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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以簡訊服務（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作為行動技術之研發工具，用以補足網

路在行動環境下的缺失性，同時導入 Web2.0 概念，將其互動、分享以及參與的協同特性加諸

其中，並發展出新型態的互動式應用。至於系統實作方面，本研究係以個人手機連結終端伺服

機來建置自動化的訊息閘道器，透過視窗程式的開發來傳遞 AT Command 與行動設備之數據機

溝通，進而控制其簡訊的收發作業。為能使系統符合使用者導向的互動模式運作，因此融合使

用者產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之型態來設計「行動決議」與「行動評價」兩種

概念性功能，而系統將扮演著自動統計與訊息回覆之角色，讓各式的票選任務與評價機制輕鬆

地完成，此外，所有的訊息內容將由系統端記錄並予以檢視，可進一步發掘活絡在社群之間的

價值關係。 

  本研究目的在於提供個人化技術與互動架構，並透過活動邀約以及店家合作的案例實驗來

證實系統概念的可行性，以此強化個人或組織的行動應用發展能力，企業間亦可經由不同以往

的服務方式產生差異性優勢。 

關鍵詞：Web2.0，使用者產生內容，SMS，互動式行動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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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pply the 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chnology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e drawbacks of current internet service lacking of mobility. 

Besides, the concept of Web2.0 is imported to introdu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sharing and 

participation which result in the new interactive applications. For the system development, this work 

is to establish an automatic message-gateway system by connecting personal phone and the server. 

This system is implemented by using AT Comman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MS. In order to make 

our system conform to the user-based interactive model, the concept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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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dopted to design two new conceptive functions: “Mobile Decision” and “Mobile Evaluation”. The 

operation will be achieved by the system with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automatic message replying. 

Besides, the short message contents are recorded by the developed system, and the collected data can 

be further used to explore the valuable information in the user communitie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propose the creative personalized technology and interactive model.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concepts, a SMS system with Web2.0 concept is developed to 

strengthen the capability of mobile applications. Furthermore, enterprises may get advantages 

differ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 
Key Words: Web2.0, user generated content, SMS, interactive mobile technology 

 

一、前言 

  隨著科技進步，網路的技術和服務亦隨之不斷地進化，

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更占據了重要的地位，進而發展了所謂

的 Web2.0 平台概念以滿足使用者的各式需求，其概念上是

一種強調使用者為導向的社群技術，並以互動、分享以及參

與的協同特性加諸於此，藉由集結群眾智慧的力量來完成目

標，至今儼然成為網路新興的發展趨勢，同時也已廣泛地被

運用，諸如知名的網站 YouTube、Amazon 與個人部落格等，

而這些由 Web2.0 概念發展出來的技術產物，其中透露著使

用者產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之方式能引發

連鎖的網絡效應，而個人真實個性與特質的展現有可能影響

組織或大型企業的走向，因此也象徵著認同感機制的社會型

態逐漸形成，對未來的業者或開發者而言，互動與認同將是

成功的關鍵所在，這也意味 UGC 模式將勢必擁有著潛在的

發展空間與廣大的契機 [1, 5]。 

  在 Web2.0 技術下，確實為網路世界的規則帶來前所未

有的轉變，並悄然地讓使用者產生高度的依賴性，根據資策

會對我國連網人口的調查數據顯示，至 2007 年底我國個人

連網普及率高達 64.4%，這其中的使用行為模式又以定點模

式占極大多數，也就是必須在家中、辦公室、學校、圖書館

或者是在有提供無線區域網路的地點，透過桌上型電腦或筆

記型電腦的設備來連網使用，這對使用者便利性而言產生一

定程度的阻礙，且對於處在定點區域外的行進時間也難以整

合運用。因此對於定義在網路環境作為基礎的 Web2.0 概

念，隱含著行動力不足的缺失性，有以下兩點 [5]： 

1. 無線上網的不便性：無線區域網路在收訊範圍內能提供

穩定傳輸與適當的頻寬，而主要的連線設備為筆記型電

腦，若要在移動狀態中使用也不甚便利。再者，連線設

備的隨身攜帶性也必須納入使用行動服務的考量。 

2. 行動上網的使用者期待落差：使用者可在 3.5G 行動網路

頻寬環境下執行網路的接取服務，品質或許亦能與無線

區域網路相同，但其主要的連線設備仍以手機為主，其

所能提供的操作介面與一般使用者行為有顯著的落差。 

  本文從行動電信部分加以探討，近年國家通訊委員會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所提供的資

料顯示，其行動用戶數不斷地成長，至 2008 年第一季的手

機門號人口普及率已達 106.5%，也就是幾乎每個人都能擁

有自己的手機門號 [12]，對此說明了行動服務具有高使用

者流量來產生附加價值的能力；而其中又以簡訊服務（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的使用率最高且為一般大眾所能接受 

[7]，若探究全球行動數據服務調查的結果，可分析其原因

有以下兩點：（1）在行動服務上，發送簡訊的成本對消費者

而言是相對較低；（2）簡訊的使用行為門檻亦低，且不需再

做任何相關的系統設定，以致使簡訊成為具高度使用性的溝

通媒介工具 [6]，而張恩溥也在數位時代雜誌專欄中點出科

技產品的成功因素，非規格越好、功能越多就能打開市場，

而應在於使用者進入門檻的降低，以迅速地接受產品並使用

之，其設計係強調著使用者最基本的需求：「簡單」、「輕鬆」

以及「易用」之原則 [9]。有鑑於此，本文將提出一種新型

態的 SMS 服務架構，導入 Web2.0 概念於其研發技術中，透

過簡訊服務達到主控端與使用者彼此之間的訊息溝通，強調

與使用者的互動性、訊息的即時回應、社群認同感的產生與

潛在資訊的探勘，並以系統實作的方式加以說明，透過技術

的開放與模式概念來提升個人或組織的行動應用能力，期望

激發相關領域的擴展與促進產業的競爭力。 

 

二、相關文獻探討 

（一）Web2.0 

  Web2.0 的概念是源自於一場腦力激盪（brainstorming 

session）的國際會議，由 O’Reilly 與 MediaLive 所提出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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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在網路崩盤後，仍有一些網路公司依然存活下來，而從

中可發現均具有某些共同點，至今也衍伸出許多以往不同的

網路型態 [20]。而 Tim O’Reilly 便在 2005 年提出了 Web2.0

一詞，即指出 Web2.0 作為網路平台的特徵，其特色為互動

與分享，強調的是「雙向互動」而非「單向互動」；「用戶分

享」而非「獨斷」；「集體智慧」而非「單一智慧」，進而產

生創新的服務模式與價值鏈 [1]。 

  然而至今以 Web2.0 概念營運的網站不計其數，若以內

容建置而言大致可分為以下三類 [4, 16]。 

1. Cross Service：網站內容由第三方所提供，網站本身的功

能是一種混搭（mash-up）概念所產生的綜合性服務；此

種網站沒有提供自創的功能，而藉著將其他網站功能

mash up，而後再創造出一個集大眾能力的整合性新入

口，例如搜職網、博客搜尋等。 

2. Inherence：網站內容由網站業者提供，以提供某些資訊

或服務為前提的網站架構，吸引使用者瀏覽進而使用站

內提供之功能；而此類型網站的關鍵性在於本身提供使

用者認為有價值的資訊，藉此提升其黏著力，並著重在

使用者評鑑與分享交流的機制上，將使用者由被動的瀏

覽者轉化為網站協力者的腳色，例如 Amazon 網路書店、

KKbox 數位音樂等。 

3. Aggregator：網站內容由使用者提供，此類型網站會先決

定一個網站的主題，比如交友、音樂、旅遊或是知識等

等，然後網站經營者本身並不主動積極地提供網站的內

容，而是讓使用者因對主題有興趣而產生相關的資訊，

藉此相互交流且產生互動，例如維基百科、YouTube、無

名小站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 Web2.0 基礎之應用模式下有著

相關性的市場驅動條件，Musser 與 O’Reilly 在 2006 年

Web2.0 Principles and Best Practices 書中提及五項驅動力，

分別為全球的顧客基礎、顧客可連續保持上網、顧客能隨處

連網、顧客除了連網還能參與其中、建置成本的巨幅下降 

[3]，對此與行動應用的發展亦有所呼應，然而如何進一步

地透過使用者來產生新技術，更是目前關注的熱門議題。 

（二）使用者產生內容（UGC） 

1. UGC 模式 

  使用者產生內容是社群網路服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的活動之一，其名詞出現於 2005 年網路 Web 

1.0 進入 Web2.0 之際，並成為 Web2.0 的基本元素。UGC 是

「使用者」、「內容」與「平台」三方所構成的新服務型態，

由自我展現的使用者來創造內容或整合他人創作，以文字、

圖片或視訊等形式將其作品放置於開放性的網站平台上，公

開或封閉地提供其他網路使用者瀏覽。而 UGC 網站最大的

特點就在於擁有自我風格、參與、分享等特質，諸如 Flicker、

MySpace、Youtube、Wikipedia 以及 Yahoo 知識等，都是 UGC

的代表網站 [10]。 

  對於 UGC 的服務型式將可歸類成以下三種 [10]： 

（1）Mass Content 型式：少數原創性作者將作品提供給網

路大眾，以吸引傳統傳遞流程以外之閱聽眾。 

（2）You Content 型式：網路多數個體戶，可能是創作者、

合成者或閱聽眾，將其自有內容或作品分享給網路大

眾。 

（3）We Content 型式：任何個體戶基於他人的創作內容來

做修改或加值，抑或直接分享他人作品給網路大眾。 

  UGC 概念讓使用者可以在網路上自由地創作，其提供

的服務除了具有社群分享功能之外，更能夠在網路中達到真

實自我的展現 [5]。再者，對於 UGC 之發展可以快速成長

的另一個原因，是在於使用者能夠表達自我的數位形式已日

趨多元化，如早期的電子佈告欄、討論區到部落格以及線上

影音等，皆可透過網路的方式輕易地將個人訊息或資訊傳達

出去。然而針對 UGC 之應用研究，不論在策略上的探討或

者科技技術的結合運用，仍具有潛在的開發價值與空間。 

2. UGC 的互動性策略分析 

  由於現今網路的發達，使用者或消費者可以從他們自製

的內容中表達出自我意見，然而投票是消費者表達意見最簡

單、也是最重要之方式，亦有許多使用投票和民意測驗機制

的相關產業傾巢而出。對營運公司而言，透過投票形式自然

可以擴展到消費者評論和意見，可讓各種評論的主題，由使

用者產生內容來創造更多的產能與價值 [25]，如亞馬遜網

路書店（Amazon），便將每位購書者的書評予以排序，使用

各種方法邀請用戶參與分享、紀錄並連結用戶行為，進而改

善搜尋結果，試圖了解什麼才是最受歡迎的商品，並且即時

地獲得資訊，結果顯示出亞馬遜網路書店的整體銷售量確實

因此大幅提升 [20]；同樣基於 Web2.0 平台實現的互動服

務，如線上新聞 OhMyNews，是由六萬名以上的公民記者

一同參與驗證修改，其在短時間內便成為南韓最具影響力的

媒體之一，以及 Threadless 網路成衣商店，由民眾提供衣服

的圖形樣板供線上社群票選，使之成為熱門銷售品，同時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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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票數最高的原創者獎勵，對此，均是透過使用者參與和貢

獻的概念予以鞏固出的架構模式、亦是藉由營運端傳達出可

獲得使用者回應的訊息，進而有效利用資訊進行重新設計或

組合創造 [13]。 

  若以消費者行為理論探究，消費者涉入內容創作的方

式，必然會使消費者與商品印象連結更深，藉由彼此互動的

建立以及讓消費者做主，可加強對產品或服務的信任感 

[14]。而一般消費者的行為模式，以 AIDMA 最廣為人知，

其是 1920 年由經濟學者 Ronald Hall 所提出，主要用來呈現

生活者被動地接受消費刺激後，所採取的系列行為反應

（attention、interest、desire、memory、action），但隨著科

技技術的發展與人文社會的變化，2004 年，日本電通公司

關西本部的互動媒體傳播局便提出以 AISAS 作為數位時代

下的新消費行為模式，而 AISAS 模式意旨生活者會注意

（attention）商品或服務，產生興趣（interest），藉由搜尋

（search）產品訊息，進行購買行動（action），隨後撰寫自

己的感想，再與他人分享（share）意見，方式如圖 1 所示。

對於 AISAS 與 AIDMA 兩個模式間最大的差異在於購買行

動之前後，分別加上搜尋與分享等兩個生活者的自發行為

[11, 17]，其便是本研究以 UGC 模式導入系統應用之方式所

在，並以行動技術強化之。 

（三）SMS 

1. 簡訊的功能特色 

   SMS 簡訊服務是全球行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GSM）中提供的一種加值性應用，係

透過簡訊服務中心（short message service center）來處理文

本訊息的收發控管，其主要工作在於簡訊的轉送與儲存，以

達到終端數據機（手機）之間的傳輸溝通 [8]。 

 

 

 

圖 1. AISAS 消費行為模式 

  而 SMS 簡訊發送時，必先經過無線通信的實體環境，

即 SMSC 或與 SMS Gateway，由 SMSC 來尋找接收端用戶

的通訊地址進行傳送，若接收端用戶處於離線狀態，SMSC

將儲存該封簡訊於系統中等待用戶上線（以暫存方式保留，

超過系統限制時間將以訊息告知發信人並刪除），但由於每

個 SMSC 僅擁有自己管理的用戶地址，若接收端處於其範

圍外，將轉至該屬的 SMSC 來處理。再者，SMSC 與 SMSC

之間的介面協定不盡相同，所以在轉送的過程中需藉由

SMS Gateway 來做協調變換，同時透過這樣的機制也大幅縮

短了簡訊應用的開發時間 [18]。 

  而現今以 SMS 作為工具來發展的應用甚廣，諸如電子

商務、系統監控、行動服務廣告等，透過其分析與探討，對

於 SMS 技術的特徵整理並歸納出下列幾點 [18, 26]。 

（1）低成本作業性：簡訊使用者只需負擔行動設備與服務

資費，而訊息的傳送費用相較於其他行動數據服務而

言更是低廉，甚至有業者推出每則一元方案，此低成

本作業更是提升簡訊應用的適用性與潛在能力。 

（2）能隨時隨地的傳送或接收：由於行動電話至今已成為

個人的貼身攜帶物，以至於不論在何時何地都能方便

地使用，甚至在搭乘交通運輸工具或個人步行的期間。 

（3）能在對方離線時傳送：不同於電話必須在雙方上線的

狀態下進行溝通，係即使對方離線或訊號不良，也能

透過 SMSC 的暫存等待接收端上線。 

（4）接收訊息下的自主權：當接收到簡訊時是不需要即時

的閱讀與回應，而且能在不影響他人的狀況下回覆，

諸如在電影院或戲院等場所。 

（5）個人身分的象徵與辨識：每個門號都是全球獨一的號

碼，所以也象徵著使用者個體的表現，對此辨識性的

應用更是諸多服務提供的依據，如行動消費或行動下

載。 

（6）能在不同的無線載體下使用：簡訊至今已是相當成熟

的技術，不只 GSM 的行動手機能支援此功能，也可

選擇其他設備來進行傳送，甚至可透過網頁平台

直接傳輸。 

2. 國內外相關的簡訊應用與研究 

  簡訊在 GSM 網路中是一項成熟的技術服務，然而基於

簡訊的無線傳輸方式與低成本作業特性，國內外已有不少研

究學者將此技術納入應用研究中，其可應用之領域甚廣。對

於訊息接收方面可運用在遠端操控，2003 年，以 WAP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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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 整合系統於家庭網路的研究中，實作成功並提出可行

性的運作架構 [24]；在傳送部份，甚至有其研究結合了感

測器具予以開發即時通報的警訊系統 [23]，而在數位學習

方面，導入簡訊於行動學習上的開發 [2, 15] 以及行銷領域

或商務之應用等 [19, 26]。 

  分析上述的相關文獻，證實利用 GSM 簡訊系統進行無

線通信，具有雙向資料傳輸功能及其性能穩定，為遠程資料

傳送和監控設備的通信提供一個強大的支援平台，但系統建

置方式多以連結 GSM 數據機模組來傳送或接收簡訊，顯少

有將此雙向技術應用於個人化應用，更無 SMS 互動性概念

之社群研究，而目前個人化手機幾乎都內建了數據機功能，

在個人主義的網路時代下勢必具有可期盼之應用發展。然而

根據 2008 年全球行動數據服務調查結果顯示，如圖 2(a)，

最近一個月內曾有發送簡訊的行動用戶即高達 94.4%，過去

一個月內，每位用戶每週平均發送 13.76 封簡訊，換言之，

平均每天發送 1.97 封簡訊，相較於使用行動數據服務中，

經常性發送簡訊的行動用戶人口較多，顯示簡訊服務對於消

費者具有高度的親近性。而曾經使用行動數據服務的行動用

戶中，如圖 2(b)，有 54.8% 表示主要的使用目的在於個人

用途，相對的，使用目的為工作用途的比例僅 20.1%，而工

作用途與個人用途各半的比例為 25.1%。這顯示超過半數的

行動用戶在使用行動數據服務時，完全是以個人日常生活為

考量，為了工作而使用行動數據服務，反而屬於少數。研究

人員孫鴻業，認為若將行動數據服務與個人的生活型態做出

配對，對於行動服務發展將有所助益，且調查顯示，我國行

動用戶使用行動數據服務範疇，仍是以文字簡訊 SMS 為

主，在電信業者致力於多元的行動數據服務，而消費者卻不

甚青睞下，也許該思考對於消費者最親近、負擔最低也最易

於使用的簡訊服務如何做出最大的效益性搭配，將可能帶出

潛在的商業契機 [6]。對此亦呼應了本研究系統在技術面採

用無線 SMS 傳輸以及在應用面強化個人行動力的核心價

值。 

 

三、簡訊服務的創意加值設計 

  由於社群機制最大的價值在於人際網絡的串連，所以本

研究在概念上導入 UGC 的互動模式，並藉由 AISAS 行為理

論，以期讓使用者主動或半自動地介入系統情境與提供內

容，如圖 3 所示，係以人為核心能力，以 SMS 作為互動的

關鍵技術，運用 Web2.0 上傳與下載的行為模式產生使用者 

 
(a) 

 

 
(b) 

 

圖 2. 全球行動數據服務調查結果 

 

 
 

圖 3. UGC 導入模式圖 

 

語言並與之溝通（上傳內容與回饋、查詢與資訊擷取），而

其過程係由傳送簡訊之使用者所創造內容，在無線傳輸環境

內自主地參與並引導社群活動的結果產生並非只是單方的

接收訊息，然而可間接地從互動的訊息內容中得到相關的資

訊。在設計互動功能部分，研究將其雙向概念模組化並予以

應用，所建置的系統提供行動決議與行動評價兩類型功能，

讓使用者可直接套用在生活中執行運作。本文將在此小節對

於行動決議功能與行動評價功能，在互動上的規劃以及應用

的發展性予以介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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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動功能之規劃 

1. 行動決議功能 

  關鍵技術，運用 Web2.0 上傳與下載的行為模式產生使

用者「行動決議」功能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種數位溝通的

社交型式，係由群組之間的需求來創造行動議題，各社群參

與者可在無線環境下以簡訊方式進行投票，過程中將透過系

統代理人來自動化數據統計並執行回覆訊息的工作，社群參

與者也能隨時掌握即時的統計結果，可以提供社群在相互聯

繫上更快速便利的新選擇，並能隨即地達成行動票選任務，

如聚會的時間與地點票選、舉辦抽獎活動、公投議題等，其

應用架構如圖 4 所示，首先由某一使用者開創新議題空間

（create a topic），利用系統的數值設定來啟動上傳或下載的

內容條件控制，再透過群組廣播將其議題傳送至社群用戶端

（social broadcast），然而社群使用者接收到訊息時，可發送

回 應 或 意 見 至 系 統 中 供 相 關 的 統 計 運 算 （ send the 

messages），同時使用者亦能上傳要求其回覆現階段的數據

訊息（request and receive messages），直到決議之作業時間

達到設定的時間限制，即便將結果以 SMS 傳送告知目標群

組（work out & social broadcast）。 

2. 行動評價功能 

  「行動評價」功能較適合在實體環境下進行整合運作，

透過使用者的評價與意見得知其服務或營運的滿意程度，亦

能從顧客的需求角度來進行改善，其架構如圖 5 所示。若使

用者執行相關的訊息傳送（對店家的觀感或評價），系統端

將回饋某些價值資訊的簡訊內容（send the evaluation & 

return valuable messages），諸如招待或優惠方案等，而使用

者便能依此簡訊進行系統核對（verify the feedback），以此

方式來抵扣使用者的簡訊費用，亦能提升參與率與行為意 

 

 
 

圖 4. 行動決議之應用架構 

 
 

圖 5. 行動評價之應用架構 

 

願。而在雙方互動的過程中便無形地產生了使用者認同感，

對參與的顧客而言視給予評價與提供意見之動作為支配權

的展現，而企業或組織在獲得對方認同後便能與客戶做進一

步的商業性交流。另一方面，其他第三方也可運用上傳要求

得知其評價之方式來即時獲得客觀的比較依據（request and 

receive messages），而此行動體系係建立在雙方互利的基礎

上。 

（二）訊息資料的後端處理 

  透過 Web2.0 概念讓使用者能自發性的與系統產生訊息

上的互動，而其內容將透過行動裝置所接收並儲存於後端之

資料庫中，如圖 6 所示，進而運用其資料量來探索社群或使

用者之間的關聯性價值並產生相關的應用。 

  大量的使用者訊息如何轉換成對組織或企業有益的資

訊是重要的課題所在，若對使用者了解愈多愈能創造出其想

要的策略服務，然而從訊息的交流中便能透露出每位使用者

不同的特性，係由行為、思想與能力所凝聚而來，若透過關

鍵字的搜尋可將其做分眾管理與作業。以行動決議功能為

例，可從社群中得知哪一類使用者對某種主題情境是有所興

趣或者是因為與其他社群之參與者有所關係；以行動評價功

能為例，更可直接從評價值得知使用者的接受度，亦從上傳

的意見中了解社群圈的整體需求，進而以此為評估參考，重

新組合再行創造。 

  再者，從系統面來觀看，原始資料的掌控權在於本地

端，對於開發者而言能夠利用此特點來試圖整合其他資訊科

技，以擴充互動式簡訊應用的發展空間，且資料亦是程式自

動化的主要關鍵觸發，帶動著訊息智慧化的判斷與回應，相

對地降低工作之需求成本與簡化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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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互動訊息之價值轉換 

 

四、結果與討論 

（一）系統架構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如圖 7 所示，透過伺服器的建置與使

用者產生連結，可分為人機互動、系統代理、訊息控管三個

部份，1. 人機互動：系統在連結行動裝置的狀態下便能與

外界進行對談，利用原本簡訊的傳送與接收達到多方使用者

的雙向式互動，然而其過程是在 GSM 無線網路內運作，所

以使用者即可以隨時隨地的參與此互動式簡訊系統所發起

之活動。2. 系統代理：研究開發伺服端的核心程式，主要

是透過 AT Command 指令的下達以控制系統所連結的數據

機來進行簡訊收發，而其所下達的指令內容是依據控制者對

系統設定的判斷值不同而定，其智慧型代理就如同一般人針

對簡訊的內容予以回覆一樣，差別在於可藉由系統來執行多

重訊息的自動化處理。3. 訊息控管：系統將行動裝置內所

接收的簡訊內容轉移至後端資料庫，再分別建檔於所對應的

屬性欄位中，並透過系統內部的時序掃描得以統計運算，亦

能收尋資料表中的各欄位資料來獲取相關資訊。 

（二）實驗案例 

  本研究針對互動式簡訊系統的行動決議功能與行動評

價功能，分別以社群邀約與實體店家整合之案例實際上線測

試並予以分析。 

1. 案例一：行動邀約 

  此案例為 KTV 同歡的邀約活動，並透過互動式簡訊系

統來自動處理所有社群之間的聯繫作業，其流程如圖 8 所 

 

 
 

圖 7. 系統架構 

 
 

圖 8. 行動邀約案例之示意圖 

 

示，一開始在行動決議頁面中填入以下活動資訊（行動議題

內容：Will you go to the Holiday KTV at 12:00 tonight? Please 

reply to me by using SMS (yes or no), and you can know how 

many people join this activity (request).），接著透過系統的群

組廣播功能將其傳達出去以進行邀約，而受邀者在接收簡訊

後便可依據訊息中的規則，以簡訊來查詢活動參與人數或參

加活動。而其中，系統的運算統計是依照決議選項所填入的

字串內容來執行判斷，並即時地以圖表形式與語音配合呈 

現，讓活動主辦者可直覺式得知結果，如圖 9 所示。 

  此行動邀約於 2009 年 4 月 16 日晚間 11 點 20 分完成，

系統在邀約結束時傳送如下訊息於所有的參與者，其接收畫

面如圖 10 所示（result>>yes:4；no:1；12:00 PM see you 

later）。 

  然而由系統端觀測此 KTV 活動結果，如圖 11 顯示，共

4 人參與活動、1 人不參加、1 人使用過互動查詢。對此行

動邀約之案例證明了，由互動式簡訊系統來代理活動，其所

負責的通知聯繫與回應工作都可正常運行，而受邀者不論在

任何場合或任何時間也都能正確地收到訊息，換言之，在社

群之間的行動應用其概念是可實行的。 

 

 
 

圖 9. 行動決議的執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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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活動結束通知的簡訊接收畫面 

 

 
 

圖 11. 資料庫管理與關聯性搜尋的系統畫面 

 

2. 案例二：實體店家整合 

  此案例是運用互動式簡訊系統的行動評價功能，結合實

體店家（某飲品店）的商品資源在行銷上進行策略性應用，

本研究以模擬操作方式，先讓業者了解系統所提供之功能服

務以及操控步驟，之後再以 DM 廣告形式告知消費者予以

短期測試，情境如圖 12 所示，而其 DM 內容為：「請您在

消費後對本店的服務態度評分，以簡訊傳送 1~5 數字至

09xxxxxxxx，即可收到本店的集點簡訊，集滿 5 點可換取招

牌拿鐵一杯；若您以簡訊 “search” 查詢本店評價，即可收

到簡訊抵價卷（折扣 5 元，限 15 元以上之飲品）」。 

  然而，本研究以隨機問卷方式（樣本描述如圖 13），針

對消費者操作行動評價功能的過程進行探討，其分析結果如

下，有近八成六的消費者在消費或購買產品之前，對於店家

評價的相關訊息是有得知的需求性，而在此需求性下，所提

供的行動評價服務可否滿足消費者的要求，有 35.2% 同

意、有 4.7% 非常同意、有 46.9% 尚可，結果說明有八成

五以上之消費者持有正面態度；對於以簡訊傳送店家評價與

以簡訊查詢評價之使用意願，皆佔了八成三以上的消費者認

同；再者，消費者在使用行動評價的操作過程中，對於系統

回應簡訊的速度調查，有 32.6% 的消費者同意、9.3% 的消

費者非常同意、51.1% 的消費者認為尚可，換言之，系統運

作在整體評估上，其速度在消費者可接受之範圍內。 

 

 
 

圖 12. 實體店家結合之案例畫面 

 

 

 
 

圖 13. 行動評價服務的接受度與意願 

 

  另一方面，研究亦藉由訪談之形式，從業者角度的銷售

經驗對系統的服務應用給予評析與建議。而業者針對行動評

價功能所能展現之優勢，提出了以下幾點見解： 

（1）以簡訊互動，對顧客的吸引確實有實質上的助益。 

（2）系統之功能，適合搭配活動促銷的方案來進行。 

（3）透過簡訊的接收，有開發新客戶群的可能性。 

 

五、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基於 Web2.0 趨勢的演進，本文討論了其存在的促成因

素，除了迎合使用者自我意識的展現需求，亦隱含著互動、

參與以及分享之社群協同特性。然而網路與民眾在生活上已

具有高度的連結性，卻在無線區域的環境下仍存在著行動服

務不足的缺點，主要為無線上網（筆記型電腦）在設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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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性不佳與行動上網（手持設備）的操作期待落差所導致

而成。本研究便以行動用戶接受度與使用率最高的簡訊服務

（SMS）作為開發工具，同時導入 Web2.0 概念與使用者產

生內容（UGC）的模式完成互動式的簡訊系統，並提出新

型態的行動服務應用。 

  在實作上，研究運用了個人智慧型手機來連結終端伺服

機以建置自動化的訊息閘道器，透過視窗程式語言傳遞 AT 

Command 與行動設備之數據機溝通，進而操控其簡訊的收

發作業，除了強化個人應用的使用彈性外，更以 AISAS 行

為理論設計出「行動決議」與「行動評價」兩個概念性的行

動服務加值功能： 

1. 行動決議功能：行動決議係由群組之間的需求來創造議

題，各社群參與者可在無線環境下以簡訊方式進行投

票，過程中將透過代理人系統來自動化數據統計並執行

訊息回覆的工作，社群參與者也能隨時掌握即時的統計

結果，可以提供社群在相互聯繫上更快速便利的新選

擇，並能隨即地達成行動票選任務，如聚會的時間與地

點票選、舉辦抽獎活動、公投議題等，此功能可在日常

生活中形成一種數位化溝通的社交平台。 

2. 行動評價功能：行動評價提供了消費者給予商品或服務

的評價管道，並回饋價值資訊在消費者身上，同時亦支

援顧客在消費前的評價查詢，且透過此功能的互動過

程，將可一方面聆聽消費者意見及需求，得知具體建議；

另一方面以消費者為主導中心，使消費者間接地參與產

業成長變化，提升對產品的連結度與認同感，如對商品

愛好的評價、服務觀感的評價或賣場的整體評價等。 

  然而，本研究所提出的兩項行動加值服務，在透過行動

邀約與實體店家整合之測試，驗證了系統在使用上的可行

性，而結果顯示，系統的行動決議功能可成功地在社群之間

完成活動邀約，而行動評價功能對消費者而言，其接受度與

使用意願皆持有正面態度。 

  對於行動應用而言，本研究提出可行性技術與架構，以

期強化個人或組織的發展能力，企業間亦可經由不同以往的

服務方式產生差異性優勢，其研究貢獻為以下幾點： 

1. 本研究對於網路行動力不足部分，以 SMS 技術建置系統

來接收與傳送使用者端的訊息資訊，提供另一項無線應

用服務，改善網路行動性並輔助之。 

2. 在系統上，完成個人化的代理機制，透過個人的行動手

機便能讓系統自動完成各項的行動任務，改善繁雜作業

與時間成本。 

3. 在簡訊互動的行動架構上，導入 UGC 模式並設計出決議

與評價之功能，創造社群之間的新型態服務。 

4. 與使用者訊息交流的過程中，系統端能掌控其完整的資

料，藉由資料庫搜尋之功能來探索社群之間的關聯性價

值，對於組織或企業而言，視之為創造潛在的獲益關鍵。 

（二）後續研究與建議 

  本研究提出的互動式行動概念，透過雙向簡訊系統予以

執行應用，經實驗案例得知其架構是可成功運行，但仍有許

多值得後續研究的價值所在，以下將對未來研究者予以建

議。 

1. 本研究在系統設計上是考量個人化以及中小企業的使

用，以致在操作過程是由特定者依照各自需求而發起主

題來進行活動開端，如同 Inherence Service 或 Aggregator 

Service 型態的 Web2.0 網站經營，其前者，網站內容由業

者提供資訊吸引使用者瀏覽，著重評鑑以及分享機制；

後者，由網站先決定一項主題，再讓使用者產生主題上

的互動。但此服務的執行後期應轉由使用者來完全主導

內容，非僅達單方目的，方能完全展現 Web2.0 概念。 

2. 本研究的系統執行是由特定者在特定主機上發起主題任

務，讓其他使用者以行動方式（簡訊）參與，未來若任

務發起者欲由遠端行動執行，可利用簡訊的字串判讀，

但勢必先於系統內設定參照規範，如在發訊前加上*字號

作為開設主題等，藉此，方可強化行動社群之定義與應

用。 

3. 互動式簡訊系統開發的關聯性搜尋功能，由於資料庫端

能記錄互動過程中的所有訊息資料，而如何從中轉換有

益資訊，在未來研究中將可結合資料探勘之應用或者社

群網絡（SNS）之分析加以探索潛在價值。 

4. 在應用層面上，個人化的行動代理系統並不侷限於單一

組織或社群之間的使用，若可在產業與個人的系統端連

結，形成三方以上的平台架構便可增加多元的發展空

間，如在個人系統端的通訊錄建置廠商或商家之電話，

透過行動邀約後，代理系統將自動與設定之商家自動訂

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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