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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網路行銷的 STP 策略 

在第一章的行銷策略章節中，曾提到 STP 策略的訂定必須在 4P 規劃之前就完成，網

路行銷也是一樣，在決定網路行銷的內容的時候也必須要先決定 STP 策略。 

S（Market Segmentation）市場區隔：要先決定把市場以何種方式做區隔，是以年

齡、生活型態或是消費者使用行為來切割市場，在網路行銷的市場區隔比較會以生活型態

以及心理年齡為主來做分眾行銷，舉例而言對於年紀較大、比較不常使用電腦的這些對

象，要以「薰衣草行銷來進行」；至於年紀屬於青壯年以及對於電腦較為熟悉的則要以「即

溶牛奶行銷」與其溝通；年紀較輕，善於使用數位工具的這群人適合用「龍舌蘭行銷」。 

1. 薰衣草行銷： 

 適用心理年齡：45 歲以上。 

 溝通方式：緩和漸步式溝通，盡量陳述該產品或服務，對消費者的利益以情

感取代視覺衝擊，致力於拉近彼此的距離。此類的溝通方式不會以過關考驗

或是以太炫目的動畫來吸引注意，取而代之的是以簡單易懂的活動或廣告，

讓對於電腦比較有距離的群體能夠很容易的接受行銷訊息，以達到網路行銷

的目標，就像薰衣草令人放鬆一樣，在無形中接受舒緩的溝通，以增加對品

牌或產品的好感度。 

2. 即溶牛奶行銷： 

 適用心理年齡：25~45 歲。 

 溝通方式：要特別強調好處與即刻的利益，以贈送好康的訊息來吸引注意是

有效的方法之一，在設計行銷訊息的時候，必須要注意到個人化的服務及尊

榮般的享受，由於這群人也是創意擴散曲線中的創新者及早期接受者，他們

的意見很可能會影響到其他的同伴，所以這些好處必須要引起共鳴，使他們

轉寄給好朋友，就如同即溶牛奶一樣，即泡即喝、營養看得到。 

3. 龍舌蘭行銷： 

 適用心理年齡：25 歲以下。 

 溝通方式：以「誰 厲害，我來挑戰」的酷炫點子引起注意，讓他們覺得行

銷溝通的方式既刺激又能產生聚眾的誘因，就跟點一杯龍舌蘭，一飲即盡的

痛快感受久久難忘一樣，讓這一群年輕學子注意到品牌及產品，並且呼朋引

伴一起參與，在適當的時機透過社群的經營跟鼓動是更能加強效果。 



   

4-13 

Chapter
網路行銷的基本概念

T（Target Market）選擇目標市場：在區隔市場之後，必須選定適合的目標對象，

依照目標對象所喜愛的網路媒體跟網路溝通方式來決定行銷內容，在選擇市場的時候，要

注意到三件事情，第一是此市場的網友人數必須夠多，有足夠的數量達成行銷目標；其次

是此市場是否是行銷人員比較有資源去掌握，或者有可能在這些市場中表現出眾； 後要

注意到所選擇的市場是否己經有許多類似的網路廣告在攏絡這些族群，溝通對象是否容易

轉移注意力，也是要考慮的因素。 

P（Positioning）行銷定位：行銷的訴求必須要有良好的定位，再根據這個定位選擇

適合表現的文案內容，而定位通常會透過一個標題或營造一些氣氛來達到，在網路行銷時

找一個明確又響亮的定位尤其重要，因為茫茫網海中，要讓網友記住訊息十分不容易，

好能具有話題性，或具有新聞報導性。例如第一章所提到的 LG 夢想樹的案例中，「夢想

生活 LG 為你實現」，就是符合 LG 企業定位「Life is good」的網路行銷定位方式，又能

吸引網友談談自己的夢想生活。定位會決定整個網路內容的氣氛與格調，也會決定網路行

銷宣傳時的口號。 

 

4.5  網路行銷的 4P 策略 

網路行銷的 4P 策略要隨著市場變化及科技發展而調整，相對於傳統行銷，網路行銷

具有數位化及即時互動的特性，因此，市場敏感度的加強，以及對科技知識的瞭解，是網

路行銷人員每天必做的功課。 

產品策略：在網路上除了違法跟禁止販售的產品之外，幾乎任何產品都可以在網路上

買賣，而在網路上銷售產品的時候，差異化更是十分重要的要素，因為在廣大網海中，要

使網友找到產品訊息，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所以商品的設計就十分的重要。在網路拍賣的

早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產品都可以拿來拍賣，例如：用過的牙籤、女生的美腿，甚至一

場特殊的約會都可以在網路上拍賣，雖然這些商品行銷噱頭的成分比較高，但是也告訴我

們一件事情，網路上面無奇不有，只要你有創新想法或產品都可以在網路上面一展長才。

也就是這樣的原因，網路上創造很多特別的產品以及年輕的創業家，我們在前面提到符合

Web 2.0 精神的社群人脈網站，就有很多嶄新的服務，都在一個不經意的需求或靈光乍現

的剎那被發展出來。 

在產品獨特性的創造方面，網路上各有巧思，例如網路上的「餅乾先生」劉書豪，四

百包餅乾在十秒之內全數售出，就是因為賣的是 NG 餅乾，雖然是破碎餅乾，味道一樣好。

他出身糕餅之家，父親從經營喜餅工廠，家中的西式喜餅由日本進口，運到台灣後再分裝

成禮盒，過程會有碰撞，而過去這種賣相不佳的餅乾不是扔掉便是寄回日本換貨，但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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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不敷成本，丟掉太可惜，他於是突發奇想，重新包裝拿到網路上賣，在拍賣網站中大

受歡迎，連帶也為家中事業加分。餅乾先生曾推出 有名的商品是雲頂餅乾，取名「雲頂

餅乾」，意思是「要像在雲端上一樣地幸福」。雲頂餅乾其實是將喜餅中的小餅乾分裝成

一小袋，以較便宜的價格銷售，由於口味多，再加上吸引人的名稱，頗受到消費者喜愛。 

價格策略：網路上面銷售的產品價格通常會比實體通路來的便宜，由於消費者會認知

到廠商應把省下來的通路費用直接回饋給消費者，所以許多 3C 產品在網路上的訂價可能

就比實體通路賣得便宜。另外，有許多網路獨賣商品，在沒有實體通路的比較之下，價格

的訂定較具有彈性。例如風行一時的團購美食黑師傅捲心酥，逐年增加每罐售價，依然搶

手；而「阿舍乾麵」是因為一包才賣十塊錢，醬包口味不錯，物超所值引起了熱烈的訂購，

雖然要等七個月才能出貨，消費者仍甘之如飴。 

通路策略：網路為產品的銷售管道提供了另一個有效率且方便的途徑，許多原以實體

店面為主的公司也在網路上進行電子商務，而有許多的賣家沒有實體店面也能夠在網路上

面創造自己的事業，例如透過自設商城、在網路購物商城開設店面，或者加入網路拍賣，

把產品以多樣的網路管道銷售給消費者。另外也有些網路賣家則是在產品受到極大的歡迎

之後，才開設實體店面，這種虛實合一的通路策略，各有巧妙不同。例如：易遊網以及台

南的依蕾特布丁，都是先在網路上打響名號，才在實體通路設立店面。而香帥芋頭蛋糕則

是先有實體店面，在網路上銷售而爆紅。 

推廣策略：如同前述的網路行銷運作模式所示，網路上的推廣方法很多，網路的出現

並不會全然影響傳統媒體的行銷推廣，相反的，網路的行銷推廣可與傳統媒體相互整合，

更能得到較佳之行銷效果。網路上廣告與宣傳手法可有下列的形式： 

1. 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的合作  

 懸疑式：結局未定、訊息未完全講完，上網看結局。 

 名人代言式：以知名代言人引起注意。 

 人氣票選式：在傳統媒體廣告，讓觀眾上網參與票選。  

 關鍵字：廣告直接以「請上網搜尋：xxx」訴求。 

 活動互動式：配合實體活動的舉辦。 

 整合行銷式：一致的訴求重點，虛實媒體整合為一。 

2. 發揮網路媒體特色  

 好康式：送贈品、折價券、對獎等優惠訊息。  

 遊戲式：舉辦網路遊戲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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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式：影音、文字、Banner Ad、Crazy  Ad、關鍵字廣告等。 

 專案式：與網路媒體專案合作，把行銷主題與媒體特色結合。  

 置入式：運用社群媒體做置入行銷。  

 議題式：訂定議題，進行口碑操作。 

  

4.6  有效的網路行銷操作 

網路行銷並非只為了品牌曝光，或與消費者互動，或只是想創造話題， 重要的是達

成到當初進行網路行銷的預設目標，這些目標依產業及規劃目的之不同而互異，例如銷售

額的成長、會員人數的增加、品牌好感度加強等，才是有效的網路行銷操作，以下的幾個

原則可供網路行銷規劃時之參考： 

1. 以顧客為中心  

 深耕顧客價值，建立以顧客為中心的資料庫系統。  

 活動的設計以能夠提供開放討論、集體創作、經驗共享為原則。  

 進行分眾行銷，網友也需要依不同族群給予適當的對待。 

2. 傳遞品牌承諾  

 找出目標對象慣用的網路工具，做好溝通，提供承諾。  

 在網路行銷中，不斷的重複品牌，而且創意要跟主題相關。  

3. 串連人脈網絡  

 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在虛擬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

距離更為縮短。  

 讓網友發揮傳播的力量，善用口碑行銷，主動將品牌經驗傳給他的人脈網絡。  

4. 享受品牌體驗  

 讓顧客在親身體驗中，與品牌之間產生關係自然強化的效果。  

 不但要有黏性，還要有聚合（Syndication）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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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分隔理論 

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說法，可能源於六個自由度的說法 

（Six Degrees of Freedom）。1967 年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Stanley Milgram 根

據這概念做過一次連鎖信實驗，嘗試證明平均只需六個人就可以聯繫任何兩個互

不相識的美國人。 

微軟的研究人員 Jure Leskovec 和 Eric Horvitz 過濾 2006 年某個單一月份的 MSN

簡訊，利用 2.4 億使用者的 300 億通訊息進行比對，結果發現任何使用者只要透

過平均 6.6 人就可以和全資料庫的 1,800 億組配對產生關連。48%的使用者在 6

次以內可以產生關連，而高達 78%的使用者在 7 次以內可以產生關連。 

可是，超過 30 年來這個理論所謂的人際連繫網仍然有所爭議。從論文發表至今有

關這方面的研究很少，不過，在應用層面方面卻很多，特別是保險及傳銷業的從

業員。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4.7  個案分析：實體商店開幕網路行銷-UNIQLO 

日本最大平價國民服飾－UNIQLO 

UNIQLO 是日本平價的國民服飾品牌，是很多人每到日本必逛必買的服飾品牌，已

經變成一種平民的時尚，但 UNIQLO 在美國及英國的社群行銷卻早於日本數個月，美國

http://www.facebook.com/uniqlo.us 約 於 2009 年 9 月 即 已 成 立 ， 英 國

http://www.facebook.com/uniqlo.uk 約於 2010 年 6 月成立，日本則直至 2010 年 9 月初才

成立粉絲頁。UNIQLO 非常成功的運用了網路的社群力量來宣傳品牌及當地的促銷活動，

使用超低的折扣或是優渥的獎品來吸引網友，並在網站中加入趣味性及挑戰性，讓網友們

號召 Facebook 及 Twitter 上的好友一起參與，以達成獲得低折扣或贈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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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殺價的行銷手法－UNIQLO LUCKY COUNTER  

"More Tweets, Lower Price"、 "Tweet For Treat!"，「越多的 Twitter 貼文，越低的

價格！」 

 

UNIQLO 活動網站頁面 

進入活動網站中，可以點選任一件衣服並且推到 Twitter 中，越多人推的衣服，這件

衣服的折扣越多，並且可以看到每一件衣服的原價、目前的折扣及售價，當你參與這個集

體殺價的活動推到你的 Twitter 時，會看到系統出現「因為您的努力，價格降了多少」的

訊息，再從每 6 則 Twitter 貼文抽出一名得獎者，並在活動結束後憑著系統發出的序號在

商品上線日購買，前 100 名就能夠享有 後的優惠價格。 

這種集體殺價的方式在社群網站流傳得很快，用揪團的概念，越多人參與折扣就越

多， 後 低的折扣衣服殺價到 3.3 折，雖然 後並非每個人都能夠得到優惠折扣，但已

經成功的達成品牌宣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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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遊戲得到的折價行銷方式-UNIQLO LUCKY MACHINE 

 

UNIQLO 遊戲頁面 

UNIQLO 用日本人 愛的小鋼珠遊戲來吸引網友的參與，原本有 3 顆鋼珠，可以透

過「BROADCAST ON FACEBOOK」或「TWEET THIS」來邀請 Facebook、Twitter 上

的朋友一起加入遊戲，便可增加遊戲中的球數，越多的球數越有機會得高分，並在遊戲結

束後獲得折價券及系統發出的序號代碼，即可前往 UNIQLO 的 UK 線上購物網站使用所

得到的折價券！這種透過遊戲的方式不但增加趣味性，還可在社群網站中與朋友互動及競

賽，很容易在社群網站中快速的流傳。 

 

得到折價券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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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灣人為之瘋狂的排隊行銷 

 

UNIQLO 台灣活動網頁 

UNIQLO 在 2010 年 10 月 7 日正式進軍台灣市場，其統一阪急百貨台北店於信義計

劃區開幕之前，舉辦了網路排隊活動，只要擁有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帳號，就可以到

UNIQLO 的台灣網站參加虛擬排隊的遊戲，讓網站上的人物幫你排隊，並且有機會獲得到

日本旅遊或是限量商品，網站的設計十分可愛，進入網站後只要按「Join us」即可參與排

隊，畫面會從 UNIQLO 的門口沿著長長的排隊人龍飛快的移動到現在排隊 尾巴的位置，

並且顯示目前排隊的人數、距離開幕的時間，接著可以選擇幫忙排隊的人物以及搭配的服

裝， 後連結至 Facebook 或 Twitter，不限次數，且在整個隊伍中可以去點選每個人，可

以看到每個人選的代理排隊人物及留言內容。2010 年 9 月 3 日當日中午在短短幾小時內

已經衝破 3 萬人排隊，到 9 月 24 日已經破 30 萬排隊人數。 後到了開幕當天已有 634,354

人次參加。 

獎品本身雖然非常吸引人，但數量有限，在這種的情況下還是有一堆人去參加了這個

網路排隊，所以後來 UNIQLO 也視情況再加碼獎品。活動開始當天在 Facebook 上面造成

了極大的轟動，有很多人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好奇心使然，也就跟著點到網站中，去看看

到底是什麼有趣的活動。除了網站真的非常可愛以外，還可以在塗鴉牆上發佈的號碼牌來

比較看看，你在朋友中是不是動作比較快拿到的！不過不管排多後面都有機會拿到獎品，

因為是採用亂數抽獎的機制。 

這種排隊行銷在台灣相當成功，因為台灣人有排隊的喜好，姑且不論獎品的數量或內

容，已經成功的讓 Facebook 及 Twitter 上的眾多網友知道，有趣的是，台灣的 UNIQLO

在開幕的當天，UNIQLO 的店門口也真的造成了長長的排隊人龍。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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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行銷的未來發展

10.2  行銷應用與傳播趨勢 

如同本書第一章所談，4P 已逐漸向 4C，再到加入社群概念的 5C 行銷，而未來在網

路上的溝通方式更因各項科技的應用起了革命性的變化。在產品訴求方面，過去，我們強

調產品能符合顧客的需求，但現在行銷溝通最好能引起顧客對產品的渴望；過去，在價格

訴求方面，強調 CP 值（Cost /Performance），現在強調透過網路行銷與顧客共創價值；

過去，在通路方面，強調商圈評估與通路拓展，現在必須再加上虛實整合的通路運用；過

去，在推廣方面，要積極的進行行銷推廣組合，現在的行銷傳播要能以創造美好的經驗促

成口碑宣傳，藉助網路力量，讓小資源也能立大功。網路行銷的應用隨時在改變之中，沒

有標準答案，只有密切注意行銷趨勢及市場變化，才能有更好的行銷成效。 

我們的生活已離不開科技，也早已活在雲端之下，為了更美好的生活，科技發展讓生

活的各項需求更為便利，行銷溝通方式也因商務發展越來越多元化，圖 10-1 結合了雲端

生活、SoLoMo 模式（Social-Local-Mobile，詳見第二章 網際網路發展與網路人口特色），

以及生活中會接觸到的科技工具與行銷廣告的置入，雲端生活與行銷的結合越來越豐富。 

 

註：LBS（Local-Based Service，適地性服務） 
AR（Augmented Reality，擴增實境）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場通訊） 

圖 10-1  雲端生活與行銷應用 

以下我們就以圖 10-1 為基礎，分別探討行銷應用與傳播趨勢。 

多螢幕並用的生活方式 

在一雲多螢的時代中，每個人身邊都包圍著多種螢幕，隨身攜帶的手機、皮包內放的

平板電腦、坐在沙發看的電視、工作時的電腦，我們不會只專注於單一螢幕。美國超級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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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就是一個多螢並用的最佳案例：當人們透過電視看轉播時，還可以一邊用電腦查看工

作上的 email，一邊用平板在社群媒體上發布比賽戰況，同時還用即時通訊跟朋友聊天，

我們所使用的螢幕將會越來越多，未來像 Google Glass 這一類的穿戴式裝置，也是一種

螢幕，我們不會只在電視上看廣告，而會透過各種螢幕接觸各類的廣告訊息。 

eBay 看到了商機，在美國推出了 eBay 的「Watch with eBay」」功能於 iPad 應用中，

當消費者在 App 下載此應用程式後，輸入美國郵遞區號並選擇有線電視服務商，此應用

程式會判斷位置，顯示此刻播放的電視節目列表，消費者就可以進入正在觀看的節目，瀏

覽 eBay 上所有與這個節目有關的商品，這即是把電視節目跟購物連結一起，看電視螢幕

也看平板電腦螢幕。 

IntoNow 是一家只有 7 個人的新創公司，所發展出來的打卡（check-in）功能，讓人

們可一邊看電視，一邊對電視節目或廣告打卡，其後端累積了大量比對用資料，用聲音做

比對，上線僅 12 週，就被 Yahoo!高價併購。百事可樂就曾經運用此功能，在 Pepsi campaign

中，只要是前 5 萬名在「百事可樂大聯盟球賽篇」廣告中 check-in 的人，就可以在連鎖超

商免費換取百事可樂一瓶，讓電視廣告多了一個互動的玩法。 

大數據（Big data）與精準行銷  

Big data 也稱做巨量資料，在網路變革的背景下，從原本僅是 Google 等相關科技業

者鑽研的技術項目，到現今對雲端及消費者資料探勘的重視，而成為重要話題。企業對於

消費者的瞭解愈多，就愈能做精準式行銷，就如同第九章顧客關係管理所言，資料分析有

助於洞察消費者，可在互動中找出更有價值的資料，而加以適時對應與行銷，創造商機。 

美國紐約時報在 2012 年的一篇報導，指出美國第二大百貨集團 Target（塔吉特）的

精準行銷，居然做到在父親發現女兒懷孕之前，就已經先分析出女兒懷孕的事實。紐約時

報採訪其分析師 Andrew Pole 時，分析師舉了一個實際案例：某位憤怒的父親衝進塔吉特

向店經理抱怨為何寄關於孕婦裝、育嬰相關用品的優惠券給他的女兒，店經理瞭解之後一

再道歉，但在第二次電話中，該位父親不好意思的說，與女兒深談後，女兒真的懷孕了。 

塔吉特是如何做到比父親更早知道女兒懷孕呢？Andrew 分析了塔吉特的會員行為資

料，歸納出 25 種孕婦會購買的商品，並依照這些商品訂出懷孕指數，經由這些指數再與

會員基本資料比對分析，判斷女性消費者是否懷孕，以及預產期，而在懷孕 6 個月時，寄

出育嬰用品相關優惠券。自從塔吉特開始做精準行銷之後，8 年期間，業績由 440 億美元

成長至 67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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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後來由於尊重個人隱私權，塔吉特改變了精準行銷的方式，在為這些孕婦客製化

廣告的同時也混搭一般商品，畢竟消費者對於自己的資料如透明人一般的被解讀，也會有

疑慮。由此可見，精準式行銷固然重要，但企業在評估巨量資料所衍生的機會的同時，也

需建立與顧客之間的信任關係，以及使用適合的技術及系統，並檢視己身的商業模式，方

能順利的在數據中淘金。 

O2O 與 SoLoMo 整合行銷 

O2O（On-line to Off-line）模式，是指在網路上（線上，On-line）行銷溝通與購買，

帶動實體（線下，Off-line）經營及消費，O2O 透過網路上提供訊息、折扣優惠、服務預

訂，以及商品購買等，由線上及線下的緊密結合，帶動整體流量與業績，團購及線上優惠

券就是最好的例子。 

由於在網路上的行為分析及顧客關係管理，使顧客的需求更容易被瞭解，進而能掌握

精準目標客群，而線下的多元接觸，不但能有效監控行銷效果，也能增加品牌認同。美國

行銷網站 Marketing Land 曾公佈一項數據：「91% 的人會因為線上體驗而去實體店面」，

TrialPay 創始人兼 CEO 也舉例，雖然美國的電子商務已十分發達，但到實體店面的消費，

例如咖啡廳、酒吧、餐廳、健身房、髮廊、加油站、水電工、乾洗店的消費比例仍佔了收

入的 92%。可見有許多實體的接觸是無法經由網路達成，而網路的社群行為，也無法由線

下來取代，於是 O2O 虛實整合，會成為未來的行銷模式也就十分明顯了。 

另一方面，拜科技之賜也使 O2O 模式更容易達成，例如 App Store、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適地性服務）、QR Code、AR（Augmented Reality，擴增實境）、RFID、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場通訊）、3D 互動等技術的成熟，再透過第二章所

述 SoLoMo 的綜合運用，行銷人員可發揮的舞台更寬，新創事業的獲利模式也更多元。 

O2O 與 SoLoMo 相互運用的例子很多，試想這樣的畫面：某位女士經由社群分享，

在網路上以運用 3D 互動的虛擬試衣間試穿新衣，試穿滿意就可以把喜歡的衣服放入虛擬

購物車，接著因手機已事先下載該公司的 App，所以收到相關優惠訊息 QR Code，只要

到實體店面展示 QR Code 取貨就可以享有優惠折扣，同時間在店面看到一隻可搭配的鞋

子，試穿之後也一併購買，之後再把親身的經驗分享在 Facebook。O2O 可配合 Social 

Media、LBS 適地性服務，以及 Mobile 行動網路，達成線上體驗，實體享受服務的購物

經驗。 

在中國大陸，在 O2O 的佈局方面也加快腳步，百度正打造以地圖為中心的生活服務

O2O 平台，阿里巴巴集團也在 2013 年入股高德地圖，使淘寶地圖服務更完善，騰訊也已

經簽約一些零售商，開展線上線下的整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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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 成為潮流 

App Store 即為 Application Store，此處的 Application 是指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行動裝置使用者可透過無線網路連上行動應用程式商店，免費或付費下載

使用行動應用程式。行動應用程式商店除了可透過網頁瀏覽器如一般網路商店般瀏覽與交

易外，通常亦製作有專屬的 App，讓使用者能一鍵進入，介面也較網頁更方便。首先採用

此商業模式的廠商是美國蘋果電腦公司針對其行動裝置  iPhone、 iPad 經營的「App 

Store」。之後 Google 也隨其行動作業系統 Android 一同推出自行經營的 App 商店 Google 

Play。App Store 以及 Google Play 是目前營收和下載量的前兩大 App 商店。其他經營者

包括微軟公司（Microsoft）、黑莓公司（BlackBerry）與亞馬遜公司（Amazon），以及

Android 裝置廠商，如三星電子等。有一些 App 是免費的，有些需付費，也有部分是採取

初階版免費，如需進階服務則需付費，通常來說，免費的 App，可能會置入商業廣告，付

費程式的收入由行動應用程式開發商與 App 商店經營者拆帳，App 商店通常收取收入之

20%-30%的費用，有些則是額外收取註冊費或年費。 

LBS 的應用 

LBS（Location-Based Service）是以地理位置為基礎而提供的行動服務，又稱做「適

地性服務」，或是「基於位置的服務」。這項結合衛星定位系統（GPS）所創造的服務，

原先使用在緊急救援或對企業外勤人員的管控，可透過此服務找到一個人或事物的位置，

現已隨著智慧型手機使用率快速成長，LBS 逐漸融入消費者的生活，消費者不但可以分享

旅遊景點或藉此瞭解路況，企業也可透過此服務傳送廣告給消費者。美國已經有許多以

LBS 服務為核心概念的社群網站，例如 Foursquare、Gowalla 等，LBS 的龍頭 Foursquare

更在 2011 年宣布他們已達成 10 億次的簽到（check-in），而且在美國早已發展出多種行

銷手法，最有名的就是結合當地店家及時提供消費優惠的服務。在台灣，Facebook 的打

卡（check-in）也相當受到歡迎，當消費者透過手機打卡時，就可享受優惠，並且透過社

群分享訊息，等於幫店家做廣告。LBS 的服務還不僅於此，其他廣泛的應用方面，還可以

包含定位追蹤、交通旅遊的地圖導航、查詢定位資料、社群交友推播式廣告，以及遊 

戲等。 

QR Code 的應用 

QR 碼是二維條碼的一種，英文「Quick Response」的縮寫，即快速反應的意思，源

自發明者希望 QR 碼可讓其內容快速被解碼。1994 年由日本 Denso-Wave 公司發明，比

普通條碼可儲存更多資料，QR 碼呈正方形，在 3 個角落，印有較小且像「回」字的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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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這 3 個是幫助解碼軟體定位的圖案，使用者不需要對準，無論以任何角度掃描，資

料仍可正確被讀取。 

QR Code 可運用在自動化文字傳輸，利用快速方便的模式，可以輕鬆輸入如地址、

電話號碼、行事曆等，進行名片、行程資料等的快速交換；或可運用在數位內容下載，在

海報或在帳單中列印相關的 QR 碼資訊供消費者下載，消費者透過 QR 碼的解碼，就能輕

易連線到下載的網頁；也可提供網址快速連結、電話快速撥號等；另外，也可作為商務交

易與身分鑑別之用，台灣高鐵超商取票即是採用 QR Code，在網頁上或名片上也愈來愈常

見到 QR Code。 

 

圖 10-2  QR Code 的圖形 

擴增實境的應用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是結合虛擬化技術來觀察世界的方式，

能結合實體與虛擬的圖像，並能搭配行動裝置、地理定位技術，在 iPhone 以及 Android

系統手機上，已經出現了不少擴增實境的應用。日本電通廣告公司在日本所進行的

iButterfly 實驗計劃就是一個例子，在日本的任何地方看到虛擬蝴蝶，可立刻使用 iPhone

對準蝴蝶進行影像捕捉，接著把它們蒐集在手機中，每一隻蝴蝶就是一張店家的 Coupon

券，如圖 10-3 所示，在不同地點所獲得的蝴蝶都不一樣，可自己留存也可以與朋友們分

享，此種設計除了增加使用者搜集的趣味性之外，也能促進商家的銷售。而台灣的房仲業

者也已經開始利用手機擴增實境在房屋搜尋功能上，未來相信有更多的產業運用 AR 與智

慧型手機定位來推出更多銷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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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OBILE ART LAB  

圖 10-3  ibutterfly 手機擴增實境 

RFID 的應用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無線射頻辨識系統），是一種無線通訊技術，

它可以通過無線電訊號識別特定目標並讀寫相關數據，而無需識別系統與特定目標之間建

立機械或光學接觸。 

無線電的訊號是通過調成無線頻率的電磁場，把數據從附著在物品上的標籤上傳送出

去，以自動辨識與追蹤該物品。標籤包含了電子儲存的資訊，數公尺之內都可以識別，與

條形碼不同的是，射頻標籤不需要處在識別器視線之內，也可嵌入被追蹤之物體之內。 

此種技術的運用十分普及，例如將標籤附著在一輛正在生產中的汽車，廠商便可以追

蹤此車在生產線上的進度；或是標籤也可附在牲畜與寵物上，以防寵物失蹤；也可以當做

身分識別卡，使員工得以進入有門禁的辦公室；又例如台灣的悠遊卡除了搭捷運、公車、

付停車場費用，還可以購物付款等，但由於這項技術可能會在未經本人許可的情況下讀取

個人資料，因此可能也會有隱私權的問題。 

NFC 的應用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場通訊，也稱做近距離無線通訊），是一種短

距離的高頻無線通訊技術，允許電子設備之間進行非接觸式點對點資料傳輸，在十公分之

內交換資料。這項技術由 RFID 演變而來，相當於一張採用 RFID 的 IC 卡。因此透過 NFC，

數位相機、PDA、電腦和手機之間都可以相互交換資料。對於手機或是行動裝置而言，

NFC 的使用比較方便，其耗電量低，並且一次只與一台機器連結，擁有較高的保密性與

安全性，如果用在信用卡交易時較能避免被盜用。台灣由國泰世華、中華電信與萬事達卡

合作，結合 PayPass 技術、NFC 技術等，提供消費者在有 PayPass 付款機制的商店進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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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上限為 3,000 元新台幣；高雄捷運也與中華電信合作，將「一卡通」服務導入手機應

用，為首張 NFC 手機交通票證。 

行動行銷與行動商務 

由以上的趨勢及應用來看，行動行銷已成為重要的行銷溝通及商務模式，行動行銷就

是讓組織或個人透過行動裝置或行動網路與目標對象溝通，以達成既定的行銷目標。伴隨

著手機、行動裝置，以及其他以無線通訊技術為基礎的移動終端設備，行動行銷成為不可

忽視的行銷方式，它可以融合各式行銷手法，例如微信行銷、社群行銷、資料庫行銷、巨

量資料分析，以及電子商務等，幾乎所有的數位行銷都脫離不了以行動裝置作為主要的溝

通工具。 

曾獲得坎城國際創意節首奬的 MINI Cooper Getaway Stockholm 2010 活動，就是一

個很好的例子，在行銷推廣活動中運用了行動行銷，結合了 App、LBS 等技術，只要參加

者使用智慧型手機下載活動 App，就可以在地圖上找到虛擬 MINI 的位置，如圖 10-4 所

示，當靠近此圖像約 50 公尺，就可鎖定 MINI，隨即會出現 Getaway 畫面，鎖定者就必

須趕快逃跑，因為其他參與者也可同時知道虛擬 MINI 的位置，而向它跑去，同樣的，只

要靠近 50 公尺，就有機會搶走虛擬 MINI，活動的截止日最後一個搶到且保留的人就能獲

得一台 MINI Cooper。活動結果，在 7 天內有 11,413 的用戶參與遊戲，虛擬的 MINI 在斯

德哥爾摩移動了將近 1,500 公里，每個用戶的平均參與時間達 5 小時又 6 分鐘，透過社群

媒體的報導，有來自全球 90 多個國家的人都關切了此遊戲。更重要的是在活動推出之後

的第一季，銷售量增加了 108%。此案例說明了行銷活動不再是與目標群眾互動溝通而已，

而是對於銷售量有實質的幫助。 

 

資料來源：坎城國際創意節網站 http://www.canneslions.com 

圖 10-4  MINI Cooper Getaway 活動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