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24小時品牌行動服務
時尚精品App Sulotion

本簡報所使用照片僅供做示意使用



以人為本的360度品牌行銷

2011年台灣智慧型手機銷售量超越功能型手機
2010年平均5支手機即有一支是智慧型手機



行動媒體市場爆炸性成長

根據IDC（國際數據資訊）2011年第二季台灣手機產業調查季報顯示，台灣手機
總出貨量為197萬隻，與去年同期相比則成長了6%。2011年智慧型手機出貨量已
超越功能型手機。

市場研究機構IHS iSuppli預測2015年全球智慧型手機銷售量將可望高達10.3億支

媒體板塊急速轉移，行動上網加上LBS適地性服務、社群推介分享
正在改寫消費者購買行為…



2011智慧型手機使用者上看350萬人
台灣每天近5,500人改用智慧型手機

過去1年內台灣智慧
型手機用戶激增200
萬人，專家預測市場

將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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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費、傳播力驚人的

輕熟女

使用行為：

•用社群App和朋友連絡。

• .玩遊戲，聽音樂，看影
片

•愛嘗鮮，看到App下載
排行榜前十名就想下載
來嚐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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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庭消費決策者或

上班族

使用行為：

•處理公事，和朋友連繫

•生活與工作一樣重要，
對品牌有偏好，喜歡的
品牌推出App就會立刻
下載，以免錯過任何新
消息。

• LBS重度使用者，依賴
App搜尋周邊資訊與優
質店家

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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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成功的企業人士

使用行為：

•收發Email、商務用途為
主

•重視資訊時效，需要時
時check最新資訊，手機
的主動推播功能最深得
他心。

手機App改寫使用者行為

據BlogHER調查25% 媽媽們讓小孩在兩歲前接觸智慧型手機，
App已改變消費者習慣，指尖商機浪潮來臨，你準備卡位了嗎？



手機成為每天最貼近顧客的媒體

mobility office

TV

平面

廣播

網路

手機

office mobility evening WE

7-9 AM 9-1 PM 1-2 PM 2-7 PM 7-8 PM 8-9 PM 9-10 PM

資料來源：Sanoma Magazines Belgium, Mobile & Media Convergence

1.行動手機裝置經常不離使用者身旁
2.與其他媒體比較，行動裝置使用時間最長，且為專注力集中的時間點。

手機成為人體一部分，就連上廁所、睡覺，手機幾乎如影隨形



企業積極卡位行動品牌App

Web1.0，企業主單向推播訊息，網站依賴關鍵字與SEO卡位
Web2.0、3.0時代，社群互動當道，口碑從馬路轉戰網路，Facebook、Youtube大紅
Web4.0登場，Smartphone + Web + Social network ，人潮轉移，你準備好了嗎？

Web1.0

型錄網站

Web2.0

文字互動

Web3.0

影音互動

Web4.0

行動數位



打造專屬App

1. 24小時置入品牌印象
2. 提供24小時隨時隨地接收訊息服務

1. 透過訊息推播與更新刺激消費者行動
2. 結合LBS與社群分享功能與實用訊息，
刺激消費者行動



黃金團隊全力幫您打造App
A

pp
技術總監吉正然

台灣大學博士候選人

華碩電腦資深工程師

•2010: CES(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Innovations Award. 美國
拉斯維加斯消費性電子展創新
獎

•2010: Top Papers of Student 
Paper Contest for the Mobile 
Future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Intel)
•2008, 2009, 2010: Taiwan 
Excellence Awards (COMPTEX) 
台灣精品獎

•2010: 1st prize of the Biotech R 
& D results and the business of 
strengthening integration 
project by Taiwan government. 
生技醫藥研發成果整合強化及
商化促進計畫第一名

•2010: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elects our patents 
and show in 2010 Taipei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Show & 
Technomart. 專利受邀參加
2010 臺北國際發明展

M
ar

ke
t 網路行銷顧問師鄭淳甫

台灣網際網路研究行銷協會
理事長

台中市電子商務協會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網路
行銷顧問師

中國生產力中心行銷顧問師

Yahoo!奇摩搜尋行銷顧問師

鼎鈞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總經理

•台南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
輔導案

•中國生產力中心松柏嶺商圈再
造計畫輔導案

•客戶案例：美利達、創世基金
會、馬可先生健康烘焙坊、六
角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黑
面蔡、藍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三顧茅廬、玩媒體股份有限公
司、阿布丁丁、美商英瑞其股
份有限公司、由鉅建設、台中
市基督青年教會(YMCA)...

Se
rv

ic
e 雲端技術總監葉俊緯

台灣大學資訊多媒體研究
室碩士

Section Manager, Dept. of 
Personal Mobile Device, 
Asus

Senior Programmer, 
Interserv International Inc.

Manager, Dept. of Personal 
Mobile Device,Richi
• Mage Knight (PC), a MMORPG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Role Playing Game) published by 
Bandai-Namco
•Iron Phoenix (Xbox), a Xbox Live 
fighting game published by 
SEGA
•2010:Managed a 7 people’s 
team which owned 4 different 
applications: contacts, calendar, 
email and EAS (Exchange 
ActiveSync) on garmin-asus A50 
Android phone

整合軟體、行銷、雲端技術10年以上業界經驗之黃金團隊，
提供全方位Smart phone solution！



Web 
EDM

大眾媒體
戶外媒體

社群口碑
新聞行銷

APP市集
下載排行

品牌App納入企業行銷通路一環

http://qrcode.kaywa.com/img.php?s=8&d=http://www.topscene.com.tw/�


企業需要虛實整合的App

App Icon /
歡迎頁

App推播ˇ

資料庫同步
(網路後台)

優惠訊息

最新消息 網頁或後台資料 社群分享

活動訊息 網頁或後台資料 社群分享

品牌介紹
網頁或後台資
料或對外連結

營業據點 兩種瀏覽方式

地圖瀏覽 據點介紹(map)

清單瀏覽 據點介紹 社群分享、打卡

相本
網頁或後台資
料或對外連結

社群分享

CF影片
網頁或後台資
料或對外連結

產品型錄 商品分類頁面 介紹頁面 社群分享

購物中心 對外連結

粉絲團 對外連結



顧客下載App開始接收訊息

App Icon將品牌
放進顧客口袋

歡迎頁播放同
時下載資料，
縮短顧客連網
等待時間

使用者透過app store / android 
makrt / Qrcode / edm..等下載App

http://qrcode.kaywa.com/img.php?s=8&d=http://www.topscene.com.tw/�


顧客下載app開始接收訊息

功能規格：

 優惠訊息：結合web後台，隨時更新資訊，每則

訊息可分享至社群網站或mail通知朋友。

 品牌介紹：品牌理念及基本介紹

 商品型錄：以相本模式全螢幕瀏覽

 營業據點：結合LBS功能，瀏覽營業據點位置

 CF影片：連結至youtube觀賞影片

 照片：活動及代言人照片

 粉絲團：結合Face book社群分享討論

 購物中心：連結至網路購物平台(yahoo購物中心、

樂天市場、Pchome商店街、momo購物…等)



行動推播，主動投放訊息

不需要再使用簡訊通知使用者及會員新

活動，藉由 A P P ，新消息一發佈後，訊

息隨即會出現在使用者手機畫面，既方

便又快速，並可以減少大量的簡訊費用。



優惠訊息，隨時掌握第一手活動資訊

以列表方式清楚呈現，進入後可查看完整資訊

利用分享功能，透過社
群網站或E-mail將此優
惠或資訊告訴朋友



品牌介紹

點選項目按鈕後可以查看完整資訊，並可將此訊息「分享」至塗鴉牆告
知朋友們；聯絡我們以mail方式將使用者的問題寄至連絡人信箱

利用分享功能，透過社群
網站將此訊息告訴朋友

以mail方式寄至
連絡人信香



商品型錄

進入可依需求選擇商品分類，點選進入以縮圖方式瀏覽

利用分享功能l將
此商品分享給朋友



營業據點

結合LBS功能，以地
圖模式或清單瀏覽據
點位置，點選後可進
入該據點詳細介紹畫
面，使用打卡功能可
以把目前所在的店家
位置公佈給朋友知道

打卡後將會在社群
網站發佈自己所在
的據點位置



廣告影片

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youtube、 I‘m Vlog、 Xuite…等)
並可使用E-mail和Facebook分享出去

http://briian.com/?p=1112�
http://briian.com/?p=1112�


照片瀏覽

以相本模式全螢幕瀏覽

利用分享功能l將
此照片分享給朋友



粉絲團

連結至網路購物平
台（Yahoo購物中
心、樂天市場、
Pchome商店街、
m o m o購物…等 )

連結Facebook粉絲
團，讓使用者能在
上面討論及分享



謝謝觀賞 誠摯邀請您成為下一個鍍金品牌


	投影片編號 1
	以人為本的360度品牌行銷
	行動媒體市場爆炸性成長
	2011智慧型手機使用者上看350萬人�台灣每天近5,500人改用智慧型手機
	手機App改寫使用者行為
	手機成為每天最貼近顧客的媒體
	企業積極卡位行動品牌App
	打造專屬App
	黃金團隊全力幫您打造App
	品牌App納入企業行銷通路一環
	企業需要虛實整合的App
	顧客下載App開始接收訊息
	顧客下載app開始接收訊息
	行動推播，主動投放訊息
	優惠訊息，隨時掌握第一手活動資訊
	品牌介紹
	商品型錄
	營業據點
	廣告影片
	照片瀏覽
	粉絲團
	投影片編號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