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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值人生─悠遊卡異業結盟之消費者滿意度分析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時代不斷變遷，人們的生活步調也隨之加快，俗話說：
「時間就是金錢」
。因此追求
更高效率的生活方式幾乎已成為必定模式，尤其對於通勤的上班族或學生族群而言，在
每天繁忙的生活中如果可以減少交通時間的花費、簡化運輸工具的選擇，應該能爭取更
多的時間、更有效率的過日子。因此，當台北捷運系統日臻完善、搭乘捷運的人數也愈
來愈多時，悠遊卡的使用頻繁和經營策略，將逐漸改變台北市民的生活方式。
一開始悠遊卡只是搭乘交通運輸工具的票卡，而隨著與其他的企業進行合作，民眾
對悠遊卡的使用性提高，自此臺北地區進入「交通 e 世代」
。無論搭乘捷運或和計程車、
騎乘 YouBike、在便利商店買東西，甚至在知名連鎖店消費，像是天仁茗茶、85 度 C、
屈臣氏、誠品書局等，只要有悠遊卡便能「一卡在手，天下我有」，自此成為台北市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幫手。本組想探討悠遊卡如何透過異業結盟增加發行量，以及消費
者在此方面的滿意度。
二、研究目的
(一)
(二)
(三)
(四)

瞭解悠遊卡的成立背景與經營理念
介紹悠遊卡異業結盟的範圍
悠遊卡目前面臨的困境
消費者對悠遊卡異業結盟之滿意度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調查法
（二）問卷調查法
貳、正文
一、悠遊卡的成立背景與經營理念
（一）成立背景
1、 悠遊卡公司簡介
悠遊卡公司正式成立於2000年3月，是由台北市政府、台北大眾捷運公司及
60%民間企業投資所成立「台北智慧卡票證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電子票証
發行管理條例通過後」(Wiki，2009)，是全台灣唯一非銀行機構發行儲值卡，能
跨足交通與小額消費市場領域，可要股東來自不同行業層面(如表一)。於「 2010
年取得電子票券發行執照，讓台灣進入小額電子錢包消費的時代」(Wiki，2009)。
表一：彙整自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悠遊卡公司隸屬

悠遊卡投資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主要股東

台北市政府、台北大眾捷運公司、12 家台北地區公車
業者、國泰世華銀行、台新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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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銀行、神通電腦公司、三商電腦公司、財團法人中
華顧問工程司、三門科技等業者，公股比例約佔 40%。
公司資本額

新台幣 7 億元

以非接觸式 IC 智慧卡整合大台北地區公車、捷運及北
公司初期
市公有路外停車場，為電子化交通票證系統揭開新的里
程碑
發展至纜車、動物園、高鐵、臺鐵、國道客運、藍色公
目前使用範圍
路、特約商店小額消費等
公司願景
「一卡在手，悠遊全台 」
(資料來源:彙整自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2、悠遊卡簡介
悠遊卡是一種非接觸式電子票證智慧卡，採用 RFID 技術，由悠遊卡股份有限
公司所發行，「架構類似高雄一卡通、香港八達通卡、新加坡易通卡、深圳的深圳
通、廣州的羊城通、JR 東日本的 Suica 卡等」（資料來源：維基百科）。自西元
2000 年 4 月開始啟用，最大金額限制為新台幣一萬元，而單卡每日消費上線不得超
過三仟元，單筆消費金額不得超過新台幣一仟元。
3、創卡願景

對使用者之效益

表二：社會角色的效益表
對政府管理者之效益

對業者之效益

一、結合多種大眾運輸工 一、提高大眾運輸服務品 一、帳務自動化處理，24
具收費系統，簡化票
質，減少私人運具使
小時快速撥款。
證種類，方便民眾使
用，降低交通壅塞。 二、撥款準確率 100%。
用。
二、有助於推動各項大眾 三、縮短上下客時間，提
二、一卡可使用多年，避
運輸發展措施。
高 車輛營運效率。
免重複購票，減少地 三 、 使 業 者 營 運 量 透 明
四、自動化計票，減少處
球資源浪費。
化，做為核算票價及補
理 現金、查核票款等
三、方便攜帶，避免使用
貼 依據，提高費率調
營運 成本。
零錢或投現之不便。
整 之公信力。
五、減少偽鈔交易之風險。
四、減少現金交易與找零 四 、 建 立 運 輸 系 統 資 料
之時間。
庫，作為運輸系統及調 六、有助於業 者經營管理
之改善。
整公車路線之參考。
（資料來源：彙整自維基百科）
二、悠遊卡異業結盟的範圍
（一）異業結盟的定義
異業結盟已是現今商業發展重要的一環，俗話說：「獨木難支」，企業若只靠
本身的力量去發展，就算內部資源再多，企業形象再好，也無法產生「一加一大於
二」的綜效（林妙如，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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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業結盟對悠遊卡有何影響
1、消費者
表三：消費者對悠遊卡之影響
(1) 持悠遊卡到特約商店消費可享有優惠，例如在 7-11 使用 i-cash 悠遊卡可累積紅利
點數兌換 7-11 指定商品。
(2) 悠遊卡在跟信用卡異業結盟後，消費者可以在使用信用悠遊卡餘額不足時自動加
值的服務。
(3) 透過悠遊卡與台北捷運、公車、高鐵及航空業者等合作，持有悠遊卡可搭乘各類
交通工具，免除攜帶零錢、投現之不便，減少上下車時間。
(4) 與銀行及電信業者整合提供超商繳費的服務，以及各種的儲值服務，這些代辦性
服務，多元服務為持有悠遊卡的卡友帶來方便又快速的生活。
(5) 社會大眾注重休閒運動，一例一休實施後，假日出遊時間增加，與觀光景點合作
（博物館、風景區）販售門票，在入口處使用悠遊卡即可扣款。
（資料來源:：台北悠遊卡公司 2015）
2、企業

(1)
(2)
(3)
(4)
(5)

表四：企業對悠遊卡之影響
與眾多廠商合作後，悠遊卡不單單只有原先基本的交通運輸工具的付費工具，而
變成了許多付費工具為自己分擔，降低企業營運風險
異業結盟後也帶給自己更多的經濟收益，達到自己最大的經濟效益。
帳務自動化處理，24 小時快速撥款，撥款準確率 100%。
對企業來說避免了偽鈔交易的風險，也提高了客運運輸效率，減少營運成本及處
理現金、查核票款等，有助於業者經營管理改善。
與統一超商合作以來，成功的利用商家紅利點數及消費優惠等吸引忠實顧客，並
且以卡片本身需至門市儲值的機會，增加門市消費機率，以「互利共生」鞏固顧
客群，成功區隔了其他類似業者的市場。
（資料來源:：台北悠遊卡公司 2015）

（三）悠遊卡異業結盟之市場運用

年 份
2006
2007

表五：異業結盟的發展
發展紀事
悠遊聯名卡上市，與中國信託、台新、台北富邦和國泰世華銀行合作發行。
試辦悠遊卡支付台北市立動物園門票費用。
悠遊卡與台北市立圖書館借書證結合。

2008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中興院區；新北市立醫院三重 院區、板橋
院區，試辦悠遊卡支付醫療費。
宣布與統一超商集團 icash 卡策略聯盟，將發行「icash 悠遊卡」。

2009

悠遊聯名卡二期擴大與中國信託、台新、台北富邦和國泰世 華、華南、
第一、兆豐及玉山共 8 家銀行合作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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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悠遊卡正式導入小額消費店家，成為新的付款方式，使用範圍擴及全國。
悠遊卡與中華電信、7-11 便利店聯合成立悠遊卡紅利積點策略聯盟。

2011
2012

銀行發行之悠遊聯名卡高鐵自由座應用上線。
悠遊聯名卡擴大合作，15 家銀行加入三期發卡。
「可口可樂」自動販賣機啟用悠遊卡付費服務。

2013

悠遊卡可支付停車費、專用垃圾袋等政府委託代徵收之規費。

2015

悠遊卡及 18 家悠遊聯名卡「嗶」進全台 750 間全聯福利中心。

2016

持悠遊卡消費必勝客可享受優惠。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研究整理）

三、 悠遊卡目前面臨的困境
電子票證今年進入四雄爭霸的戰國時代，包括悠遊卡、一卡通、愛金卡（icash）、
有錢卡（Happy Cash）等電子票證，在積極結盟銀行與拓展使用通路的催化下，讓
電子票證規模與消費金額快速成長。面對多卡通時代來臨，發卡數量固然需要持續
提升，但重要的是衝高小額消費的交易金額，因此需以「方便、安全、高度信任」
的誘因，提升悠遊卡持卡人使用意願。(聯合財經網，2016)
電子票證的流通卡數與消費金額可以維持成長態勢，業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
一、適用範圍涵蓋交通與小額消費，等於包辦持卡人的日常生活所需，使用方便；
二、電子票證公司的創意行銷，例如：造型、主題悠遊卡，吸引消費者埋單。在智
慧型手機席捲市場之前，就已經有人將悠遊卡拆解後將晶片黏在手機後面，這樣子
就不用多帶一張悠遊卡出門。未來可能只需要帶一隻手機出門，便可以解決食、衣、
住、行，如此一來悠遊卡的使用量可以會大幅減少。
信用卡目前也是威脅之一，基本上與一般的悠遊卡相比，最大的差異就是搭捷
運、公車可累積紅利點數。購買悠遊卡得支付 100 元押金，申請這張聯名卡無需負
擔任何費用。悠遊聯名卡的功能有很多，不過，萬一遺失了，損失也相當驚人，主
要是因為這張卡總共結合了信用卡、悠遊卡、電子錢包等三大部分，當卡片不慎遺
失時，為了避免其中的信用卡部份遭到盜刷，持卡人必須在第一時間向銀行掛失，
同時須負擔 1,000 元的掛失手續費。
然而，持卡人雖然已經向銀行辦理掛失，卻只能針對信用卡不再遭到盜刷的部
份，至於卡片中的悠遊卡、電子錢包所儲值的金額，卻是無法掛失停用。這也就是
說，如果持卡人啟用信用卡的「自動儲值」功能，每次自動儲值 500 元，遺失後兩
個錢包合計又得面臨最高 1,000 元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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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顧客滿意度及消費者分析
（一） 基本資料
1.性別

48%

52%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使用悠遊卡的消
費者：女性佔 52%、男性佔 48%，雖
然女性多了 4%，但是男女差異不大。

男
女

圖 7.1 性別
2.年齡

1%

0% 3%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使用悠遊卡的消
費者：年齡 6 歲以下佔 1%、6~15 歲佔
3%、16~22 歲佔 55%，23~40 歲以上佔
14%、41~65 歲佔 27%、65 歲以上佔
0%。其中以 16~22 歲 55%比率最大，
由此推論，使用悠遊卡通常都是青少
年族群。

6歲以下

27%

6~15歲

55%

16~22歲
23~40歲

14%

41~65歲

圖 7.2 年齡
3.職業

2% 3%
6% 6%
5%

22%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使用悠遊卡的消
費者：學生佔 56%、上班族佔 22%、
服務業佔 5%、軍公教人員佔 6%、自
由業佔 6%、家庭主婦佔 2%、其餘佔
3%。由此可知，以學生 56%所佔比例
最大，可能學生族群較無經濟能力。

學生
上班族

56%

服務業
軍公教
自由業
家庭主婦

圖 7.3 職業
4.月薪
2萬以下

4% 18%

2萬以上

38%

3%
4%
3%
9%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儲值悠遊卡金額
的比例如下；2 萬以下佔 38%、2 萬以
上站 10%、3 萬以上佔 11%、4 萬以上
佔 9%、5 萬以上佔 3%、6 萬以上佔 4%、
7 萬以上佔 3%、8 萬以上佔 4%、其他
佔 18%。月薪 2 萬以下的消費者佔
38%，可能是因為悠遊卡福利制度較完
善可節省經濟支出。

3萬以上
4萬以上
5萬以上

11%

10%

6萬以上

圖 7.4 月薪
6

悠值人生─悠遊卡異業結盟之消費者滿意度分析

(二) 問卷內容分析
5.您在哪方面使用悠遊卡最多？

5% 3%2%2%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使用悠遊卡 消
費：交通佔 88%、飲食佔 5%、購物佔
3%、娛樂佔 0%、小額消費佔 2%、其
他佔 2%，交通的消費者佔居多，由此
可知悠遊卡的消費來原是以交通 為
主。

交通
飲食
購物

88%

娛樂
小額消費

圖 7.5 在哪方面使用悠遊卡最多

6.您每個月大約花費多少金額在悠遊卡？

6%

19%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使用悠遊卡的消
費者：0 元佔 6%、200 元以內佔 31%、
201~500 元佔 30%、501~1000 佔 14%、
1000 元以上佔 19%，每個月花費在 200
元以內的消費者佔居多。

0元
200元以內

31%

201~500元

30%

501~1000元

14%

1000元以上

圖 7.6 每個月大約花費多少金額在悠遊卡
7 您知道悠遊卡與哪些企業有異業結盟？(複選)
藥妝店(康是美、…
食品(新東陽、爭鮮)
便利商店(7-11、…
不知道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使用悠遊卡的消
費者：生活百貨(誠品、無印良品)佔
18%、藥妝店(康是美、屈臣氏)佔 24.
2%、飲料店(50 嵐、星巴克)佔 18%、
食品(新東陽、爭鮮)佔 15.5%、超市(全
聯、頂好)佔 46.6%，便利商店(7-11、
全家)89.4%、知道 39.1%、不知道 6.8%。

18%
24.20%
18%
15.50%
46.60%
6.80%

39.10%

89.4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圖 7.7 了解悠遊卡與哪些異業結盟
8.悠遊卡與異業結盟是否有提高使用悠遊卡的次數？

2%

14%
29%

22%
33%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悠遊卡與異業結
盟之後消費者使用悠遊卡的次數：完
全沒有 22%、有一點點 33%、有 29%、
很多 2%、肯定會提高使用次數 14%。
由此可知，異業結盟的確讓悠遊卡提
高使用次數，甚至促進經濟成長。

完全沒有
有一點點
有

圖 7.8 異業結盟是否有提高使用悠遊卡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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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您滿意悠遊卡使用便利性

12% 1%

1%

34%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消費者是否滿意
悠遊卡的便利性：非常同意 34%、同
意 52%、沒有意見 12%、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1%。由此可知同意悠遊卡
的便利性但仍然要繼續改進。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52%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圖 7.9 使用便利性之滿意度
10.您滿意信用悠遊卡自動加值功能

1%

22%

1%

27%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消費者滿意悠遊
卡自動加值功能，非常同意 27%、同
意 49%、沒意見 22%、不同意 1%、非
常不同意 1%。調查顯示滿意的消費者
已佔大多數。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49%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圖 7.10 信用悠遊卡自動加值功能之滿意
11.您滿意信用悠遊卡的安全性

4% 4%

15%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消費者對悠遊卡
安全性之滿意，非常同意 15%、同意
40%、沒意見 37%、不同意 4%、非常
不同意 4%。由此可知消費者覺得悠遊
卡安全性是夠的。

非常同意
同意

37%

40%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圖 7.11 信用悠遊卡的安全性之滿意
12.您滿意悠遊卡與異業結盟的便利性

13% 1%
39%
47%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消費者對悠遊卡
異業結盟的便利性調查：非常同 意
39%、同意 47%、沒意見 13%、不同
意 0%、非常不同意 1%。由此可知消
費者對悠遊卡異業結盟便利性滿意度
極高。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圖 7.12 悠遊卡與異業結盟的便利性之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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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結論
(一)

使用悠遊卡的對象，學生佔了一半以上，可以推測是因為學生通常搭乘大眾交通
運輸工具，因此悠遊卡是他們的最佳選擇。

(二)

悠遊卡用途種類非常多，但民眾在使用上，依然以交通方面居多，顯現出現代人
環保意識抬頭，並善於利用悠遊卡之功能，來減省通勤時間，這些經由問卷調查所
形成的社會大數據顯示出消費者的生活模式，已成為經濟決策的重要基礎並且得知
這整座城市的脈動發展。

(三)

悠遊卡與異業結盟方面，消費者最大的比例是到便利商店消費，可以推測悠遊卡
與四大超商策略聯盟後，讓消費者可以享有優惠折扣，也因此促使消費贈加。因
此異業結盟不只讓企業本身獲得利益，更可產生 1+1 大於 2 的『綜效』。

(四)

悠遊卡的異業結盟對於提高悠遊卡的使用次數並無太大影響，加上超過半數民眾
只知道悠遊卡有與便利商店及超市合作，其他都不到三分之一，固可得知在此方
面廣告依舊打的不足。

(五)

對於政府之管理效益，提高大眾運輸服務效率，降低交通壅塞，有助於推動各項促
進大眾運輸發展措施。至於企業能藉由與悠遊卡公司的合作減少收到偽鈔之風險並
提供正確營運情報如營收，有助於業者經營管理之改善，因此異業合作達到了顯著
雙贏的成果。

二、建議
(一)

用悠遊卡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民眾多為學生居多，建議可以給予學生更
多的優惠，好讓學生較無經濟壓力。

(二)

悠遊卡使用範圍至今還沒很完整，建議悠遊卡公司可以再利用策略讓食、衣、住、
行與悠遊卡做結合，好讓消費者可以走到哪嗶到哪。

(三)

由於我們國人往返各大國家，且現在悠遊卡僅能使用在日本、新加坡，我們希望往
後能各個國家合作，把台灣這項便利的產品推廣至國外

(四)

假若資金足夠或是時間充足，可以在相關地方利用告示牌、跑馬燈、 人員口述
等等，告知在場的民眾使用悠遊卡會有什麼樣的優惠或是折扣。

(五)

悠遊卡可以已本身的知名度及簡單的操作方式結合手機支付的便捷性，讓消費者
不帶卡片出門就能消費，讓使用者有更方便的未來。

肆、引註資料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2016)。https://ezweb.easycard.com.tw/
悠遊卡- 维基百科(2016)。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9

悠值人生─悠遊卡異業結盟之消費者滿意度分析

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www.easycardholding.com.tw/
自由時報(2016)。http://market.ltn.com.tw/article/1649
中時電子報(2016)。http://ctweekly.chinatimes.com/20161028000009-261903
林妙如(2012)。商業概論 I。台北市:龍騰文化。
天下雜誌-從異業結盟創造新契機。2015 年 3 月 31 日，569 期。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