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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Gurney 1970年出生在澳洲，6歲之
前父親帶著全家人在沙漠與原住民一起生活，度過沒

有電視收音機的童年。在母親的抗議下，全家終於離

開鄉野回到都市，搬到墨爾本生活。五光十色的城市

風光，讓Christopher內在創造衝動被開啟，碰觸繪
畫、塗鴉、音樂，並躬逢90年代多媒體浪潮。2001年
Christopher跟朋友成立結合設計、音樂、動畫的公
司，2年後他為愛遠走他鄉，來到日本東京，從事設計
家具與藝術設計工作。5年像是Christopher的人生轉換
期，2006年他加入東京奧美，2011年到新加坡任職奧
美促動，2016年加入ADK。

熱愛生活用藝術思考科技

從荒野到城市、西方到東方的經驗，Christopher
分享「Hi-tech. Low-tech. No-tech.」，從高科技、低

科技到零科技的跨界創意。他認為創意的源頭是來自

於熱愛事物，「有熱愛的事情很重要，你才能找到靈

感與生活的位置。」例如他喜愛嘻哈文化，5年開始設
計寬版鞋帶，鞋帶上可以組合出精采圖案，他也熱衷

70年代骨董車、Gibson吉他，他表示，「我熱愛的事
情能幫助我解決問題，帶給我事業上啟發和靈感。」

由於Christopher的藝術背景，他喜歡用藝術思考技
術，而非以工程理性角度思考科技應用。

高科技最吸睛

演講中，Christopher分享ADK各國案例，從中
呼應講題，創意不論使用高科技或零科技，都無損創

意影響力。高科技手法仍是吸睛消費者絕佳方式，

Christopher分享Toyota高科技煞車系統案例，想要
傳遞出節能的產品訊息。於是ADK找來F1賽車，在
室內固定車身原地奔馳，讓回收的煞車能量同步傳到

鐵鍋、水壺，以自動設備煎蛋、煮咖啡做出數十份早

餐，用突出的手法呈現回收的能量； SUBARU自動煞
車的防撞偵測，是品牌訴求特色。ADK利用數百台模
型小車，裝上防撞感測元件，以橫向或直向在停車場

移動與停止，影片井然有序又充滿動感，宛如藝術作

品，同時傳遞出防撞高科技特點；男性保養品牌AXE，
解決日本年輕上班族穿搭服裝與髮型搭配困擾。品牌

找設計師製作出自家品牌服裝，並於戶外陳設更衣

室，運用臉孔辨識技術，在銀幕顯示不同髮型與服裝

組合，找到最適合搭配。

ADK亞太區執行創意總監：Christopher Gurney
文／詹致中

遊走高科技到零科技的創意術

ADK亞太區執行創意總監

Christopher G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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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低科技與生活面連結

Christopher舉了幾件可歸納於低科技的創意案
例。如東京ADK搬遷至新辦公室，傳統會印卡片給
客戶來昭告，但ADK開發有趣的APP，當客戶打開程
式，會自動GPS定位，以設計感的介面顯示新辦公
室詳細方位、距離以及交通方式，邀請客戶拜訪；由

於數位化關係，手寫文化逐漸式微，寄信人數不斷下

滑。日本郵政希望鼓勵民眾使用，於是結合實體卡片

和QR Code，融合手寫和數位動畫，讓人們重新感受
到寄送卡片的人情溫暖；消費者對LED燈很難有品牌偏
好，但Toshiba想重新定義品牌，找新定位。由於巴黎
羅浮宮採用Toshiba LED燈，於是拍攝讓達文西引導觀
眾參觀美術館的影片，也讓日本消費者重新對Toshiba
品牌感到驕傲。

打動人心的零科技

零科技的案例中，Christopher談到ADK幫CITIZEN
在米蘭設計展場內的「LIGHT is TIME」策展，以腕錶
80,000塊核心零件和機芯底板，懸置於空中做為空間裝
飾，表現出時間與光及手錶的關係，沒數位科技，但製

造出驚人效果；台灣ADK獲得今年坎城大獎的「小時光
麵館」，Christopher認為：這個作品訴諸情感，說出
打動人心的故事，把廣告拉到另一個層次，作品至今還

在發酵；對日本披薩產業熟悉的人，會發現近年達美樂

銷量下滑，日本ADK讓達美樂社長，每天透過影片分享

雙關語，以有趣的文字遊戲加強品牌印象，讓業績再次

復甦，從第3名攀升到第2名。
Christopher分享ADK近年看見群眾外包平台趨

勢，推出STICKI平台，讓品牌跟消費者共創內容，產
生更優質及更大影響力。STICKI讓Daily Club老牌茶
包品牌與EYEKA創意人平台結合，跟全世界創意人提
案，打造新品牌形象。「7周產出28支高品質創意影
片，散布到18國家，行銷預算其實很低，主要都是素
人創作。」但產生的散播力無遠弗屆，Christopher也
觀察到品牌客戶愈來愈喜歡這樣方式。

從歷史找創新，用探索找當代語彙

最後，Christopher談到「創新的點子是來自於過
去，動力是讓現在變得更好。」他在投影片秀出1982
年的SEIKO可收看電視的電子手錶，與32年後Apple 
Watch對照，其實這樣的消費者需求結合科技，30年前
就已經誕生且被製作。Christopher又分享1946的手推
車跟Amazon電子商務的手推車功能，都是讓消費者更
方便。若回推到1830年，當時就設計讓相同照片，分
別擺放眼鏡左右兩側，製造雙眼視差，就能見到立體

影像，近200年前就預現VR眼鏡的流行。「創新其實很
久以前就有，只是慢慢延伸進化而來，背後共同動

力，都是讓使用者經驗更好。」Christopher最後表
示，廣告業在做的其實就是探索、實驗和加強改善。

當人類生活形態改變，會有不同手法，但背後道理都

是相通的。

Christopher喜愛嘻哈文化，5年開始設計寬版鞋帶，鞋帶上可以組合
出精采圖案。(圖/Christopher Gurney提供)

ADK亞太區執行創意總監Christopher Gurney分享「Hi-tech. Low-
tech. No-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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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字型設計有深厚底子的Nic，演講題目定為
「Touching a Nerve」觸動你的神經，不談設計，而是
談洞察。但為什麼我們需要洞察力？Nic認為它「是所
有創意來源。」洞察力「不只讓人哭讓人笑，還可以

改變生活方式。」但要找到洞察力，必須要先把自己

的水杯倒空，忘記過去所學。Nic分享自身經驗，早期
他會蒐集漂亮圖片，刻意尋找美好的事物，但後來卻

發現，最重要的是背後想法！

洞察是人類的真理　能改變人們行為

廣告公司對於「洞察（Insight）」這個字也有如
神祇般崇敬。全世界知名的代理商都有屬於自己對洞

察的定義。Nic也問了陽獅內部同仁對洞察的見解。
北京資深業務回應：「一個可以引導人們行為決定的

潛在想法或意念，通常只有在探尋時才會發現。」有

上海同仁回覆，就是「一直問why？why？why？」也
有人表示，真實的洞察可以點出真正問題；洞察就是

「阿哈！」 
若歸納各種洞察意見，它其實是人類的「真

理」，不管是黑人、白人、黃種人，同性戀、異性戀

甚至雙性戀都會有的共性。它也是一種「啟發」，不

只讓你大笑大哭或是雞皮疙瘩，最重要是讓你行動。

Nic認為：「只要廣告可以讓從明天吃麥當勞改吃漢堡
王，或是從不運動開始慢跑，促進人們改變，都是很

棒的洞察。」

 

觀察與洞察差別在深度

那洞察會如何具體反映在生活中，Nic分享陽獅從
大數據中，發現中國消費者喜歡半夜看球賽，商機就

是洞察，看球賽同時享用熱騰騰的食物。Nic更深談從
觀察到洞察，「觀察只是表面！」例如，觀察到女性

正在尋找一種更健康的零食替代品，但更深刻的洞察

則是，女人喜歡吃零食，但每次吃的瞬間，她們就覺

得有罪惡感，「差別在於深度！」

Nic分享幾個他認為有深刻洞察的廣告作品。他
舉了HBO推出一款App「HBO GO」，廣告影片拍
一位男生，在沙發上正專注著看《權力遊戲》的床

戲鏡頭，正當口乾耳熱同時，鏡頭拉遠，發現他母

親也坐在旁邊，片尾標語出現「Far Far Away Your 
Parents.」讓你遠遠離開你的家人。這支影片沒有一句
對白，但卻呼應每個人都有類似經驗，洞察到獨自看

陽獅上海創意群總監：Nic Brennan
文／詹致中

用洞察觸動你我的神經

陽獅上海創意群總監

Nic Brennan

TIDAF特別報導.indd   56 2016/9/28   下午1:26



特別報導

57Adm300-September

影集的需求。

從科學事實得知，人飢餓的時候，血糖會降低，

身體跟頭腦都不能好好運作。若進一步觀察，發現沒

吃飯時，我們就像變了一個人，容易發脾氣。而更深

的洞察，就是「餓的時候，你不是你自己！」巧克力

品牌Snickers就擅用這個洞察，延伸出各種平面廣告，
例如，哥吉拉餓的時候會有甚麼行為、你餓的時候會

怎麼停車等有趣作品。

運動品牌的標語向來也充滿了洞見。但同樣訴求

運動，NIKE與Under Armor殊途同歸。NIKE把「Find 
Your Greatness」活出偉大的標語延伸，不再以頂尖
運動員為廣告範本，而是找了12歲90公斤的男孩，為
了減肥而氣喘吁吁的慢跑畫面，從平凡中找出偉大。

這系列廣告中，球評也是偉大角色，不再是運動員；

Under Armour不強調運動的純粹光明面，洞察運動
過程中「看得見的閃耀來自黑暗裡的歷練。」產生出

「Rule Yourself」的創意，切入點跟NIKE相反。品牌
找的運動代言人，背後都有黑暗的奮鬥故事。像是荷

蘭知名足球員，4歲時父母離異由祖父母養大，身上遍
布的刺青代表不為人知的陰暗面。這都是經過黑暗淬

煉後，才誕生光鮮亮麗結果。

從格言到脫口秀　都能找到洞察靈感

至於洞察要在何處尋找，Nic分享他最喜歡的單
人脫口秀「Live At The Apollo」，這位北愛爾蘭出身
的表演者，擅長從日常生活中觀察人們行為，例如在

海灘吃冰淇淋、學校把椅子往後傾，編成一連串的笑

料，Nic表示他的靈感來源就是從脫口秀找到生活有趣
事物。從成語、格言中也能找到洞察，例如，「當你

玩耍的時候，時間飛逝。」大排長龍的迪士尼樂園，

就想辦法娛樂排隊遊客，讓等待時間感覺縮短。

陽獅總部有一面偵測社交聆聽的螢幕牆，是產

生洞察好工具。Nic舉出陽獅捕捉芝加哥消防員，在
Twitter上抱怨總部沒有提供衛生紙，於是立即找品牌
免費提供，造成很大轟動；搭上時事也是常用溝通手

法，8月份如火如荼舉行的里約奧運，讓許多品牌有現
成素材可以運用，但Nic提醒要發揮創意，而非跟風。

最後Nic也提供3個條件來自我審視洞察：一、大
部分的人了解這個洞察嗎？二、這個洞察可以改變人

們的行為嗎？三、這個洞察簡單嗎？他談到陽獅幫中

國AXA保險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案子。中國人開車很少
會繫安全帶，雖然中國一胎化政策每個小孩都是寶，

但也沒幫孩子繫安全帶，兩者產生了衝突點，因而洞

察若要改變大人繫安全帶行為，要從小孩安全下手。

陽獅請小朋友拍攝宣導MV，造訪400多所學校宣傳，
讓小孩來影響大人。在上述案例可發現，找出衝突點

是關鍵。前述分享HBO GO，同樣是挖掘到，看電視
的某個時刻，不希望家人在身邊的衝突點。好的洞

察，就是洞悉了人性的衝突！

不強調運動的純粹光明面，洞察運動過程中「看得見的閃耀來自黑
暗裡的瀝煉。」產生出「Rule Yourself」的創意。

陽獅上海創意群總監Nic Brennan分享「Touching a N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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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英國The Directory Won Rankings選出的
10大執行創意總監之一金弘卓（Thomas Hongtack 
Kim），是上榜中唯一亞洲人，在世界獲獎無數的他有
韓國廣告教父之稱，做過不少國際膾炙人口作品。演講

一開場，他談到人工智慧AlphaGo與韓國棋王的對弈2
勝1敗成績，機器取代人類就在不遠的將來，科技快速
且巨大變化，不僅我們無法預測未來，今天所知道的事

物可能很快就淘汰。因此金弘卓嘗試在變化時代中，找

到不會改變（Change）的元素。他從iPad革新的觸控
體驗，以及UBER、Airbnb的新服務，皆是改變人類以
往習慣（Habit）。「習慣是人類第二天性」，很難被
改變，但一個成功的行銷意味要改變人類習慣，所以需

要深度「洞察人性」，創造出「直覺的解決方案」，而

解決方案必須提供新的使用者體驗。

改變舊習  洞察人性與直覺的解決方案

金弘卓認為釐清兩個關鍵問題，才能達成行銷

目標。「第一、我們解決方案是否能改變習慣？第

二、解決方案人們是否輕易的適應且使用？」成功的

行銷能改變人類習慣。這個直覺的解決方案，是基

於真實洞察力而來。金弘卓分享自己執行知名案例

「Barcodrop」。人們通常不會主動捐錢給慈善單位，
金弘卓團隊洞察到「人性本善，但人性很懶」，所以

要先讓捐獻變簡單，才能改變人們習慣。於是在便利

店販賣的水瓶上，增加第二個條碼，想要捐獻就把貼

紙移除，店員結帳就會多掃描捐贈條碼，扣款0.1美
金；類似案例是「The Social Swipe」，在國際機場
的電子螢幕播放飢餓孩童，然後問旅客是否願意直接

刷信用卡捐獻2美金，分享麵包給孩童。金弘卓分析：
「這個地點選得很巧妙，人在旅行時，心情上比較

容易花錢。」同樣公益行銷案例是印度「Life Saving 
Dot」，背景是印度女性有缺碘問題，但醫生開藥會
忘記或不願服用，於是把碘置入在婦女的額頭圓點貼

片，用當地最習慣的方式讓人體自然吸收。

改變感知就能改變習慣

從洞察力產生的解決方案有3種層次。第一種是
「Change Perception」改變感知。金弘卓舉了坎城得
獎案例「Love has no labels」，讓不同膚色、種族、
性別、年齡的男女，通過X光概念的數位影像，顯現人
類共同樣貌，消除文化偏見，傳遞出愛的本質；由金弘

Playground首席創意長暨創辦人：金弘卓
文／詹致中

洞察人類的第二天性 
以新體驗重塑「習慣」

Playground首席創意長暨創辦人

金 弘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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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製作的感人影片「Going Home」，敘述70歲北朝鮮
老先生故事，他因戰亂移居到南韓，至今老先生仍無法

回鄉，因此現代汽車以3D建模加上VR投影於老生生搭
乘的汽車窗景外，彷彿重回家鄉。「其實在南韓有高達

70%年輕人不想統一，但YouTube影片下方不少留言關
心，反而是來自年輕世代。目前我們也在製作系列第二

版本。我想強調的是科技終究只是科技，將好的點子結

合起來，才能成為真正創意。」金弘卓認為，要洞察到

人們心態難以改變的點，讓他們用獨特的方式體驗品

牌。

以獨特體驗創造使用者習慣

第二種方式是「Change Behavior」改變習慣，以
獨特的使用者體驗改變習慣。

因為香港地狹人稠，租金貴搬家率高。物流公司

Crown跟救世軍合作，鼓勵消費者回收，當搬家裝箱
時，把Keep文字露在外層就會保留，選擇Gift文字，
物流公司就幫忙回收捐贈；丹麥成人片商Marc，因非
法下載遇到困境，推出高品質免費內容，但唯一條件

是要把手按著鍵盤，才能收看。網友則分享千奇百怪

的看片方式，造成風潮。「這些案例要告訴大家，人

們喜歡有趣和有益的事物。所以要發掘讓人感興趣的

要素，讓人有慾望使用。」

訴求品牌核心價值  再次佔據消費者內心

最後一個方式是「Enhance Branding」增強品

牌。金弘卓分析，人們其實記得品牌的價值，所以解決

方案，要找到品牌核心價值，並且想辦法占據人們心

中。透過「改變以往演示的方式」，就可以增強品牌價

值。獲得不少大獎知名百貨品牌Harvey Nichols 在節
慶時推出「Sorry,I spent it on Myself.」廣告，打破以
往訴求方式，鼓勵消費者花錢在自己身上，而非老派砸

大錢送親友禮物；大部分威士忌都是訴求酒的品質，但

Suntory把重點放在冰塊，利用精密機械來雕塑冰塊，
有建築、太空人、動物、高跟鞋等造型，並在酒吧展

示，影片獲得媒體和社群廣泛迴響；嬰兒車的購買者是

父母，但使用者嬰兒還不會說話，沒辦法表達產品是否

舒適，於是Contour製作了成人版嬰兒車，讓父母實際
體驗。

達成4個原則  就能改變人們習慣

「如果我告訴你，你會忘記；如果我秀給你看，

你會記得（remember）；如果你體驗，你會瞭解
（understand）。瞭解是最好改變習慣動機。」金弘
卓提到行銷圈熟知的名言，他延伸解釋，只要達成4個
原則，就能改變人們習慣：一、給予問題一個獨一無

二的定義。二、深入探索生活來獲取真實的洞察。

三、從生活找到實際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在辦公桌

上。四、分享品牌價值，用強而有力的方式接觸消費

者（engagement）。實踐這些原則，就能改變消費者
習慣，達成品牌致勝之道。

在便利店販賣的水瓶上，增加第二個條碼，想要捐獻就把貼紙移
除，店員結帳就會多掃描捐贈條碼，扣款0.1美金。

Playground首席創意長暨創辦人金弘卓認為需要深度「洞察人性」，
創造出「直覺的解決方案」，而解決方案必須提供新的使用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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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搖滾歌手外型的奧美中國首席創意長Graham 
Fink，這次講題為「Moving Mountains」。2014年他
也曾來TIDAF分享，當時就傳遞一個觀念，創意不應該
為了數位而數位。兩年後的今天，數位發展更興盛，

他也未改初衷，從廣告行銷領域來看，Graham認為要
搬動宛如冰山、難以取悅的客戶，或是其他難以克服

行銷問題，「我們需要一個創意（Idea）想法才能搬
動它，但創意絕非從數位開始！」

找出流在你血液裡獨特個性

白天廣告人，夜晚藝術家的雙重身分，Graham舉
了12個他歸納的心法。「每次都要把自己的部份放到
作品裡」。對於第一個心法，Graham分享具體案例，
他幫Sony構想出一個男孩，瘋狂愛上PlayStation遊
戲，甚至跟醫生說遊戲已進入到身體裡，無法根除，

醫生幫他抽血後放到顯微鏡下，看到部分紅血球變成

遊戲機按鍵○╳□△符號。「這十秒的廣告完全沒有

Logo，你們影片看到的就是我的紅血球。」
 

有創意的唱反調

第二、「做相反的事情」。通常遊客都在陸地，

若是相反就是在海中探索的潛水員，於是Graham幫
Agoda中國所拍攝廣告，讓潛水員帶著氧氣筒、穿著
潛水服、蛙鞋，走來到陸地上探險。第二部份延伸的

是「脫離廣告」，Graham認為：「廣告人很容易只看
廣告相關東西，但靈感常來自於廣告之外。」Graham
喜歡跟不同領域人合作，像跟瀋陽市心理研究所探訪

受刑人，發現語言暴力扭曲內心，行銷團隊擷取「暴

力語言會變成兇器」概念，在展場中擺設暴力的立體

文字，並讓觀眾組裝成槍、斧頭、虎指等兇器，感受

暴力語言的殺傷力。

別怕丟臉　裝瘋賣傻最有戲

Apple公司最有名的名言是「Think Different」，
不過Graham改成「Look Different」用不同方式觀看是
第三個心法。最有名就是畢卡索，「偉大的藝術家跟

一般人觀看方式不同。你看到是腳踏車，而畢卡索看

到的是公牛。」；第四、「裝瘋賣傻」。Graham表示
他喜歡這種角色扮演，可以很瘋狂好玩。戶外品牌The 
North Face，在室內讓消費者做在雪橇上，帶上VR

奧美中國首席創意長：Graham Fink
文／詹致中

撼動冰山的12個創意秘訣

奧美中國首席創意長

Graham F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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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假裝體驗雪地奔馳，但把真的哈士奇隱藏在雪

橇前方，當狗開始奔馳時，讓虛擬瞬間成真，讓消費

者大感瘋狂。面子似乎對東方人很重要，但不要怕丟

臉，「丟臉沒關係」在中國多年的Graham表示，「有
時候笨一點，搞砸沒甚麼大不了。」Volvo FMX大卡
車的經典案例，就請小女孩遙控操作大卡車在工地移

動，中間經過各種障礙物，翻覆、撞車的窘狀全程都

被拍攝來，非常有趣。

香港戲院在片頭放預告影片時，發送簡訊給觀

眾，當觀眾拿手機時影片突然發生車禍，宣導開車不

用手機；「英國等你來命名」，則是讓華人來幫英國

街道取中文名字，造成很大回響與觀光商機。Graham
表示，這兩個案例都是他靈感枯竭，去洗澡才誕生。

當你想創意卡關，絕對要試試Graham第六個心法「多
洗一點澡」。

用「心」製作前所未有的感動

「用人們不曾被感動的方式感動他們」，Graham
分享他最喜歡的藝術家Marc Chagall曾表示：「若我用
心創作，幾乎每樣都會很好；若我用腦創作，什麼都

創作不出來。」Graham幫華為觸控手機拍攝的影片，
找上John Bramblitt盲人畫家，他藉由觸摸各種事物，
來形塑自己的色彩。另外是鯊魚舞者Christina Zenato
藉由溫柔觸碰催眠鯊魚，影片都具備動人的元素。

行銷廣告產業有時很像娛樂產業，無所不用其極

想辦法讓人停下腳步。Graham分享第八個心法「成為

娛樂產業」，就是要讓消費者覺得有趣。LEXUS找磁
浮科學家與滑板運動員，共同開發出懸浮滑板，不只

娛樂，更讓讓世界感到驚奇。

冒點險 學習David Bowie百變風格

若想移動大山，必須要「冒險」，所以要「持續

改變」。第九個心法最佳代表人物，非David Bowie莫
屬，不斷打破原本角色與音樂風格；其實人們有時候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Graham認為若知道自己在做
什麼，就難以創新，反而不知道的時候會有新想法冒

出來。《現代啟示錄》電影導演也有類似歷程，拍攝

期間各種突發狀況，在迷惘中摸索，最後完成了經典

名作。

卸下白天廣告人身分，Graham到了晚上和周末是
藝術家，他認為「做錯的事情」，會帶來力量，這是

第十一個心法。他把眼球追蹤系統用在不對的地方，

企圖用眼睛來繪畫，實行上非常困難，他花了三個月

時間訓練眼球移動，但最後作品效果驚人。

原創非憑空誕生！

最後一個心法是「原創」，其實前述的眼球作

畫，就是一件原創的行為。Graham表示，他常跟廣告
公司同事說，「你們是創意部門，不是山寨抄襲部

門。」

Graham帶領學員練習靜心冥想。奧美中國首席創意長Graham F ink本次分享講題為「Movi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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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度來到台灣的Uttam Chopra，本次以「Touch 
Your Heart」觸動你的心為主題，聚焦在如何說出能讓
消費者行動的故事（Storytelling In Action）！從Yahoo
內部研究及數據中歸納出的秘訣，內容也是首次對外曝

光。

價值　獨特性　情感　在地

消費者不再像過去一樣喜歡傳統類型廣告，而是

偏愛故事，所以內容行銷變得重要。Uttam以亞太電
信案例，為了扭轉消費者普遍對亞太訊號能力較弱的

印象，Yahoo先分析台灣網路使用者，偏好感動、有
趣、好玩、跟寵物有關的可愛元素，於是構思出一隻

法國鬥牛犬「魯狗」踏上失戀的旅程，到全台灣散

心走透透，借機傳遞收訊很好的訊息。魯狗影片透

過自有媒體官方粉絲頁傳遞，並付費在Yahoo平台上
播放，社群上也賺得網友主動分享。Uttam說明好的

內容，要具備對生活帶來「價值」、有「獨特性」、

「傳遞情感」以及「在地性」才能吸引人。「這個廣

告的效果，高出業界平均300%。」

創意文案的3條件與3步驟

文案、圖片、影片是目前內容的主流格式，Uttam
針對這3個分享Yahoo內部研究的結果。首先創意的文
案，至少要有「情感」、「用消費者的語言」以及「可

信度」3個條件。而文案對消費者要產生連結，有3個
步驟。第一步要先「點燃」興趣。例如，在標題上下功

夫，讓消費者上鉤。再來是「啟發」，當消費者上鉤

後，在內文給予進一步訊息，讓消費者開始思考，讓想

法昇華。第三步是「進入網站」。給予消費者強而有力

的動機可以行動。

圖片製作的實戰研究

關於圖片思考，Uttam從「消費者」、「產品」
和「圖文整合」3個角度切入。Yahoo跟賓州大學華頓
商學院合作，利用EGG腦波來量測消費者對圖片的偏
好。首先，圖片具情感及正面的元素，才能跟消費者

連結，而且要選擇強而有力的圖像和顏色。

再來是有點反直覺的研究結果，消費者偏愛有

Logo圖片，「其實人一天會接觸5,000則以上廣告訊
息，且裡面很多品牌有信賴、信任感，這是有Logo會

Yahoo亞太區品牌娛樂解決方案總監：Uttam Chopra
文／詹致中

如何說出好故事？
內容行銷的製作秘訣

Yahoo亞太區品牌娛樂解決方案總監

Uttam Cho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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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吸引力原因。」；最後是圖文整合部分，文字要與

圖片有關連，文字要清楚，大小不要超過20%空間比
例，且不遮蓋圖片。Uttam分析：「魯狗失戀出走的
行銷案例都有做到上述條件。一個月創造330萬流量，
150萬使用者觀看。還有前所未有的成效，89%影片看
完比例。」

內容影片更受千禧世代歡迎

第二個分享的案例為廉價航空 J e t B l u e的
「HumanKinda」。航空公司觀察現代人生活忙碌，忙
到忘記人性，忘了讓自己能悠閒去旅遊。於是行銷團隊

找了喜劇演員到紐約街頭，提供路人2張到波多黎各的
免費機票，唯一條件是立刻出發，結果千辛萬苦才把票

送出。影片也上傳到官網，還廣邀名人創造各種有趣表

達忙碌影片。「我最喜歡的版本，就是忙到不小心把郵

件轉寄給所有人。」Uttam表示，這支品牌影片比一般
廣告影片多了47%的讚，若把族群限縮到千禧世代，更
高達132%。

影片最佳長度：15秒

關於第三種內容格式影片，Uttam分享Yahoo內部
針對影片長度研究結果。以偏好度來說，10秒影片太
短，60秒影片太長，15秒長度最剛好。若是以記憶來
分析，時間愈久，回憶程度愈好。10秒相對其他長度

效果不佳，但最適合把使用者帶入網站。

影片內上加入文案，會讓偏好度會將低10%。若
影片上沒文案，反而促使13%消費者開啟聲音。而放
上字幕，會比沒打開字幕強化60%記憶度，同樣促使
開啟聲音，且行動裝置會比電腦打開機率多一倍。此

外，結尾加入品牌資訊，能增加30%記憶回溯。Uttam
表示HumanKinda就符合上述影片製作原則，創造
2,500萬以上社群觸及率、3,100萬的印象，高達27%
的接觸率，是一般旅遊案例3倍。

與實況結合的即時行銷

Uttam最後也談到即時行銷，「這是一種全新方
式，大多數品牌都還未採用。」目前即時行銷會跟賽

事直播配合。他舉例，當轉播台灣棒球，可以同時推

廣忍者龜最新的電影。當比賽打出全壘打、三振，網

頁內的橫幅廣告，就會跑出來忍者龜即時動畫，對應

賽事實況內容。「從科技角度，非常難達成，因為

LIVE播放沒辦法預測下一秒。」Uttam分享，通常會預
先設想幾種情境，設計出10到15個創意內容，當實況
情境出現，廣告就會丟出來，未來希望完全用演算法

達成。另外，還可以用臉部辨識技術，當轉播到足球

員梅西的臉，就把百事可樂Logo丟進去。Uttam分
析，即時行銷是目前數位廣告發展最新趨勢之一，是

前所未見與消費者互動方式，值得行銷人持續觀察與

投入。

Uttam分享案例，一隻法國鬥牛犬「魯狗」踏上失戀的旅程，到全台
灣散心走透透，借機傳遞收訊很好的訊息。(圖片取自網路)

Yahoo亞太區品牌娛樂解決方案總監Uttam Chopra分享如何說出能讓
消費者行動的故事（Storytelling I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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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émon GO吞食其他App時間

來自日本的全方位數位領域製作人山口浩健，以

「超越ROI的行動行銷」為講題，開場不能免俗提到
Pokémon GO席捲日本的火熱情況。「Pokémon GO
不只好玩，也跟行銷結合。」日本麥當勞跟Pokémon 
GO合作，推出來店抓寶。7月份麥當勞營業額跟去
年同月比較，收入與來店客數，分別增加26.6%與
9.8%。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數據，Pokémon GO手機使用

時間增加了46分鐘。其中23分鐘是純增加，但另外23
分鐘是奪取其他App時間。「Twitter、Instagram使用
時間不變。但Line、遊戲、YouTube、Facebook使用
有下滑趨勢。」

山口浩健接著分享日本媒體環境現狀，目前日本

智慧手機普及率67%，50至60歲持有率大幅增加，而
10至20歲女性高達9成。手機使用時間持續增加，使用
時有3個高峰時段，早上7點到8點通勤，中午休息用餐
時段，最後是下班後時間。「智慧手機對消費者影響

很大，尤其年輕男女使用時間都非常多。」但有趣的

是電視收看並未下降，山口浩健分析，即便手機是未

來趨勢，但電視和Web絕不能忽略。

從數位內容為出發的溝通策略增加！

目前日本談廣告策略還是先從大眾媒體思考，才

會考慮數位。但現在許多網站超過半數使用智慧手機瀏

覽。山口認為，當未來年輕人成為成消費主力，從智慧

手機思考廣告更顯重要。他以長時間服務的客戶Sony
為例，因為日本已經超過一半是用智慧手機瀏覽網頁，

所以他建議客戶針對BRAVIA電視產品，特別製作一款
結合動畫跟問卷的手機網頁，「為什麼做問卷？因為要

瞭解消費者看完網站後，對平台是否產生喜好？是否對

品牌理解度有提升？做了才會知道智慧手機內容能否真

正提升喜好程度。」

另一個客戶LOWSON超市，網站主力客群是30到
40歲婦女，山口浩健分析數據，頁面瀏覽比例是60%
智慧手機、35%電腦、5%平板。而轉換率是智慧手機
與電腦皆為45%，平板10%。「也就是說，看資訊是
用手機，若結合瀏覽時段，發現外出是用手機看商品，

但回家用電腦購買。」

D2C數位方案事業部首席製作：山口浩健
文／詹致中

超越ROI：善用行動裝置獨
到之處創造真實數位體驗

D2C數位方案事業部首席製作

山 口 浩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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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虛實數位技術 用創意帶來強大體驗

行動裝置有兩大應用重點。一、利用技術與創

意，提高用戶體驗質。二、汲取智慧型手機用戶之需

求，發揮創意。關於第一個重點，山口分享為XBOX 
ONE新款遊戲《刺客教條》所製作的行銷經典案例，
秋葉原大逃殺（AKIBA STEALTH）。他把遊戲概念
拉到秋葉原街頭，結合全員逃走與跑酷的實體活動。

讓玩家扮演刺客去找寶物，同時要小心路上出沒的警

備人員。「一場遊戲中有10位警備人員，33位刺客。
刺客要找到隱藏在秋葉原的寶物，並且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基地。」山口進一步解釋，遊戲使用iBeacon與
手機GPS，製作最困難在於iBeacon電波會被遮蔽，
白天人潮會干擾訊號，所以不停調整刺客與警備人員

的感測距離，「若距離範圍太寬，警備人員就抓不到

刺客。若太近，馬上就抓到就不好玩，所以要掌握平

衡度。」山口也公布製作費，但只公布給來現場的聽

眾。

三得利小確幸電車同樣運用iBeacon和智慧手機，
D2C從JR山手線合作取得如氣溫、乘坐人數等數據，
並在車廂內放置iBeacon，偵測候會發出聲音，推播
優惠券到乘客手機內。過去日本廠商會發商品卷優惠

卷，但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去兌換，沒有數據可分析。

山口表示，這相當於把優惠卷放到手機，而且山手線

車站裡有便利店，下車後就能直接兌換。「這個案例

特性是用了iBeacon的聲音，但消費者實際上不在意。
就像Pokémon GO好玩，不是因為GPS、AR。所以運
用技術，提升消費者體驗值才是最重要的！」

善用手機特性的原生創意

「汲取智慧型手機用戶之需求、發揮創意。」山口

談到幫久原本家調味料公司推廣飛魚口味產品，由於飛

魚在海面連續滑翔的距離可達400公尺，他在手機上就
設計出長達400公尺的網頁「飛魚路線戰帖」，誰能滑
到最後一頁，就能參加5萬日幣抽獎，網頁中間也放入
產品知識。「這個遊戲在PC上不能玩，只能用手機，
就算划得快一點也要30分鐘。有消費者在Twitter上說手
很痠，不玩了。也有人把終點截圖分享在網誌上。」這

個遊戲讓消費者主動分享體驗，獲得不少媒體報導，

10天獲得92萬瀏覽次數。這個案例成本很低，善用手
機特色，並且運用PR發布新聞稿。山口分析：「先透
過Web內容，以PR營造出遊戲在網路上人氣很高的氣
氛，電視台就會在節目上擴散，這樣的PR手法在日本
不可或缺。」

針對不同裝置的內容與創意最佳化

行動裝置與智慧型手機，已成為日本廣告不可或

缺一環。山口解釋，捨棄電腦，僅依賴智慧型手機之

年輕族群，也將成為社會趨勢，在D2C甚至有新鮮人
論文是用手機打字完成。他認為，5年後智慧型手機將
成為生活必需品，以智慧型手機為主之行銷時代即將

來臨，廣告行銷要針對不同裝置最佳化。

D2C數位方案事業部首席製作山口浩健分享「超越ROI的行動行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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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不只是簡單談論智慧手機或人們溝通工具，應

該關注於把數位帶到人的生活當中。Patrick分享對數
位（Digital）與觸動、感動（Touch）的見解。

在趨勢中　重新探索廣告的目的與意義

Patrick認為要談廣告的意義和可以做什麼之前，
要回頭瞭解本質和「Purpose」目的。這時代有兩件
事情，讓消費者心房愈來愈難開啟。首先，每人1天
接觸天文數字般訊息。第二是封鎖廣告的行為攀升。

Patrick指出：「YouTube每秒超過12萬人收看，每秒
也有250萬Email流傳。亞太地區有36%手機用戶主動
篩選廣告，新加坡有近90萬居民設定來電拒答。」

「好用」、「娛樂」、「教育」、
「社群」讓內容有意義

所以品牌要脫穎而出，需要讓它變得更有意義。

在科技日新月異之下，廣告如何有意義？需要從行銷者

與消費者兩個角度思考，「而且消費者角度更重要。」

Patrick認為從4個元素出發，就能讓內容產生意義，包
括：「好用」、「娛樂」、「教育」與「社群」。

麥肯幫新加坡的紅十字會捐血APP，就符合「好
用」與「社群」這兩個元素。由於血庫各個血型的存量

不穩定，會有斷層，代理商幫客戶開發了一款App，會
紀錄個人的捐血總量與救助多少病患。當某個血型的庫

存不足，App還會發送呼籲通知給用戶，並且告知最近
的捐血點，還可以轉寄捐血站給身邊親朋好友。

意義的建構不一定用到科技，傳統的工具也能達

成。汽車品牌雪佛蘭在印度發現，每小時有8個人因車
禍事故身亡，尤其在雨天數字還會倍增。適逢印度雨

季，品牌在特別容易的肇事路段上，使用防水油漆在

地面上漆上醒目文字。「兩周內這個案例超過400萬瀏
覽，8萬多分享。」

結合現實　讓數位變得可碰觸

虛擬是相對現實的另一種空間，難以碰觸，要如

何讓消費者更有感？Patrick針對「Palpability」可觸
知，分享「Survival Billboard」行銷案例，XBOX推出
《古墓奇兵》新款遊戲，決定讓玩家以數位控制角色

麥肯亞太區首席數位長：Patrick Rona
文／詹致中

數位脈絡中
四種Touch人們的路徑

麥肯亞太區首席數位長

Patrick R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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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驗放入到真實世界。微軟邀請8名遊戲粉絲參加挑
戰，把他們綁在倫敦某處的看板上24小時，並開放民
眾上網選擇，要讓哪種惡劣天氣來襲擊玩家，以真人

秀實況轉播。創造每小時超過1,000人次的投票。
「Field Trip to Mars」同樣也是用數位來連結現

實，利用VR技術改裝校車窗戶，讓學童在巴士上直接
體驗火星觀光之旅。窗子上的投射的影像，會同步配

合車子實際轉彎、路面震動效果。

個人化永遠能打動消費者

數 據 與 科 技 改 變 人 與 人 互 動 的 方 式 ， 讓

「Personalization」個人化這件事情成真。Patrick分享
國泰航空，選出飛行里程最多的VIP旅客，以客戶的飛
行數據繪出旅程路線，再後製成漂亮抽象畫的生日卡片

送給客戶。

在行銷管理有時會面臨兩難，「傳統上讓關聯性

（Relevence）和觸擊率（Reach）並存有困難，「但
是拜數據所賜，慢慢將這兩個牴觸的概念能整合一起，

因為電腦程式有很大進步。比如，現在可以做到個人

化的橫幅廣告。」Patrick分享Data、Technology、
Outcome架構，前述談到雪佛蘭的客製化橫幅廣告，
過程是先蒐集數據，涵蓋第一方與第三方資料去建立出

模型，分析消費者偏好項目。然後用科技做動態創意設

計。最後達到客制化效果，有超過1,000種以上類型，
並降低12%蒐集名單成本。Hersheys巧克力，用社交
聆聽工具去蒐集菲律賓的女孩心情，及時挑選訊息回

應，甚至還改變包裝上文字。不只量化出抽象的快樂數

據，還讓巧克力變成生活中的啦啦隊。

複雜的購買路徑　要先找到阻礙消費痛點

今天「Path to purchase」購買的路徑已經改變。
通常我們不是自己做出購買決定，「購買前都會看別

人意見，根據研究有46%消費者會從網路搜尋資訊、
36%會看其他買家評論。」此外，消費者也很少出於
衝動買東西，會先大量蒐集資訊，不論是買藥、金融

產品、嬰兒用品或汽車，會看過15個以上商品。所以
Patrick認為，要先建立出購買旅程與消費痛點，深度
了解各接觸點，阻止消費者進到下一個購買階段原因

為何？

「用同理心為消費者著想，同理心並不需要高科

技。」Patrick幫新加坡某銀行調整Email格式，讓文章
更符合客戶的思維模式，就省下大筆客戶寶貴的時間

與金錢；萊雅觀察女性面對大量化妝產品選擇困難，

推出WhatsApp跟美妝專家及時給予購買建議，讓萊雅
銷量增加100%。萊雅另一款App，以AR技術讓女性可
以模擬上妝後的情境，解決不知道化妝品實際使用後

的痛點。

Patrick最後用知名廣告人Jeremy Bullmore曾說過
名言：「人們打造品牌的方式，跟鳥兒築巢的方式相

同，用的是牠們偶然發現的廢料和稻草。」品牌都是

從小稻草開始，所有消費者的經驗都很寶貴。如何用

數位科技，帶給消費者好體驗，今天變得更加重要。

Patrick分享Hersheys巧克力案例，用社交聆聽工具去蒐集菲律賓的
女孩心情，及時挑選訊息回應，甚至改變包裝上文字。

麥肯亞太區首席數位長Patrick Rona依序分享四個觀點，包含：
「Purpose」目的、「Palpability」可觸知、「Personalization」個
人化、「Path to purchase」購買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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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電通任職多年的高木，觸角已經超出單純廣

告創意總監職務，包含到新商品、新服務開發，事業願

景重新制定、定位，以及製作流程改善與人材教育⋯各

種面向。高草木解釋：「不論在日本或周邊鄰近國家，

現在只做廣告不能達到預期效果，需要提供客戶更多選

擇，所以什麼功能都要做，廣告只是其中一項。」

開發VR內容的先驅者

演講一開始高草木就談論今年全世界當紅的議題

「VR」，在2013年大眾還不認識VR，高草木就使用
Oculus公司新開發VR頭戴裝置，應用在《進擊的巨
人》展覽，當時Oculus還尚未被Facebook併購。
《進擊的巨人》是長年不景氣的出版業界中，少

數暢銷作品。「其他出版品跟它的銷量相較，是天差

地遠。」由於《進擊的巨人》動畫化後，人氣更上一

層樓，出版社決定在美術館舉行展覽會，並找上高草

木擔任策展人。

感受《進擊的巨人》恐怖的展覽！

「這個展覽概念，要讓消費者體驗巨人的恐怖！」

高草木表示，通常不會在美術館讓觀眾害怕，但這次反

而希望以恐怖為主題，讓來的人感到恐怖。但恐怖究

竟是什麼？高草木曾跟漫畫作者討論過，顛覆他原有想

法。「比如動畫中可以看到人被巨人抓住，送到嘴巴慢

慢吃掉的場面。剛開始我們設定是血盆大口，像電影殭

屍片感覺。但作者說應該不是這樣，因為巨人體型相較

人類而言非常巨大，不需要張開大口弄得很恐怖。而是

應該像捏花生米，若無其事的把人丟進嘴巴。」

 這個展覽在東京上野美術館展出，除了陳設各

種平面、影音內容外，也製作出實體大型巨人，許多觀

眾都表示感受到巨人的恐怖，展覽大受歡迎，連日出現

排隊2小時以上的人龍。展覽中最吸引人是「哮」360度
VR體驗，帶上裝置，就會進入動畫的世界，內容是講
主角艾倫變身成為巨人，於是他的夥伴們跟他一起向其

他巨人戰鬥。「使用者若把頭往後轉，也會看到後面影

像。比如你可能很喜歡米卡這個角色，就可以一直看著

他，或只想盯著屋頂磚瓦也可以。」

世界首發VR收費內容

這也是世界首次收費的VR內容，成效驚人，「第

日本電通創意總監：高草木博純
文／詹致中

從科技回歸原點：
VR／體驗／人

日本電通創意總監

高草木博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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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東京展覽就有十萬人以上體驗，現在也巡迴到世

界各地，體驗人數變得更多。」策畫這場VR內容後，
高草木歸納出一些重點。例如，內容要做到比動畫還

要更多，不然無法呈現效果；VR沒辦法進行剪輯，
VR影片也沒有攝影師；要重視影像品質，但音響更重
要，聲音可以引導體驗進度；若沒穿帶好VR眼鏡，再
好的VR內容都會失敗；體驗前和體驗後也很重要。小
技巧是工作人員可以穿著漫畫角色服裝；VR可能會產
生不適感，根據體質反應不一。

何謂體驗？就是當下感受到所有一切

V R本質是「讓使用者感覺彷彿身歷其境的技
術」。高草木說明：「製作VR Content 這件事，即是
追求人類所能體驗感受到的真實。」那麼什麼是「體

驗」？就是當下所感受到所有「一切」。《進擊的巨

人》的展覽，在何處要擺什麼物件？參觀者在角落會被

什麼東西嚇到？甚至海報高度，原稿跟原稿的擺放間

隔，高草木認為都是體驗一環，經過設計才能傳遞完整

體驗。

2016年電通參與東京池袋大樓的觀景台大改裝，
希望藉此招攬更多遊客。主打產品是「TOYKO砲彈飛
行體驗」，讓消費者爬進砲身內，帶上HTC VIVE的VR
眼鏡，體驗變成砲彈飛行，砲身會配合VR影像劇烈搖
晃，非常刺激。高草木詢問參與企畫的同事若員，說服

客戶用VR是否會很困難？沒想到得到回答是提案一次
就通過。而且影像內容不是最困難部份，反而是調整硬

體。且遊客比預期更受歡迎，出乎預料的是銀髮族比年

輕人接受度更高。

借鏡歷史，人類行為不會進化

高草木分享2016年到美國SWSX看到VR爆發，但
也看到業界一片混亂，沒有打動人的新東西。他認為

應該回頭從「歷史中學習」，找出可感動人的元素。

他以盧米埃兄弟電影機，播放史上第一支電影，內容

是火車進站，當時觀眾紛紛拔腿而逃。而愛迪生「電

影放映機」，讓人們從箱子裡窺看影片，對照今天VR
裝置，人們窺視行為其實根本沒有進化！

不論創意或科技，皆為「人」而做！

原本沒有要分析Pokémon GO這款遊戲技術，但全
世界的風潮，高草木認為很值得觀察，它指出遊戲運用

AR、GPS和社群溝通，對業內人來說是過時技術。但
他從一位30歲居住東京的女網友部落格內容，才真正理
解這個風潮原因。神奇寶貝是許多人成長記憶一環，遊

戲讓虛擬進到現實世界，實現不可能世界，撫慰不少

人想像。高草木解釋，Pokémon GO爆紅原因，是因
為「現在，才是讓科技和創意能產生交集的時機

點」，加上Pokémon公司，堅持20年來只做神奇寶
貝，持續堅持相信「內容」這件事。高草木最後總

結，不論創意或科技，所有一切都是為「人」而做，

當陷入徬徨時，回到原點就能解答一切。

日本電通創意總監高草木博純與學員分享VR體驗精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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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資深專員吳咨賢

傳統的平面廣告我們可能看完就算了，講師分享

的案例，很多是高科技或低科技，跟我們距離太遙遠

了看不懂，但透過好玩的體驗方式在廣告中呈現，例

如臉部辨識或是日本郵便局Postcard結合App的方式，
這些科技其實一直存在，但如果你用講的就太複雜，

帶他用影像的方式去呈現時，你可能就覺得很好，就

接受了、了解它在做什麼。

 

米蘭營銷策劃創意總監張美羚

之前幾年的TIDAF我都有參加，每次都能夠聽到很
多國外講師分享一些新鮮的案例，講師也分享一些公

司內部使用的工具，覺得蠻特別的是，你平常不會知

道其他公司在幹嘛，這個時候可以知道。

遠傳電信通路企劃處業務暨通路管理
事業群資深專員鐘虹期

Mobile Technology或是新的AR、VR都被運用在
廣告裡面，要有別於以往的話，必須要透過新的科技

技術來呈現，才能展現跟以往傳統廣告方式不一樣。

當我們把現代科技部分結合到廣告時，你會發現它所

呈現的內涵部分比較弱，比如統一麵小時光麵館案例

使用較柔性的方式去傳遞，可是裡頭所帶到的現代科

技技術結合較少；相反的，Mentos案例，當帶入科技
的時候，柔性的面就少了，這是我發現的一個重點，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差距。當你結合科技技術的時

候，可以多點溫暖，我覺得日本郵便局案例不錯，它

結合了一小部分科技技術，當然在講者看來，它還是

認為比較沒有那麼Hi-Tech，因為他說是利用比較基本
的Mobile技術，但是相對的，它所傳遞的溫情或者是
內容方面就比較Touching一點。

艾迪互動專案企劃黃士豪

去年也有參加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帶給我們很

多啟發，也看到國外的一些製作案例，讓我們之後在

做更多的campaign有一些不同樣的火花。
兩場（ADK、Publicis）比較不同的地方，第一場

比較著重在技術面，因為講師講的科技運用方面比較

多，第二場講師分享的是比較概念性的東西，兩場都

對我們非常有幫助，是不同層面的幫助。

艾迪互動媒體企劃李孟凡

我喜歡Nic先生的分享，他講的「洞察力」用了
比較特別的案例－脫口秀主持人，他勾起我很大的共

鳴，的確我在看脫口秀會笑的時候，就是因為它是活

生生發生在身邊的事情，你在觀察的時候不會特別地

看，可是用脫口秀加上豐富的表情後，你會覺得「對

耶！就是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們運用在

campaign的內容也可以用一些生活相關的事情，比如
說可以利用《POKEMON GO》的一些梗，或是用一些
生活上的梗，勾起消費者的共鳴，進而讓他們想要參

加活動。

遠傳電信品牌傳播暨網路行銷處行銷
事業群資深專員劉謦菱

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TIDAF）與會學員心得
文／黃藝萍、林念慈、陳亭妘　攝／陳怡陵

激發創意　觸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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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需要創意發想，我覺得講師分享的「創

意其實就在生活裡」，可能是你已經習慣的事情，或

是你的生活。但是改變想法後，創意就出來了。創意

到處都是，只是你有沒有看到那個點子，我覺得是不

錯的啟發。不管是講師講的三個方向，再加上實際的

廣告案例，讓我覺得是把他講的內容又更深入結合，

回去需要再好好消化一下。創意雖然就在生活裡，但

是要找到它還滿難的。

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霧峰草，
揚名國際》計畫助理Jo Ann, Liu

主題和內容都非常精彩多元，不論是大學生、企

業界、在職人士都可以參與的活動。這次的機會很難

得，是朋友推薦，也是第一次參加，很高興能參與這

樣的活動。

聽完Uttam講師課程，他很厲害的地方是他能針對
各種市場需求，做細部規劃，並分享細節給行銷相關

人員、沒有實際體驗的新鮮人。如果能在除了他本身

的經驗，能夠再帶一些細部說法給新鮮人、廣告人會

更好的。

創堂廣告資深客務企劃邱毅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TIDAF，我覺得這次搭配「觸
動」聽起來比較多東西可以吸收，有整體的策略成型

概念，為什麼他要打這群人？他為什麼要在這樣的環

境去做這樣的科技互動？有實作和案例分享，再包括

自己的背景和操作經驗，聽起來的收穫比較多一點。

我投入廣告行業的時間超過兩年半，現在有太多

本土品牌也好、外商來台灣的品牌也好，在數位上的

操作都一定要思考在最一開始的行銷策略裡面。除了

內部專案，也會在外面上一些網路行銷的課程充實自

己。針對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它貼近在我們這群人

的身上，這種收穫也很大。

Angus Chan  Sr. Specialist 　Global 
Market / Global Social Content, 
HTC

台灣比較少機會有這麼多國際案例和規模的互

動，有TIDAF這樣的平台讓這麼多國際性案例，和案例
背後的推手等等來分享，我覺得是很寶貴的。有些講

師分享案例，有些比較多在案例的成形，和關鍵怎麼

樣變成最終那樣的分享。我覺得更寶貴是過程中，講

師做的互動campaign是怎麼樣花一個禮拜去測試、花
三四天沒睡覺就去測試等等。

我相信在這裡大多的廣告人、創意人，創意的東

西都應該會想得到，倒是那個態度，他們怎麼樣去面

對這些事是最寶貴的。像Graham講師分享當我們在廣
告業，我們看網站、Social Media等等廣告，他鼓勵要
離開廣告圈多一點，多看別人在幹嘛，多看、多被啟

發。這兩天下來，有些講師比較多介紹到他們的背

景，你就會發現也被鼓勵到一件事，其實怎麼樣做創

意人，你到最後還是做人，比方他們還是很喜歡音

樂、很喜歡車，還是喜歡這個、那個，像Graham堅持
研發自己的興趣－用眼睛畫畫。你不會發現這個工作

是他的一切，這個工作是他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

是相輔相成的，工作去支持他外在這些熱情，外在的

熱情也繼續驅動他能夠做好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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