
 
 

圖 12-11  行動行銷生物鏈 

以目前日本成功的行動行銷業者為例，其 iMode 行銷廣告廣泛應用於金融、飲料

食品、化妝品、出版、休閒娛樂等業者，行銷手法有 Campaign 廣告、Campaign 促銷

型、服務告知型、店頭促銷、試用品之索取、潛在顧客開發、市場調查及聯合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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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2  iMode 行銷架構 

iMode 主要的功能可分為「Phone to」、「Web to」及「Mail to」，顧名思義就

是只要透過目錄按鍵，可以「立即電話 Call-out」、「立即上網」、「立即發送信」，

而這三個基本功能也就是其立即回應的行銷利基點。且將其原有的多元化內容特性，

歸納成消費者型態導向的廣告訴求；將廣告分為 Picture 型、eMail 型，與根據性別、

使用者申請地區、使用者年齡所區分之針對目標對象的 Target eMail 型。該平台並可

以達到 Mass Media + α的效果，不僅有大眾媒體的曝光效果，還可以結合網路的特

性，針對特定場合、特定族群進行目標接觸 (Target Approach)，同時可透過回應機制

提供效果測定，更可以藉由手機的個人化特性，對特定對象進行一對一行銷。 

二、行動廣告類型 

行動廣告 (mobile advertising) 商機看漲，根據 ABI 最新報告指出，到 2006 年底

全球行動廣告營業額已達 19 億美元，同時伴隨數位經濟的成長，未來五年行動廣告

預計將有不錯的市場潛力。 

ABI 資深分析師 Ken Hyers 表示，不像電視和電腦，行動電話為隨時隨地可直接

接觸到顧客的通路，持有這樣的優勢，可讓消費者獲得更客製化的個人服務。廣告商

亦可獲得更多的顧客資訊，如顧客的消費習慣與偏好，讓廣告商可更加瞭解目標族群

顧客特性，進而建立更為良好的顧客關係，維繫顧客忠誠度。 

行動廣告商機看漲的另一項原因，在於廣告點閱率 (click-through rate, CTR)。一

般網站廣告 (internet banner ad) 平均點閱率為 0.2%，而行動廣告的點閱率為 2~3%，

高於網站廣告的點閱率。不過，在使用行動廣告時，必須預防廣告氾濫 (spamming) 的

發生。Ken Hyers 指出，像簡訊廣告，會引起顧客反感的原因，在於傳送的次數過於

Phone to 

Web to 

Mail to 

顧
客
資
料
庫 

行動折價卷(M-Coupon) 顧客 

課題、目的 
 銷售 
 交易 
 活動 
 下載 
 顧客服務支援 
 店頭促銷 

追蹤行銷 透過折價券，進行店頭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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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或廣告內容不符顧客需要，或者是目標族群不夠明確，而讓顧客產生負面的印

象，業者應建立一套規範，避免廣告的氾濫，方能讓行動廣告發揮獲利效益。 

許多直接回應以及品牌建立的廣告，都是利用行動媒體可以掌握第一時間的特

性，以語音或文字的傳送機制與消費者互動。而針對這樣的特性，可將行動廣告的類

型分為以下六大類： 品牌建立； 特別折扣； 電視節目的廣告，在節目開始前

發送廣告提醒觀眾收看； 產品、服務、或資訊的購買提示，例如：情人節快到了，

直撥服務專線，馬上幫你把巧克力送到家； 猜謎或競賽； 民意調查或票選活動。

而全球行動廣告的類型，則大致可劃分以下四大類： 

1. 品牌互動類：在德國，麥當勞曾利用 SMS 及互動式聲音辨認技術，傳送互

動音樂問答，在活動開始 4 小時內就有 7 千個回應，獲勝者可以領取獎品。 

2. 關係維繫類：在英國，青少年雜誌 Smash Hits 曾邀請讀者加入其 SMS 群組，

以傳送娛樂新聞、競賽或活動訊息，並藉此與訂戶維繫關係、建立品牌形象，

並提昇銷售業績。在大陸，海尼根利用手機簡訊發送，成功吸引 4 千人以上

付費參加舞會，其中約 42%透過簡訊報名抽獎活動，不但建立了消費者手機

號碼資料庫，也成功的建立「Very Cool」的品牌好感。日本時代華納曾透

過 i-mode 官方網站發佈「十全大補男」電影試映會活動訊息，以抽獎方式

發送 7 千張招待卷，結果在兩週中就募集超過 3 萬人加入試映會抽獎，不但

大幅縮減作業時間也節省印刷寄送的成本。 

3. 銷售提昇類：在日本，影帶出租連鎖店 Tsutaya 曾傳送附帶 50%折價的 SMS 

訊息給會員，結果超過 1 萬名會員回應，比前一個月提昇 70%的使用率。在

英國，SMS 廣告公司 ZagMe 曾於兩家百貨公司前徵求志願者提供消費資

訊，吸引了逾五萬人和 150 個商家參加，第一個發出的手機簡訊是運動鞋折

扣，結果吸引了爆滿的顧客。主動下載電子折價卷：包括台灣大哥大、中華

電信與遠傳等各家電信業者都有與商家合作，提供電子折價卷，讓手機用戶

下載使用，下載一次視同使用一次簡訊費用。 

4. 其他應用模式：語音廣告交換免費通話：大陸中國移動通信江蘇無錫分公司

自 2000 年 12 月開始，台灣系統業者遠傳自 2001 年 6 月份開始試辦另類無

線廣告商業模式，即聽取語音廣告，免費交換固定之通話時間。 

三、簡訊廣告 

由於國內目前在行動廣告的發送上仍是以簡訊為主，因此本章所簡介的行動廣告

將以簡訊廣告為主。簡短訊息服務 (Short Messaging Service, SMS) 是透過行動電話傳

送或接收文字訊息，而訊息是由文字或數字兩者混合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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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大的無線廣告商業協會 WAA (Wireless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公佈 SMS 

在 GSM 的規格，較大的 SMS 廣告為 Full Message，約 160 個字母 (character)，較小

的為 Sponsorship，約 34 個字母。非 GSM 系統的 SMS 廣告，Sponsorship 相同，Full 

Message 則為 100 個字母。WAP 廣告則分文字 (Text)、圖像 (Graphic)、文字加圖像 

(Graphic-Plus-Text) 及插播式廣告 (Interstitial)，插播式廣告將在出現 5 秒後消失，也

可選擇直接跳過。PDA 將視螢幕大小決定，但皆為兩行文字廣告。 

簡訊行銷可能會是以「推-拉-推」(Push-Pull-Push) 的情況發展演進。一開始會有

大量未經篩選傳播對象的廣告簡訊主動湧入消費者的手機，其中包括系統業者自己發

出針對新服務或優惠費率的促銷訊息，以及不肖業者掌握消費者手機號碼之後，大量

傳送的垃圾簡訊廣告，這是第一階段的「推」力。 

接著部分系統業者在消費者對大量垃圾簡訊廣告不堪其擾之下，將陸續推出過濾

簡訊的服務，並且發展被動查詢各項資訊或由消費者自己決定特定的資訊內容，主動

訂閱接收訊息，這是第二階段的「拉」力。但行銷總是要想辦法主動出擊，因此第二

階段的拉力其實便是在為第三階段的「推」力打下基礎。 

第三階段的推力雖然操作策略複雜，但也將使提供資訊的服務更為人性化。縱使

大多數的資訊是由消費者自己決定訂閱接收，但可沒有人希望在訂閱美食情報之後，

系統照三餐自動發簡訊，介紹公司或住家附近早已吃膩的固定幾家餐廳。 

比較理想的歸劃方式之一是，當系統偵測發現消費者到了外地，便能於用餐時間依

平常的飲食喜好自動提供附近幾家有特色的餐廳，以及其地點與交通資訊，到了傍晚可

能就自動詢問需不需要訂回程機票，或是推薦附近的住宿地點。這類服務在目前流行的

車用導航系統已可見其雛型，而在手機的簡訊應用上，可以有機會成為一項受歡迎的智

慧型導遊服務，並為系統業者帶來除了通訊費之外的行動商務營業收入。因此要設計出

成功的操作策略，必須要找出顧客消費行為模式的關鍵因素，並據以蒐集累積整理出龐

大的資料庫，發展一套歸納分析的規則，方能有效提供適時適地的貼心服務。 

簡訊行銷的未來發展方向如下： 

 資料庫的分析與建立 

單純憑藉簡訊與消費者產生互動，其實很難看出個別消費者的習性與消費模式，

而無法蒐集足夠的資訊來進行資料探勘，以找出更多的銷售商機。若能整合消費者的

眾多接觸點，舉凡電話中心、電子郵件、網站、甚至是零售據點，都是蒐集消費者互

動資訊的絕佳管道。如何將這些資料整合到同一個資料庫中，發展策略決定出可進行

分析資料模式 (Data Model)，勢必是一項挑戰。但其資料品質也會更貼近消費者的實

際狀況，使簡訊行銷能發揮出更適當的行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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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行銷的充分運用 

利用電子定位功能除了可掌握消費者的位置，進而提供周邊相關消費訊息之外，

更可進一步協助企業顧客促銷生命週期短的商品。以電影院為例可發展出所謂的 Last 

Minute Ticket 的促銷策略，在開演前經過資料庫比對找出在附近對該電影可能有興趣

的人透過簡訊進行限時促銷。類似概念也可用於餐廳、表演、球賽等特定促銷商品對

於這類有時間限制的商品而言，或許會是一項能提高利用率的殺手級應用策略。 

 隱私權保護的機制 

由於簡訊的發送對象一律以電話號碼為主要辨識方式，因此有一定規律的電話號

碼和可自行任意設定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名稱比起來，消費者就更容易被掌握資料。雖

然簡訊廣告的成本比起電子郵件高出許多，但簡訊本身能更有效即時傳遞並追蹤結果

的特性，終究還是會吸引成本雖高利潤更高的業者對這個工具產生高度興趣。但目前

有些枉顧消費者權益的業者，提供通訊平台讓顧客錄製語音廣告或發送簡訊。除了可

選擇特定門號範圍、或以亂數產生門號作為發送對象之外，甚至鼓勵顧客選擇設定在

深夜減價時段 Call Out 請消費者起床聽廣告。 

 垃圾簡訊的防範 

日本 NTT DoCoMo 已經提出防範措施，讓消費者能自行更改簡訊帳號，有效防

堵垃圾廣告簡訊的問題，未來除了更改帳號的作法之外，與電子郵件類似的垃圾簡訊

過濾服務相信也會越來越完備。 

垃圾簡訊廣告與垃圾郵件有著相同的定義，也就是未經過篩選或設定目標對象、

內容與消費者的需求和興趣無關，並且冒犯消費者隱私權的，都會被直接扔進垃圾

桶。為避免慘遭此下場，就像設計其他電子郵件直銷行銷活動一樣，需注意以下原則： 

1. 徵詢消費者同意接受廣告，並瞭解消費者可能需要的頻率、時機與內容。 

2. 提供消費者自行選擇接受 (Opt in) 的機制。 

3. 確認發送對象都經過篩選、廣告內容個人化並且與消費者需求或背景相關。 

4. 隨時明確地提供拒絕接收的選擇退出 (Opt Out) 機制。 

 多媒體簡訊服務 (MMS)  

傳統的簡訊服務 (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 只能傳送較少的文字與基本的圖

形，多媒體簡訊服務 (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 MMS) 係以改良傳統 SMS 為目標，

發展可以傳送多媒體內容的簡訊，包括各式各樣的彩色圖片、動畫及聲音 (包括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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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聲或是一段自己用手機錄製的語音，配合 3G Beyond 的無線寬頻技術，未來甚至可

支援傳送影音短片。 

MMS 多媒體簡訊服務除了可以傳送豐富的內容之外，並相容於各種不同廠牌的

MMS 支援手機；而多媒體簡訊需要透過多媒體簡訊服務主機 (MMS Server) 來傳送，

且支援在同一時間內快速地傳送大量的多媒體簡訊，並確認簡訊已完整地送達用戶的

MMS 手機中，電信業者與企業間可建構各種不同的 MMS 點對點 (Peer-to-Peer) 整合

方案來服務用戶。 

12-8 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機制是一項全新且快速發展的付費方式，有別於現金、支票、信用卡的

現存付費方案，使用者可透過手機支付各種商品服務。行動支付內容主要包括數位商

品中的音樂、影片、鈴聲、線上遊戲付費；交通票據，如公車、捷運、火車票、停車

費；以及各種實體票，如電影票、入場卷、門票與書籍雜誌訂購。使用者對行動付款

的信賴感與便利性，使行動支付在付費機制中佔有一席之地。 

行動支付機制的發展演進，由最初的「簡訊傳輸交易付款」、「線上遊戲網站的

手機付款」，到最普遍也最讓使用者熟悉的手機瀏覽器頁面 (WAP) 付費，以及最新

結合交通票據功能的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非接觸式手機近端付費。以下

將逐段介紹這些行動支付機制的發展。 

一、簡訊傳輸交易付款 

簡訊傳輸交易付款，是以簡訊 (SMS) 作為傳輸媒介，應付帳款併入後付的手機帳

單中。而購買的商品交貨點也是以手機 SIM 卡為認證地址，因此商品也以多媒體簡

訊服務 (MMS) 為主，例如：來電答鈴、鈴聲、音樂、佈景桌面下載。但簡訊傳輸交

易費用高、速度慢且簡訊易遺失，更何況多家通訊商與手機介面不同，難以遍及市場

並與資訊分享。 

二、線上遊戲網站的手機付款 

手機直接付款最主要應用在線上遊戲網站上，使用者運用 PIN 碼與

One-Time-Password 的機制進行「兩因子認證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交互認證，

使用者應付的帳款則算進電信帳單當中。這種免註冊、免安裝新軟體且高安全度的付

費機制，在數位商品的付費市場上，佔有 70%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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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因子認證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概念很簡單，就是說，只有帳號和密碼

認證是不夠的，還要再透過第二種認證方式來驗證使用者的身份，而第二種驗證方式

可以用眼球和指紋等生物特徵，或是經由手機 Call out 和傳送簡訊等方式來達成，也

就是說，兩因子認證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是使用二種工具來認證帳號的方式。

兩因子認證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主要是可降低帳號被盗用的風險，但是，並不

能排除資料在傳輸過程被竊取的問題 

三、WAP 付款機制 

手機瀏覽器頁面 (WAP) 的付款機制，同時具備了 WAP 的優點與缺點。網頁線上

購物使用 URL 書籤，易於分享，且使用者大多熟悉網頁購物的付費操作流程。目前

手機 WAP 付款市場三分天下： 

1. 結合電信網路營運商的 WAP 付費機制：既然 SIM 卡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Card，用戶識別模塊卡) 已經具備使用者的個人資訊，SIM 卡的安

全機制目前也普遍被使用者接受，因此結合電信營運商 (MNO) 的 WAP

付費機制，最簡易且直覺。 

2. 使用信用卡線上付費的WAP流程：在 WAP 頁面，輸入信用卡卡號與個人

基本識別資料後，即可登錄付費認可並進行付款，這一點與網路銀行的操

作如出一轍。 

3. 線上付款公司的手機 WAP 付費版本：目前為大家熟知的線上付款公司如

PayPal、Amazon Payments、Google Checkout 都有手機 WAP 付費版本，

使用者在註冊付款並取得 PIN 碼之後，日後輸入 PIN 碼即可透過線上付款

公司整合的信用卡、電信帳單、虛擬帳號付費。 

四、非接觸式近端 (NFC) 付款機制 

非接觸式近端 (NFC) 付費目前廣泛應用於實體商店與交通票證的小額付費，使用

者可使用內嵌的智慧卡與非接觸式感應模組，同時，內嵌的智慧卡可以是預付的錢

包、後付的信用卡或銀行帳號。但 NFC 付費機制最大的困難點，在於手機製造廠、

卡片供應商、電信網路營運商、銀行這些利害關係人的複雜競爭合作關係，使得 NFC

後端的付款系統架構 (TSM) 異常的複雜且難以標準化。 

因此目前 NFC 付費機制最成功的典範就是日本，NTT DoCoMo 與 Sony 的合作使

得 NFC 應用推行相當順利，以手機訂 JR-East 車票、販賣機、交通票證都有完整的安

全付費交易清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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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詐騙手段在行動支付系統設計上，仍舊是首要的考量目標。與一般支付系統

如信用卡、金融卡相同的是，行動支付都需符合金融主管單位的稽核許可，有其特定的

支付用途與適用客戶群。例如：臺灣的交通票證與金融支付金流不能互通即是一例。 

此外，特定時間內付費金額的上限、行動支付的使用條款、線上與電話客戶服務、

爭議處理與退費停用的議題，隨著行動支付日益複雜的特定需求，都必須重新量身訂

作一套完善的準則。以上的考量議題，是金融與支付系統長久以來用以管控風險與處

理詐騙手段的標準方式。 

同時，由於行動支付由原本的銀行與票證單位，再加上電信網路供應商、手機廠商、

行動支付平臺供應商參與的複雜關係，使得行動支付的責任歸屬問題變得相當複雜。當

壞帳產生時該由誰承擔這部分的風險？退費與客服該由哪一方負責哪些部分？使用者

是否該對退費與行動支付的服務，付交易手續費？手機網路資源使用費該如何算？ 

安全也是一大疑慮。目前市場上的行動支付服務尚未全面普及，因此教育客戶學

會使用行動支付，對客服單位是相當沈重的負擔，這不是明文告知客戶一些行動支付

的使用權限與方法，就可以簡單了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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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評量 
 
1. 何謂「行動商業 (M-Business)」？ 

2. 請簡述商業的演進？ 

3. 請簡述行動經濟的潮流？ 

4. 請簡述行動商業的樣貌？ 

5. 請簡述落實行動商業的四要素？ 

6. 何謂「行動行銷」？何謂「簡訊行銷」？ 

7. 何謂「行動價值鏈」？ 

8. 何謂「物聯網」？ 

9. 何謂「適地性服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 

個案討論：行動商務新應用 

一、英國 FollowUs 提供行動追蹤服務：家庭企業都適用 

FollowUs 是英國知名的 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解決方案／服務提供

商，提供非常完整的 LBS 服務，包括車輛追蹤、物件／倉庫追蹤、手機定位

／追蹤、手機行動追蹤以及個人追蹤，而針對不同的硬體設備，FollowUs 可

提供不同的服務。 

要追蹤手機僅需一台連網電腦，一旦啟動追蹤，該手機或裝置就成了一個移動

電子目標，使用服務商網站，用戶即可查到該手機的位置。以 FollowUs 在 07

年 5 月最新發表的 GPS Person Locator 為例，是針對家庭／商務人士以及企業

用戶推出的服務，不論是透過手機還是 FollowUs 特製的 Personal GPS Tracking 

Device，用戶都能夠在網頁介面上監控並掌握兒童、老人或外勤員工的行蹤。 

然而，手機追蹤技術的廣泛使用也引發了英國個人及資料隱私保護的擔憂。針

對此議題 FollowUs 也指出，由於管制十分嚴格，手機追蹤技術並不會使用在

其他用途上。沒有用戶許可，企業不能要求對某個手機進行追蹤，也必須經過

企業員工許可才會進行追蹤。根據英國政府規定，任何企業皆必須向每個被追

蹤的手機發出隨機警告，通知用戶他們的手機正在被追蹤。 

在英國類似 FollowUs 的服務商已十分普遍，並有多家業者提供相似的服務，

其中又以老人及孩童的定位追蹤服務最為普遍，這也說明了此類行服務的確有

其需求；此外，倉儲和配送企業對行動追蹤服務也非常有興趣。隨著手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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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進步，現在，辦公室裡的父母或是主管在網頁上就可以看到孩童或員工

在外的行蹤。 

FollowUs 提供低價且單次記費的服務，亦即做一次追蹤只要付一次的費用，

每次收費只要約 16元新台幣，平易近人的價格也幫助了Location-Based Service

在英國的推廣。 

二、OKI 利用 DSRC 無線模組嵌入行動電話：提升用路人安全 

在日本的「新 IT 改革策略」中計畫發展可降低交通事故行人死亡數量的技術，

政府和私營企業預計在 2009 年 3 月到 2011 年 3 月間大規模進行系統試驗。全

日本有超過八成的民眾使用手機，因此，廠商 OKI 希望利用行動電話以及與

汽車廠商的合作來共同來提高交通安全性，尤其是易受傷的用路人 (如：行人

及自行車騎士) 的安全。 

這項「安全行動電話」是透過 GSM 手機功能，以及極小的特定短程通訊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DSRC) [註]  無線模組，在 DSRC 車輛

間相互連接提供聯繫功能，透過 GPS 的定位功能，使持有這個設備的行人在

幾百公尺半徑內能建立一個 DSRC 無線地區，並和裝有車輛間通訊設備的車輛

交流。該設備規律地發出其所在地點的資訊，當兩個地點愈來愈接近，及接收

到的訊號超過某一定標準時，位置資訊將持續在兩個設備間交換。此外，當此

系統分析出地點資訊可能提高交通意外發生機率時 (如接近的速度很快，且方

向上可能重疊)，系統便會發出訊號警告用戶。 

OKI 希望能降低該模組的功耗、製作更小型的 DSRC 無線模組，並改善使用者

介面，預計未來將整合 3G 手機、PHS 及無線網路功能於單一手持裝置中，並

計畫能符合 DSRC 的國際標準－IEEE802.11p 的兼容性。註：「DSRC」乃是用

在道路對車輛溝通的短距離溝通方法，例如：ETC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s)。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我國 2006 年因汽機車駕駛與行人過失造成交通

事故的比例佔了 99.5％，因此政府也開始正視以 IT 來解決交通安全的問題。

經濟部技術處報告指出，國際各大車廠均積極投入智慧車輛的研發，相關技術

有「近紅外線夜視系統」、「前方行人偵測系統」、「車道維持系統」、「全速域適

應性巡航控制系統」等，今年在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會議中也在智慧車輛議題

上，以「安全」為主軸進行討論。有了政府政策的推動及如光寶、宏達電、鴻

海、華碩等大廠相繼投入，適合本土用路人習慣的用路安全系統與應用將可望

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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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職棒大聯盟球隊推廣行動票券服務 

國大聯盟的華盛頓國民隊在 2007 年 4 月底推出手機票券服務。國民隊的球迷

在網站上訂票之後，可以透過簡訊將票券資料傳送到手機。票券的資料訊息包

含一組二維條碼以及一般的購票資訊，球場販賣部的折價資料也可以同時透過

簡訊傳送。 

球迷在進場時只要將手機中的圖形透過裝有感測器的入口掃描，就可以快速入

場。此項服務目前相容於美國各大主要的系統廠商，以及 180 款行動電話，收

費則和一般網路購票收費方式相同。匹茲堡海盜隊和奧克蘭運動家隊也於近期

陸續導入此服務。 

手機是許多人每天隨身攜帶的物品，票券在購買後直接傳送到手機中，沒有上

網購票後要到哪裡列印的問題，也無票券遺失的困擾。除了運動市場外，行動

票券可推廣至所有需購票入場的活動。此類技術推廣成功的關鍵，除支援的手

機種類、系統廠商支援外，搭載的票券內容和場地的支援亦是發展的成功關

鍵，美國業者由具有廣大市場且場地和內容整合性高的領域進行推廣切入，是

值得國內相關業者參考的方向。 

四、Traffic.com 行動廣告遞送服務精準鎖定特定消費者 

Acuity Mobile 是一家提供行動廣告遞送服務業者，於 2007 年 3 月宣稱他們將

EMAP (Embedded Mobile Advertisement Platform) 技術嵌入即時路況網站

Traffic.com，並提供行動廣告服務。而 Traffic.com 提供 50 個特定區域市場，

包含 83 個美國交通擁擠的城市，最近被一家提供數位地圖領導廠商 NEVTEQ

所併購。 

Acuity Mobile 所開發的 EMAP 平台，提供可根據指定時間、指定情境、指定

地點，以及指定消費者偏好來遞送數位內容。Traffic.com 可透過衛星廣播、有

線電視、無線通訊以及網際網路等方式遞送交通內容給客戶與消費者，其結合

了 EMAP 使得其可以在播報在地即時新聞時，即時遞送廣告到接收者的行動

裝置上。此一技術為 Acuity Mobile 所開發的 Spot Relevance，廣告客戶可以透

過使用者介面，根據預算來定義目標區域、設計遞送內容，伺服器會根據指定

區域與使用者偏好配對合適的使用者，並將內容遞送至使用者的行動手機，以

聲音、圖形介面以及來電通知使用者。使用者的行為也將被紀錄與追蹤，並且

根據其行為進行內容調整，以準確遞送至特定使用者身上。NAVTEQ 透過與

Skyhook 合作，選用了 Wi-Fi 取代 GPS 進行區域定位。 

除了 NAVTEQ 提供具有行動廣告服務的導覽系統之外，荷蘭公司 Tele Atlas

也提供超過涵蓋 64 個國家的地圖，與動態交通資訊以及相關位置服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s, LBS)。該服務並獲得 BMW 的採用，2008 年於 X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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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正式開通使用。每一台車子意味著每個人對車子的品味，使用者透過車用通

訊與導航系統，可紀錄與分析使用者行為與偏好，加上全球車用通訊導航系統

普及率約只有 10% (歐洲 13%、北美 7%、日本 40%)，如何透過此一系統精準

掌握使用者偏好，將會是未來一大商機。每個上高速公路的駕駛人，一旦發生

塞車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打開警廣交通網 (104.9 FM) 收聽最新路況消息，當

即時路況消息轉換成圖像方式呈現於車用導航系統時，相關廣告服務就能夠進

一步滲透到每個人的車用裝置上。若能夠整合各市區的當地服務，在地業者將

多了一個精準廣告行銷管道。 

五、NFC 手機行動支付：積點跟著走 

RFID 在科技上的運用愈來愈成熟，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近端感應

技術就是 RFID 的進階運用之一。應用 NFC 所發展出的手機行動支付模式，在

近年都有不斷有實作的運用。2006 年 8 月在上海推出新的 NFC 行動支付測試，

由 Nokia 與中國銀聯商務合作，讓 50 位現有的集利卡持有者作為測試，並且

使用 OTA (Over-the-Air) 空中下載的方式，使用者可將中國銀聯的集利卡 

(Union Bonus) 資訊下載至手機，自動執行安裝服務，然後在上海的「第一八

佰伴百貨公司」使用積點，享受使用手機近端感應的支付方式來購物。 

Nokia 發言人表示，支付的後端流程就類似信用卡，而商家則需要對軟硬體進

行升級，包括在 POS 終端機上加裝 Vivotech 非接觸式讀卡器、以及相對應的

支付軟體等。因為手機可隨時動態更新資訊，使用紅利積點購物的方式在金融

安全議題上相對亦較不敏感，因此金融機構或是其他發卡行就可以採用 OTA

的方式提供消費者下載資訊，經濟而並且有效地藉由手機來管理非接觸支付的

帳號及發佈相關訊息。 

六、挪威試播行動電視個人化廣告 

挪威廣播公司 (The Norweg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NRK) 將進行為期兩

個月的行動電視個人化廣告試播，讓行動電視用戶透過手機接收客製化廣告訊

息。 

挪威參與行動電視試播包括兩個電視頻道與四個廣播頻道以及 20 家廣告商，

於用戶收看行動電視時，依個別需求傳送不同內容的橫幅廣告  (banner 

adverts)，提供相關商品或服務資訊。參與試播的用戶只需下載一個 Java 應用

程式到手機，除了用來收看節目外，也可用來轉換頻道、票選電視節目、傳送

影音訊息以及收看或收聽隨選節目。NRK 發展部主任 Gunnar Garfors 指出，

挪威大部分的行動電視用戶收看行動電視是為了打發搭乘交通工具或等待的

時間，而他們可能剛好在販售自己感興趣的商品或服務的商店附近，這正是廣

告商希望利用的機會，藉以帶動消費者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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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fors 表示，NRK 掌握詳細的行動電視用戶資料，包括用戶姓名、電話號碼、

性別與住址等，加上根據用戶收看或收聽的節目與時間所推斷的用戶興趣以及

透過定位科技獲得的用戶所在地資訊，足以決定哪一類型的廣告適合哪一類的

用戶。Garfors 預期未來個人化廣告可發展到依消費者的確切所在位置而即時

傳送因地制宜的廣告內容。舉例來說，廣告商可在目標族群於商店附近等公車

時，傳送其商品折扣促銷相關訊息，讓消費者可就近購物消費。 

Garfors 指出，行動電視市場日益成長，但尚未成為主流的原因為服務價格以

及相關標準尚未統一。挪威為行動電視與廣播的先驅，具備影像播放功能的

3G 手機相當普遍，然而各家服務業者收費過高使許多消費者遲遲未使用這項

服務，若業者能推出低價的固定費率方案 (每月約 3 英鎊)，可能有助吸引更多

用戶。Garfors 認為 NRK 之所以能在行動電視市場居領導地位，乃歸功於年輕

族群收視習慣的改變。年輕族群在傳統電視與廣播市場逐漸萎縮，相對地在行

動服務市場日益茁壯。如果業者仍墨守成規，只專營傳統電視與廣播市場而忽

略行動市場的發展潛力，將無法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 

討論問題： 

1. 從上述案例中，您看出什麼商機？ 

2. 從上述案例中，您認為新一代行動行銷有何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