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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謝 

專題終於圓滿完成，從一開始專題製作的過程中，我們從

不知如何著手，到最後的完成。一路走來，我們面臨了許多的

問題，在這過程當中我們成長了許多，不論是在知識的獲取、

或是研究方法的學習，我們都有學到了相當多難得的經驗！雖

然在過程當中我們有過許多的挫敗，但是在專題完成的那一剎

那，我們內心的喜悅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  

首先要感謝我們的指導老師，陳志樺老師，感謝她的教導，

期間並鼓勵且帶領我們參與校外競賽，真的感謝再感謝。每當

我們的專題陷入困境時，老師總能適時的提供協助；在作品製

作的過程上老師更是不厭其煩的教導我們，在此我們致上最深

的謝意，感謝老師的教導。 

在專題口試過程中，承蒙口試委員及系上老師，提供諸多

寶貴意見，並且點出我們專題的一些問題，與無私的提供看法

和見解，使得我們最後能將專題修改的更加完整。另外，也要

感謝旅行社協理在作品上給我們很多金玉良言，使得我們的作

品更加精闢。所幸在專題的製作過程中，組員們能彼此互相協

助，突破每一個考驗，也培養團隊默契。最後，還是要和老師

們說一聲感恩，你們所說的每一句話，我們將謹記在心，在未

來，我們一定會加倍努力，並且將自己所學發揮在適當的領域，

並且更進一步的回饋社會。 
 

林博隆、鄭元淮、蕭媚方、賴美華  

謹誌 

中華民國一零三年五月於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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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俗語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人們就算看遍各種媒體

中關於世界各地的文字或影像，得到的體驗卻總是不如實際走訪各地

來的多。再加上現代人特別重視休閒娛樂生活，甚至編列每年旅遊的

預算，國人對於旅遊活動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使得各種資訊能夠輕易入手，然而便利性

卻是仍然不夠的，針對現在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的普及

化，「行動觀光」的便利性更是尤其顯著。 

進而希望透過本專題之 App，未來能夠讓使用者利用行動裝置，

隨時隨地都可以檢視旅遊資訊，不必在行前準備厚重的旅遊書，除此

之外本專題會採用比較多互動的方式，不僅使之生動、活潑更能讓使

用者在短時間內了解旅遊資訊。 

 
 

 

關鍵字：智慧型手機、行動觀光、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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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行動裝置的快速發展以及普及化，在未來人人手上都有行動裝置，

由於行動裝置的便利性可取而代之以往使用紙張散佈資訊及紀錄事物

的方式。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手機產業從功能型手機轉為智慧型手機，而智慧型手機

的生產量倍增，目前當紅的智慧型手機製造商包括 Apple、HTC、

Samsung、Acer、Google、Blackberry、LG、Sony 等等......。從 2009年

開始，智慧型手機的產量呈現倍數的成長，證明了全球對於智慧型手

機的需求量的大增，而使用者也開始改變使用手機的方式，結合無線

網路的普及和 App 的應用，將智慧型手機的應用導入巔峰。 

1.2 研究動機 

根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 最新公布的報告指出，2013年全

球個人電腦、超行動電腦、平板電腦與行動電話等通訊產品的出貨量

將達到 23.48億台，比起 2012年的 22.17億台，年成長率達 5.9%，主

要成長力是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需求提高 (科技產業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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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傳統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的出貨量將延續走低的趨勢持續下

滑。2012 年，全球傳統 PC 出貨量達到 3.41 億台，預估 2013 年將下

滑至 3.05 億台，成長率竟然下滑兩位數字為-10.6%；預估 2014 年仍

將持續衰退，甚至跌破 3億台之關卡，剩下 2.89億台，年成長率衰退

5.2%。這對於 PC 廠商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Stamford, Conn.，

2013）。 

在行動電話方面，2013年全球行動電話（功能手機與智慧型手機）

出貨量達到 18.21億支，比起 2012年為 17.46億支，年成長率達 4.3%，

主要成長動力在於低價的智慧型手機；2014 年隨著低階智慧型手機進

一步降價，因此整體行動電話出貨量將可達 25.06 億支，如表 1.1 所

示。 

最後 Gartner 預計，在 2013 年所販售的所有運算裝置之中，個人

消費者的購買比例占 65%，而 2017 年該比例將增加到 72%。這表明針

對消費者設計品的重要性日益提升（Stamford, Con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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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2年至 2014年 PC、超行動電腦、平板電腦與行動電話出

貨量預估(單位:千台) 

Device Type 2012 2013 2014 

PC (Desk-Based and Notebook) 341,273 305,178 289,239 

Ultramobile 9,787 20,301 39,824 

Tablet 120,203 201,825 276,178 

Mobile Phone 1,746,177 1,821,193 1901,188 

Total 2,217,440 2,348,497 2,506,429 

資料來源：（Stamford, Conn.，2013） 

1.3 研究目的 

行動裝置的高度普遍，智慧型手機科技快速成長，智慧型手機的

功能更加多元。各應用軟體已從傳統的電腦應用漸漸的移轉向智慧手

機上。智慧手機上的 App 軟體，已成為通訊產業中的熱門話題。 

觀光旅遊又被視為無煙囪產業，利用當地人文與自然環境的特色，

去吸引觀光客，也同時增加當地居民的收入，但旅者經常在出國旅遊

前花費大量時間坐在電腦前蒐集相關資訊，也時常透過觀光書籍或是

紙本式的廣告文宣來了解旅遊行程的相關資訊，又有違無煙囪產業的

理念。檢視目前官方或民間製作的旅遊 App，不外乎就是照片再加上

文字敘述來介紹。有著進一步規劃的 App，大多也只是加上影片、全

景照片、背景音樂，也許影音特效十足，但這跟在家瀏覽網頁似乎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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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的區別。綜合上述所言，本專題主要目的如下： 

1. 建置廣島旅遊資訊的 App。 

2. 具有行動性功能的旅遊 App：無論是在國內或是國外旅遊，使用者

可以在任何有網路連線的情況下，使用本專題之 App 來了解旅遊的

相關即時資訊，如氣象、Facebook 打卡、路線導覽等。 

3. 設置一目了然的行前資訊、當地景點特色、美食介紹、貼心小提醒

的功能。 

 

1.4 研究流程 

本專題參與中區觀光旅遊雲端科技導覽 App 產業鏈聯合開發技術

優化暨應用推廣計畫，App 部分協同永盛旅行社-金龍旅遊開發，並應

用於本專題。 

計畫目的針對四大智慧型產業「雲端運算」的智慧手持裝置產業

之雲端應用 App 資訊廠商產業鏈聯合開發技術優化，並鎖定在六大新

興產業「觀光旅遊」產業來應用推廣。執行策略面則透過連結技術端

的資訊廠商與應用端的觀光旅遊業者的雲端科技導覽 App 產業鏈，以

產學合作方式設計學程、業師協同教學來培訓中州科技大學、嶺東科

技大學、環球科技大學三校學生具備雲端科技導覽 App 開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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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App 開發環節及要點 

1.發想階段 

（1）確認開發的目的。 

（2）使用者身分與習慣。 

（3）使用情境，包括人事時地物。  

（4）行動裝置與行動作業系統的特性。 

（5）要幫助使用者完成哪些任務。  

（6）要提供使用者哪些資訊內容。 

2.開發階段 

（1）開發資源：時間、人力、成本。 

（2）依照功能重要程度排定開發的時程。 

（3）行動作業系統的版本支援度、裝置類型、App 介面設計等......。 

3.上線階段 

透過行銷增加曝光度，如提升使用者評價或增加話題性。 

4.維運階段 

（1）規劃客戶服務中心，提供操作指導與技術支援服務。 

（2）持續更新版本，如增加新功能、改善使用介面、配合作業系統

改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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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流程 

1.確定研究動機及建立研究目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蓬勃發展，因為易於攜帶且功能性強大，智慧

型手機更展現「行動觀光」的優勢。我們很容易發現一些 App 並不是

為了觀光旅遊而設計，但卻因刺激消費而兼具觀光旅遊的。換句話說，

促進消費的 App 並不一定是個專為觀光旅遊而設計，但設計之初，也

必然希望帶動觀光客在此地方消費。我們希望能透過此 App 整合相關

旅遊資訊，使旅客不必在行前透過電腦得到相關資訊也能夠深入旅遊，

更能隨時隨地檢視旅遊資訊。 

「行動觀光」不只是「能帶著走的電子旅遊書(簡介)」，而更是兼

具「社交（Social）、適地（Local）、行動（Mobile）」的旅遊小幫手，

行動觀光 App 充滿著旅遊資訊，更充滿著互動的樂趣(陳緯倫，2012)。 

2.文獻探討 

利用與此專題研究相關的關鍵字來進行收集文獻，進一步彙整成

利於此專題可研究的參考資料。 

3.業者需求訪談 

因應中區觀光旅遊雲端科技導覽 App 產業鏈聯合開發技術優化暨應用

推廣計畫， 根據訪談內容，因為永盛旅行社-金龍旅遊目前的 App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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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航班查詢、訂票等功能為主要取向，所以經由此次計畫，委託本專

題針對個別行程開發 App，主要功能為深度的行程介紹，欲希望前往

的旅客能夠了解當地的地方特色、風土民情。而本專題之 App 以廣島

為例。 

4.開發工具 

此次參與中區觀光旅遊雲端科技導覽 App 產業鏈聯合開發技術優

化暨應用推廣計畫的 App 資訊廠商共有奧爾、長茂、鼎新等三家，如 

表 1.2所示。 

表 1.2 開發工具比較表 

 

工具比較 奧爾 長茂 鼎新 

編輯器 免費 需購買帳號 系統工具需購買 

系統工具 
編輯器可由官網下

載 

編輯器可由官網下

載 

購買後設置企業平

台 

內容設計 委託或自行設計 委託或自行設計 委託或自行設計 

即時更新性 

N0 

編輯後封包上架，則

內容固定。若要更新

內容，須重新編輯封

包上架。 

NO 

編輯後封包上架，則

內容固定。若要更新

內容，須重新編輯封

包上架。 

YES 

有管理者帳號，就可

以進行變更與管

理。有使用者帳號

者，僅可在權限內進

行更新。 

旅遊應用 

互動導覽多媒體 App

定點導覽、內刊嵌影

音、文字內容、互動

小測驗、QRCode、

國台語配音 

旅遊景點 LBS-App 

景點介紹、周邊景點 

Google導航、行程規

劃、即時分享與

Facebook 

線上作業 Web-App 

線上作業 

線上預約 

線上訂房 

線上查詢 

可否離線使

用 
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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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奧爾、長茂、鼎新三間業者分別授課完畢後，依照永盛旅行

社-金龍旅遊的需求，本專題決定利用奧爾及長茂兩間業者所提供的開

發工具開始著手 App 開發，直至兩個 App 的 Beta 版完成再由金龍旅遊

進行審核及評估。 

 

5.App 系統建置與開發 

針對金龍旅遊需求使用其提供的參考資料、照片，並利用 Adobe 

Photoshop 及 Adobe Illustrator 製作素材。 

奧爾的部分本專題利用電子書的方式為雛型，採用活潑生動的方

式能讓使用者對行程的重點更加印象深刻，有別於大部分旅遊行程介

紹的 App 與使用者沒有太多的互動。 

而長茂的部分本專題利用最直接的方式，透過簡單文字說明配合

當地風景照來傳達地方文化特色，也許與使用者沒有太多互動，但另

有問與答及貼心小提示功能。 

6.麒麟盃行銷三創競賽 

因應中區觀光旅遊雲端科技導覽 App 產業鏈聯合開發技術優化技

術應用推廣計畫，本專題參加中州科技大學 2013麒麟盃行銷三創競賽，

在此次競賽中，本專題之 App，長茂部分得到適地性 App 組第三名，

奧爾的部分更是獲得多媒體動態 App 組第一名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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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此次競賽不只可以比較其他參賽者的作品，更能得到多位評

審的意見，使本專題之 App 能夠補足缺少的部分，更進一步。 

7.彙整競賽評審建議 

綜觀這次競賽評審的建議，並將可行建議列入更新 App 項目。 

8.業者審核給予輔導意見 

將兩支 Beta 版的 App 交由永盛旅行社-金龍旅遊審核，由於長茂

App 的版型及操作方式比較無法符合其需求，本專題決定以奧爾 App

協同開發，金龍旅遊提供的審核意見如圖 1.1所示。 

圖 1.1 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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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1. 此行程以電車遊覽為訴求，應加入該元素 PHOQ Map。 

2. 達人帶團深入 Local（達人是廣島觀光局推薦）建議作介紹。 

3. 網頁李 Photo 不夠豐富，也建議首頁廣島城有春夏秋冬分別。 

4. 分頁、背景美工建議使用當地觀光景點。 

5. 本公司將提供 Photo 給各位使用。 

6. 請依行程食、衣、住、行、娛樂、交通，再多著磨給客人多些訊息。 

 

9.依彙整建議及意見完成 App  

逐步把現有的 App 改善以及增加欠缺的功能等等......，直至永盛旅

行社-金龍旅遊審核通過並採用。 

 

10.上架於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商店 

經永盛旅行社-金龍旅遊審核完畢，上架於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商店，提供下載使用，將可吸引欲前往的旅客替旅行社增加經濟

效益，也證明此 App 的可行性。 

11.結論與未來展望 

針對本專題之 App 自我評析，作出研究結論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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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圖 

 

 

 

 

 

確定研究動機及建立研究

目 
文獻探討 

 

業者需求訪談 

 

開發工具 

 
App 系統建置與開發 

 
麒麟盃行銷三創競賽 

 
彙整競賽評審建議 

 

業者審核給予輔導意

見 

 

依彙整建議及意見完成

App 

 上架於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商店 

 

結論與未來展望 

 



 

1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越來越普及，廠商也不斷推陳出新，而軟

體方面也因應智慧型手機功能需求而不斷的增加，不管遊戲、拍照攝

影、社群網站、通訊、查詢時刻表等等生活大小事，都能在手機應用

軟體中搜尋到，本專題所要探討的是在這些裝置以及裝置上使用的應

用軟體以及對於我們所要製作的旅遊 APP 跟一般廣告文宣又有什麼差

異，還有如何才能達到消費者及旅行社的需求。 

2.1 智慧型手機  

2.1.1 何謂智慧型手機  

指具有獨立的行動作業系統，可透過安裝應用軟體、遊戲

等程式來擴充手機功能，運算能力及功能均優於傳統功能手機

的一類手機。稱為「智慧型手機」。最初的智慧型手機是個人

數位助理（PDA，即掌上電腦）與手機的結合。後來的機型增

加了行動式媒體播放器、低端傻瓜式數位相機、袖珍攝像機（迷

你DV相機微型攝像機）和GPS導航等功能，使其成為了一種

功能多樣化的裝置。很多智慧型手機還擁有高解析度觸控式螢

幕和網頁瀏覽器，從而可以顯示標準網頁以及移動最佳化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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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Wi-Fi和移動寬頻，智慧型手機還能實作高速資料存取。

近年來，移動App市場及移動商務的高速發展也促進了人們對

智慧型手機的選用。  

智慧型手機的行動作業系統有Google的Android（安卓）

系統、蘋果的 iOS系統、諾基亞的Symbian OS（早期智慧型手

機最流行的系統）、黑莓公司的黑莓OS系統、三星的Bada系

統、微軟的Windows Phone系統、惠普的webOS系統和其他一

些嵌入式Linux系統。 (蘇昱霖，2006) 

智慧型手機能夠顯示與個人電腦所顯示出來一致的正常

網頁，而且智慧型手機能顯示手機版的網頁，它具有獨立的操

作系統以及良好的用戶介面，它擁有很強的應用擴展性、能方

便隨意地安裝和刪除應用程式；智慧型手機擁有超大高畫質觸

摸屏，能隨時調用鍵盤來進行觸摸手寫，能進行多任務操作，

並且擁有強大的多媒體、郵件、上網功能，能完全替代像MP3、

MP4和PDA這樣的傳統便攜式設備；智慧型手機能替代個人電

腦處理辦公事務和其他事務，它能與網路保持時時地無縫連接，

能隨時切入網路，並且能與電腦、筆記本電腦等其他設備同步

資料。 (蘇昱霖，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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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何謂功能型手機  

行動電話的型別，在 iOS、Android、Windows Phone等智

慧移動作業系統未面世前，很多非PDA類型的手機都統稱為功

能型手機。它的運算能力無法媲美智慧型手機，但卻能夠大致

滿足某些族群的消費者要求，有些功能型手機的應用亦比純粹

只能用來打電話及收發簡訊的一般手機多，譬如能夠照相片、

播放自己的音樂檔案、上網以及是地圖功能。如同智慧型手機，

在功能型手機上可以執行一些應用程式，但多數為 JAVA語言

的程式，這些程式多半是基於 JAVA ME或BREW，這與 JAVA

的跨平台能力有關。功能型手機能夠應用的應用程式介面比智

慧型手機少（李振宏， 2012）。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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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功能式手機與智慧型手機比較表 

 
功能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 

外觀 重量較重、按鍵多、厚重 重量較輕、螢幕鍵盤、輕薄 

應用程式 
由手機業者與通訊業者共

同決定，由軟體商開發 

軟體商擁有開放平台，應用程式

決定於消費者 

作業系統 固定式作業系統 更新式作業系統 

數據通訊 GPRS 3G、3.5G、WIFI 無線通訊 

檔案傳輸 紅外線 藍芽、應用程式功能傳輸 

容量 無法擴充，僅能使用內建 可依需求擴充 

介面 按鍵式操作、單調 觸控面板操作、多樣化 

螢幕大小 1.5 吋到 2.5 吋 3 吋以上 

互動性 單向式 雙向式 

組成要素 文字、簡單圖片 圖片、音效、視訊、MP3 

功能 

內建附加功能足以滿足低

需求的消費者，例：手電

筒、錄音機、簡單的遊戲、

時鐘及碼表、收音機等功

能 

螢幕功能強大，能在螢幕上操作

許多應用程式，基本的功能必須

具備即時資料處理、個人訊息管

理、網際網路的瀏覽、收發電子

郵件、自行決定應用程式 

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使民眾對智慧型手機越來越依賴，而智慧型

的軟體與硬體變化性太大，更新速度之快，功能不斷推陳出新，而對

於智慧型手機的定義也不斷改變。而強大功能之外，使用的流暢度以

及簡易性和介面的親和度也都是很重要的關鍵，除了智慧型手機本身

擁有擴充的功能外，隨時隨地的連接網路、即時通訊、視訊通話、影

片分享、使用應用程式等，如：社群網站，完全擊潰過去的功能式手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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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平板電腦 

2.2.1 何謂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是一種平板形狀的筆記型電腦，可隨身攜帶、可自由移

動它使用觸摸屏的方式來點選物件，旋轉螢幕能照顧不同方向的使用

者，在展示講述內容方面能方便使用者使用。擁有可讓用戶方便使用

的觸控筆來進行作業，另外平板電腦都具有手寫輸入的功能，在螢幕

上寫字、塗鴉就像在紙上作畫般，而用觸控筆點選也比在桌上型電腦

從鍵盤或滑鼠上操作來的容易便利，在操控使用網路方面，卻是不分

年齡的人性化產品（李振宏，2012）。  

2.2.2 何謂桌上型電腦  

    反之桌上型電腦是擁有一台電腦主機、還有一台螢幕放在桌上使

用的電腦，不能隨易移動，也就是說這是一台固定式的電腦不像平板

那樣可帶到外面在任何地方使用，鍵盤、滑鼠方面相信大家也都熟知

使用方法就不多說了。體積重量比平板電腦大及笨重，雖在某方面有

相對的劣勢，如：耗電、體積與重量只受限於既定空間，其功能容易

被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通用等等，不過當然也有相對優勢的部分，

如：效能較強大、功能多、升級較方便。但是桌上型電腦卻已成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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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有大眾普及的資訊產品卻是不爭的事實(Microsoft，2013)。 

表 2.2 平板電腦與桌上型電腦的功能與使用性比較表 

平板電腦 桌上型電腦 

攜帶方便、重量輕、體積不大、好

收納 

攜帶性非常差、重量重、體積大、

不太好收納 

擁有一個可以手寫的觸控螢幕 自行加買螢幕 

使用上就憑著直覺來做操作、可旋

轉的畫面，操作簡單又方便 

使用滑鼠與鍵盤操作，雖然現在也

有觸控的電腦螢幕，但是價格昂貴

並非多數人能擁有 

CPU 速度較慢，升級容量較不方便 CPU 較強升級容量較方便 

可當電子書與電子書包使用 無法隨身帶著走 

電池的持續使用時間不夠長，一天

用下來很快就沒電了 

為插電式使用，電線很多 

損壞率很高，一摔到螢幕可能就毀

了 

比較不容易壞，耐用使用年限較

長，也比較好修理 

而現代人所追求的是便利性、易於攜帶、隨時隨地能使用，加上

軟體的開發，生活上的應用總比工作上來得多，平板電腦成為大多數

人的新選擇。 

2.3 作業系統 

前面提及智慧型手機相關作業系統，在2013年11月，Android平台

在第三季創下了81%的市佔率，這是Android首次突破八成市佔，iOS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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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率為12.9%，Windows Phone的出貨量雖然大幅成長156%，但市場佔

有 率 也 僅 有 3.6% 。 黑 莓 機 出 貨 減 少 了 41.6% ， 市 佔 率 掉 到

1.7%( Framingham, Mass.，2013)。而本專題以目前最大的兩個作業

系統Android系統與iOS系統來建置App。 

2.3.1 Google Android 

Android是一個以Linux為基礎的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主要用於行動設

備，由Google成立的Open Handset Alliance（OHA，開放手持設備聯盟）

持續領導與開發中。安卓已發佈的最新版本為Android 4.4。 

    Android系統中文俗稱安卓，初由安迪‧魯賓（Andy Rubin）開發

製作，最初開發這個系統的目的是利用其創建一個能夠與PC上網的「智

慧型手機」生態圈。但是後來，智慧型手機市場開始快速成長，Android

被改造為一款面向手機的作業系統。於2005年8月被美國科技企業

Google收購。2007年11月，Google與84家硬體製造商、軟體開發商及

電信營運商成立開放手持設備聯盟來共同研發改良Android系統，隨後，

Google以Apache免費開放原始碼許可證的授權方式，發佈了Android的

原始碼。讓生產商推出搭載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Android作業系統後

來更逐漸拓展到平板電腦及其他領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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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末資料顯示，僅正式推出兩年的Android作業系統在市場佔

有率上已經超越稱霸逾十年的諾基亞Symbian系統，成為全球第一大智

慧型手機作業系統(Android developers，2013)。 

表 2.3 Android 系統更新表 

 系統更新 

2007年 11月 5 日 Android 

1.0 
正式公布 Android 作業系統 

2009年 4 月 30 日 

Android 1.5 

拍攝/播放視訊，並支援上傳到 Youtube 

支援立體聲藍芽耳機，同時改善自動配對效能 

2009年 9 月 15 日 

Android 1.6 

重新設計的 Android Market 

全新的拍照介面 

2009年 10月 26 日 

Android 2.0/2.0.1/2.1 

最佳化硬體速度 

新的瀏覽器的使用者介面和支援 HTML5 

改進 Google Maps3.1.2 

2010年 5 月 20 日 Android 

2.2/2.2.1 

支援將軟體安裝至擴充功能記憶體 

整合 Adobe Flash 10.1 支援及 Chrome 瀏覽器

功能 

USB 分享器和 WiFi 熱點功能 

2010年 12月 7 日 

Android 2.3 

支援更大的螢幕尺寸和解像度 

重新設計的多點觸控式螢幕幕鍵盤 

多媒體音效強化、螢幕截圖功能 

2011年 2 月 2日 

Android 3.0.1/3.1/3.2 

僅供平板電腦使用 

支援平板電腦大螢幕、高解析度 

3D 加速處理 

2011年 10月 19 日 

Android 4.0 

相機內建全景（Panorama）模式 

Gmail 外觀有所改動 

改動用戶介面，新的啟動畫面 

Google Search Bar 設置 

http://zh.wikipedia.org/wiki/Youtu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3%9D%E7%89%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Android_Market
http://zh.wikipedia.org/wiki/HTML5
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_Maps
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_Chrome
http://zh.wikipedia.org/wiki/USB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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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Android 系統更新表(續) 

 系統更新 

2012年 6 月 28 日 

Android 4.1 

新增離線語音輸入、提昇反應速度 

、強化預設鍵盤 

更多的 Google 雲端整合 

不會內建 Flash Player，並且 adobe 聲明停止

開發 

2012 年 10 月 30 日 

Android 4.2 

多重使用者帳戶 

多媒體無線傳輸 Miracast 

螢幕鎖定時的小工具 

2013 年 7 月 25 日 

Android 4.3 

支援多使用者登、OpenGL ES 3.0 

DRM APIs 全新數位版權加密技術支援 

2013 年 9 月 3 日 

Android 4.4 

支援語音開啟 Google Now、援全螢幕模式

Immersive Mode 

優化記憶體使用 

新的電話通訊功能 

低電耗音樂播放 

新的 NFC 付費整合 

資料來源: (Android developers，2013) 

2.3.2 Apple iOS 

iOS（原名：iPhone OS）是由蘋果公司為行動裝置所開發的操作系

統，支援的裝置包括 iPhone、iPod touch、iPad、Apple TV。與 Android

及 Windows Phone 不同，iOS 不支援非蘋果硬體的裝置。系統操作（iOS 

6）佔用約 1GB 左右的儲存空間。目前，iOS 面向公眾的最新版本為

7.0.4，面向開發者的最新版本為 7.1 beta 1(Apple，2013)。 

    iOS 可以透過 iTunes 對裝置進行升級，iOS 5.0 及以上版本亦可以

透過 OTA 的方式進行軟體更新。iOS 必須要與裝置透過蘋果伺服器進

http://zh.wikipedia.org/wiki/Miracast
http://zh.wikipedia.org/wiki/OpenGL_E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B%E6%9E%9C%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3%8D%E4%BD%9C%E7%B3%BB%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3%8D%E4%BD%9C%E7%B3%BB%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IPhone
http://zh.wikipedia.org/wiki/IPod_touch
http://zh.wikipedia.org/wiki/IP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Apple_TV
http://zh.wikipedia.org/wiki/Android
http://zh.wikipedia.org/wiki/Android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ndows_Phone
http://zh.wikipedia.org/wiki/GB
http://zh.wikipedia.org/wiki/ITunes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9%BA%E4%B8%AD%E4%B8%8B%E8%BC%89&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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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啟用，啟用方式可以透過 iTunes，iOS 5.0 及以上版本可以透過 iCloud

服務啟用，並且自動同步。最新版本的 iOS 大約佔用約 1GB 左右的儲

存空間。最初，蘋果公司並沒有給隨 iPhone 發行的 iOS 一個獨立的稱

謂，直到 2008年 3月 6日才給它取名為 iPhone OS，並於 2010年 6月

改名為現在的名字 iOS(Apple，2013)。 

表 2.4 iOS 系統更新表 

日期 

版本 
系統更新 

2007年 6 月 

iOS 1 

搭配第一支 iPhone 問世的 iOS 1 為往後的作業系統風格與

外觀定調。介面上的 App 採格狀排列，每個方塊都有圓潤

的邊角，底部有橫條狀的工具列 

2008年 7 月 

iOS 2 

添加 App Store 和第三方軟體。其中新添的雲端郵件和同步

程式 MobileMe，但後來取消服務。另外還支援 Microsoft 

Exchange 帳戶和連絡人搜尋功能。 

2009年 6 月 

iOS 3 

配合 iPhone 3GS 手機為系統圖像加入深度與紋理，低調展

現了其處理技術又更上一層，同時還加入語音控制。 

2010年 4 月 

iOS 3.2 

iOS 系統登上平板電腦 iPad 的「大螢幕」，外觀風格與手

機版類似但比例放大且為了配合大螢幕做了一些改進。 

2010年 6 月 

iOS 4 

圖像呈現更精緻，也添加許多紋理處理。最大的亮點是「多

工處理」（multitasking），只要按兩下 home 鍵就可以切

換進入其他 App 以及新的文件夾功能。 

2011年 10月

12日 

iOS 5 

新增一項重要功能 Siri。雖然這項語音助理的性能有限，

但蘋果展示了使用者與 iOS 裝置互動的全新概念。 

2012年 9 月 

iOS 6 

iOS 與 OS X 已經可以透過 Messages、Calendar 和 iCloud

等整合，植入了 200 多項新的功能和應用。 

2013年 9 月 

iOS 7 

以扁平風格為主，提升多工處理功能，依照程式的使用頻

率和網路狀況分配資源，系統自動智慧排程、整合更新，

完整預覽運行中的 App。 

資料來源：(Apple，2013) 

http://zh.wikipedia.org/wiki/ITunes
http://zh.wikipedia.org/wiki/ICloud
http://zh.wikipedia.org/wiki/ICloud
http://zh.wikipedia.org/wiki/Giga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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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架構 

框架：iOS 使用基於與蘋果麥金塔計算機不同的 ARM 架構的 64

位元或 32位元中央處理器，使用由 PowerVR 視訊卡渲染的 OpenGL ES 

3.0以 Darwin 作為基礎。 

系統架構層次：核心作業系統層（the Core OS layer），核心服務

層（the Core Services layer），媒體層（the Media layer），觸控應用層

（the Cocoa Touch layer）(MBA 智庫百科，2013)。 

(二) 使用介面 

設計特點：iOS 使用者介面能使用按鍵、多點觸控對裝置進行控制。

此外透過其內建的加速器，可以令其旋轉裝置以使螢幕改變方向，這

樣的設計令裝置更便於使用。 

實體按鍵：包括螢幕下方的 Home 按鍵（用於結束應用程式、回

到主介面、長按開啟語音控制或Siri，iPhone 5s整合Touch ID感測器），

頂部的 Power 按鍵（用於鎖定螢幕、關機），側面的音量控制按鍵。 

多點觸控：包括滑動（Swiping）、輕按（Tapping）、擠壓（Pinching）、

反向擠壓（Reverse Pinching or unpinching），可以與系統互動。 

http://zh.wikipedia.org/wiki/ARM%E6%9E%B6%E6%9E%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A4%84%E7%90%86%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PowerVR
http://zh.wikipedia.org/wiki/OpenGL_ES
http://zh.wikipedia.org/wiki/OpenGL_ES
http://zh.wikipedia.org/wiki/Apple_Darwi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A%92%E4%BD%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9%BB%9E%E8%A7%B8%E6%8E%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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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介面：以應用程式方格的形式呈現，最底部的一欄成為 Dock，

可以有最多 4個（iPad 系列產品則為 6個）程式圖示被固定在 Dock 上，

其他可以透過「滑動」的方式進行變換顯示的應用程式。狀態列處於

螢幕上方，能顯示時間、電池電量和訊號強度等訊息。從螢幕頂端向

下輕掃可以顯示通知中心。將圖示向下輕掃可以啟動 Spotlight，從螢

幕底端向上輕掃可以顯示控制中心(Apple，2013)。 

2.4 應用程式軟體 

通常指行動軟體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或稱手機應用程

式、手機 App 等，指用於行動裝置上的應用軟體，應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有時會被簡稱為 App，指用於特定用途的軟體(Tyson 

McCann，2012)。 

2.4.1 應用程式探討與分析 

應用程式已行之有年，但在蘋果自 2008年推出 App Store 後，整

個應用程式開始蓬勃發展，而應用程式此一新服務衍伸出新的商業模

式，先前電子商務無法完全解釋現今發展之模式，主要探現今應用程

式之商業模式，以免費提供應用程式之開發商為主要探討對象，做整

理與歸納；此外因整個產業龐大的商機，吸引應用程式開發商大批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5%8B%95%E8%BB%9F%E9%AB%94%E6%87%89%E7%94%A8%E7%A8%8B%E5%BC%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94%E7%94%A8%E8%BD%AF%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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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導致應用程式間競爭激烈，且發展快速(Tyson McCann，2012)。 

雲端運算的運用、技術的創新、巨量的資料、平台的開發與使用，

將使市場對於智慧型手持裝置的需求日與俱增，也因如此，廠商推出

App 做行銷,但運用 App 行銷之前，應該先行銷 App，倘若沒有使用量

的支持，App 行銷也無法順利進行，所以探討如何讓使用者產生持續

使用意圖。然而平台上 App 分類複雜、數量繁多，無法確切感動消費

者，因此本文探討 App 特質，分辨 App 行銷與以往行銷的差異處，並

以消費者採用角度了解其影響因素及歷程。藉由這些探索，加上專家

意見，期望改善 App 平台、軟體，增加使用量，並供軟體開發者、廠

商參考使用(Tyson McCann，2012)。 

雖然 App 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功能，但企業不能將傳統軟體的功能

導向思維帶進 App 的設計，不能追求功能越多越好，而必須盡量讓 App

每項功能都要精準切中使用需求(鄭逸寧，2012)。 

這是因為 App 訴求輕薄短小，利於使用者在行進間，利用簡短的

時間完成明確且單一的任務。這也是為什麼你看到市面上充斥的 App

大多只能滿足單一需求，看氣象要用一套 App，查交通狀況要一套 App，

背單字要用一套 App，也就是說，企業只要發現特定的使用需求夠明

確，無論需求的大小，都足以專門打造一套 App(鄭逸寧，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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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爾資訊(註一)的經驗美學設計師楊淑涵表示，企業必須設想使

用者在操作 App 時，會優先需要哪些功能，只要能滿足八成的主要需

求，剩餘二成功能則大多是例外的使用情境，在多數情況下，可以捨

棄不放在 App 當中(鄭逸寧，2012)。  

另一方面，App 操作動線與資訊結構的呈現也不同於桌機軟體與

網頁。桌機軟體與網頁的資訊分布方式扁平且分散，以網狀形式遍布

在不同的角落，操作動線可長可短，而且沒有固定方向，使用者可透

過不同操作動線完成相同的任務。但 App 的資訊分布方式有較明顯的

階層區別，來編排為有特定方向的操作動線，而且操作介面必須指示

下一個操作步驟，讓使用者輕易上手(鄭逸寧，2012)。  

根據邱泊寰的觀察(註二)，許多企業完成前期開發階段後，經過實

際測試與調校，會發現後期階段規畫好的 App 功能沒有必要開發，或

是不符使用者需求而必須大幅修改，因此，企業不必急著一次完成所

有功能，而可以透過不同階段的經驗逼近使用者真正的需求(鄭逸寧，

2012)。 

邱泊寰也曾在訪談中提到「App 已進入美學的時代，傳統工程師

導向的 App 不再受歡迎，必須改以趣味導向設計、美學經驗設計，從

人性價值面主導現代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內容走向(鄭逸寧，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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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卡米爾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CAMEO InfoTech Inc.) 

成立於西元 2000 年 6 月，致力於軟體產品研發，並提供行動通訊與

雲端網路服務。團隊主要成員為交通大學資訊科系的碩、博士。 

CAMEO 與台灣中華電信、大陸中國移動合作多項產品服務，包含 Push 

Mail、Push Blog、以及 Push Web。並自 2010 年起提供 Google Apps 導入的

顧問服務。 

在行動通訊領域, 由早期的 PDA Palm、微軟 WinCE (Windows Mobile)、

Nokia Symbian, Java J2ME, 演進到目前流行的 iPad, iPhone, Android , 

CAMEO 擁有十年以上的資深經驗, 提供電信業者與企業最值得信賴的高品

質技術平台。 

註二：邱泊寰 

現任：卡米爾資訊 - 技術長 

專長：APP 手機軟體設計 

學歷：交通大學資訊管理博士 

著作：Google Apps：專為企業打造的雲端全能方案 

2.4.2 SoLoMo 模式 

Web 3.0 時代來臨，共存及多元互動，無論是人和人之間，人和物

之間，甚至與社群間的互動也將更加緊密連結，技術與網際網路緊密

結合的時代，也是人們與資訊網路互動更親密的時代，這些識別感應

以及網際網路的物聯網、雲端運算、行動網路成為這個時代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份。 

 Web3.0，是虛擬和真實世界的結合，以往主要是虛擬的，現在要

把物理的實體世界融合進來，其實就是結合網路與觸控感應的物聯網，

也將我們推向所謂的 SoLoMo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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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Mo」這個名詞的誕生，源於 2001 年 2 月 Google Think 

Mobile Conference，由 KPCB(註三)合夥人 John Doerr 與 Mary Meeker，

在「10 個行動網路趨勢」中提出的概念。根據摩根史坦利 2010 年報告

預測，2012 年智慧型手機出貨量將超越電腦，但實際上，行動裝置在

2010 年第四季已提早實現這項預言(陳舒珊，2013)。 

註三：KPCB 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成立於 1972 年，是美

國最大的風險基金，主要是承擔各大名校的校產投資業務。(MBA智庫百科，

2013) 

運用這些社群化特性，滿足在地化訊息需求，擺脫資訊不對稱，

在智慧型裝置以及行動網路發展下，以很快的速度將我們推向 SoLoMo

時代，將想要分享訴說的訊息，在對的時間地點，及時的傳遞給家人

朋友們，隨時隨地都能彼此交流互動。 

So 即 social，Lo 即 local，Mo 即 mobile。這些概念的代表性網站

有 Facebook，Twitter，Foursquare 等。 

（1）So：社交（Social） 

社群經營已成為企業網路行銷的顯學之一，現在誰不在 Facebook

上成立粉絲專頁與舉辦活動，誰的官方網站還不準備加入「Like」與

「Comments Box」。 

http://www.kpcb.com/
mailto:plum391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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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真的還沒搞懂，但相信企業一定會想辦法趕快弄懂，否則將沒

人幫你免費發傳單(分享至塗鴉牆) (劉舜中、江高舉，2013)。 

（2）Lo：適地（Local） 

由於資訊發達，適地性服務越來越重要。尤其以地方旅遊、異地

出差所產生的需求最高，當數位發展與 Location 結合，就可融入到社

區的宅經濟服務、數位電視、數位醫療服務等。舉個例來說，下班回

家發現小朋友感冒，想知道最近的醫院目前耳鼻喉科掛號到幾號或還

是在營業嗎？現在前往適合嗎？這些問題與服務如希望被解決，適地

性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劉舜中、江高舉，2013)。 

（3）Mo：行動（Mobile） 

不久的未來，除了工作之外，人們最依賴的肯定是智慧型手機

(Mobile)。它可以代表你的身分(MEC)、協助支付款(NFC)，進行溝通

與資訊傳遞。如剛剛的例子，安排小孩看病透過手機直接掛號，得知

診號與地點不是很方便嗎？看完病要去用個餐，透過手機直接訂位或

許又更理想(劉舜中、江高舉，2013)。 

上述這些動作如果還是必須開電腦才能完成，是不是非常多此一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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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SoLoMo 示意圖 

資料來源：(劉舜中、江高舉，2013) 

2.4.3 應用程式之類型 

    手機 APP 應用程式以 Google Play 商店為例分為遊戲、圖書、交通

運輸、個人化、健康塑身、動態桌布、商業、圖書與參考資源、天氣、

娛樂、媒體與影片、小工具、工具、攝影、教育、新聞與雜誌、旅遊

與地方資訊、漫畫、生活品味、生產應用、社交、程式庫與試用程式、

財經、購物、通訊、運動、醫療、音樂與音效等，裡頭再細分更多不

同種類的 APP，以及分為付費及免費使用，也幫使用者歸納熱門與排

行，提供使用者搜尋使用(Android developers，2013)。 

App Store 是蘋果公司為 iOS 作業系統所創建和維護的數字化應用

發布平台，允許用戶從 iTunes Store 瀏覽和下載一些由 iOS SDK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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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SDK 開發的應用程式。根據應用發布的不同情況，用戶可以付費

或者免費下載。應用程式可以直接下載到 iOS設備，也可以通過Mac OS 

X 或者 Windows 平台下的 iTunes 下載到電腦中。其中包含遊戲、日程

管理、詞典、圖庫及許多實用的軟體。 

內建程式：iOS 最新版本中的應用（因裝置不同部分應用可能有所

差異）：電話、Mail、Safari、音樂、視訊、SpringBoard、簡訊、日曆、

照片、相機、FaceTime、Photo Booth、股市、地圖（Apple Map）、天

氣、備忘錄、雜誌、提醒事項、時鐘、計算機、指南針、語音備忘錄、

App Store、Game Center、設定、通訊錄、iTunes、Nike+iPod、Voice Control、

Siri、Passbook；在最新版本被移除的軟體：YouTube（iOS 6 中被移除）、

iPod（iOS 5 中被拆分成「音樂」和「視訊」）、地圖（iOS 7 和 6 中

使用 Apple Map，iOS 4 中使用 AGPS 輔助的 Google 地圖；iOS 5 中使

用格洛納斯系統輔助的 Google 地圖）(Tyson McCann，2012)。 

Web應用程式：在 2007年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上，蘋果宣布 iPhone

和 iPod Touch 將會透過 Safari 網路瀏覽器支援某些第三方應用程式，

這些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應用程式。它們能透過 AJAX（註四）網路

技術編寫出來。 

註四：AJAX 即「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非同步的 JavaScript

與 XML 技術），指的是一套綜合了多項技術的瀏覽器端網頁開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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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傳統旅遊廣告文宣與 App 軟體之比較表 

 傳統廣告文宣 APP 軟體 

產出 經由設計後大量印出 軟體公司設計開發上架 

修改 需再重新設計印製 直接修改更新 

聯絡 
透過文宣訊息輸入網址查

詢或撥打電話詢問 

點選連結直接到該網站觀看，

提供線上問答也能直接撥出電

話 

訊息 
只能提供文宣大小有限內

容，只能提供某些時限使用 

提供整理後資訊瀏覽，也能立

即查詢新資訊 

吸引力 
只能著重於文宣上設計，比

較死板 

多種頁面瀏覽互動，增加顧客

瀏覽意願 

使用資源 印刷及大量紙張 需有行動裝置連網及上架平台 

過期失效 丟棄或回收 直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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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使用 OurApp Editor 作為開發工具，Adobe Photoshop 及 Adobe 

Illustrator 作為輔助開發工具。 

3.1 OurApp Editor 

一、開發軟體建議電腦設備需求 

（1）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XP SP3/ Windows Vista / Windows 

7 / DotNet Framework 4.0 。 

（2）記憶體：2G 以上。 

（3）CPU：2.1GHz 以上。  

（4）螢幕解析度：1024 * 768 pixel 以上。 

（5）建議網路頻寬需求：建議使用 128+ Kbps 以上的寬頻連線，可以

讓多媒體上傳和編輯過程更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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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urApp 服務簡介 

深知行動商務的重要性與趨勢，積極研發 App 應用程式，目前已

於 iPhone、iPad、Android 等行動平台成功開發。 

並有效整合 PC 與行動裝置之相容性，開發跨平台之應用軟體，提

供使用者一個更加便利且人性化的數位環境。 

擁有多元化互動編輯功能的編輯器，並提供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商店上架服務，增加曝光機會，效率效益同時兼具(奧爾數位，2013)。

簡介流程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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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服務簡介流程圖 

資料來源:(奧爾數位，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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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輯器功能 

（1）動態圖文： 

1.文字 Text：強大文字特效，自由設定文字大小、顏色及粗細，

方便輕鬆編輯。  

2.圖片 Image：多種圖檔皆可置入，豐富的轉場特效，增加閱讀

生動性。  

3.循環播放 Turn：圖片動態化，營造動畫效果，增加內容趣味度。  

（2）多元連結：  

1.連結 Hyperlink：隨意連結網站，跳至指定頁面，即時瀏覽。  

2.聲音 Audio：匯入音樂檔案 (Mp3 或 Wav)，增添閱讀氣氛。  

3.影片 Video：支援影片 (Mp4)匯入，文字、影片相互呼應，增加

內容豐富度。  

（3）互動功能：  

1.彈出視窗 Popup：可顯示或隱藏資訊，增加圖文互動性。  

2.提示視窗 Hint：可於圖片上設定提示內容，增加資訊的暗示

性。  

3.滑動檢視 Scroll View：一次檢視多張圖片，可滑動輪播，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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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多種特效。  

4.遮罩 Mask：遮蓋部分內容，點選遮罩圖即可觀看。  

5.多圖切片 A2B：支援多圖匯入，利用大圖與小圖的對應效果，

提高互動性。  

6.嵌入網頁 iFrame：可用於嵌入 html 碼或將網頁嵌入於編輯內容

區。  

3.2 Adobe Photoshop 

Adobe Photoshop，簡稱「PS」是一個由 Adobe Systems 開發和發

行的影像處理軟體。 

Adobe Photoshop 有兩個發行版本：標準版 Adobe Photoshop 和擴

充功能版 Adobe Photoshop Extended，擴充功能版除包含標準版所有功

能之外，還增加了 3D 處理功能、動畫圖形編輯功能和高階影像分析功

能，而在 2013 年推出的 Photoshop CC 中，這兩個版本合二為一，

Extended 版本的內容被全部合併到標準版本。 

Photoshop 主要處理以像素所構成的數位影像，使用其眾多的編修

與繪圖工具，可以更有效的進行圖片編輯工作。 

獨特的歷史紀錄浮動視窗和可編輯的圖層效果功能使使用者可以

方便的測試效果。對各種濾鏡的支援更令使使用者能夠輕鬆創造出各

http://zh.wikipedia.org/wiki/PS
http://zh.wikipedia.org/wiki/Adobe_System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5%83%8F%E5%A4%84%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5%83%8F%E5%A4%84%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3%8F%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A4%E9%95%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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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奇幻的效果(Adobe Creative Team，2012)。 

3.3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Illustrator，簡稱「AI」是 Adobe Systems 推出的基於向量的

圖形製作軟體。 

最初是 1986年為蘋果公司麥金塔電腦設計開發的，1987年 1月發

行，在此之前它只是 Adobe 內部的字型開發和 PostScript 編輯軟體。 

最大特徵在於貝茲曲線的使用，使得操作簡單功能強大的向量繪

圖成為可能。現在它還整合文書處理、上色等功能，不僅在插圖製作，

在印刷製品（如廣告傳單、小冊子）設計製作方面也廣泛使用，事實

上已經成為桌面出版（DTP）業界的預設標準。 

與兄弟軟體-點陣圖圖形處理軟體 Photoshop 有類似的介面，並能

共享一些外掛模組和功能，實作無縫連線 (Adobe Creative Team，

2012)。 

 

 

 

 

http://zh.wikipedia.org/wiki/Ado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2%E9%8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9%E6%9E%9C%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9%E6%9E%9C%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7%E4%BD%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PostScrip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D%AF%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8%8C%B2%E6%9B%B2%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2%E9%8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8C%E9%9D%A2%E5%87%BA%E7%89%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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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實作 

4.1實做說明 

本專題的系統使用 OurApp Editor 系統開發，以使用美工軟體

（Adobe 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 )設計圖片，利用 OurApp Editor

系統排版、編輯頁面動畫、連結、設定，運用 Android 和 Apple 的智慧

型行動裝置當作電子書或是旅遊導覽用。將完成檔上傳至 OurApp 

Editor 系統自行開發的平台「Our 書櫃」，與廠商付費後，將轉為封包

上傳至App store和Google play商店或產生QR碼，即可下載安裝使用，

因此，本專題的系統只要安裝完成後就可以在有無網路的條件之下進

行檢視旅遊資訊，讓使用者不必帶著厚重的旅遊書籍。 

4.2系統功能特色 

（1）版面連結方便使用。 

（2）利用風趣討喜的素材製成簡單的動畫。 

（3）檢視照片可以利用滑動檢視。 

（4）不占據過多的版面以及使用彈出方式的小地圖。 

（5）外部連結、貼心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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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系統畫面 

4.3.1頁面介紹－封面： 

圖 4.1 封面圖片 

圖 4.1下載這款廣島 BARUBARUGO，安裝後點選此 App 後，將

呈現這套 App 的首頁，紅色文字部分，使用了「循環播放」功能，每

0.5秒更換圖片，共有 6張圖片組成，連續播放達成閃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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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頁面介紹－目錄 

圖 4.2 目錄 

圖 4.2目錄介紹所有頁面的標題，酒紅色字體使用「連結」功能，

可連結至每個頁面。例如：點選廣島城，立即能連結至廣島城的介紹

頁面，以此類推，方便使用者使用，有別於傳統旅遊書籍必須一頁一

頁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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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頁面介紹－開頭簡介 

圖 4.3 開頭簡介 

圖 4.3 簡短介紹廣島特色，利用自製素材，使用「彈出」與「連

結」功能，按下「你好！」，即彈出「準備好跟我一起旅行？」、箭

頭(可連結至下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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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頁面介紹－廣島城 

圖 4.4 廣島城簡介 

圖 4.4 廣島城景點介紹，使用「滑動檢視」與「彈出」功能，將

箭頭往上滑，即可看到廣島城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當地景色。

點選貼心小提示，彈出便利貼，介紹館區服務資訊。即引用了 SoLoMo

模式的 Lo：適地（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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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頁面介紹－平和紀念公園 

圖 4.5 平和紀念公園景點介紹 

  圖 4.5平和紀念公園景點介紹，使用「彈出」功能， 點選疊在

一起的其中「照片」，可放大檢視。點選「TEXT HERE」，彈出便利

貼告知公園所在、電話及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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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頁面介紹－宮島嚴島神社 

圖 4.6 嚴島神社景點介紹 

圖 4.6嚴島神社景點介紹，使用「滑動檢視-平滑」與「彈出」功

能。在相框中的照片，即可「左右滑行」，檢視不同的景色。點選「MAP」，

彈出漫畫版嚴島神社的全地圖。即引用了 SoLoMo 模式的 Lo：適地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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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頁面介紹－島波海道 

圖 4.7 島波海道 

圖 4.7島波海道景點介紹，使用「多圖切片」、「循環播放」及

「彈出」功能。點選電視旁的 1、2、3、4，即可瀏覽不同的景色。底

層利用自製的素材，共使用 6 張不同圖片，以每 0.5秒速度播放，呈

現動畫效果。 點選「點我」，顯示腳踏車路線圖。即引用了 SoLoMo

模式的 Lo：適地（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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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頁面介紹－縮景園 

圖 4.8 縮景園景點介紹 

圖 4.8縮景園景點介紹，使用「影片」、「循環播放」及「彈出」

功能。門窗中的影片，自動撥放，能讓使用者更了解全景。右下方的

自製素材，共使用 4張不同圖片循環播放，使背景不只是乏味的圖片。

點選「地圖」，顯示縮景園內各個景點位置，方便導覽使用者。即引

用了 SoLoMo 模式的 Lo：適地（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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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頁面介紹－馬自達汽車博物館 

圖 4.9 馬自達汽車博物館景點介紹 

 圖 4.9 馬自達汽車博物館景點介紹，使用「彈出」功能。 點選

「紅綠燈」，每個燈各自顯示博物館內不同的介紹相片。點選「相關

訊息」，彈出便利貼，提供館內地址、電話、交通、門票資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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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頁面介紹－食 

圖 4.10 廣島相關美食 

圖 4.10廣島相關美食、特產資訊，使用「滑動檢視翻頁」與「連

結」功能。相框中的相片，可左右滑動，檢視當地美食與特產。 點選

右下方連結：「牡蠣屋」即可連結網頁至「牡蠣屋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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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頁面介紹－住 

圖 4.11 廣島麗嘉皇家酒店 

圖 4.11廣島麗嘉皇家酒店相關資訊。使用「滑動檢視翻頁」與「內

嵌網頁」功能。相框中的圖片，可左右滑動，即可瀏覽飯店中不同的

設施介紹像片。右下方的內嵌地圖，使用 Google Map HTML 碼連結，

以利使用者導航。即引用了 SoLoMo 模式的 Lo：適地（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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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頁面介紹－氣候 

圖 4.12 當地相關氣候天氣預報資訊 

圖 4.12當地氣候的天氣預報資訊。使用「內嵌網頁 URL」功能。

連結日本國家旅遊局當地氣象預報，能及時了解天氣，方便使用者穿

搭衣服或需不需要攜帶雨具。引用了SoLoMo模式的Lo：適地（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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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頁面介紹－小小測驗 

圖 4.13 小小測驗 

圖 4.13使用完整套 App，本專題希望使用者與 App 互動來增加使

用者印象。使用「彈出」功能和「循環播放」功能。 點選「點我！！」，

彈出題目，點選第 4 題 A、B、C、D 紅圈，彈出題目選項。點選「答

案」，彈出測驗總答案 。右下方的自製素材，利用 0.5秒速度使用循

環播放功能，共 4張圖片，利用動畫使 App 更為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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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頁面介紹－規劃行程介紹 

圖 4.14 規劃行程介紹 

圖 4.14介紹 5天 4夜廣島的行程，與報名網頁連結。使用「連結」

與「彈出」功能。 點選「IE 圖示」，即可連結到金龍旅遊廣島ぶらぶ

ら GO 網頁訂購行程。點選「指南針」，彈出廣島全部景點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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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頁面介紹－廠商介紹 

圖 4.15 廠商介紹 

圖 4.15 永盛旅行社-金龍旅遊簡介介紹。使用「連結」功能。 點

「FaceBook 圖示」，即可連結至粉絲專頁。 點選「IE 圖示」及可連

結至永盛旅行社-金龍旅遊官方網站。即引用了 SoLoMo 模式的 So:社

交（Social）。 

  



 

54 

 

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 自我評析 

本專題所製作的 App，利用電子旅遊書作為 App 架構的雛型，而

基本功能無非是透過簡單的文字敘述導覽介紹配合旅行社提供的實景

照片。 

除此本專題利用 Adobe Photoshop 及 Adobe Illustrator 製作多元化

的素，再透過 OurApp Editor 美化整體人機介面，進一步使用 OurApp 

Editor 提供的多項功能，製作動畫、內嵌影片、滑動檢視、彈出視窗、

提示視窗等，營造多媒體氛圍。 

為了增加 App 與使用者的互動，我們提供了簡單的測驗能夠加深

使用者的印象，更了解當地的特色及文化，而針對食、衣、住、行的

部分，我們都有個別增加一些貼心功能，例如：特別推薦的當地美食、

氣候檢視、住宿相關資訊、Google Map 內嵌並有分享按鈕能將相關資

訊分享於社群網站等等......。 

本專題製作的 App 能夠將旅遊資訊分享至社群網站來達到「社交

（Social）」、利用內嵌 Google Map 定位達到「適地（Local）」、而

行動裝置達到「行動（Mobile）」完成 SoLoMo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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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結論 

針對時下年輕人最常使用的智慧型手機及平版電腦，製作旅遊App，

並提供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兩大平台下載，透過此 App 不但替我

們的委託者永盛旅行社-金龍旅遊吸引客戶帶來商機，欲前往的使用者

也不必耗費太多心力，直接享有美好的旅行，更是能深入了解地方文

化的增廣見聞之旅，便是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另外替觀光地區商家

帶來的沿途商機更是難以估計。 

「樂活」當道的時代，民眾越來越追求生活的品質，不僅旅遊節

目不斷推陳出新，旅遊觸角也伸向全球，現在有了智慧型手機與平板

電腦等行動裝置，再加上提供免費的旅遊 App 下載，未來不再需要厚

重的旅遊書籍，只要具備上網功能，或在出遊前下載完成，即可在難

得的假期輕鬆旅行。 

5.3 展望未來 

在本專題之 App 未來發展方面，因為近年來旅遊的方式已逐漸在

轉變，越來越多旅客捨棄傳統的團體旅遊而選擇自助旅遊，我們認為

必須提供使用者食、住、行、育樂等每個項目，再根據自身喜好將每

個項目組合成一套行程，並依照個人偏好決定是否加購其他票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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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館門票、遊樂園套票。 

讓想要自助旅遊，卻又不想耗費太多時間準備相關行程的使用者，

能夠自組行程再搭配成套，如此一來使用者即可在短時間內，從容不

迫的決定好行程。 

由於永盛旅行社-金龍旅遊目前已有航班查詢及訂票等功能為主的

App，在未來如能將兩套 App 彙整為相輔相成的 App，使用者選定自

組的行程後，直接利用 App 線上下單購買行程，由旅行社代勞訂票、

訂房等事務，勢必能成為無接縫旅遊的指標。 

 



 

57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Adobe Creative Team(2012)。跟Adobe徹底研究Photoshop CS6(江玟樺，

譯)。台北市：上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Adobe Creative Team(2012/6)。跟 Adobe 徹底研究 Illustrator CS6(吳國

慶譯，2012/10)。台北市：上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Apple(2013)。發燒新聞。2013年 11月 16日取自

http://www.apple.com/tw/hotnews/ 

MBA 智庫百科 (2013)。Apple iOS。2013 年 11 月 15 日取自

http://wiki.mbalib.com/zh-tw/Apple_iOS 

MBA 智庫百科 (2013)。美國 KPCB 風險投資公司。2013 年 11

月 15 日取自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5%9B%BDKPCB%E

9%A3%8E%E9%99%A9%E6%8A%95%E8%B5%84%E5%85%AC

%E5%8F%B8 

Microsoft(2013)。電腦簡介。 2013 年 11 月 15 日，取自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hk/windows/introduction-to-compu

ters#1TC=windows-7 

Tyson McCann(2012)。App Store 經營之道(王志懿，譯)。台北市:松

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李振宏(2012)。智慧型行動裝置變革之探討-以作業系統 iOS及Android

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http://www.apple.com/tw/hotnews/
http://wiki.mbalib.com/zh-tw/Apple_iOS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5%9B%BDKPCB%E9%A3%8E%E9%99%A9%E6%8A%95%E8%B5%84%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5%9B%BDKPCB%E9%A3%8E%E9%99%A9%E6%8A%95%E8%B5%84%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5%9B%BDKPCB%E9%A3%8E%E9%99%A9%E6%8A%95%E8%B5%84%E5%85%AC%E5%8F%B8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hk/windows/introduction-to-computers#1TC=windows-7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hk/windows/introduction-to-computers#1TC=windows-7


 

58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資訊服

務處  科技產業資訊室 (2013)。 2013年 PC、平板與手機

出貨量達 24億台。2013年 12月 13日取自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7967 

張念慈(2012)。創意+熱忱 成功打造卡米爾。聯合報，  12 月  14

日，B2 版。   

陳緯倫(2012)。不只是旅遊  行動觀光樂趣無窮 (下)。2013 年

11 月 16 日取自

http://www.ectimes.org.tw/Shownews.aspx?id=120914124958 

陳舒珊(2013)。SoLoMo 了沒 現在是它的時代。 2013 年 11 月

16 日取自

http://www.ectimes.org.tw/Shownews.aspx?id=130116124304 

奧爾數位(2013)。OurApp Editor 介紹。2013 年 11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ourapp.com.tw/productEditor.php 

劉舜中、江高舉(2013)。雲端行動 App 設計與開發。台北市：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鄭逸寧(2012)。企業 App成功的 5大關鍵。2013年 11月 16日取自

http://www.ithome.com.tw/itadm/article.php?c=73463&s=1 

蘇昱霖(2006)。行動與智慧的結晶－智慧型手機發展趨勢剖析。台北

市：拓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7967
http://www.ectimes.org.tw/Shownews.aspx?id=120914124958
http://www.ectimes.org.tw/Shownews.aspx?id=130116124304
http://www.ourapp.com.tw/productEditor.php
http://www.ithome.com.tw/itadm/article.php?c=73463&s=1


 

59 

 

英文文獻  

Android developers,(2013). About Android. Abstract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3, 

fromhttp://developer.android.com/about/index.html 

Framingham, Mass. , (2013).Android Pushes Past 80% Market 

Share While Windows Phone Shipments Leap 156.0% Year 

Over Year in the Third Quarter, According to IDC. Abstract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3, from 

http://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24442013 

Stamford, Conn.,(2013).Gartner Says Worldwide PC, Tablet and 

Mobile Phone Shipments to Grow 5.9 Percent in 2013 as 

Anytime-Anywhere-Computing Drives Buyer Behavior . 

Abstract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3, from 

http://www.gartner.com/newsroom/id/2525515 

 

 

 

 

 

 

 

 

 

 

 

 

 

 

 

 

 

http://developer.android.com/about/index.html
http://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24442013
http://www.gartner.com/newsroom/id/2525515


 

60 

 

附錄 A 說明書  

規格介紹 

 

 

 

 

 

 

 

 

規格介紹 

 iOS Android 

類別 旅遊 旅遊 

版本 1.0.0 1.0.0 

大小 45MB 45MB 

相容性 需要 iOS5.0 或以上版本。與

iPad 和 iPod Touch 相容。此

App 已針對 iPhone5 進行最佳

化。 

Android 最低版本需要 2.2

以上。 

語言 中文 中文 

Android 相關硬體圖 Apple 相關硬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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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介紹 

 

 

iOS 系統： 

  打開 App Store，搜尋「廣島 BU RA BU RA GO」，點選下載、安裝，

再主畫面點擊「廣島 BU RA BU RA GO」，即可使用本程式。 

 

Android 系統： 

 打開 Play 商店，搜尋 「廣島 BU RA BU RA GO」，點選下載、安裝，

再主畫面點擊「廣島 BU RA BU RA GO」，即可使用本程式。 

iOS 下載示意圖 Android 下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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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界面 

 

 

主畫面 

安裝後點選此「廣島 BU RA BU RA GO」後，將呈現這套 App 的首頁。

此 App，是以筆記型型態呈現，讓您有如當地場景記錄在裡面。「廣

島 BU RA BU RA GO」主題無線循環漸層，讓您使用起來更生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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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介紹 

目錄介紹所有頁面的標題，酒紅色字體使用「連結」功能，可連結至

每個頁面。例如：點選廣島城，立即能連結至廣島城的介紹頁面，以

此類推，方便使用者使用，有別於傳統旅遊書籍必須一頁一頁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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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簡介 

簡短介紹廣島特色，跟著箭頭點選彈出「準備好跟我一起旅行？」、

箭頭(可連結至下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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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城景點介紹 

點選 貼心小提示，彈出便利貼，介紹館區地址、電話、票價、營業

時間。 

點選 將箭頭往上滑，即可看到廣島城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當

地景色。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平和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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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紀念公園景點介紹 

點選 TEXT HERE，彈出便利貼，介紹公園地址、電話、網頁、開

放時間。 

點選 疊在一起的其中「照片」，可放大園區不同場景。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67 

 

 

 

嚴島神社景點介紹 

點選 MAP，彈出漫畫版嚴島神社的全地圖。 

點選 跟著箭頭左右滑，即可看到嚴島神社裡不同的景色。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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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波海道景點介紹 

點選 點我，顯示島波海道腳踏車路線圖。即引用了 SoLoMo 模式

的 Lo：適地（Local）。 

點選 電視旁有 1、2、3、4，即可瀏覽不同島波海盜的景色。 

點選 島波海道吊橋，兩隻可愛的小熊陪著您一起遊玩島波海道。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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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景園景點介紹 

點選 地圖，顯示縮景園內各個景點位置，方便導覽使用者。即引用

了 SoLoMo 模式的 Lo：適地（Local）。 

點選 門窗中的影片，自動撥放，能讓使用者更了解全景。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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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自達汽車博物館景點介紹 

點選 相關資訊，彈出便利貼，介紹館區地址、電話、票價、營業時

間。 

點選 紅綠燈，每個紅燈、黃燈、綠燈，都會顯示不同博物館展覽

圖片。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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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相關美食 

點選 相框中，跟著箭頭左右滑行檢視當地美食與特產。 

點選 點選右下方連結：「牡蠣屋」即可連結網頁至「牡蠣屋官方 

網站」。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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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麗嘉皇家酒店 

點選 相框中，跟著箭頭左右滑行即可瀏覽飯店中不同的設施介紹相

片。 

點選 內嵌地圖，使用 Google Map HTML 碼連結，以利使用者導航。

即引用 SoLoMo 模式的 Lo：適地（Local）。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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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氣候的天氣預報資訊 

連結日本國家旅遊局當地氣象預報，能及時了解天氣，方便使用者穿

搭衣服或需不需要攜帶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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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測驗圖 

使用完整套 App，使用者與 App 互動來增加使用者印象 

點選 、 點我，彈出題目圖片。 

點選 每個紅點都可點擊，提示題目必吃圖片。 

點選 記住每題的答案後，記得點選答案，會顯示各題答案。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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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行程介紹圖 

介紹 5天 4夜廣島的行程 

點選 「指南針」，彈出廣島全部景點地圖。 

點選 「IE 圖示」，即可連結到金龍旅遊廣島ぶらぶら GO 網頁訂

購行程。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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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介紹 

永盛旅行社-金龍旅遊簡介介紹 

點選 「FaceBook 圖示」，即可連結至粉絲專頁。 

點選 「IE 圖示」，即連結至永盛旅行社-金龍旅遊官方網站。 

點選 「廣島ぶらぶら GO!5 天 4 夜」標題，即可回到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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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甘特圖  

     年月份 

 

工作項目 

102 

年 

9 

月 

102 

年 

10 

月 

102 

年 

11 

月 

102 

年 

12 

月 

103 

年 

1 

月 

103 

年 

2 

月 

103 

年 

3 

月 

103 

年 

4 

月 

103 

年 

5 

月 

專題主題確認          

研究背景與動機          

資料整理分析          

討論系統架構          

App 設計規劃          

App 建置          

完成報告雛型          

第一次口試          

App 測試修改          

報告修飾與修正          

第二次口試         
 

預計進度  

實際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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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工作分配表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蕭媚方   簡報製作、書面報告編輯、謝誌、App 設計規劃。 

鄭元淮   參考文獻、撰寫書面資料、App 設計規劃。 

林博隆   目錄製作、研究流程、評估成果 、App 建置。 

賴美華   資料蒐集、海報設計、使用說明書、App 測試修改。 

指導老師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