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hmad Jarrar 來自約旦，從小就是 Google 服務的忠實使用者。他深深認同 Google 的文

化和宗旨，以及致力將資訊送到世界各地使用者手上的方式，因此在年僅 9 歲時， 

就立志將來要與 Google 合作。

如今，Jarrar 在自己白手起家建立的應用程式開發公司 Megabit 擔任執行長；他說自己能有

今日成就，Google 及其旗下產品功不可沒。多虧他一路披荊斬棘，才能獲得豐碩的成果。

在 Android 平台上圓夢

畢業於科技大學的 Jarrar 是個程式設計老手。他原本在一家公司擔任開發人員，最終發

現自己無法從這份工作中獲得任何啟發，所以開始利用休假時間仔細鑽研 Google 提供

的 Android 和 AdMob 行動解決方案，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自行創業，並運用自己開發的

應用程式來營利，實現兒時夢想。後來，Jarrar 決定追隨自己的滿腔熱情，自行開發行

動應用程式。他深信 Google「支援開發人員」的宗旨，因此毅然離職並著手打造自己的 
Android 應用程式，打算在 Google 的協助之下圓夢。

Jarrar 離職後，身邊親友屢次質疑他的應用程式是否真能發展成有利可圖的事業，維持不

愁吃穿的生活水準；但他不為所動，因為他對自己和 Google 有信心。

一開始，Jarrar 的應用程式的確闖出了一番成績，但還不到能夠維持生活的地步，但他

沒有放棄，反而在 2014 年創立了 Megabit。他的堅持終於得到回報：Megabit 如今已發

展成一家成功的跨國應用程式開發公司；短短 3 個月內，旗下應用程式 Wallpapers for 
Chat 的下載量就累積到 420 萬次，令人刮目相看。Megabit 專門開發 Android 行動應用

程式和遊戲。「激發靈感，勇於嘗試」是該公司的信條，每一個激盪出的點子最終都化

為實際成果，讓夢想成真。Ahmad Jarrar 的兄弟兼事業伙伴 Amjad Jarrar 在開發過程中

也盡心盡力，所有應用程式的使用者介面都由他設計。Jarrar 表示，Android 提供他所

有必要的工具 (包含 Google 雲端通訊和 Google App Engine 等功能)，因此他能夠放心在 
Google 支援的平台上打造應用程式，毫無後顧之憂。

接觸全球各地的客群

為了在行動應用程式業界佔得一席之地，Megabit 亟需招攬更多使用者；問題是怎麼做才能

走出母國約旦的市場，進軍全世界？後來，Megabit 只憑藉 Google 提供的工具，就在全球

各地刮起旋風。

運用 Google 開發人員控制台提供的翻譯工具，該公司迅速省力地為自家應用程式推出超過 
14 種語言的本地化版本；目前，這些應用程式幾乎在全球各地都有忠實使用者。

Megabit 與 Google 攜手合作，開創輝煌的應用程式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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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Megabit

• www.MegaBitApps.com

目標

•  在行動應用程式業界成為全球知名品牌

•  大規模網羅使用者

•  與使用者互動，並培養忠實客群

做法

•   採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 追蹤活躍使用

者，並根據資料調整應用程式，有效提升人氣

•  只使用 AdMob 營利

•  透過 Google Play 宣傳自家應用程式

•   使用 Google 雲端通訊向使用者推播通知， 

吸引他們回頭使用應用程式

成果

•   短短一個月內網羅到 50 萬名新應用程式使用

者，3 個月內人數攀升至 420 萬

•   自 2013 年 9 月至今，應用程式內廣告供應 

率一直維持 100%

•  自 2013 年第 3 季至今，營收已暴增 5 倍

「我認為行動應用程式產業的規模非常龐大，想闖出一片天， 

就得提供能滿足使用者需求的優質應用程式。」

Ahmad Jarrar，
Megabit 創辦人暨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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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應用程式，提升使用者主動參與度

順利在全球各地網羅到大批使用者後，如何持續與這群人搏感情並營造忠實使用者群，

成為 Megabit 的下一個課題。

Jarrar 參加了 2014 年的 Google 行動應用程式高峰會 (Google Mobile Apps Summit)，
在會中得知 Google Analytics (分析) 提供有助於培養使用者主動參與度的豐富功能。 

與 Analytics (分析) 小組面對面詳談後，Jarrar 決定深入研究並放手一試。

Megabit 驚喜地發現，在自家應用程式中導入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就像打通了行動

相關實用分析資料的來源，各種數據唾手可得：除了下載總次數、特定期間內應用程式

的使用人數、使用者行為、螢幕流程，以及使用者在應用程式的起點和離開點外，還能

即時查看使用者相關統計資料。掌握這些資料後，Megabit 更加瞭解該如何調整自家應

用程式來取悅使用者，進而提升營收。

眼見使用者每天花在應用程式上的時間不斷攀升，Jarrar 認為行動應用程式開發和營利的

商機無窮。他表示：「我認為行動應用程式產業的規模非常龐大。想闖出一片天， 

就得提供能滿足使用者需求的優質應用程式。」

AdMob 從世界各地帶來滾滾財源

Megabit 原本採用收費模式來發行應用程式，使用者得付費才能下載。由於成效有限，

該公司決定改用免費模式，只靠在應用程式中放送廣告來賺取收益，結果卻非常驚

人：Megabit 每個月網羅到超過 50 萬名使用者，每分鐘有 4000 人使用該公司的應用程

式。目前，Megabit 只使用 AdMob 搭配放送文字、圖像和影片插頁廣告來營利。過去 

1 年半以來，AdMob 對 Megabit 的廣告供應率一直高達 100%，該公司的營收因此暴增 
5 倍。

眼見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收益也一飛沖天，Jarrar 對 Megabit 使用 AdMob 獲得的成效非

常滿意。他表示：「Megabit 重視品質，我們也深信 Google AdMob 回饋的營收會和應

用程式的品質成正比；如果應用程式品質出眾，營收也會跟著水漲船高。當下的營收只是

蠅頭小利，還會不斷向上攀升。」

與 Google 攜手合作，與時俱進

我們請教 Jarrar 對拓展 Megabit 業務的想法，以及未來打拚事業時，是否願意繼續與 
Google 合作。他表示：「對我來說，Google 不只是『工具供應商』，更像是個規模龐大

的合作夥伴，率領自家團隊不斷改善旗下產品和服務，追求卓越。其他供應商只在乎營

利，但 Google 總是源源不絕地供應新解決方案，全心運用科技改善使用者的生活。」

AdMob 是業界首屈一指的行動廣告平台，

全球超過 65 萬個應用程式一致選用。

自 2006 年開始，AdMob 憑藉豐富的廣告

格式、廣告中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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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詳情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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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AdMob

Megabit 單靠放送 AdMob 廣告

營利，就獲得驚人成效：每個
月網羅超過 50 萬名使用者，每

分鐘有 4000 人使用該公司的應

用程式。事實上，AdMob 過去 
1 年半對 Megabit 的廣告供應 

率一直高達 100%，該公司的營
收因此暴增 5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