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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5/25 行動商務與行動廣告-由 Cacafly 聖洋科技 Joanna 

幾年前曾邀請過，本次再次邀請到聖洋科技 Cacafly 的李中琪業務副總 Joanna 為大家上課。

Cacafly 在 5 年前最早拿下台灣 Facebook 的代理權，對臉書社群媒體廣告擁有深入的經驗。 

   

 
上圖:Jo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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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商務已成為主流，以臉書為例，大部份的流量都來自於行動。多瑩幕使用相當普遍，有 5

成的人同時使用多台裝置查詢相關內容。台灣人使用 FB 的頻率更是全球前段班，台灣總上網人

口為 1883 萬人，其中每天登入臉書的有 1200 萬，每月登入臉書的有 1600 萬，超過 8成。臉書

廣告的觸及效率也遠高於其他媒體。臉書與一般網站的串連程度也相當高，如 Google 統計，有

26%的流量來自於臉書。 

  

為了滿足使用者及廣告主的需求。臉書也不斷地改進廣告方案模式，及使用呈現介面。如去年

起，臉書強化了動態消息中的影片自動播放功能，使得過去 6個月，影片成長速度提升 40%，

也漸漸改變了一般人的影片的使用習慣。 

  

為達到不同的行銷目的，臉書不斷推出新的廣告方案，如為了便利廣告主獲得新客戶名單，臉

書推出了名單型廣告，不需外連其他網站，即可在貼文廣告中直接留下名單，大大提升了留名

單的效率。下圖說明不同行銷效果與廣告方案: 

  

 

 資料來源:上課講義 

  

一般人平均每天可消化約 300 則臉書貼文，因此每個人看到的廣告貼文的次數會被限制。由於

FB 的使用者採實名制，相較於傳統媒體，可依各樣的條件精準鎖定使用者及分析廣告效果。 

  

Joanna 也建議，行銷時盡量以說故事的方式，照片要有話題、內容與創意，不要以廣告 Banner

的概念來操作貼文，才能符合社群媒體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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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上課情形 

  

其他社群媒體還有 Instagram、Skype、及 Line TV, Spotify 等，各自擁有不同的忠誠使用族

群，像是 Instagram 台灣約有 300 萬的下載量，使用者多為 20 多歲之女性。Line TV 約有 300

萬下載量，擁有高畫質之視頻內容，也相當受到年輕族群的喜愛。這些新興的社群媒體也都有

對應的廣告投放方式，也值得關注。 

  

本次的課程相當棒，敬請期待下次的課程囉! 

撰寫 Rex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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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共享經濟與行動商務」課程，啦啦快送 Sherry 分享 

 

本次邀請到跨國新創電商公司:啦啦快送(lalamove)蕭詩慧行銷經理 Sherry 分享目前最夯的共

享經濟主題。Sherry 分享相當專業精彩，現場也有很棒的互動。 

  

  

 上圖:啦啦快送 Sherry 

  

 一、網路，讓分享共容易 

  

共享是人們相當熟悉的行為，從一起吃一盤冰到一起共乘車輛，都相當的常見。 

其實，共享經濟不是新概念，只是把既有的行為規模化/商業化。透過互聯網創新，產生新的商

務模式。「網路互聯網」及「行動上網裝置」的普及，讓資訊能夠快速、即時地連結整合，使

得傳統閒置資源得以透過數位平台被媒合使用，增加了供需互動的效率，降低交易成本，提升

服務品質。 

  

二、共享經濟的興起 

  

共享經濟這個名詞，從 2008 年 Airbnb 發跡以來，受到了廣的關注，其實國內外也有不少的共

享平台，最具代表的 Airbnb，讓人們分享家中的房間，創辦人當初的構想只是為了分攤自家房

租，目前已成為世界最大的旅館企業，市值超過 100 億美金，並且無擁有任何旅館不動產。Uber

是全球最大的租車公司，無自有車輛。TaskRabbit 為媒合勞力服務，EatWith 為家裡共餐平台、

中國的「滴滴」為出租車平台、「小猪」為旅館平台、「在行」為技能服務媒合平台，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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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o 共乘平台，好家菜為便當平台、Saihu(師傅台語)為技能交換平台、Hahow(學校台語)為

交學平台，Let＇s Ride 為摩托車共乘平台，都是代表的例子。 

   

三、啦啦快送的核心經營 

 「啦啦快送」以網路平台切入快遞服務，讓一般人都可成為快遞員，不需擁有自有員工，有效

利用路上數千台的機車與貨車，以網路平台媒合有送貨需求的人，目前已擁有數千家企業用戶

及快遞員。打破傳統快遞有下班時間的限制、與需要至轉運站集貨的限制，增加快物流效率。

概念如下: 

 

四、共享經濟的五大勢 

1.低門檻 

找到簡單的概念即可，如 Airbnb 與 Uber 都是非常簡單的概念，有概念就有商業機會 

  

  

2.可彈性擴張/零庫存 

零庫存的商業模式，讓規模可快速放大。如啦啦快送 2015 年 1 月開始時，只有 20 多個配貨員，

到目前數千個配貨員，公司的營運人數都相同，並無增加。業務規模的擴張並無帶來更多的公

司營運上的人員成本。 

  

  

3.競爭力價格 

共享經濟平台服務一般而言，價格較便宜。據調查，消費者使用共享平台的原因，第 1名是「便

利性」幸 78%，第 2名為價格有 68%，第 3名為服務品質為 55%，獨特性為 40%，口碑推薦為 33% 

  

4.提高就業機會/收入 

讓原本產業外的參與者，可以參與行業的運作。讓一般人可以出租房間，車輛服務，來增加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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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享經濟的 4大困難 

1.進入門檻低，但生存條件高 

由於進入門檻低，一般而言，平台的存活率不到 5%，如何訊息規模化是關鍵，也必須要有國際

市場的策略，如 lalamove 就在香港、大陸、泰國、台灣同時切入。期初的投入成本相當高，如

Uber 早期每一個司機的投入成本，估計超過 1萬元 NTD，啦啦快送也辦理了許多回饋促銷，來

吸引使用者。 

   

2.供需平衡 

當使用者到達一定的程度時，維持平衡也相當重要。例如暑假時較多學生打工，使得司機供給

端較多。目前啦啦快送快遞需求用戶方面，平均的訂單成功率約為 7成，有些較遠的訂單可能

沒有司機願意接單。司機供給端部份，尖峰時間約 3~5 分鐘就可接下訂單。接單的介面也相當

簡易。 

  

3.信任感的建立 

開放個人閒置資源需要彼此信任。如何用系統來加強信任感相當重要。常見的方法如:填寫完整

資料，強化共通點、評價機制、保險機制及教育訓練…等。 

  

4.政府和舊法規阻礙 

許多政府的法規尚未跟上，造成共享平台經營上的問題。 

  

共享經濟，讓閒置資源被活用，也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增強，更創造出原本沒有的業務與商務

模式，「分享」也可以是一門好生意。本次的課程演講非常精彩，敬請期待下次的課程囉~ 

  

 
上圖:上課情形 

  

撰稿 Rex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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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屆第 8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圓滿完成 

協會第 4屆第 8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於 105 年 6 月 22 日下午召開，感謝理監事們熱情參與。會議

中除了審查報表，也報告協會的工作進度，包括舉辦課程研討，推動會務運作及發展。理監事

們討論相當熱烈，對於未來課程及研討會議的方向提出了許多寶貴建議，彼此交流產業心得。

協會後續將發展聯絡相關單位，共同推動產業電商化。 

 

 

上圖: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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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大事紀 

２０１５年中國電子商務交易額突破２０萬億元   

2016 年 06 月 29 日  

 

新華社福州６月２９日電（記者黃鵬飛）在２９日舉行的第六屆ＡＰＥＣ電子商務工商聯盟論

壇上，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正式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報告（２０１５）》核心數據顯示，

２０１５年，中國電子商務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勢頭，交易額已達到２０．８萬億元，同比增長

２７％。 

    《中國電子商務報告》是２００９年起由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負責編寫的行業分析報

告，目前已成為國內唯一從整體視角反映中國電子商務發展特點、趨勢及政策方向的權威報告。 

    報告同時顯示，２０１５年，中國電商網路零售總額達到３．８８萬億元，同比增長３３

％，其中實物商品網路零售額佔社會消費品零售總額的１０．８％。電子商務與傳統產業協同

發展，已成為促進國內新經濟發展、帶動創業就業的重要引擎。 

    在跨境電商方面，２０１５年中國跨境電商試點城市已經擴大到１０個，各類示範管理措

施和優惠政策正不斷釋放改革紅利。２０１５年，中國跨境電商繼續呈現逆勢增長態勢，全年

交易總額達到４．５６萬億元，同比增長２１．７％。 

    在農村電商方面，２０１５年，全國農村電商服務站點已覆蓋１０００多個縣近２５萬個

村點，農村網購交易額達到３５３０億元，同比增長９６％，農產品網路零售總額１５０５億

元，同比增長超過５０％。 

    此外，２０１５年中國製造業領域電子商務採購和銷售普及率進一步提升，平均達到３７．

２４％，部分行業接近６０％。電子商務正在傳統製造業供應鏈上下游快速拓展。 

    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李鳴濤表示，當前電子商務已經成為國內“互聯

網＋＂行動的先導領域，網路零售進入“提質升級＂新階段，跨境電商、農村電商、製造業領

域等也都進入發展快車道，電子商務帶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成效開始凸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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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Pay 攻電子商務 台灣上線最快在年底 

卡優新聞網／溫子豪-2016 年 06 月 15 日 

蘋果 WWDC 2016(全球開發者大會)於台灣時間 14 日凌晨展開，主要提出 watchOS 3、tvOS、macOS

與 iOS 10 等 4 大重點，不僅新增 Apple Watch 全新錶面，OS X 也正式改名為 macOS，並加入

Siri 功能。同時，宣布 Apple Pay 即將上路的國家名單，而 Apple Pay 支付系統也將進入電商

網站，正式向 Paypal、MasterPass…等第三方支付服務宣戰。 

蘋果迷年度盛事，「全球開發者大會」在美國舊金山舉行，按照往例先由執行長庫克開場，首

先針對槍擊案邀請全場致哀，緊接著便進入新產品發表。主要有 4大重點，其中 WatchOS 3 提

升執行速度，增加更方便的操作模式，同時開發出全新錶面，具有緊急電話服務；tvOS 可將

iPhone 當成體感遙控器，並能以 Siri 搜尋平台上所有影片。 

原本設立在桌機上的 OS X 正式改名為 maxOS，最讓人矚目的是 Siri 首度進入 macOS 系統，協

助處理更複雜的工作，iCloud Drive 提供最佳化儲存空間的功能，讓用戶保留重要文件；iOS 10

則是 iOS 史上最大版本更新，不僅能操控智慧家電，Message 也增加動畫與貼圖效果，讓傳送

訊息變得更生動、活潑，更可瀏覽 Youtube 影片。 

當講解 macOS 時，也介紹了 Apple Pay「網頁支付」的全新服務，原本只能在實體商店消費的

Apple Pay，未來將支援電商網站，在購物時使用 Apple Pay 支付，並在 iPhone 上透過 Touch ID

或是 Apple Watch 授權完成交易，完全不須額外輸入卡號、帳號，完全「一鍵支付」。 

蘋果此舉猶如與同樣提供網路電商支付的業者正面對決，不僅客戶擴及全球的 Paypal 備受威

脅，就連萬事達卡力推的 MasterPass、中國大陸支付寶…等服務均成為競爭對手，也衝擊即將

在國內興起的第三方支付業者，如 Pi 行動錢包、Gama Pay…等，支付戰爭愈來愈火熱。 

另外，蘋果也宣告 Apple Pay 將於今(2016)年夏季進入法國、香港與瑞士，全球啟用 Apple Pay

的國家增至 9個。儘管台灣年初 Apple Pay 吵得沸沸揚揚，但金管會遲遲未開放收件下，勢必

無法趕上蘋果公司的夏季時程，「果粉」只能將希望放在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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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商務講堂 

 網路數位通路的時代來臨，數位電子商務發展快速，經濟日報報導，亞洲電子商務每年平

均成長超過 30% !! 面對快速的商業環境改變，您準備好了嗎? 

為協助運用網路行銷，掌握新時代，特別安排『2016 數位 e 行銷全攻略』系列課程，邀
請專家達人分享數位行銷新知及數位經營實務。主題分別為「數位行銷」、「行動商務」到「社
群行銷」，讓您前進網路電子商務不再困擾! 

 課程地點：犇亞國際會議中心，台北市復興北路９９號 6樓 D教室(南京復興捷運站出口) 

報名請上官網:www.afeca.org.tw 

 

時   間 主題 講師 

2016/8/10 (三) 
18:50~21:10 

社群行銷與內容行銷 
成功經營粉絲團建立品牌口碑！ 

 粉絲團如何做電子商務 
 有效的內容行銷與媒體採購 
 Facebook 之外還可以做什麼？ 

林晏廷  
生洋網路 

 

2016/8/17 (三) 
18:50~21:10 

社群經營創業實戰心法 
從料理與食譜看內容與社群操作 

 料理團購粉絲團經營心法 
 內容行銷，打造社群互動力 
 農產生鮮電商經營策略 

蕭上農 
iCook 愛料理 創辦人 

 

上課地點：犇亞國際會議中心，台北市復興北路９９號 6 樓 D 教室 (南京東路捷運站出口) 

更多事項：請電洽 02-27191289  #274 王健中 先生  rex_wang@foodchina.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