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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集科技行銷有限公司

•系統開發公司:客製化系統開發/WEB系統/Facebook

API串接程式開發/APP系統/購物系統…等

•這兩年在 Facebook 邀約下,成立專門 網路行銷部門

由FB分析數據與工具, 我們規劃粉絲團經營、

製作相關APP應用程式並幫客戶下廣告!

•於今年由 GOOGLE 邀請成為夥伴計畫一員.

http://www.cloudthi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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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務項目介紹」

方案 經營方案 內容 時間 費用

A
電子商務與
行動商務整合

1.客製化建置: Web3.0網站建置,行動
商務規劃與APP建置

建置期間3個月 約20~50萬元(未稅)

2.套裝模組: 獨立網站 + 獨立手機版
網頁 + 獨立APP購物系統

建置期間1個月 月租計價
每月2~4000元

B 搜尋引擎最佳化
關鍵字規劃,網站內容優化,網路數據
分析

長期 每月3~5萬元(未稅)

C
行銷規劃建議

定期檢視貴公司網路行銷方案與提供
建議(包含廣告採買執行建議,社群行
銷執行建議,線上活動執行建議)

長期 每月1萬元起

D
社群行銷

包含Google與FB廣告採買,各論壇曝光,
異業合作,線上活動規劃、APP活動程
式執行、追蹤與成效分析

6個月一期 每月10~30萬元起
(未稅)

E
廣告採買

Google AD 與Facebook 專業廣告採買,
人工方式調整與報表輸出

1個月一期 廣告5萬元為一單位
(僅收取20%操作費)

F
整合行銷專案

購物網站建置,行動商務規劃與建置,
APP活動程式執行,關鍵字規劃,
追蹤與成效分析,社群行銷,
Google與FB廣告採買,各論壇曝光,
線上活動規劃,異業合作執行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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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您省下許多不必要的浪費

專業的系統開發與整合行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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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世代(M-Generation)的四大特徵：

1.「機不離身」

2.「多螢互動」

3.「社群互動」

4.「行動購物」

你準備好迎接行動世代了嗎？
FIND調查：近50%人口持有智慧型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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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2013年擁有平板與智慧型手機人口有1053萬]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300萬人

網路行銷，社群影響了消費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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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優化設計」

我們的網站規劃(客製化購物系統;套裝購物系統)
搭配(響應式網頁設計or獨立手機網站)
支援任何行動裝置瀏覽

網站內容以品牌形象,活動訊息, 商品資訊並與USER互動為主,增加消費
者的黏度與掌握忠誠度.

HTML5、智慧型手機瀏覽設計

P.6http://demo.teamsart.com:8092/store/index/



手機網站/立即購物
APP 商店購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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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亂槍打鳥

資策會MIC調查民眾的網路口碑需求，
發現8成網友在購物前會先透過網路搜尋相關口碑訊息，
網友最信任來自親友的口碑推薦，名人推薦則是最低。

MIC為瞭解網友消費模式，以及網路社群口碑，蒐集2187份樣本，發現高達81%
的網友在購物前有先透過網路搜尋產品口碑訊息的習慣，網友搜尋的口碑管道
以社交網站（45.8%）、討論區（44.7%）及部落格（33.1%）最多。

網友信任口碑裡，最信任的還是家人親友，高達77.7%相信家人親友的推薦，
社交網站朋友推薦則有44.8%，討論區的心得分享為44%，網站網友的評價也
有34%。

一些由名人、知名網友、部落客分享的心得，
或是討論區小編版主介紹的訊息，
信任度約為25%，
網友對名人推薦的信任度甚至只有12.2%，
遠低於知名網友、部落客的24.1%。

資策會2014/8發表

國內網友網路口碑調查:
名人推薦信賴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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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集科技
整合行銷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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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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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參與率為目標 – 提升參與率60%為目標

以參與率當作行銷成功的領先指標，了解客戶在訊息後的動作也一樣有
助於定義未來的內容及目標考量。

包含:
曝光率分析
點擊率分析

目標達成預估:

(2)以營收為目標 – 提升目前網路營收20%為目標
(每月官網營收提升6~10萬為目標)

包含:網站,商品頁,粉絲頁,BLOG..等的
參與率�轉換率分析�營收分析

持續追蹤這些數字的趨勢有助於判斷參與度在客戶生命週期中是
高或是低。分析這些趨勢只是了解影響行銷成功因素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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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群行銷為主力」

與目標族群對話

「社群行銷」(Social Media Marketing)就是透過一個能群聚網友
的網路服務來經營。這個服務包含BBS、論壇、Blog、噗浪、
YouTube 、 Facebook 、LINE..等。

經營社群網路需要時間與耐心經營，講究的是互動
與對話，必須懂得「做自己」、真誠而坦白，
才能吸引社群並建立長久關係。

即時傳遞訊息
透過粉絲團的溝通與宣傳最新訊息，即時又
便利，這也是臉書粉絲團興起的利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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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品牌忠誠度
問題解決了、互動更多了，久而久之，企業把消費者當成朋
友，而消費者把企業當成朋友，忠誠度便油然而生，企業服務
變成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以上部分截圖來自織田紀香
http://www.slideshare.net/norika1207

消費者不見得天天上
企業官網，但是卻會
天天、無時無刻使用
手機上社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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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印象-論壇散撥

1.urcosme 2. beauty321 3.FG

4.雅虎時尚美妝 5.女人迷 6.瘋穿搭

7. Intalking 8. Iswii 9. she com

10. babyou 11. marieclaire 12.品牌官網

創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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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心為上
「打動消費者的心，才能真正賺到錢。」千萬別只顧著如何讓消費者看到廣告，
你得想辦法讓消費者接收到你想要傳達的訊息，才能讓你的品牌在消費者心中建
立更高的可信度。

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需對於所有的消費接觸點 (Touchpoints)，不管是店內的宣傳
或是網路行銷宣傳，或是手機、雜誌等各式宣傳，都應確實了解才能妥善運用。

口碑行銷:意見領袖散撥

超過20位人氣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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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合作於官網大版面展示 Solone新品與活動

合作夥伴官網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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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APP程式在FB辦活動 辦活動在粉絲頁PO文

消費者自主分享 APP/線上活動執行

FB APP 活動程式+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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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購物優化設計-「流暢的電子商務」

台灣消費者選擇網購的原因，除了商品多元、價格資訊公開、
搜尋評薦便利外，物流服務更是吸引忙碌現代人的主因之一

「快速到貨服務」可分四個變量分析：

1. 配送範圍
2. 到貨時間
3. 運費、免運門檻
4. 適用商品數

(1)物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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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購物流暢度

購物流暢度是另一個看似基本，但卻是很多購物網站還搞不定的部分。
除了註冊帳號，還要出生日期、地址甚至住家電話，還有信箱認證信和
手機認證簡訊？為何非得在這時候收集用戶資料？

資料來源:EZprice 針對台灣電商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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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註冊-購物填寫資訊,直接成為會員

快速購物,多元金流銜接API

包含獨立手機瀏覽網站與獨立APP系統

客製化購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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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0設計 Facebook、Google會員
串聯系統直接購物

「流暢的電子商務」:嶄新的設計,內容包含社群註冊串接系統,
內容分享技術,社群評論系統,快速購物系統

社群串聯分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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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商務整合」

零售電商該選擇行動版網頁還是原生 APP？

原生 App 的流暢度與體驗是行動版網頁無法取代的（前提是 app 設計得
好），並且可以利用手機相機,晃動,定位或打卡等功能開拓更豐富的可能
性。

App 特有的「推播」功能，電商可以隨時利用推播方式通知消費者優惠
訊息。以 30 萬下載量的 app 而言，一小時回訪率若高達 30%，等於
有將近 10 萬會員立即收到資訊。

擁有實體店面的店家，配合使用O2O行銷模式，長久下來，更能建立
忠誠客戶，「消費者想逛，滑開 app 就進入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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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行動版網頁優於原生 app 的一大理由在於「超連結」，比
如現在商家慣用的行銷管道 Facebook、LINE、搜尋關鍵字等都
只能導流到手機版網頁。

拿知名網路賣家「天藍小舖」來說，雖它有獨立 app（即使用九
易方案），但用手機在其 Facebook 粉絲頁上隨便點個商品網
址，連到的卻是未經設計的官網，多數消費者可能都會退卻。

從一個使用者的角度來說，想用手機上網購物時，直覺上還是會
直接開啓網頁，而不是特地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先下
載 app 再購買。無論是台灣還是美國，就零售業來說，消費者在
行動版網頁購物的比例都勝過原生 app。

多數消費者仍受到電腦網路購物經驗的習慣影響，使用行動裝
置時，還是以瀏覽行動版網頁為主要行為，使用專屬採購或團
購的 app 進行下單行為的消費族群，目前還是較為少數。

最好就是同時擁有WEB系統/手機瀏覽系統與APP系統,但開發成本與
日後維護則是必須仔細考量。

以上部分資訊來自「硬塞的」科技網誌
http://www.inside.com.tw P.24



http://demo.teamsart.com:8092/store/index/

套裝模組: Web3.0網站/手機瀏覽/APP系統(三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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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0網站/手機瀏覽/APP系統 只需管理一個後台

以 “月” 計價！輕鬆開店！ 消費者付款直接入商家銀行帳戶 免請款!!

開店專案費用 小資開店 進階開店

開店費用 開辦費(一次性) 6,000 12,000

開店月租費 $1,590 ~ $2480 $2,980 ~ $3,880

營運費用 商品刊登費 免費

限100商品數

免費

無限制商品數

商品成交手續費 5% 5%

金流服務 支援ATM金流 有 有

支援WebATM金流 有 有

支援信用卡 無 有

系統自動入帳 有 有

超商付款取貨 無 有

金流手續費 信用卡一次付清 無 有,2%

物流服務 物流服務 1. 宅配

2. 貨到付款

1. 宅配

2. 貨到付款

3. 超商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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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店專案費用 小資開店 進階開店

商店平台 獨立網址 有 有

獨立商店 有 有

手機版商店 無 有

商店獨立 APP-ios系

統

無 有

商店獨立 APP-

Android系統

無 有

網站功能 網站動態專功能 有 有

粉絲團帳號導入 有 有

FB社群分享 有 有

限時購物功能 有 有

快速購物設計 有 有

SEO優化功能 有 有

訂單簡訊通知 有 有

促銷活動功能 有 有

電子報發送功能 有 有

商店功能 APP系統功能 無 有

商店APP-推撥功能 無 有

商店O2O虛實整合 無 無

行動品牌 無 無

優惠券發送機制 無 有

史上最優惠,輕鬆擁有專業功能與服務
(不賣商品,僅使用手機瀏覽程式與APP推撥功能都划算)

專案開店模組 or 搭配整合網路行銷專案 另談 P.27



網站安裝GOOGLE Analytics
分析工具 清楚的知道導入的流量與

點擊頁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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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搜尋引擎最佳化」

簡單說SEO（搜尋引擎最佳化）就是利用對現有搜尋引擎的需求瞭解，再配
合它的要求在您網站做各種配合的工作，包含網頁內容的調整，使您的網
站更容易被網路上的各搜尋引擎找到並且能取得最佳的排名

P.29



1. Keyword and Audience Analysis (關鍵字分析)
2. Website Structure Analysis (網站結構分析)
3. Detailed Competition Analysis (競爭對手分析)
4. Content Quality Enhancement (強化內容品質)
5. Search Engine Submissions (網站登錄)
6. Link Popularity Building (連結建立)

關鍵內容:

P.30



1．目標明確
你的廣告會顯示給正在搜尋你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種類之用戶。因此這些用戶更
有可能會採取行動，你可選擇廣告刊登位置在特定的網站和關鍵字，若你將廣告
設定彩妝/保養類，那麼用戶在 Google 上搜尋「彩妝相關字眼」時就可能看到
你的廣告，並在點擊廣告後連到你的店鋪。

廣告 + Analytics 的好處

2．靈活控制廣告預算
系統採用每次點擊競價，有人點擊廣告時，你才需要支付費用。有多種競價選項
可供選擇。決定了每月願意支付的費用後，你的開支就永遠不會超過這個金額。

3．可見成效
成效報表可查看有多少新客戶透過你的廣告連接到你的商戶，瞭解他們的來源
以及其他詳情。使用 AdWords 工具來編輯並改善你的廣告，吸引更多潛在客
戶與你的商戶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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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精準廣告採買」 –專業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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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時段型;選擇假日/時段才會秀出的廣告;
抓住潛在客戶的習性讓廣告更容易被點擊

時段控制

朋友推薦型;看似朋友推薦其實是FB的廣告;
讓朋友覺得是好友推薦所以會想點擊與購買

好友推薦

直接與消費者互動
更能取得
消費者信賴與忠誠度

FaceBook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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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方式每天調整

可選擇妳的廣告
在哪個類型網站曝光

選擇妳的廣告
何時會秀出

EX:我最近曾經搜尋過保養品
他就會秀出保養品類的廣告
其他的廣告就不會秀出來

Google AD 精準的廣告範例

EX:我的是女性商品;
選擇在女性論壇才曝光
其他3C ..等網站就不會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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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行銷建置專案

購物網站建置
行動商務規劃與建置
APP活動程式執行
關鍵字規劃
追蹤與成效分析
社群行銷
Google與FB廣告採買
各論壇曝光
異業合作
線上活動規劃

總結

「精準的廣告」

清楚的知道導入的流量
與點擊頁面分析

分析決策網站關鍵字「搜尋引擎最佳化」

「購物系統與行動商務整合」

支援行動裝置瀏覽/購物/ APP系統

「流暢的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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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的設計,社群註冊串接系統,內容分享技
術,社群評論系統,快速購物系統

人工方式每天調整

「網站管理員工具」

提升商品網路銷售量為主



「社群行銷為主力」
整合各項網路資源:從異業合作、口碑行銷FB、論壇、
Blog、YouTube、Facebook、LINE..等各方面推廣

P.36

贊助、談判,
促銷活動規劃
與執行,促銷活動
成效追蹤與改善,
競爭商品追蹤與
提報等。

口碑行銷
超過20位人氣小模合作

APP/O2O互動行銷模組

直接與消費者互動取得
消費者信賴與忠誠度

創造內容

異業合作

品牌印象-論壇散撥

1.urcosme 2. beauty321 3.FG

4.雅虎時尚美妝 5.女人迷 6.瘋穿搭

7. Intalking 8. Iswii 9. she com

10. babyou 11. marieclaire 12.品牌官網



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配合網站建置、
APP程式、品牌規劃與廣告活動
請告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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