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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奧美首席創意官Re e d 
C o l l i n s，擁有五大洲的工
作經驗與2 0年職業生涯足
跡，曾踏過約翰內斯堡、倫

敦、紐約、芝加哥、雪梨等

城市，並且擁有坎城獅子、

D & A D鉛筆、A n d y頭像、
Clio金像各大獎座。這次台北
國際數位廣告節（TIDAF）以
「從限制中突破的藝術」為

題目來談論數位時代如何做

好廣告。

用創意加科技 
解放數位環境

好創意要前所未見 

Reed深刻感受到數位時代的複雜性，他認為現在
廣告工作變得可怕，但也很令人興奮，他首先分享了好

創意（Great Ideas）與跨平台創意（Platform Ideas）
兩個概念。Reed認為好創意（Great Ideas）是要與眾
不同，或是能讓東西進步，但不一定要應用最新科技。

「一個好的創意，要能傳遞某種價值，或是更優雅、更

進步，而且是人們需要、想要的。」Reed分享Geico保
險公司廣告，由於大眾討厭看YouTube影片時要先等5秒
鐘前置廣告，因此做了一個5秒鐘廣告，並讓剩下的25
秒影片中人物假裝停止不動，創造出乎意料畫面，讓人

好奇想繼續看下去。

善用議題  延展跨平台創意

跨平台創意（Platform Ideas）是讓點跟點之間串聯
起來，訊息可以到不同平台生長，讓渲染力可以擴張。

具連結性的創意，並非去適應不同平台，而是要讓訊息

能延展到跨平台。Reed指出，Under Armour運動品牌
推出I WILL WHAT I WANT廣告，找了芭蕾舞女星、運
動員、模特兒，來傳遞出女性遇到困難，依然持續朝目

標精神，這個話題擴散到電視新聞、網路社群上發酵，

讓品牌增加28%銷售，股價也上升。「近期有不少創意
跟公眾議題有關，像always衛生棉品牌Like A Girl行銷
活動，也在打破女性刻板印象。其實我們周遭有很多議

題，都可以運用到創意之中。」

顯而易見與意想不到的創意思考

AKQA全球創意長Rei Inamoto曾對廣告產業的工

從限制中突破的藝術
文／詹致中　圖／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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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The Face of Litter案例作品。（圖／奧
美廣告提供）

2. Pizza Hut案例作品Blockbuster Box。（圖
／奧美廣告提供）

作下一個精準評論，「為顯而易見的問題，提供意想

不到的解決方式；或是明顯的解決方案，解決意想不

到的問題。」Reed認為這句話簡單總結廣告工作。從
這兩個不同思考面向，香港奧美把Pizza Hut紙盒變成
簡易的電影投影機，就是面對明顯問題，但用意想不

到解決方式，刺激大家吃披薩慾望。Reed另一個作品
The Face of Litter，蒐集香港街頭隨意亂丟的菸蒂垃
圾，並從中擷取DNA建構出丟垃圾人的臉孔，肖像也
置放到公車亭。「意想不到解決方式可以創造慾望，

會讓人想知道或是了解運作方式，刺激大眾去討論，

解決現在缺乏注意力情況。」Reed也強調，創造慾望
有時候不一定要使用先進科技！

有時候在想出解決方式前，有些問題是我們從來

沒想到過的，被隱藏住。例如，能快速傳導人體熱能

金屬材質發明出來，就被大量應用在奶油刀。「解決

方式要保持簡單，用太複雜方式，產生問題可能變得

更多。另外，要多跟別人合作。有時只需調整既有解

決方式，不用從零開始。」Reed指出，像菲律賓就用
手機SIM卡解決孩童書包過重的問題，就是用既有方
式，但換個角度去發想。

把科技和創意結合，可以產生很好的案例，Reed
表示他並非不喜歡傳統媒介，但結合兩者變得更有啟

發性。「當然你也可以坐椅子上，去想很好的平面創

意，但已經很多人都這樣做。」

數位趨勢：
短內容、新社群與真實的界線

面對數位環境浪潮，行銷人要熟習各種平台、

社群的規則，有可能前一晚想到的好創意，但隔天

Facebook、Twitter已經更改隱私權條款，導致創意無

法實現。並且要時時汲取新知，走在資訊前緣。Reed
分享3個他觀察到數位環境趨勢，包含更短的內容
（Shorter Content）、新時代社群（New Generation 
Social）、真實？（Real？）。訊息的碎片化，讓
使用者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吸收資訊；社群環境

的變化，讓年輕人使用 Instagram更勝Google+、
Facebook，並且有更多的新社群媒體出現；當虛擬實
境技術愈來愈強大，到底什麼又是真實？這都是值得

行銷人去反思與應用的趨勢。

談到數位，免不了觸及到數據。Reed不認同現在
被炒作的大數據，因為數據就在生活中各個地方，最

重要是找到洞見，解讀你所獲得的資料。Expedia旅
遊網站看到大眾在Instagram和Twitter分享大量圖片
資料，於是推出Throwback Thursday比賽，讓大眾
找回舊照片，然後重回舊地再擺出一樣姿勢重拍，就

是善用數據的解讀。Reed也提到數據本身具有很強的
力量，但必須付出相應的成本代價，才能做到在對的

人、時間、地點，傳遞對的訊息，實際執行非常不容

易。

好創意發生在對話之中

Reed以他多年經驗觀察，最好的創意都是發生在
人的對話，分享交流想法。「要如何開始有創意，你

需要有在車庫裡當實驗家的精神，讓自己能超越客戶

問題，思考更好方案！」做Campaign的目的並非只是
得獎，但若能在解決客戶問題之後又能得獎，何樂而

不為。Reed也表示，面對客戶不願意買創意，身為創
意人，應該想別的方式讓客戶接受，或者思考自己設

計產品，然後幫產品做廣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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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北京Cheil鵬泰副總裁的
池元圭是韓國人，1999年曾
來台灣學中文。在10年前加
入Cheil鵬泰之前，在數位產
業領域中探索。在台北國際

數位廣告節（TIDAF）中，他
分享「科技的創意or創意的
技術」主題，總結出10年在
Cheil鵬泰以諮詢、數位營銷
和電商3個領域的專業經驗。

科技翻轉創意 
改寫行銷計畫

早期行銷專注於創意

池元圭以行銷的過去和未來，作為整個演講劃分。

他用流利的中文闡述過去行銷專注在創意（Creative）
上。他播放了Cheil首爾公司的Bridge of Life與波蘭公司
The Very Good Manners案例短片。

Bridge of Life以首爾的麻浦大橋為出發點思考，常
有人在麻浦大橋橋上自殺。生命保險公司為了讓民眾知

道生命可貴，在橋上放上柔軟的文案，關懷想自殺的人

們。「這是很簡單的電子，卻能感動每個人，也讓品牌

認知度提高很多。」；The Very Good Manners的客戶
是紅十字會，它們與當地多家餐廳合作，當用餐完畢把

刀叉擺成十字形狀，就代表願意在帳單中捐贈1.5歐元，
這個簡單的提醒，也讓捐贈額增加65%。

2000年後創意為主，科技為輔

「2000年之後，網際網路更加成熟，加上好的創
意，我們從代理商變成解決方案的提供者。」池元圭從

Cheil鵬泰的發展，解釋行銷走向創意（Creative）為主
與科技（Technology）為輔過程。
從三星為自閉症兒童製作的Android應用自閉症

Look At Me，以及結合實體環境與虛擬技術的店面
CenterStage就可以看出端倪。Look At Me透過手機
App設計的互動遊戲，讓孩童從圖片、面部識別技術和
一系列遊戲來幫忙理解人類情感；CenterStage是三星
生活家電為了解決產品太多，但實體展示空間不足的問

題，而用虛擬技術讓消費者同時滿足選擇性與部分實體

展示需求。「這方案不只解決家電產業問題，連精品、

汽車產業也都適用。」

Soargon這家製鞋企業希望提升行銷知名度，Cheil

科技的創意or創意的技術
文／詹致中　圖／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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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翻轉創意 
改寫行銷計畫

鵬泰應用中國地區阿茲海默症議題，協助推出Please 
Take Me Home，在鞋子裡安裝GPS，加上應用社區
SNS網路與手機App，讓每年中國60萬走失的失智老
人變得更安全。「其實這是來自我們員工真實案例，

幸好員工母親早上走失，全公司用微博發訊，晚上人

就找到。」池元圭表示，有了這個經驗後，我們建議

Soargon不要先推新的漂亮產品，而是先做好事情，讓
品牌也變得溫暖。

物聯網與工業4.0將改變未來

現在光靠創意來達成短暫的一鳴驚人效果已經不

適用，池元圭認為：「當然我們要用創意讓世界感

動，這是創意人所追求，但有一些品牌，已經使用數

位媒體與科技跟消費者一同呼吸。」他觀察有兩個重

要的科技趨勢，將會改變未來的行銷：「物聯網」

與「工業4.0」。只要透過晶片，就可以成為「物聯
網」一員，可以應用到各種場所。「大家看到的東

西都變成觸控裝置，可以提高生活質量，減少花費的

時間。」至於「工業4.0」雖然偏向產業，但池元圭
表示，當物聯上網，會有更多案例需要技術與聰明製

作，並快速地使用到恰當場合。例如現在需要製作手

機，前往深圳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能做出少量樣

機，把概念呈現出來。

創意與科技齊頭並進的未來

未來的行銷革命，是「創意」加上「科技」，技

術不再是次要角色，而是並駕齊驅。Cheil在內部建立
了Innovation Lab，透過同儕投票，選擇開發可能賣給
客戶的新技術。

例如從健身房聯想到使用公車拉環幫助忙碌上班

族做健康檢查，並提供檢測結果與產品折價，喚醒健

康意識，這個技術就順利賣給伊利每益添乳酸菌飲

料。

創意流程因此跟著翻轉，從被動轉成主動。池元

圭觀察到：「以前拿到客戶Brief，開始準備，然後
Pitch。但這個創意是內部自己想出來，員工會為了自
己工作上的滿足，想證明自己而積極行動，甚至不想

回家。」另外，魔力運動飲料舉辦的夜跑活動，為了

突顯差異，實驗室開發了LED運動服，讓漆黑夜晚仍然
能宣傳品牌，促成消費者在微博上廣泛討論。

關於大數據，池元圭認為至今還沒看到令人感到

痛快的分析，不過他分享數位消費者決策旅程的改

變，以往是從產生認知開始，現在情況不明，在網路

搜尋、銷售場域，透過即時直接刺激或引導消費者行

為，比較容易有效果。消費者現在習慣各個媒介上的

接觸點，學習和比較各家產品，找到消費者選擇購買

的關鍵點非常重要。

行銷計畫要涵蓋「以內容為中心」、
「關注電商」與「程序化廣告」

池元圭最後也分享代理商面對行銷環境，應該要

有的3種合理的計畫。第一是建立數位內容中心，可以
深度研究產品在不同平台、媒介上如何被討論。抓到

消費者流行興起點；第二個是關注電商各種渠道，無

論是否實際被購買，但至少消費者會透過相關管道去

了解，然後等待機會；第三是一定要應用DSP AD，透
過DMP的Cookie分析消費者，找出更好的ROI投放策
略。 

Please Take Me Home案例。（圖／Cheil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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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NEC Ecotonoha的植樹
計畫，成為亞洲第一位贏

得坎城國際創意節網路創

意獎首獎的得獎者新野文

健，過去曾在NEC、Beacon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任職，
加入D 2 C日商帝禧子公司
KAKEZAN後擔任創意策劃總
監，這次在台北國際數位廣

告節（TIDAF）分享主題為
「以創意串聯『數位體驗』

與『無距之美』」。

以行動行銷驅使
消費者行動！

Mobile當道，善用數位技術做創意

D2C是日本大型行動代理商，每年也舉辦CODE 
Award數位廣告大賞，從得獎作品可以觀察日本數位
廣告發展趨勢。新野文健在現場放了4個作品。包含
TOYOTA SHIZUKATTA靜香App，輸入負面文字可轉成
靜香的正面語氣，讓新車與哆啦A夢的角色特性連結起
來；東京地下鐵因應東京馬拉松開發的Meet Metro，讓
人可以搭地鐵追蹤到跑者的手機App；紐西蘭航空，針
對難以請假去旅遊的日本職員，推出方便向上司請假的

工具Leave it to us；MINIKURA保管箱公司，訴求幫忙
收藏前男女友物品的minikuLOVE方案。
以上案例都是運用數位技術創意，新野文健表示，

目前在日本市場已經有67.7% B2C企業，針對智慧型手
機來架設網站，29.9%有提供App，而且持續增加中。
目前頁面瀏覽仍以PC為主流，Mobile佔了34%左右，
但統計接觸時間Mobile比PC更多，3個月平均有121小
時。

行動行銷秘訣：
+Mobile與FOCUS ACTION

如何應用手機幫企業來做行銷？新野文健先提出

兩大觀點。首先是「+Mobile」，其中有品牌規劃、
多元載具及社交3個元素。品牌規劃是在原有宣傳手
法，例如大眾傳媒上再附加Mobile，讓效果最大化。
「TOYOTA案例就是使用此手法，透過靜香App，讓使
用者感覺正面、純潔、可愛。」其次是透過多元載具，

當客戶宣傳電視廣告時也與手機連結，最後社交就是善

用社群網站；第二個觀點是「FOCUS ACTION」，著墨
讓消費者產生行動。新野文健說明，在數位消費者模式

以創意串聯數位體驗與無距之美
文／詹致中　圖／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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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YOTA SHIZUKATTA靜香App。（圖／取自網路）

AISAS理論（Attention注意、Interest興趣、Search搜
索、Action行動、Share分享）中，一般都聚焦在第一
個Attention，讓客戶對產品產生興趣，因此不斷投放
電視廣告、製作吸睛網站，但有些情況，單靠這樣創

意仍無法因應。所以新野文健認為思考要倒過來，要

關注Action，因為「創意來自終點！」

從Action思考創意起點

新野文健列出幾個消費者的Action情境，在寒冷季
節裡，當消費者回家時，如何推薦羽絨衣促使購買行

為？在機場無聊的等候時間，如何誘使旅客在現場申

辦旅遊保險？或是新包裝飲料，如何讓消費者在陳列

架發現並購買？新野文健說明上述例子，都可以用智

慧型手機做到。比如羽絨衣案例，可用推播通知消費

者。至於機場，用GPS範圍限定區域，對特定人做推
銷。最後談到的新包裝，應用照相機功能來做影像辨

識。藉由手機陀螺儀、NFC、GPS等特有功能衍生創
新。新野文健分享日本的計程車叫車App與達美樂外送
服務App，善用手機GPS功能，皆創下營業額20億以
上業績。「從行動（Action）思考，催生智慧型手機為
起點的創意！」

手機行銷5大步驟

根據實戰經驗，新野文健提出智慧型手機行銷的5
大步驟。第一是「準備」階段，掌握現狀，例如運用

Log分析工具、網際網路、收視率等，分析並分類使
用者從哪些管道、搜尋關鍵字進入；第二是「測試」

階段，實驗性的因應措施，先嘗試把部分內容對應行

動載具，或嘗試讓電腦版也能適用行動載具；第三是

「導入」階段，智慧型手機最佳化更新。新野文健解

釋，要做審慎評估再做導入，可以先透過製作客群模

型（PERSONA），讓客戶形象更具體。再來製作納
入智慧型手機的顧客體驗模型，並擬定手機在Paid、
Owned、Earned媒體，擔負任務跟策略；第四部份
「挑戰」階段，從戰略角度將智慧型手機納入業務範

疇，例如開發商業App或是行動電子商務；第五是「擴
大」階段，O2O發展全通路。「智慧型手機是連結實
體店面與消費者的裝置，實體和電子商務做結合。」

新野文健分享ROBOT SHOPPING案例，讓Tommy 
Hilfiger表參道店面，設立遠端遙控機器人，消費者不
必出門一樣能逛店。

深入探討行動行銷，重點在「當上網行動裝置普

及，消費者心裡已有所轉變，期待瞬間獲得諮詢、服

務、商品，不然就沒耐心。」新野文健認為，透過掌

握「即時」、「簡潔」與「脈絡」，可以掌握行動心

理。比如說「即時」傳遞使用訊息，讓消費者能立刻

採用或購買；「簡潔」在於篩選目的。因此內容太長

便不會有人看，App大部分也都是單一功能；至於「脈
絡」是人們在那些情境接觸，從時間、地點、歷程和

人物背景，就能推敲。

掌握消費者心理，加上科技調味

手機跟電視廣告同步的多媒體案例LUX SHINY 
SCAN，便是善用手機，並以ACTION為起點。當播放
電視廣告，手機App會有訊息提醒，消費者掃描廣告
後，就能參與抽獎遊戲。這個案例也符合即時、簡潔

與脈絡3大心理要素。新野文健總結：「充分了解行動
深層心理，再使用適當科技與工具做行銷，效果會非

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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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以往都是分時、分段來投遞，但P e t e r認
為現在每個當下都是重要的，而像Tw i t t e r這類的
平台，可以幫企業抓住當下。Twi t te r有4大特色，
包含：即時性（Live）、開放性（Publ ic）、對話
（Conversational）、散佈（Distributed）。

開放興趣網絡，而非閉鎖社交平台

「首先要釐清Twitter不是社交平台，而是有社交元
素，但比較像是使用者興趣網絡。你所發表、追蹤，都

形塑你這個人的個性。」Peter開宗明義Twitter與其他社
交平台的不同，而其中具有「即時」特色，可以在平台

看到當下世界在關注什麼事情或議題；Twitter的「開放
性」也不同Facebook、Line是閉鎖的平台，只要PO文
全世界都能看見；「Twitter第三個特殊之處，在於是對
話平台，有非常多互動。」Peter表示從名人跟粉絲，政
治人物跟支持者，品牌跟消費者，都有很多雙向對話；

Twitter的訊息也具有「散佈」特色，推文不會侷限在自
家平台上，也會出現在電視、報章、雜誌，或是傳播到

其他的網路平台上。Peter進一步說明：「Twitter變成全
球目光焦點，只要有重大事件，就會想上去Twitter看別
人說什麼，並且跟全球世界的人互動交流。」

行動裝置強化Twitter即時性

從2006年創立Twitter，現在全球累積了3.16億的活
躍使用者，5億不重複到訪者。透過Twitter自家MOPUB
系統，可以接觸到10億個裝置。Peter說明廣告客戶若
要使用Twitter，即時性（Live）的特質非常重要。「廣
告客戶、代理商必須要抓住Live重點，當使用者表現出
意圖，並在Live情況接觸，可以達到最大效果。」為什
麼即時性對行銷如此重要，Peter分享了幾個數據，人

目 前 擔 任 T w i t t e r 新興
市 場 銷 售 總 監 的 P e t e r 
Greenberger，過去長達10年
期間從事政治競選活動，也

曾在柯林頓執政期間，在白

宮出任國會通訊事務總監，

加入Twitter後曾任職環球政
治銷售總監，對政治人物提

供公關推銷策略，現在則負

責管理大中華區及俄羅斯，

這次針對台北國際數位廣告

節（TIDAF）特別來台分享
「當下的力量」。

用數位力量擄獲即時議題
Twitter當下的力量
文／詹致中　圖／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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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與行動裝置不離身，而且每天會看手機150次。消費
者只會給你76秒時間做回應，不然就會轉到競爭對手
處。而且人類注意力愈來愈短，平均只有8秒鐘。「這
也解釋，為什麼最近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者川普有如

此高的關注度。」

最重要的特性：即時觸及

面對現在這個數位新環境，要如何因應行銷的新

挑戰？Peter表示現在閱聽者變得片斷化，而且行動
行銷的銷售漏斗與過去桌機不同，但閱聽者仍希望在

行動裝置上，感受與桌機相同的豐富度。這樣行銷人

要如何使用Twitter呢？Peter先給了即時觸及（Live 
Reach）關鍵字。透過Twitter不同功能來跟大眾連結，
例如可以養追蹤者、增加大眾注意力或是把內容放到

匯流最前面。「先前可口可樂的活動，讓瓶身Logo可
以換成姓名。比如變成Liz，我們就能把瓶身圖片標記
到Twitter的Liz使用者上，並邀請她的朋友來分享。」
Peter觀察，使用者花很多時間在App上，每個月平均
會用27個App，一天花75分鐘在App上，而且時間一直
增加。

善用「每天相關」黏住大眾眼球

「每天相關（Everyday Relevance）」是Twitter
另一個重要關鍵字。Peter談到Twitter獨特的鎖定訊
號，可以從事件、媒體、興趣、意圖來做廣告目標族

群的定位。「舉例來說，英國最大音樂節Glastonbury 
Festival通常有970萬推文，我們的App上有一個按鈕
活動推文，當有人談到音樂節，訊息就會跳出來。」

Peter分享，在Twitter可以看到每天的關聯性，看到整
年相關音樂活動。

「有一個人喜歡追蹤歷史、音樂和科技內容，喜

歡戶外活動登山健行，並且非常支持人權和Duke大學
的籃球隊。」這個人就是Apple執行長庫克，Peter提
到從庫克追蹤、點閱、搜尋的關鍵字內容，就可以知

道他喜歡和在意什麼。由於Twitter針對興趣做出了詳
細的分類，有不同的喜好分類，因此行銷人現在可以

製作相關訊息或短片，當時機對了就可推給使用者。

影音渲染力更勝文字

「加上影音會比純文字效果更好！」Peter分享
Twitter內部統計，具有渲染力的影片，好感度會提升
63%，互動會增加45%。在Twitter平台上，影片帶來
很好的廣告成效，會讓消費者回憶增加3.4倍，購買增
加17%。不過根據第三方單位調查，網路影片只有一
半會被大眾收看，因此Twitter廣告至少播放3秒鐘，且
能全螢幕播放，才會收取廣告費用。

Tw i t t e r今年初收購的行動直播應用程式
Periscope，推出數周就達到1,000萬人次，Peter指出
即時轉播可用於不少創新行銷，例如新產品推出與開

箱、幕後花絮、名人Q&A、走紅地毯或是遊戲直播。
「例如，大中華地區最近辦的活動#whereswally，在
海港城用手機直播，讓網友即時尋找Wally的人在哪
裡。」

在Mobile First時代，Peter認為廣告客戶可以透過
Twitter平台，來觸及到廣大群眾，並且即時把關聯性
的內容，推送給目標對象，加上採用具感染力的方

式，例如影片來吸引與溝通消費者。Peter也表示：
「Twitter相信數位是很美好的！」 

Peter分享「The Power of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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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Yahoo有個小秘密，在網站欄位搜尋「YO」，
就可以連到內部網路找到所有的技術支援。」Uttam
表示，他帶大家一睹Yahoo內部如何看待數位之美。
Uttam先從字典定義何為美，是把各種元素形狀、顏
色、型態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對感官是舒服的。不過

Uttam認為以數位之美來說，這只佔了1／3。
「講到數位之美，重點不在於只要好看，還有很多

科學元素。」Uttam指出，讓數位美麗的3個元素，除
了設計（Design）之外，最重要的是使用者互動（User 
Interaction）和效能（Performance）。

讓設計融入自然與科學

設計其實是一種藝術形式與科學，最大靈感來源是

大自然。Uttam分享了太陽、龍捲風、銀河的圖片，3
者共同點是螺旋，裡面可提煉出黃金比例的費波納奇數

列。「我們生活周遭可以看到科學設計。」

Uttam舉出Amazon購物車視窗，透過A／B測試不
斷更新版本。早期消費者害怕誤買東西，因此加入「你

之後可以移除商品」按鈕，但短短4年就被剃除，並且
讓購物車可以記得使用者姓名、地址。透過不斷演進，

讓消費者挑選喜歡商品到付錢的距離縮短，不斷改善互

動與效能，Uttam認為這就是數位世界傳遞的美。

簡單是互動最佳原則

常有人把使用者「互動」和使用者「介面」搞混，

Uttam表示這是完全不同觀念。介面類似網站的門面，
互動是動詞，一個是視覺、一個是動覺。若要做好使用

者互動，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保持簡單且
愚笨是重要口訣。Uttam說明：「1963年美國海軍發展
K.I.S.S.原則，因為潛水艇有非常多按鈕，不小心錯按可

2 3歲就獲得多項大獎殊榮
的Uttam Chopra，有超過
1 2年數位媒體經驗，目前
擔任Yahoo亞太區品牌娛樂
解決方案總監，他以「yo／
beautiful」為題目，分享如
何在數位中找到美麗。 

設計、互動與效能串起
美麗體驗
Yahoo的數位之美
文／詹致中　圖／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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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會炸毀。」現代人的電腦、手機桌面有非常繁多的

App，Yahoo Aviate推出桌面管理程式善用K.I.S.S.，把
人跟App互動更簡化，一推出就大受好評。

Uttam自己也曾在StyleFactor網站規劃上踢到鐵
板。時尚網站重視視覺，根據過去眼球追蹤研究，右

上角是最好空間，因此Uttam憑著主觀意見，把影音視
窗放到右上角，結果完全沒人點擊。經過多位使用者

測試回饋後，重新調整視窗到中央，並在首頁增加更

多圖案元素，點擊率才有明顯改善。

沒耐性時代，效能當道

美的三元素最後一個為效能（Performance）。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App、網站很漂亮，但若無法迅速
打開，使用者就會立即離開。Uttam使用免費的評測
網站，來比較台灣幾個新聞網站，有些網站設計很美

觀，互動介面也很棒，但卻缺少效能。若3種元素都到
位，會產生甚麼效果，Uttam分享Nivea的Sun Alarm 
App案例，英國天氣陰晴不定，這款App可以根據有無
太陽，來調整鬧鐘時間，也間接鼓勵使用者睡醒後外

出要擦防曬乳。至於Yahoo本身是如何更深入應用？
Uttam指出Yahoo在設計產品和服務有其脈絡思維，
把大自然的元素融入到設計。例如Yahoo分別在2013
與2014年得到Apple美麗App大獎的Yahoo Weather與
Yahoo News Digest。他也分享Yahoo幫DAIKIN做了
「冷宮大金奇」的網站與影片，用搞笑創意方式解決

新產品上市的商業目的。另外，電影侏儸紀世界在入

口首頁的破格影音視覺，展現非常好的創意美學。

聆聽使用者聲音才是王道

要做出好的產品和服務，聆聽使用者聲音也很重

要，演講現場Uttam播放Yahoo台灣舉辦的User Night
使用者之夜。「這種活動不用花很多錢，通常給星巴

克兌換券，使用者就會很滿意。不過使用者意見很直

接，所以工程師心臟要夠強，蒐集到意見後，就要去

調整設計。」其實Yahoo每年首頁都會根據使用者意
見，不斷調整加入受青睞的新功能，拿掉不適用或不

喜歡的。

4個數位行銷秘訣，帶領Yahoo前進未來

最後Uttam分享4個數位行銷秘訣。「第一是不要
想著要讓使用者做什麼，而是反向思考使用者想要我

們做什麼！要以使用者為中心。」Uttam舉例，若舉辦
比賽讓顧客投稿來分享他們有多喜歡產品，參加成效

一定不好。但像是IKEA則是讓網友用Facebook Tag功
能，照片標記想要的產品，就獲得很好成效，因為這

是消費者想做的。

第二個秘訣是發揮創意力來解決商業問題，而不

是為創意而創意。例如DAIKIN用了日本將軍跟后宮爭
寵的故事，看似好玩搞笑，但背後解決推廣冷氣新產

品技術的商業問題。

在行動裝置影響力攀升狀況下，Uttam表示第三個
秘訣就是行動（Mobile），若跟行動無關就不要浪費
時間，要趕快針對行動做優化。

最後的秘訣是人性化是一切！「任何小細節都很

重要，科技很大目的是處理人性溝通。」Uttam舉例早
期所有網站都用評分，但Facebook推出按讚的情緒表
達方式，席捲了全世界。因為打分數是機器人行為，

而按讚是人類表達方式，兩種思維非常不同。

Uttam也表示，Yahoo的定位，也從早期目錄型態，
走向把使用者想要東西帶到他們手上，成為使用者進入

網路世界的嚮導，其實也在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務。 

Uttam分享主題「yo／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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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技思考放入溝通設計

擔任電通創意科技長的土屋泰洋，不斷在探討科技

（Technology）與溝通（Communication）的可能，思
索如何把科技思考放到溝通設計內，怎樣創造出前所未

見或創新的溝通方式。他分別舉出擴增實境、太空發展

和地理圍欄（GEO-fencing）不同技術，怎麼與溝通做
結合。

他首先談到2 0 1 1年幫S o f t b a n k做的A R  S e l f 
Checker。每年日本大學畢業生面臨困難的就業環境，
為了讓學生可以順利準備面試，Softbank開發能幫助畢
業生自我面試測驗的紙張和手機App。利用9型人格結合
加上手機辨識、AR擴增實境技術。這款App代替已往企
業宣傳手冊，創造公司與學生對話。AR Self Checker在
就業季有超過5,000名學生使用，也在Apple的App排行
榜名列前茅，並在社群網路上如Twitter獲得回響。

2012年電通協助JAXA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
構，為了促進大眾對太空發展認識，讓民眾在家中透過

Google hangout跟太空人視訊對話。參與民眾表示感
覺跟太空有了連結，宇宙變得很近。也有人覺得夢想成

真，部分孩童甚至想努力成為太空人。這個活動上了日

本頭版新聞，超過100家媒體報導。
另一個案例是Georgia咖啡品牌，主要在販賣機銷

售，電通應用GPS的GEO-fencing功能，把販賣機變
成鄰家的咖啡店，當消費者下載App，選擇喜歡的女店
員，當靠近販賣機時，美女店員就會傳簡訊到手機噓寒

問暖。這款App讓68.5%消費者感覺更依戀品牌，41%
更常去造訪附近的販賣機。

土屋泰洋曾負責廣告製作工

作，在2 0 0 6年加入電通，
運用科技來進行「不久之未

來的溝通」開發，現在擔任

電通總社的創意科技長，專

門從事產品研究、企劃與

開發，得獎作品也不計其

數，在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

（TIDAF）中，土屋泰洋分
享他是如何把科技融入到廣

告企劃中，創造令人驚人作

品。

超越廣告語彙的
數位新語言
以科技探索未來溝通
文／詹致中　圖／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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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波與音樂的新互動

土屋泰洋也在電通負責探索未來的溝通方式。他

應用腦波偵測開發了幾個產品，像是Necomimi貓耳朵
髮箍，當人感覺放鬆時，耳朵就會下垂，有興趣就會

豎立。喜歡音樂的土屋泰洋，也嘗試把腦波與音樂結

合，推出概念性產品Neuro turntable播放機和Mico耳
機。Neuro turntable把唱機跟腦波連結，專心聽音樂
會以正常速度播放，若不專心轉速就會慢下；在美國

SXSW南方音樂節2013年發表的Mico耳機，會分析腦
波，自動幫你挑選音樂和藝人，讓使用者可以接觸到

新音樂。

腦波音樂的概念還擴大到音樂會，2012年的Brain 
disco音樂派對，讓現場聽眾戴上腦波感測器，DJ必須
要用音樂來維持聽眾注意力，不然就會出局。「人會

對於看到未來而感到熱情。」土屋泰洋也指出，這類

沒有客戶的專案，要先從引人注目為思考出發點，然

後把實際產品做出來，才有商品化可能性。

與客戶一起探索未來

電通除了內部的開發研究外，也會跟客戶一起探

索未來，土屋泰洋就表示他非常喜歡跟客戶一起開

發，大概就占了75%時間。「2014年的OLYMPUS 
AIR A01是和客戶一起探索未來相機的可能性，透過
開放平台、SDK，讓開發者、創意人和使用者一起來
駭客。」Open Platform Camera從企劃之初就找上電
通，並在開放平台網頁，廣徵廣大開發者在軟硬體上

的創意 ，並且強調Maker精神。
這個專案募集許多點子，隔一年推出其中一位素

人設計師Yuri Suzuki所設計DIY CAMERA KIT，以「設

計屬於你自己的相機」為概念，讓每個人組合成各種

造型的相機，用簡易的電路板和導電性油墨，任意置

放快門、光圈按鈕。這專案後續還推出AIR FLOW的手
機App，使用者可自行定義組合3種不同功能，包含觸
發、拍照與輸出多種選項。

今年才開賣的Softbank Pepper機器人，則是先
有具體產品，才找上電通協助應用。這款前瞻性的

產品，土屋泰洋分享了兩個根據Pepper特性推出的
App。由於Pepper有高度仿真人特質，推出的Scaler讓
機器人可以輕觸小孩頭來測量身高，透過照顧人們日

常生理資訊，融入人類家庭生活；Pepperhythm探索
跟機器人一起玩音樂的可能性，這款App能讓Pepper
的手和頭跟著節拍一起律動。當人類彈奏樂器或念唱

歌曲，Pepper還可以扮演打擊樂器或鼓手角色。

程式碼和技術 帶來新語言

土屋泰洋思考的廣告行銷，並非從圖像、影片出

發，而是從數位網路，他認為要善用科技溝通，要找

到其中的新語言（New Language）。他舉出，連續照
片可以從漫畫，再演變成動畫，而連續照片也能形成

蒙太奇，產生電影藝術，不同思考產生出新的語言。

而連續的程式碼和技術，其實也創造出了另一種新語

言。經過感測器、數據、互動輸入，進入到科技處理

程序，會輸出各種軟件、硬體應用。

土屋泰洋認為：「解決方案絕對不只有廣告！解

決客戶議題也可能是實際產品或服務。」他語重心長

表示，創新這件事也不能光靠行銷產業，應該要在每

個產業迸發。他也提到未來的新語言，不一定需要語

言、影像，就能感受到最棒的體驗，例如互動媒體就

必須精研體驗，帶給消費者有全新感受。 

1.Neurowear案例作品。
（圖／取自網路）

2.Softbank Pepper機器
人能透過App與人互動、
彈奏樂器。（圖／取自網
路）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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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之美在於體驗！」Patrick開場先對美做定
義，字典解釋，美是對於人事物展現質感，讓人心靈深

刻滿足，不論是來自形體、展演、意涵，但何謂數位之

美？Patrick解釋：「數位領域的美在於體驗品質，好的
品質會帶來愉悅感、滿足感。」他以4個關鍵字來貫穿議
題，包含數位的歷史、美的功能、表達形式與下一步。

走過1／4世紀的數位長河

若深刻了解數位之美，必須先了解數位發展。

Patrick掀開歷史軌跡，從1991年第一個全球資訊網發展
出來；1994年首個Banner廣告推出，同年Amazon也正
式成立；1998年兩位史丹佛博士生創辦了Google；快
轉到2004年，漢堡王的廣告影片，宣稱是史上第一個病
毒影片； 2007年賈伯斯發表iPhone，開啟體驗經濟，
行動載具濫觴；巴黎捷運公司，2009年推出擴增實境
App；2010年《Old Spice》影片號稱史上第二個最大規
模病毒行銷案例。同年憤怒鳥遊戲爆紅，人們互動體驗

更進一步；2013年澳洲《DUMB WAYS TO DIE》音樂
動畫影片，在社群中自然發酵，讓防止自殺議題擴散到

全世界。

挖掘消費者關鍵時刻

數位花了近1／4時間走到今天，其實已經走了很長
的路，今天該如何設計美好的數位體驗？Patrick說「要
讓顧客著魔」！他進一步解釋，要在消費者旅程中找到

重要的關鍵時刻，從兩個向度：期待（Expectation）與
體驗（Experience）找到對消費者真正關鍵的時刻，關
注消費者重視什麼、說什麼。若跟實際有差異，就要挖

掘落差，才能優化設計體驗。

「要了解消費者心態，可以用很多工具流程設計。

麥肯廣告集團亞太區首席數

位長Patrick Rona，最早任
職於金融業，1995年網路興
起，Patrick Rona轉換到新興
網路公司上班，之後加入數

位代理商，才正式開啟廣告

生涯。他在本次台北國際數

位廣告節（TIDAF）的演講題
目為「數位行銷：美的形式

與功能」，分享業界20年經
驗。

探索消費者旅程，
打造美好數位體驗
數位行銷：美的形式與功能
文／詹致中　圖／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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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心態（Mindset）有很多方式，如社交聆聽、
搜尋、人種學、使用者測試；數據部分（Dataset），
包含網站、App分析，影響力圖譜，CRM數據、媒
體數據。這些工具可以幫我們了解，消費者體驗是甚

麼。」

找到消費旅程中重要接觸點

Patrick分享全品牌體驗模型，消費者會經歷發
掘、評估、購買、使用、宣傳的循環過程，不過每個

品牌旅程各有千秋，他舉出萊雅中國的案例，透過電

商和CRM，在旅程中扮演消費者美的夥伴，並把自家
品牌當成媒體，以消費者角度出發。「透過長期規律

接觸方式，深化消費者關係。」另一個案例是Intel，雖
然消費者旅程跟美妝保養不同，非常複雜，但關鍵也

是找到旅程中重要接觸點。

從上述案例發現，數據扮演吃重的角色，數據是

企業的新珍寶。Patrick解釋：「我們在工作上碰到
很多市調、座談會、消費者分析資料，但這些都還不

足夠，社交、媒體上傾聽更是重要來源，不應該忽

視。」他進一步說明，數據跟美有什麼關係？其實很

多數據是能讓我們找到新的創意，創造全新或不同面

向的產品、服務。

美好的數位經驗可以如何表達？Patrick分享兩
個案例。第一個是新加坡紅十字會，為了鼓勵大家捐

血，利用社交媒體和手機新科技，協助找到缺乏血型

的捐血者。這個案例獲得大獎，也增加2萬個新捐血對
象；2015年是新加坡建國50周年，希望結合國慶把人
潮帶到美術館。

「挑戰在於客戶沒預設立場，但要提出夠有趣、

獨特的創意。」最後在不同場域，如賣場、美術館、

網路上，利用影像技術，拍攝新加坡人民容貌，轉變

成肖像線條畫，傳遞出不同種族、世代，一起在這塊

土地共同生活的精神。活動募集到25,000個人像，在
美術館以200公尺的環型牆面展示出來。

3個影響代理商未來的數位議題

Patrick在最後一個議題，談到數位的下一步？
「現在數位世界與實體世界愈來與模糊，幾乎所有事

情都數位化。」Patrick認為有3個趨勢正在影響像麥肯
這樣的代理商。

第一個是「賺得媒體是付費媒體」（Ear ned 
Media is Paid Media）。想要創造病毒傳播，前提是
要先投資媒體，才會變成自然有機分享，現在沒辦法

光靠純粹口碑自動散播，因為今天消費者接觸的訊息

太多了。

第二個是「數位型塑行為」（ Te c h n o l o g y 
Shaping Behavior）。Patrick說明這是一種數位達爾
文主義，當數位轉變比我們適應速度快很多時，新的

科技會讓人們行為、生活，產生大幅度改變，像物聯

網、穿戴裝置、智慧家庭，這類科技讓生活有截然不

同變化。

第三個是「電子商務圈」（The e-Commerce 
Loop）。消費者現在購買非常迅速，按個鍵就購買完
成。過去廣告傳播行業，重心放在態度改變、建立好

感度，卻把銷售端交給別人。

但現在銷售端是最重要的一環，是行銷終極目

標。「電商網站改變不大，但不出幾年，數位虛擬體

驗上會有很大進展。」Patrick斷言，像蘋果零售店提
供大家購物從沒想過的美好體驗。相信不久的將來，

數位商店平台，也能看到如此樣貌。 

Patrick講述數位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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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真實、視覺的年代

2012年原野守弘創辦的Mori Inc.，成立兩年就被選
為全世界最重要的獨立代理商，到底他是如何展現驚人

的創意？原野守弘首先談到網際網路出現，顛覆80、90
年代做法。「過去不論是電視或舞台，都是用非常完整

方式來呈現，但現在我們社交媒體上發生的事，都是真

實，不是虛構。」他提到第一個撇步是「非虛構與非言

語的年代」。

2014年，原野守弘幫OK GO樂團拍攝《I Won't Let 
You Down》MTV，是透過真實、一鏡到底手法拍攝。
「壓力很大，只要其中一個人失敗，大家都要重來。最

容易NG是攝影機，其次是OK GO，反而其他演員從頭
到尾都沒NG。」
若接到客戶的手機產品，你會如何拍廣告？

NTTDocomo Xylophone找上原野守弘，誕生出「森之
木琴」作品，同樣一鏡到底拍攝山林間小球從木琴階

梯，由上而下滾落，敲出巴哈清唱劇147號。「這則廣
告在獎項評選時，受到部分評審反對，認為影片不該出

現導演喊Take。」因為一般導演呈現是虛構畫面，但原
野守弘反而選擇不造假的真實情境。

什麼是非言語呢？Menicon隱形眼鏡Magic利用非
言語、單純的視覺設計，傳遞溝通概念。原本Menicon
包裝很像面紙盒，原野守弘顛覆概念、名稱、設計等元

素；另外一個位在澀谷區的Hotel Japan禮物商店案例，
也見到強烈視覺設計元素。

不要與眾不同，而是異中求同

「並不是要與眾不同，而是要異中求同。」第二個

撇步說明，人產生共鳴感動，是因為對方故事跟自己重

疊。原野守弘觀察，創意人會以為要跟別人不一樣，其

曾 是 日 本 知 名 創 意 公 司

PA R T Y創辦人，現在擔任
Mori Inc.創意總監暨創辦人
的原野守弘，是國際得獎常

勝軍，這次他來台北國際數

位廣告節（TIDAF）分享「10
個創意的撇步」，傳授他如

何思考並誕生創意。

醞釀大創意的思考術
10個創意的撇步
文／詹致中　圖／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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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這是錯誤。他分享兩個坎城大獎案例，「救命！我

想救人一命（Help! I Want to Save a Life）」和「不死
粉絲（Immortal Fans）」，即使不是同樣國家的人，
看了都一樣感動，因為我們都是人。

創意終究來自人生經驗

森之木琴的靈感來自原野守弘的兒時經驗，他表

示：「介紹這款木頭手機，我先想到是傳達木頭品質

是好的。但怎麼傳達？在我腦中立刻浮現的是小時候

玩木琴咚咚咚的聲音。」第三個創意撇步就是「好的

點子只會來自於自己人生經驗」。做企劃時通常會去

找廣告目標族群，然後找到族群與自己相似之處，最

終還是要去發掘自己人生經驗。

原野守弘第四個撇步是「要有好的點子，就是要

多睡覺！」他認為所謂企劃是把A跟B在偶然情況做組
合，迸出火花。熬夜反而會讓人頭昏腦脹，加上公司

若沒有放鬆地方，是無法產生靈感，他直言曾到台灣

廣告公司拜訪，但他發現環境很糟糕，相較美國環境

就很好。

好的創意人要懂得「丟棄」，第五撇步告訴團隊

領導人，割捨創意要做到很無情。他舉例森之木琴作

品，工作人員希望球能多加變化，但他認為直接滾下

的完成度相對其他版本好。「工作人員當時一定覺得

我是惡魔，但我若被情緒被拉走，今天大家都看不到

這版本。」

創意從Why開始

第六個撇步「為什麼？」原野守弘分享Simon 
Sinek在TED談論黃金圈的影片。改變溝通從Why、
How到What的順序，就能刺激人們行動。原野守弘認

為這解釋了人們為何買Apple或Nike的理由。「其實台
灣也有很棒行動電話、電器，但這些老闆沒想到用這

方式跟消費者溝通。」

一般公司會認為消費者是笨蛋，比如說要把Logo
變很大，以為消費者眼睛不好，「當我問老闆，是不

是覺得消費者很笨，他們都會啞口無言！」第七個撇

步是「給予尊重」，尊重才會產生信賴關係。不單對

消費者，廣告公司對客戶也很適用。

你的品牌溝通是嚴肅告知？
或輕鬆聊天？
　　

「最棒的廣告，是與消費者比鄰而坐。」第八個

撇步，廣告並非單方面闡述想法，而是相互聊天，這

也是Apple和Nike一直在用的。
第九個撇步「創意要承擔風險」提到客戶喜歡打

安全牌，但沒風險的東西，同樣有風險，「在競爭的

市場，最大的風險是你沒做，但別人卻做了。」原野

守弘舉出POLA APEX化妝品，會為消費者做肌膚測試
後，做出客製化產品。於是原野守弘利用肌膚測試雷

達圖來扭曲人臉，顛覆化妝品廣告主打美女圖，讓業

績提升180%。

一起來玩沙堆吧

最 後 一 個 撇 步 是 「 創 造 一 個 好 沙 堆

（Sandbox）」。這是原野守弘觀察到公園的沙堆，
當一群孩子們透過互動，就會產生很多創意。「雖然

我自己有公司，但每次想創意時，會邀請很多朋友，

大家一起玩。」每次要提案，找不同有趣的朋友，就

會激發不同想法。「就像森之木琴，就是一個很大的

沙堆。」 

OK GO《I Won't Let You Down》MTV。（圖／Mori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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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芃廣告設計助理林九聖

今年透過公司的安排

來參加《TIDAF台北國際

數位廣告節》。今年的主

題是《數位‧美》，聽完

香港奧美首席創意官Reed 

Collins的演講後，我對於

如何在社群網絡複雜交縱

的時代，結合數位元素創

造新型的廣告模式，有了

更深一層的認識。雖然之前已經看過許多Reed Collins

介紹的案例，但經過講師將其中呈現廣告核心價值的

手法，提出更有系統性的詮釋，都讓我更能掌握理論

在實際案例中要如何運用。而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案

例是「Hong Kong CleanUp - The Face of Litter」，

有別於大多數的廣告以讓消費者產生「慾望」，進而

解決社會上的問題，這支廣告用「恐慌」作為出發點

來發想創意，結合現代數位科技，創造出給予人們前

所未有震撼的廣告，也讓我重新思考更多設計廣告之

出發點的可能性。

180°資深品牌專員林曉湄、資深平面
設計師邱佩芳、助理藝術指導周漢盛

來自馬來西亞180°公司的3人，因為創意總監的

推薦，今年第一次參加TIDAF。在業界工作一段時日，

來上TIDAF的課程刺激新想法，促使我們回頭思考廣

告的價值為

何。因為現

在設計廣告

時很容易流

於發想很獨

特、新奇的

點子，卻在

過程中忽略

了客戶本身

的目的。此

外，TIDAF課程，也鼓勵我們去接觸不同的事物、放大

自己思考的範圍，製造新的合作模式。其中，周漢盛

認為這次的廣告節很棒，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為某幾

堂課程需要翻譯，中英文來回切換造成聽者對於講課

內容連貫性稍顯不足。

優必達科技內容授權總監張潮濬、
業務副總經理林中致  

聽完Yahoo亞太區品牌娛樂解決方案總監Uttam這

堂課程受益良

多，尤其是用他

歸納數位廣告

對於美的3個原

則。產品之所謂

產品，必定會有

它相對的產能，

在現今數位的

為業界帶入國際創意活水
2015《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TIDAF）學員心得
文、攝／施以容、段雅馨、黃依婷、黃若妮

289_特別報導_TIDAF學員回饋.indd   48 2015/9/22   9:25:42 PM



49Adm289-September

BeautifulisDigital

世界裡產能的定義很抽象，大多數人對美的定義都是

偏向視覺與感官上的滿足，反而忽略產品本身的互動

性。對於我們來說，業績也是一種美，有時候我們做

出一些很fancy的產品，事實上消費者可能覺得不好使

用，或是對它的產出與反饋速度並非如此滿意，這也

讓我們反思公司的產品是否有符合這些要素。很高興

能夠參與今年的TIDAF，我們本身是做互動科技的，

廣告在這個產業中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希望能夠帶

給公司一些新的創意與啟發。

美商環球影片台灣區企劃行銷洪宇萱

這次TIDAF特地來聆

聽Uttam這場演說，因為

不久前公司有與Yahoo合

作過侏羅紀公園電影的網

路行銷，他的演說內容也

有提到這個案例。我覺得

Yahoo對於創意發想和執

行力這方面效率相當高，

可以很fascinating地解決

客戶的問題，像我們電影

產業需要相當大的廣告版

面與曝光量，Yahoo特別在網頁上提供相當大的space

讓我們製作一系列電影宣傳活動與網路影片，成效相

當不錯。因為工作繁忙的關係沒辦法聽到其他講師的

課程，有機會還希望能夠參與廣告節豐富的活動。

新浪台灣網站製作人謝亞倫

這幾天課程下來我對日本電通創意科技長土屋泰

洋的演說最有感觸，這次的演說內容包含了許多數位

作品，他運用現在流行的科技與廣告客戶調和，激發

出不同的創意，也用這些科技和消費者互動，反觀台

灣的廣告代理商可能就比較受限於既定的行銷模式或

一般傳統的宣傳手法，想要怎麼滿足客戶達到最大產

值這類偏物質面的考量。我認為廣告代理商與客戶的

關係，應該要跳脫這些想法，從創意與互動做起，電

通的行銷案例便是很好的教材。

D2C日商帝禧業務總監李慧如

digital已經跟以前的廣告不太一樣，不是一個流

行語也不是一個你會記得的廣告詞，而是一個體驗的

行為，是before和after的一個impact。就像北京Cheil

鵬泰副總裁池元圭講師所舉的波蘭紅十字會案例，餐

廳會透過餐具墊紙告知客戶，在用餐結束後，你可以

透過把刀叉擺成十字形的行為，告知店員你要捐款1.5

歐元用於救助貧困地區。你可能不記得任何一個廣告

語，但是你會記得這個行為。設計師非常貼心的考慮

到，大家好像不喜歡太被push的感覺，並且是由你在

吃飽別人在挨餓這個點切入，同時留給你想像思考的

時間，等最後用餐完再由你自願地選擇要不要捐款。

這完全跟科技是無關的，但整個行為可能透過digital

的傳播，讓更多的餐廳覺得這個活動不錯，願意認養

這個行為，藉此觸及更多的人。池元圭介紹的idea其

實是非常純粹、單純的，同時利用網路的傳播，讓一

個好的idea可以擴大影響或者達到更好的效果。

大好傳播董事長王念慈

今天收穫蠻多的，最具體的就是一件T恤。我們

現在正在準備亞洲廣告會議台北大會（AdAsia 2015 

Taipei），我是負責文宣的部分，一直在找很特別的

T恤。剛剛看到講師池元圭穿了一件有LED會發光的T

恤，就立刻找他想要訂300件，可惜他們說好像還在

執行中暫時沒辦法訂購。

站在創意人的立場，非常高興能夠聽到創意人分

享創意的事情。講師池元圭講分享了一段令人印象

深刻的話，在剛從事創意工作時，一直很擔心他的

planning要怎麼在技術上執行，後來他的朋友和他講

說：「技術的事情我來，你就告訴我你要求的就好

了！」我覺得好棒好安慰，創意不管怎麼變，本質還

是一樣的。當你因為技術很焦慮的時候，聽到他的那

句話就真的太

棒了。同時我

覺得技術人員

也要在他的角

色上找到他的

位置，技術人

員也可以很有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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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盛美傳媒董事總經理陳韋仲

我們每一個人對數位的接觸其實都很有限，來自

於公司的規模，也來自於台灣的局限性。對我們來

講，大部分人都會焦慮，這種焦慮來自於變化。昨天

理解的東西，不見得今天就是最updated的，所以你

只有不斷去接觸，才有可能趕上。市場變化真的太快

了，所以我覺得TIDAF是一個很好的活動，將國內外最

新的發展帶到台灣，對這個產業幫助很大。

數位、科技像黑洞一樣，你真不曉得明天會變成

怎麼樣，所以你只有往下跳，你才有可能有機會去碰

觸到，哪怕粉身碎骨，因為不這樣做不行。

Cheers數位發展部
數位廣告企劃陳柏鈞

經過主管的推薦來參

加TIDAF，聽完D2C子公司

KAKEZAN的創意策劃總監

新野文健分享，我認為最重

要的是以「行動」為出發點

來發想創意，因為最終希望

的就是消費者能產生行動，

如果沒有以「行動」思考出

發，往往會達不到真正要的

效果，造成雖然創意很好，但

實際上卻沒有辦法使消費者產生特定行動的窘境。

我之後還會想要參加TIDAF，因為要憑空想像「創

意」有難度，無從得知要如何才能達到想要的效果，

所以透過聽別人怎麼做，從別人的案例中得到更多參

考的方向。

雪芃廣告文案周書伃

這 是 我 第 三 次 參 加

TIDAF，新野文健的分享讓我

再次感受日本講師能夠將經

驗透過非常系統化分析，整

理成脈絡而分享給學員。而

課程提到的Code Award得獎

作品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與紐西蘭航空合作的「專用休假申請書」一案，因為

去年來參加的時候，就從高野文隆的分享中得知這個

案例，而當時還在開發的階段，這次則是看到已經完

成的成果，非常佩服發想人能抓到日本人含蓄內斂的

insight，並將這種文化結合App的科技，實際落實出一

個能有效解決消費者問題的專案。

雪芃廣告策略部經理陳侑均

這次是我第三還是第

四次參加TIDAF，我認為

因為日本的Mobile一直走

的很前面，數位科技方面

也很發達，而日本的市場

始終是台灣的5倍大，所

以即使廣告分眾分得非常

細，接觸到的市場規模還

是足以撐起商品的銷售，

造就日本廣告界中常常能

看到比較特別的作品。這個部分台灣可能就無法完全

效法日本，因為總體市場規模太小。聽完D2C新野文

健的分享，我對於minikura公司的「minikuLOVE」保

險箱印象深刻，因為它真的有insight在裡面，而且運

用得很巧妙，這個商品比較像是測試版的promotion，

為自己公司的商品成功開發一個新的市場。 

艾迪互動人機介面設計師蔡元婷

兩天的演講聽下來覺得日本派注重細節，分享的

內容也比較細部，而歐美大公司派則是傾向概念式的

分享，不管是在演講本身或是問題回答。雖然在豐富

度上來說有些優劣參半，不過整體而言還是很不錯，

每個演講裡面還是有吸引人的長處。但是對於實務部

分，像是如何發想策略、

解決問題或是企劃流程等

等會比較想多瞭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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