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TT+ 影城同盟
AI 選片最懂挑剔觀眾的心
我們有多久沒有進電影院了？當 OTT 平臺讓人在家就能輕鬆看電影，不只電影院大受衝擊，觀眾
也常迷失在茫茫片海中。「影城通 2.0」串聯線上線下一起做大市場，更讓消費者跳出熱門片與排
行榜的死循環，精準找到心頭好。

車庫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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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每年有 800 多部電影上映，如何讓消費者精準掌握自己
想看的，成為富爾特的重心。

毛國峰 ( 右三 ) 表示，參與 SIIR 計畫雖然不會在短期產生巨
大效應，但是能夠參與是對夥伴最大肯定。

富爾特產品總監毛國峰表示，「影城通 2.0」是著眼於未來觀影行為變化所做的提早因應。

「我們現在去看電影好嗎？」、「等等，

我用手機查一下哪裡有空位，先訂
票。」過去想看熱門電影，光是排隊可能就排
到天荒地老，買到的座位也不一定是自己喜愛
的。不過，隨著「影城通」及「ez訂」等電影
訂票服務的出現，改變民眾看電影得排隊買票

習慣，拿起手機就能即時訂位。

不只找空位
滑手機買票服務再升級

然而，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原本預計
上映的大片紛紛延期，例如：《神力女超人
1984》(Wonder Woman 1984)、《黑寡婦》

(Black Widow)、《007：生死交戰》(No Time 
to Die)等，進電影院的觀眾變得稀稀落落。不
過，提供全臺灣最大的線上跨影城電影訂票平
臺，以及擁有「影城通」及「ez訂」等行動票
務服務的富爾特科技公司，卻選擇抓緊時機幫

服務與平臺再升級，從「哪裡有空位」服務，

再進化到更能「抓住你眼球」的「影城通 2.0」。

「疫情只是短暫週期性的情況，而不是
電影業長期趨勢發展。」富爾特產品總監毛
國峰談及與中華電信、車庫娛樂合作的「影
城通 2.0」，他說這是「著眼於未來觀影行為
變化所做提早因應」，目標是以訂閱模式跨界
整合線下影城購票、線上電影 OTT，不只提
供消費者優惠，還能運用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找出客戶偏好影片並推薦。

其實從影城通的發展歷程，也能看出消費
模式與科技的趨勢轉變。第一代影城通是 2003
年富爾特與中華電信合作的手機加值服務，也
是最早提供電影訂票的平臺。毛國峰回憶，剛
開始是由 2G時代的手機語音訂票開始經營，

當時民眾得先按 1選影城，再按 2選時間等，

非常耗時。後來發展出 3G、4G訂票介面，從
WAP再到現今盛行的 APP，民眾只要滑手機就
能便捷快速的訂票。

「OTT這幾年發展速度很快，因應 5G時
代的來臨，未來想看電影，進影城、電影院不
會是唯一選擇。」毛國峰表示「影城通 2.0」就
是針對觀影行為改變的調整，但他強調線上觀
影絕對不會取代線下，類似像《復仇者聯盟》

(The Avengers)這類聲光效果俱佳的商業電影
大片，民眾還是傾向線下觀看。只是有些約會
電影則要看社交需求，消費者也可能想在家中
輕鬆看。

看不完的 800 部片
宣傳要靠 AI 變精準

「什麼電影會在影城看？哪些電影會選在
家中觀賞？富爾特想要透過『影城通 2.0』來探

索。」毛國峰表示，「臺灣電影產業發展那麼
多年，還是矇著眼打宣傳。」從線下的影城到
線上的 OTT，當蒐集到的數據資料很分散，就
不容易掌握每個人的觀影偏好，自然宣傳的精
準度就不足。如果想利用 AI技術，就必須妥善
整理資料，再透過大數據找出每個人喜歡什麼
類型電影、各類電影習慣在什麼樣的場域觀賞，

加上訂閱制助攻之下，讓每次宣傳都能精準找
到潛在客戶。

毛國峰說，過去臺灣 1年在院線上映的電
影就有 800部之多，平均每個星期有 10多部
電影上映，哪些是觀眾真正想看的，往往因為
資訊爆炸，當觀眾接觸到相關訊息時，電影就
已經下檔。「精準抓住會員眼球，從消費端來
看，民眾才不會錯失很多喜愛的電影。尤其是
分眾、小眾市場的電影，透過我們提早獲悉資
訊，就能清楚掌握何時有播、哪裡有播。」第
一代的影城通主攻減少找電影院有空位、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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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真心話
去年提出「影城通 2.0」導入 AI 的計畫時，從來沒有想過
今年會遇到新冠肺炎，讓電影市場受到很嚴峻的挑戰，如
果不是參與「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或許我們會
暫緩或改做其他計畫。不過危機也是轉機，因為 SIIR 計
畫給予了明確規範，我們很清楚知道什麼時間必須完成什
麼階段，讓專案的執行更有紀律。同時趁疫情期間先執
行，相對遇到阻力也較低，更容易說服夥伴加入，這些提
前佈局、站穩腳步，對未來發展絕對是正向的。富爾特產品總監毛國峰

「影城通 2. 0」的 AI 分析，透過訂票數據、OTT 觀影次數，
以及會員各項數據，推薦會員喜歡的電影。

富爾特讓看電影 0 負擔

一站式
整合線上訂票、OTT電影平臺

AI分析
透過會員城市、觀影次數、觀影類別分析，推薦會員喜歡的電影

先消費後付款
導入 AFTEE服務，免用信用卡付款，避免資安疑慮

1
2
3

影票排隊的時間；現在則要縮短消費者找尋自
己喜歡電影類型的時間。

除此之外，影城通更開發 OTT合作對象。

毛國峰說，「車庫娛樂是臺灣目前最大的本土
片商，2020年推出的韓國電影《屍速列車 2：

感染半島》(Bando)，穩坐全臺票房第一。」

由於車庫娛樂代理的國外電影類型種類多元，

累積引進 2,000部電影以上，也是發行片量最
大的 OTT，相較 8大片商更有合作彈性，而車
庫娛樂對觀影數據也很有興趣，因此成為「影
城通 2.0」合作的 OTT業者，毛國峰補充，「未
來會持續跟其他電影業者合作，不會僅限於一
家 OTT。」

從影城、OTT 看片史
都能回推做預測

談到「影城通 2.0」的優勢，毛國峰認為在
於整合超過 40家影城訂票、車庫 OTT電影平臺
的服務，一站式滿足線上、線下觀影需求，且訂

閱的 109元方案，提供 6張 80 ～ 100元的電影
折價優惠，幾乎 1張就相當於訂閱費用，而且還
有 OTT看到飽。同時透過中華電信超值方案的
合作，推廣能量相當龐大。「目前其他電信看到
這樣的服務模式，也有幾家開始洽談合作。」

富爾特擬定「影城通 2.0」計畫時，得知經
濟部商業司有「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
「我們認為鼓勵和補助對象與我們的計畫相近，

因此提出申請。」毛國峰表示，雖然不會在短期
產生巨大效應，但這是投資未來，感謝政府的肯
定和幫助。對富爾特來說，金錢上的補助只是
其次，得到政府肯定，讓參與夥伴知道「影城通
2.0」是項好計畫，正是參與 SIIR獲得的最大助
力。

富爾特科技創新研發部副理劉永倫也說，

「審查委員提出很多建議跟想法，讓我們有新
的思考方向。例如：在 AI推薦系統方面，建議
關注 Netflix、Apple TV的做法，並提出不只從
影城端售票推測 OTT觀影行為，也可以反向從

OTT觀影行為回推影城端的售票，線上線下整
合出完整數據分析。」

不過在執行的過程中，也有許多挑戰需要克
服。相較國外大公司擁有龐大資源得以測試 AI工
具，富爾特花了很多資源投入前期試驗工具，為
了趕上計畫進度花很多時間，「很多時候沒有去
做就不會知道成功與否，通常設想很容易，實際
執行卻並不是這樣，必須突破很多瓶頸。透過這
次計畫，讓我們更能掌握 AI工具優缺點，倒是意
外的收穫。

AFTEE 服務免信用卡
先看電影再付款

毛國峰說明，當「影城通2.0」正式上線後，

AI就能根據累積的訂票數據、OTT觀影次數、

會員所在城市、影城訂票次數、觀看的影城、

觀影類型及時間，製作出會員的觀影軌跡，進
而分析出會員喜歡的電影類別並加以推薦。

「影城通 2.0」更能先消費後付款，「我
們引進了 AFTEE服務，可說是創臺灣首例。」

毛國峰表示，消費者不需註冊，也不需要輸入
其他個資，僅需輸入手機號碼利用 SMS驗證即
可使用，事後要付款也只要憑簡訊付款通知至

超商繳費即可，解決因資安疑慮而不使用信用
卡者的困難。

至於未來如何讓「影城通 2.0」茁壯，則
需要累積更多數據，「成長機會不能只靠優惠，

是靠融合更多讓消費者生活便利的措施。」再
加上今年雖然受疫情影響，電影院觀影數據不
多，但按照過去經驗，明年大片陸續上映，線
上、線下訂閱人數可望快速增加，大量數據湧
入後就能加速優化的腳步，而富爾特也準備好
因應新一波的資料潮了。「這不是有錢就做得
出來的，假如沒有資料、沒有經驗值還是有困
難。」毛國峰信心滿滿說，這正是富爾特能先
一步掌握未來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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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eMarketer在 2019年的報告預估，

即使近年來電子商務不斷快速成長，年成長
率仍由 2017年的 28.0％快速下降至 2023年
的 14.9％，且至 2023年，全球零售業的產值
中，電商也僅佔了 22.0％，亦即實體通路仍佔
全球零售產值的 78.0％。這也就是為何美國
Amazon與中國 Alibaba兩大電商巨擘，不約
而同於 2016年由線上虛擬通路跨界進入實體通
路的原因。亦即，純走線上虛擬通路將遇到發
展的天花板，唯有虛實整合，才能創造更大的
商機。

相同的，由於宅經濟以及 OTT線上觀影平
臺（虛擬通路）的興起，改變了國人觀賞電影

的行為，到影城（實體通路）的觀眾正快速減
少中，唯 OTT的發展也受到一些限制，例如：

訂閱制的費用、影片限制、與同儕同歡的臨場
感等。

本次 SIIR計畫中，富爾特科技公司（線上
跨影城電影訂票平臺）與車庫（線上 OTT觀影
平臺）欲與中華電信合作，以訂閱制方式，由
線上整合線下 40家實體影城通路 (Online to 
Offline, O2O)，運用大數據進行精準行銷，打
破影城與 OTT之間的競爭關係。

具體而言，本計畫的創新利基優勢為：

1. 商流方面：追求創造價值的創新營運模式

整合富爾特「ez訂」40家影城訂票（合作
影城全臺售票市佔率約 65％）與車庫 OTT
電影平臺，一站式滿足線上、線下觀影需求。 

2. 資訊流方面：追求精準行銷的客製化服務
同步掌握用戶線上、線下觀影軌跡，透過 AI
深度學習找出用戶偏好影片，精準推薦與媒
合，提昇消費者觀賞電影頻次與觀後滿意度。 

3. 金流方面：追求多元支付方便性
採用超低價訂閱制服務，以及率先導入「看
完電影再付款」，沒有信用卡或不願線上使
用信用卡，也能輕鬆看電影。 

值此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際，本計畫藉由
線上線下整合電影產業的營運模式，運用低價

訂閱經濟制與「先享受後支付」方式，吸引尚
未使用OTT（新用戶）或輕度用戶加以嘗試（開
發新顧客市場）；再運用 AI與大數據科技，追
蹤觀察分析用戶的觀影行為模式，進行精準推
薦媒合，增加用戶使用頻率與黏著度（維繫舊
顧客市場），進而提昇電影產業發展第二春。

唯本計畫亦有下列風險，例如：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發生的新常態 (New Normal)，如何
突破線下觀影的方式？如何與國際級影音串流
平臺，例如：Netflix競爭？如何克服消費者觀
看免費電影的習慣等。期許本計畫執行順利成
功，為我國目前的「悶經濟」，打造小確幸的
休閒生活型態。

影城通 2.0 線上線下觀影整合
AI 推薦服務計畫

富爾特科技運用低價訂閱經濟制與「先享受後支付」方式，吸引尚未使用 OTT 用戶加以嘗試；
再運用 AI 與大數據，進行精準推薦媒合，增加用戶使用頻率與黏著度。

文／吳師豪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行銷
與流通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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