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cial Report 特別企劃

相
信 不 管 是 在 發 票 、 賣 場

DM、商品型錄、或是雜

誌、網站上，一定看過一個方格

裡有3個「回」字特徵的圖案，

這可不是什麼益智遊戲或視力檢

查表，而是近來最為風行的QR 

Code。QR Code是在1994年由日本

Denso Wave公司所發明，原本是

用來記錄工廠生產線資訊的一種

黑白格子圖紋型態的二維條碼。

一般常見的QR Code都是黑白細

格所組成的正方形條碼，在正方

形的4個角落，其中有3個印有較

小、像「回」字的圖案，這3個

圖案是提供解碼軟體定位用的圖

案，使用者無須對準，無論以任

何角度掃描，資料仍可被正確讀

取。不同於只能儲存數字的橫式

條碼，QR Code有更大的資料儲存

量，只要透過掃描就可讀取商品

資訊或連結到條碼內存的網站。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帶動數位行銷工具的多元應用，QR Code因製作成本低且操作簡單，只要拿起

手機「拍」一下，馬上就能得到想要的資訊，因此深受企業、消費者的愛用。

◎撰文／張鴻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開啟數位密碼

擋不住的QR Code行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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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也

使得QR Code的應用更為多元，進

而成為企業重要的行銷工具。

根 據 東 方 快 線 網 絡 市 調 於

2012年3月所做的調查顯示，有

高達69%的人曾使用過QR Code；

而使用QR Code的主要原因依序

為：51%是為了獲得優惠券及贈

品、49%為了查看商品資訊、41%

為了參加促銷活動、37%因為新

奇、32%因為對內容感到好奇、

25%因為可以獲得多樣化的資

訊、22%因為方便、18%單純只是

好玩、14%則是為了購物。

QR Code行動應用豐富多元

從上述調查中，不難發現目

前QR Code的行銷應用，大致可分

為幾種類型：

類 型 1 提供即時訊息

QR為英文「Quick Response」

的縮寫，即快速反應的意思，透

過QR Code，讓使用者不用輸入網

址也能透過網路連結到行銷者想

提供的文字、圖像資訊或網站。

例如農委會就將QR Code運用在

生產履歷上，生產者僅需上網填

寫產銷履歷，通過驗證後，即會

產生一個存有產銷履歷資訊的QR 

Code；消費者只要用手機掃描或

拍攝生鮮產品包裝上的QR Code，

便能看到產品的生產資訊。

而使用QR碼來儲存商店地址

及網址，近來已被廣泛運用，甚

至將QR Code運用在名片上，只

要掃描名片上的條碼，對方的姓

名、手機、E-mai等聯絡資訊就會

自動儲存在手機裡。

類 型 2 傳遞多媒體訊息

除了文字與圖像外，還可利

用QR Code補充影音內容或更多

無法詳細說明的資訊，例如偶像

劇《醉後決定愛上你》，每集結

束後都有QR Code，只要拿智慧型

手機掃描，就可直接連結到該劇

網站，觀看最新劇情預告。2011

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參觀者

只要拍下花卉說明立牌上的QR 

Code，即可閱讀解說內容。

類 型 3 方便購物或訂位

QR Code不但讓使用者將資料

輸入手持裝置的動作變得簡單，

同時藉由QR碼的輸入取得商品資

訊，還可應用在行動商務上，例

如消費者購物時，只須用手機拍

下商品目錄上的QR Code，透過無

線網路將資料傳送給業者以及二

維條碼平台，經過驗證後，消費

流程即告完成。

例如華信航空推出的手機購

票功能，只要掃描海報上的QR 

Code就可以直接購買華信航空機

票；中華電信emome 636影城通

服務也是一種利用手機直接訂購

電影票，訂票完成後，並以簡訊

傳送附有QR Code的訂位紀錄給訂

購者，訂票人只需在開場前至櫃

台出示QR Code，即可確認訂位紀

錄並進場。

類 型 4 提供折扣優惠

提供折扣或優惠券，向來是

最能吸引消費者青睞的行銷方式

之一，但有時還要將網站上的優

惠券列印出來，反而讓活動效果

大打折扣。

之前摩斯漢堡就曾推出只要

將「與粉絲同樂‧與好友共享」

透過QR Code製作成商品履歷，讓消費者能清楚看到產品的相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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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先下載星巴克的耶誕App，

然後根據畫面提示尋找8個QR 

Code──其中的5個隱藏在全台星

巴克門市，另外3個QR Code則每

週於星巴克企業網站上貼出，完

整收集到8個QR Code則可參加1年

份（365張）咖啡體驗券的抽獎，

藉此吸引消費者。

而即使是沒有實體店面的網

路遊戲業者也看上QR Code的行銷

魅力，鈊象電子就透過與P&G寶

僑家品合作，增加手機遊戲《美

髮玩家》（Salon Boss）在實體通

路上的曝光量。玩家除了可在遊

戲中獲知P&G美髮產品資訊，並

有機會獲得美妝通路專用折價

券，還可到實體通路（如屈臣

氏）的寶僑商品專櫃，掃描卡

片上指定QR Code圖案，就可獲得

遊戲中的尋寶獎勵。

透過QR Code，除了可以玩

遊戲、參加抽獎，還可以做公

益。2011年3月，可口可樂（Coca 

C o l a ） 就 與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World Wildlife Fund）合作展開

拯救北極熊計畫。只要消費者掃

描7-Eleven的可口可樂杯上的QR 

Code，就可下載可口可樂App到手

持裝置上，然後連結到Facebook

上的打雪仗遊戲，高分者將獲得

豐富的獎品，甚至還提供「北極

雙人遊」的大獎做為誘因；這支

App同時也可以直接捐款給世界自

然基金會。而在國外早已行之有

年的QR Code應用更為廣泛，為化

解許多人將現金捐給街頭流浪漢

卻又擔心他們胡亂花用的疑慮，

美國Simon On The Streets協會就

運用QR Code取代現金的捐助，直

接將印有QR Code的紙箱放在街

頭，讓有意捐款的民眾可透過QR 

Code連結至協會的捐款頁面，並

進行小額捐款，同時也可以在上

面看到所有捐款項目以及訊息。

相較於其他網路行銷工具，

如關鍵字、App應用程式開發等，
網路業者將QR Code運用在行動商務上，
使消費者有更便利的購物體驗。 

的活動訊息分享到Facebook上，

即可獲得QR Code電子優惠券；

新光三越也利用在宣傳DM上置放

QR碼，掃描後就會進入優惠券專

區，消費時只要出示手機螢幕上

的優惠券，就可享有折扣優惠。

類 型 5 舉辦促銷活動

隨著網路為行銷帶來了許多

獨特的便利，結合實體店鋪的各

種網路活動或遊戲也應運而生，

例如2011年5月，美國星巴克

（Starbucks）就與全球知名歌手

女神卡卡（Lady Gaga）合作，

推出名為「SRCH」的尋寶活動，

利用網站及店面設置隱含尋寶線

索的QR Code──消費者除了可以

透過活動頁面看到卡卡的影片提

示，也可以到星巴克的實體店面

掃描隱藏的QR Code來獲得提示，

闖關成功即可獲得獎品，有效連

結實體世界與虛擬資訊。

2011年11月，台灣星巴克也

推出類似的耶誕尋寶遊戲。消費

百貨業者常利用在宣傳DM上放置QR Code，經過掃描後，消費者可出示手機螢幕上的優惠
券，即可享有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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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你一定使用過條碼，但知道什麼是「條碼」

（barcode）嗎？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明，條碼是將寬度不等的
多個黑條和空白，按照一定的編碼規則排列，用以表達一組信

息的圖形標識符；傳統的條碼最多僅能儲存15個英文字母或數
字，由於掃描的部分為一橫線，因此稱為一維條碼，常見的商

品條碼即是一例。

隨著時代的進步及產品資料量的增加，能儲存更多的資

料，且除了文字之外，還可以儲存圖片、記號等相關訊息的二

維條碼便應運而生，掃描範圍為一整個面，所含的資訊更可超

過1,000個字，目前最常見的二維條碼即是QR Code。
其實不管是一維或二維條碼，只要掌握機器判讀原則（一

維條碼是利用最左右兩邊的黑線來定義條碼總長度與寬度，再

利用寬度來定義資訊內容；二維條碼則是根據在3個角落上像
「回」字的正方圖案），小小方格上也能展現創意。

例如可口可樂2007年在台灣市場推出的Zero，瓶身上的
條碼就以「曲線瓶」造型來呼應其「零熱量」的訴求；統一

企業旗下礦泉水品牌UNI更在包裝上融入條碼設計，以紅、
橙、黃、綠、藍、靛、紫的不同個性，凸顯「人生而獨特」 

的主張。

在QR Code上的創作更為多元，像是服
飾品牌SKAN即將QR Code應用於T-Shirt
的設計上，條碼內隱藏的是各種不同

的故事，為產品創造與眾不同的價

值；而Cli�ano Subagio曾幫日本迪
士尼設計了一系列以米奇、唐老

鴨和史迪奇為主題的QR Code
廣告。看到這些可愛的QR 
Code，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

要拿起手機「拍」下它了呢！

     從一維到二維 條碼也能展現創意！

QR Code製作成本更為低廉，而

且除了印製在平面上，衣服、飲

料瓶、飾品、零食包裝或各類商

品，甚至畫在身上都可以。

4大QR Code操作技巧

簡單、便利、便宜的特色，

無論是大型或小型企業都愛使用

QR Code。但操作QR Code行銷時

仍應留意以下幾點，才能發揮QR 

Code的行銷價值。

技 巧 1 釐清活動目標與對象

任何活動都會有它的目的與

要溝通的族群，企業想藉由QR 

Code傳達訊息，想藉遊戲提升企

業知名度、開發潛在客戶、收集

電郵地址、提供優惠券、強化社

群互動。如同所有的行銷媒體一

樣，QR Code也有其優勢與限制，

像是QR Code只能使用在特定的行

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上、需要有連網裝置，以及

通常擁有智慧型行動裝置的人是

不是企業想溝通的對象？對這些

人來說，QR Code是否能吸引他

們？最好都要一併考量。

技 巧 2 創造動機 提供獎勵

許多企業在操作QR Code時都

只是單純地提供企業網站連結，

當使用者連進頁面後，如果看到

的內容只是企業的廣告宣傳，而

沒有足夠讓使用者驚喜的內容，

恐怕只會讓使用者興趣缺缺，更

無法吸引其進一步的購買或參與

行為。

既然消費者已經特地打開手

機、掃描條碼，如果能夠提供像

是實用資訊、額外的影片內容，

或是給一張小額折價券，都能幫

助提升QR Code的掃描率。

技 巧 3 事前進行條碼測試

在操作QR Code行銷前，千

萬別忘記事前進行條碼測試，

QR Code的位置必須要是收得到訊

號的地方，最好是在固定的平面

（如果在移動介面上，最少要有

30秒的停留時間），同時也不要

事先預設大家都知道如何操作，

解說步驟還是必要元素。

一個成功的QR Code，最重

要的是在第一時間讓使用者清楚

了解「掃了這QR Code能得到什

麼」，如果能在QR Code旁加上一

句簡短有力的標語，將會吸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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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目光並促使其行動。

技 巧 4 成效追蹤 深度整合

一 個 成 功 的 行 銷 活 動 ， 需

要良好的成效追蹤系統，像是

QR Code被掃描了多少次、在什

麼時間、什麼地點、重複訪客數

為何、用何種行動裝置或瀏覽器

等，才能實際評量活動成效並做

為下次活動的參考。

根據東方快線的調查顯示，

有67%的網友認為，未來利用QR 

Code的產品服務應該會與日俱

增，而53%認為，利用QR Code來

做商品及服務的廣告宣傳會很有

趣，另外則有42%表示，對於使

用QR Code做廣告的產品／服務，

會產生更大的興趣；也有48%表

示會在QR Code掃描連結到相關

網頁後，還會順便搜尋或瀏覽其

他的商品資訊。另有36%使用QR 

Code查閱商品後有實際購買該商

品，有19%會把商品推薦給周遭

的親友。因此如能善用QR Code與

社群媒體深度整合，讓推廣訊息

如病毒般傳遞，將能有效提升商

品的能見度及傳遞活動訊息。

面對層出不窮的行銷工具，

企業行銷人員雖然不必隨波逐

流，但仍有必要了解每種行銷工

具的特性，設身處地為目標族群

著想，發揮創意和消費者有更多

互動與連結，其實愈是單純直覺

的訴求，就愈容易打動消費者，

因為沒有使用者會願意去操作複

雜而花時間的活動。

由此看來，QR Code勢必將

成為未來民眾接受訊息的主流方

式之一，下次當你走在街頭，不

妨留意一下身旁的店家廣告、海

報、公車站牌，或是翻閱報章雜

誌、日常生活中常會接觸到的杯

子、服飾、食品包裝上，說不定

就藏著一組QR Code密碼，等著你

開啟。■

除了商品資訊外，業者也不斷增加QR Code的內容，像是折價優惠，以提升掃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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