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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發送平台服務 

項目 數量 單筆金額 備註 

簡訊王 

平台簡訊點數 

1,000通以上 0.95 元 

1. 需加入為簡訊王會員，並經使用者手機簡訊認證

後方可使用 

2. 簡訊王平台簡訊基本功能： 

自動化生日簡訊系統、線上客服中心、預約發送、

發送記錄查詢、發送成功計費、專屬簡訊、連鎖

簡訊、手機黑名單管理、個人詞庫、公用詞庫、

個人簽名檔、簡訊問卷設定、點數無使用期限、

點數不足通知、購買點數匯款後系統自動開通等。 

3. 國內門號一則 1 點，二則 2點，依此類推 

4. 國際門號一則 3 點，二則 6點，依此類推 

※70 個字→1則、134 個字→2則、201 個字→3則、 

 268 個字→4則、335 個字→5則 

※中英文、數字、標點符號皆算一個字數 

※簡訊王系統有支援長簡訊(最多可輸入 335個字)，字數

超過 70 個字不會被拆開 

※最低購買通數 1,000 通 

10,000 通以上 0.89 元 

50,000 通以上 0.87 元 

100,000 通以上 0.85 元 

MMS簡訊代發(圖片) 不限 
50k  2.0元 

300k  4.0 元 

1. 代發MMS簡訊需收服務費 1,000元/次 

2. 預約發送，需提前 1 個工作天排程 

3. MMS發送規格： 

⚫圖片/影片格式:JPG、GIF、MP4、3GP2…等 

⚫簡訊內容字數:不限  

⚫圖片長寬:不限 

⚫簡訊主旨字數:15 個字以內(含標點符號空格) 

4. 另有MMS專屬代發，可讓客戶收到客製化的簡訊 

⚫最多可放四個不同參數 

⚫費用每封(+0.5元) 

※需提供 Excel 電子檔，資料分類整理需另收服務費

2,000元起 

※若需要協助製作 MMS 圖片，請洽專員，價格另計 

升級付費功能 

服務項目 簡介 單筆金額 備註 

核銷簡訊 
透過點擊簡訊內專屬連結 

分析簡訊呈效 

1,200元/月 

推廣價 6,000 元/年 

(原價 12,800元/年) 

1. 可設定模式： 

⚫ 行銷模式：轉址到指定活動頁面 

⚫ 核銷模式：點擊連結將進入核銷畫面，點

擊兌換後頁面將無法再次兌換核銷，系統

將自動記錄核銷相關資訊 

微購-微型商城 
多平台整合購物 

(可同步 FB、手機、部落格、官網呈現) 
推廣價 3,600 元/年 

1. 網頁版及手機版可設定不同頁面呈現。 

2. 消費者不需額外加入會員即可訂購。 

3. 透過手機認證確保訂單正確性。 

4. 提供協助上架設定服務，酌收 2,000 元服務費。 



 

行動網頁 符合手機版面大小的網頁 6,000元/年 

1. 可崁入 JPG、GIF、網路影片、

地圖、Line 分享、快速撥號…

等功能。 

2. 6,000 元費用屬第一次上架至

完成的費用，之後修改及變動均需額外支付費用。 

行銷 Easy Go 
跨平台的互動介面-網路、手機、

ipad、社群、店家、大型觸控螢幕 
16,800 元/年 

1. 優惠簡訊 (來店兌換、消費) 

2. 參加抽獎 (刺激買氣) 

3. 會員募集 (收集名單、二次行銷) 

4. 填寫問卷 (滿意度調查、市場調查) 

5. 核銷機制、核銷權限 (員工、店長、經理) 

專屬門號機制 可觀看『任何』回覆簡訊內容 3,600元/年 

1. 查詢回覆簡訊紀錄(號碼、日期、內容)。 

2. 雙向簡訊問卷運用(使用 1-9單碼啟動碼)。 

3. 回覆簡訊統計表(次數、百分比、比例圖)。 

專屬簡訊發送頁面 可自訂簡訊發送介面上下版面 3,600元/年 

2. 您可『自行』設定上下版面，上版面可支援 swf

動畫檔。 

3. 可將此專屬頁面與您的網頁結合切換使用。 

4. 登入帳號密碼即可更新上下版面。 

5. 獨立網址，可自行更新上版面(支援 flash、jpg…

上傳)。 

升級～企業版  可自行新增子帳號 6,600元/次 

1. 子帳號管理(新增、刪除)。 

2. 點數管理(增加、扣回)。 

3. 母帳號可觀看子帳號發送記錄。 

4. 可搭配專屬介面使用,提升企業形象。 

簡訊投訴信箱 新一代投訴客服工具、即時便利 3,600元/年 使用專屬號碼，可直接轉寄內文與寄件者給值班客服人員。 

簡訊抽獎機制 即時開獎，手動開獎 12,000 元/年 使用專屬號碼，完善的抽獎簡訊機制，大小活動皆適用。 

技術合作 

服務項目 簡介 備註 

簡訊發送便利貼 
有如便利貼般的簡訊小程式 

複製貼上在您的網站就可以發簡訊囉! 

此項服務請至簡訊王文件下載區 smsk .tw/sd，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洽簡訊王客服專線。 

API 技術介接  
提供您簡訊 api技術介接接口 

讓您的網站全自動發送簡訊 



 

陌生開發 

服務項目 簡介 單筆金額 備註 

廣告簡訊 

SMS 

※本報價須符合下列最低發送量 

中華電信-4,000 通 

遠傳電信-2,000 通 

台灣大哥大-2,000通 

亞太電信-2,000 通 

1.3 元 

1. 資料庫篩選的基本條件為區域、年齡、性別篩選，

同時近三個月繳費正常之用戶。 

2. 居住地區之篩選最低條件為鄉鎮市區(郵遞區號)

年齡篩選以 5 歲為級距。 

3. 簡訊委託發送需三個工作天，(不含星期六、日) 超

過此委託時間即視為急件單處理(每張急件處理費

$3,000 元)。 

4. 可指定發送系統商：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

大哥大、 亞太電信。 

5. SMS 中英數混計一則 70字。 

※選舉相關簡訊廣告發送成本提高，故不適用此報價。 

廣告簡訊 

MMS 
MMS (多媒體圖鈴簡訊) 

50K：2.2元 

300K ：3.3元 

1. MMS製作費另計 

2. MMS發送已過濾無法接收 MMS用戶 

3. MMS發送規格： 

⚫圖片/影片格式:JPG、GIF、MP4、3GP2…等 

⚫簡訊內容字數:不限  

⚫圖片長寬:不限 

⚫簡訊主旨字數:15 個字以內(含標點符號空格) 

※亞太電信不支援 MMS 服務 

※若需要協助製作 MMS 圖片，請洽專員，價格另計 

大數據簡訊行銷 透過用戶端上網習慣進行篩選 
請洽專員 

02-27923939 

1. 關鍵字、瀏覽網站、線上線下行為、用戶興趣標

籤分類、人流軌跡…等 

2. 可配合業者：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 

3. 篩選工作天數：7-10 天 



 

廣告簡訊 

基本條件 + 特殊篩選 
特殊篩選每一個條件 +0.5 元 

※除篩選性別地區外您可增加篩選條件，提高發送客群的

精準度。 

※PS：簡訊費用為 例：(1.3+0.5)=1.8 元/通 

1. 特殊篩選可依照繳費方式、帳單金額、撥打過國際

電話、集中通話時段、集中某地區發送、使用過加

值服務及當月壽星，各電信需收取 2,000 元篩選作

業費用。 

2. 篩選『指定門號收發話』各家業者需收取 2,000 元

篩選作業費用。(篩選三家需支付 6,000 元) 

3. 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可提供 5 碼郵遞區號特殊篩

選發送服務。 

4. 生活圈可篩選指定地區最小方圓 300公尺內經常收

發話之手機用戶。 

5. 亞太不提供特殊條件篩選 

特殊篩選範例：(需支付二次特殊篩選費用) 

篩選對象：居住於大安區 30~50 歲的男姓+撥打過『國

際電話 005、002、009、017、016…』並符合『電話費

帳單 3,000元以上』者。 

雙向互動簡訊廣告 遠傳電信-2000通 

發送簡訊費用 

+ 

回傳簡訊費用 

回覆門號 40 元/筆；活動設定費：1,000元。 

購物卡 

卡友購物分析行銷運用 

簡訊行銷 1.7 元 

1. 無電信業者之分。 

2. 最低發送量 10,000 通。 

3. 可篩選消費產品類別、消費通路、居住區域、性

別、年紀….等 ，卡友使用習慣及基本資料。 

多媒體簡訊行銷 

3.5 元 

(限 50K) 



 

 

LBS 基地台定位簡訊服務 

服務項目 數量 單筆金額 備註 

基地台定位簡訊 

呈現方式： 

1. 文字(SMS) 

2. 圖鈴(MMS)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遠傳電信 

(最低發送量 10,000筆) 

SMS：3.0元 

50k MMS：3.5 元 

300k MMS：5.3 元 

 

 

註：中華電信 LBS 

MMS最高僅 100k

版本 

1. 手機用戶在指定的時間，進入活動的範圍，就會

收到預設好的簡訊。 

2. 基地台定位簡訊發送需五個工作天。 

(不含星期六.日) 

3. SMS 中英數混計一則 70字 

4. MMS發送已過濾無法接收 MMS用戶 

5. MMS代發&廣告發送規格： 

⚫圖片/影片格式:JPG、GIF、MP4、3GP2…等 

⚫簡訊內容字數:不限  

⚫圖片長寬:不限 

⚫簡訊主旨字數:15 個字以內(含標點符號空格) 

※若需要協助製作 MMS 圖片，請洽專員，價格另計 

.1. Free wifi 

服務項目 數量 單筆金額 備註 

.1. Free wifi 
單次採購量為 10,000 點擊 

單點每日需達 2,000 點擊流量 
7 元/點擊 

1. 民眾使用免費網路時必須觀看廣告或點擊指定頁

面進行瀏覽完成後將提供網路服務 

2. 結案點擊報告約 7個工作天提供 

聯絡資訊 

 

簡訊王數位媒體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321094 

匯款資訊： 

戶名：簡訊王數位媒體有限公司 

銀行 ：玉山銀行(808) 光華分行(0495) 

帳號：0495-440-003796 

最專業的簡訊行銷團隊 

電話：(02) 2792-3939 

傳真：(02) 2792-6262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 298 巷 10 號 8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