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am Games 是土耳其的行動應用程式開發商，以開發原創的行動遊戲為主，範圍

涵蓋戰略、休閒、中度玩戲等遊戲類別。他們推出的作品幾乎在所有國家或地區，都

迅速攻占 Google Play 和 iOS 排行榜首位。其中讓眾多玩家為之瘋狂的 1010 是全球

當前最熱門的遊戲之一，光是在 Google Play 上就有高達 500 多萬名使用者下載。

以熱情催生暢銷遊戲

Gram Games 的策略長暨共同創辦人 Kaan Karamanci 相當具有雄心壯志，希望能

打造出排行榜前十大遊戲。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需要與最優秀的人才合作，而且對

方也必須熟稔遊戲市場，並對這個領域懷抱熱情。結果他找到了 Mehmet Ecevit，一

名沒有傲人背景，但極有天分的開發人員。他來自土耳其的一個小鄉鎮，沒有念完大

學，程式設計的功力完全靠自學而成。Karamanci 與 Ecevit 都曾在其他公司工作多

年，也都對遊戲開發充滿高度熱情，兩個人一拍即合，決定共組開發工作室。在創投

公司的資金協助下，他們於 2012 年正式成立 Gram Games，如今已是土耳其成長最

快的新創公司。

Gram Games 認為應在公司內部營造能激發創造力的歡樂氣氛。為了讓創意自由馳

騁，他們將辦公室搬到舊幼稚園教室內，打造色彩明亮鮮豔又趣味十足的工作環境。

公司講求合作精神，不由一人指揮全局，而是整個團隊共同腦力激盪各種遊戲開發的

想法。Gram Games 力求成為全球頂尖品牌，因此從經營之初就借助 Google 之力，

採用 Google Apps for Business 與 Google 行動解決方案等各項服務，以期大幅提高

收益。

將使用者版圖擴展至全球

在公司營運逐漸上軌道之後，Gram Games 摩拳擦掌，準備擴展事業版圖。他們選

擇 Google Play 做為從土耳其總部進軍全球的據點，在 Google Play 上大規模發行遊

戲，並使用 Google Play API 快速導入排行榜之類的功能，吸引玩家持續回流。Gram 
Games 策略長暨共同創辦人 Kaan Karamanci 表示：「我們對平台沒有特別偏好，

但我們發現，在 Android 上贏得使用者青睞比在其他平台容易許多。」

Google 協助 Gram Games 成功搶灘行動遊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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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Gram Games

• www.gram.gs

目標
•  吸引更多來自全球各地的使用者

•  藉由應用程式營利，進而提高收益

•  提高續玩率，建立忠實使用者群

做法
•  製作精彩的原創內容，供全球各地的使用者

下載

•  運用 AdWords 開發更多使用者

•  利用 Google Play 大規模發佈應用程式

•  透過 AdMob 的橫幅廣告與全螢幕插頁式廣告
營利

•  利用 Google Play 的功能，增進與使用者之間
的互動

•  以 AdMob 的廣告中介服務，將廣告最佳化

成果
•  以 AdWords 擴大觸及率，接觸來自全球各地

的目標對象，使用者人數也一舉躍升至 1500 
萬

•  使用 AdWords 精簡花費，在美國的平均單次
安裝費用僅 $1 美元

•  採用 Google 服務後，一天之內的收入就高
達 $5000 美元，一躍成為土耳其成長最快的
新創公司

•  續玩率在僅僅 4 個月內提高至 14%
•  採用 Google 產品後，業績成長約 7 倍之多

「我們對平台沒有特別偏好，但我們發現，在 Android 上贏得
使用者青睞比在其他平台容易許多。」

Kaan Karamanci
Gram Games 策略長暨共同創辦人

簡介



Gram Games 在各平台上採取精簡的發展策略，盡量減少語言版本與本地化作業，

因此能更輕鬆地與全球各地的目標對象互動交流。

累積許多遊戲開發經驗，也掌握了一套經證實有效的成功秘訣之後，Gram Games 
認為，讓公司更上一層樓的時機已到，但在那之前，他們必須先建立知名度。

以 AdWords 奠定成功基礎

對 Gram Games 而言，要開發出吸引使用者的精彩遊戲不成問題，他們有多款優質

遊戲，遊戲資訊與預告影片也做得相當出色。Gram Games 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

讓全球各地的使用者認識他們的應用程式，並使公司在短時間內迅速成長。

他們曾使用其他廣告聯播網宣傳產品，但未見成效。不過，嘗試使用 AdWords 之
後，效果和觸及率出乎意料之外的好，使用者人數增加到 1500 萬名，續玩率也高達 
14%，令他們相當驚喜。

在 AdWords 的協助下，Gram Games 僅投資少許費用，即順利達成目標。光是在

美國，他們使用 AdWords 的單次安裝費用僅約 $1 美元，遠低於業界的一般價格。

AdMob 帶來滾滾財源

使用 Google 的解決方案成功打響知名度後，Gram 
Games 決定再下一城，使用 AdMob 為應用程式營

利，將高人氣轉換成收益。

為了避免影響使用者的遊戲體驗，他們最初是為旗下

應用程式選擇付費模式，但成效有限。之後，他們決

定導入應用程式內廣告，也就是在遊戲過程中顯示 
AdMob 橫幅廣告，在切換不同關卡之際則擴大為全

螢幕的插頁式廣告。

這種做法帶來了驚人的成效，一天之內就能賺取高達 
$5000 美元的收入，Gram Games 的業績也因而提

高 7 倍之多。

Google 不只是供應商，更是工作上的好夥伴

身為土耳其成長最快的新創公司，Gram Games 很
感謝 Google 一路扶持他們邁向成功。Karamanci 表示：「我們將 Google 視為長期

合作夥伴。我們曾多次與 Google 小組深談，他們非常樂意幫忙，也提供了很多支

援。彼此之間能有這樣的互動，對我們意義重大。」

Gram Games 相信行動裝置掌握了遊戲的未來。隨著公司逐漸茁壯，他們熱切期待

能與 Google 繼續合作，為穿戴式裝置開發遊戲並創造營利，同時持續發掘遊戲的最

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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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 Games 推出的 1010 是目

前全球最熱門的遊戲之一，眾多

玩家為之瘋狂，光是在 Google 
Play 上就有超過 500 萬名使用

者下載。

AdMob 是業界首屈一指的行動廣告平

台，全球超過 65 萬應用程式一致選用。

自 2006 年開始，AdMob 靠著提供豐富

的廣告格式、廣告中介服務以及領先業

界的廣告供應率，不斷協助應用程式開

發人員開創成功事業。直接整合 Google 
Analytics (分析) 之後，AdMob 更能協

助開發人員準確地評估應用程式成效並

建立使用者區隔，據此作出明智的營利

決策。

詳情請參閱：

http://www.google.com.tw/ads/
admob/

關於 AdM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