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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讓未來持續發生中
Future of…
文／詹致中  圖／滾石文化提供

奧美中國副數位長 Sascha Engel，曾被中國金融和商業

雜誌《CBN Weekly》評選為中國「50 位最具創新精神的商

業人士」之一，2015 年也被《Campaign Asia》選入中國的

「Digital A-List」。這次他分享各種科技如何形塑我們的未

來，衝擊層面不僅有廣告方面，還包括行銷與內容。

Sascha 解釋過去廣告是「藝術」跟「文案」組合而成，

但現今科技匯流至各種媒體渠道，世界變得複雜。比方說，

投放渠道有影音平台、社群網站，或是出現 VR、行動支

付等新科技，甚至物聯網如冰箱螢幕，都可能成為廣告渠

道一環。當藝術與文案，加上「科技」，也讓藝術不再單

純是圖像設計，文案也必須掌握科技力量來發揮創意。

未來廣告的 5種演變

Sascha 提到 5 種未來廣告創意的變化，包括：「媒體

渠道的創新」、「傳統媒體數位化」、「內容製作的新方

式」、「產品創新」、「創造效用與新服務」。他也進一

步剖析奧美中國的案例做呼應。

肯德基兒童餐的玩具數十年如一日，通常被當成架上

的玩具，但換個角度就成為發揮數位創意的機會之窗。肯

德基推出以知名男子韓團 EXO 公仔，當消費者掃描公仔

底部 QR Code，就能連結音樂和遊戲，每個條碼連結專屬

內容，成為粉絲爭相收集的收藏品。推出三周創下 200 萬

下載，累積遊戲總時數超過 48 年；速食品牌必勝客於聖

誕節期間跟微信合作，在商店門口擺放玩偶自動販賣機，

消費者登入微信玩吃角子老虎遊戲，就有機會贏得《馬達

加斯加》的布偶。Sascha 解釋：「透過微信能夠取得消費

者數據，再結合品牌 CRM 系統做整合。」

金莎巧克力「藝味靈感殿堂」，讓消費者穿戴腦波裝

置，品嘗七種巧克力，獨特味覺對應出絢爛的視覺流動體

驗，擴展感官體驗。Sascha 也延伸討論科技帶來的新體驗，

如何進一步轉化成購物。去年進入中國的德國超市奧樂齊

（ALDI），於雙 11 購物節請來男模張亮，上演搬家到奧

樂齊 A 座公寓的劇情，品牌以互動式影音，讓消費者同時

購買置入商品，單天就破四個月銷量。

近年被串流音樂平台淹沒的獨立樂團，也能靠科技脫

穎而出。大阪重金屬樂隊 Crossfaith，發布一款互動 APP

Sascha Engel
奧美中國副數位長

Deputy Head of Digital ,Ogilv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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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it Metal」，想要聽到樂團新歌，必須對著手機鏡頭，

跟樂手一樣瘋狂甩頭四分鐘。這個精采創意點燃了口碑，

超過 114 國家的 2 萬粉絲參與，帶動 80% 的銷量。

未來 ing

「未來已經到來！只是尚未成為主流。」Sascha 引用

科幻小說家 William Gibson 的名言，介紹目前還在實驗室

或小規模試驗的科技，刺激行銷人員的想像與靈感。

美國總統大選開始讓全世界關注假新聞議題，Sascha

分享目前技術已能做到 3D 臉孔與聲音擬真技術，能改變

臉孔或年齡，輕易裝扮名人製造假新聞。因 AI 進步，即

時動畫也導入電影工業，不需採傳統方式 3D 建模，而是

讓演員戴上頭盔感測器，立刻偵測表情於電腦生成，省下

製作時間。AI 還能分析影片自動產出內容。例如，已有實

驗室成功擷取 25,000 張摩登原始人影像做標記與分析，當

使用者用文字打出劇情內容，就會自動衍生對應動畫。

人們購物體驗同樣圍繞著科技進化，如客製化購物

推薦，以自動結帳取代傳統支付。此外，實體賣場將轉化

成娛樂與社交體驗中心，但要如何在實體場域增加體驗？

Sascha 介紹 blippar 推出的擴增實境室內導航 APP，適用於

賣場、咖啡廳、辦公室等空間；另一間新創公司 Nucleus 

Vision，善用線上數據應用到線下。當消費者進入商店被

影像辨識後，能以區塊鏈協定決定是否提供個資，讓店員

給予客製化服務。

工程師正積極探索新的人機互動介面。比方說，手

機與平板讓人們變的習慣觸碰，而卡內基美隆大學發明

的導電噴漆，讓任何物體都能化身可觸控物件。但未來想

像是以體感偵測替代直接觸控。Sascha 進一步說明，「若

這樣形式成為未來主流，行銷廣告有非常多的介入點。」

XBOX 推出的 Kinect 體感裝置，過去需要大設備運作，現

在手機就能運算。Sascha 預測 5 到 10 年，這類功能會掀

起一波革新。另外，已經有實驗室在研發如何在空中讓手

也能有觸感，便是透過超音波實現。

社群聊天 AI 應用也是無法忽略趨勢，科技巨擘如

Google、Facebook、微軟爭相投入。AI 聊天機器人，也不

侷限於處理簡單商品詢問或訂購服務。在 Google 發表最

新案例，AI 助理可以幫你打電話到理髮廳或餐廳預約，過

程中模擬人猶豫或停頓的語氣，並能輕易辨識各種移民口

音，達成訂位任務。

預測未來的解方，就是去創造！

在分享完全世界最新黑科技後，Sascha 最後引用管理

大師 Peter Drucker 的話：「預測未來最好的方式，就是去

創造它。」鼓勵行銷人擁抱科技，率先創造出未來的嶄新

體驗抓住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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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藝術總監！ 
Beyond Advertising: How an Art Director Can Design New Experiences
文／詹致中   圖／滾石文化提供

來自日本博報堂的村越陽平，不同於傳統藝術總監侷

限平面設計領域，而是橫跨各種新元素，甚至參與新服務

與新創事業的開發，也呼應這次他帶來「超越廣告：藝術

總監如何設計新體驗」的講題。

「十年前，日本廣告業的藝術總監，以誰能做出最棒

的平面設計和海報為核心思想。」村越陽平解釋，由於日

本製作影片分工傳統，因此藝術總監普遍不擅長電視廣告。

隨著平面廣告需求下降，要在 2018 年廣告業界生存，必須

擁有更多技能。村越陽平表示，當外在環境改變，藝術總

監本身也有兩個職涯方向，一個是堅持固有平面設計，懷

抱職人心情走到盡頭。另一個是直面時代，讓平面設計跟

其他領域整合，展出新道路。

設計╳服務

村越陽平演講中帶來 4 個案例，分享他如何探索出藝

術總監的新出路。第一個案例，運用AI設計全新桌球體驗。

由於智慧手機普及化，孩子們普遍沉迷於電玩遊戲，運動

時間逐漸縮短。因此團隊發想，是否將數位遊戲與傳統球

類運動捷運，因而創造出吸引年輕人「eBALLution」。

利用投影與影像辨識技術，在桌球桌面投影動態方塊，

玩家以球打擊至對手的方塊就能得分。「關鍵技術是軌跡

影像捕捉，因為桌球最高時速可達 200 公里。」村越陽平

表示，這款遊戲發表後，吸引不少民眾添購桌球放在家中。

而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區的遊戲間與運動中心也新增

球桌，五個月內超過 2,000 人參與，還引進到職業桌球隊訓

練。村越陽平表示，這個案例從點子、規格、介面皆由個

人發想，從博報堂取得技術，主動跟遊戲公司提案合作。

透過設計和服務結合，脫離原本傳統廣告熟悉領域。

設計╳社會貢獻

第二個案例是結合設計與社會貢獻。日本即將在 2020

年舉行奧運，屆時將湧進大批觀光客，為了應付突發事故，

村越陽平 
Yohei Murakoshi
日本博報堂藝術總監
Art Director, HAKUH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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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擴大民眾 CPR 訓練。根據統計，CPR 能讓傷者救活

機率增加 2.5 倍，但日本聽過 CPR 的人口不到 10%，具施

救能力又更少。經研究發現，保特瓶硬度類似於胸骨，因

此團隊發想出世界第一個寶特瓶 CPR 訓練瓶。

使用方式是將空寶特瓶放置人形海報胸前，依照教學

影片，兩人一組，一人扶住瓶子，另一人以一分鐘 110 下

速度按壓瓶子，兩分鐘後再交換訓練。村越陽平表示，原

本寶特瓶喝完後是垃圾，但現在能成為救命訓練道具。市

面上一台 CPR 機器動輒 5、6 萬起跳，無法像寶特瓶輕易

取得。這個案例也是主動發想設計，再向社會企業提案，

募集資金與產品開發。

設計╳觸覺科技

進入二十世紀，音樂逐漸變成純聽覺體驗。加上實體

黑膠、卡帶、CD 式微，音樂更加虛擬化，但對村越陽平

來說，音樂應該用全身感受，就像聽到爵士樂時身體想隨

之律動。村越陽平以此靈感，開發出「LIVE Jacket」，在

夾克內藏 20 個小喇叭，設計 16 種頻道讓人穿上夾克，在

任何地方就像親臨演唱會現場。

這款產品找上日本知名樂團 ONE OK ROCK 合作，

「主唱上台表演時也曾穿上夾克，當自己的唱腔與音樂震

動回饋身上時，是種非常奇特的體驗。」村越陽平進一步

表示，這個觸覺技術也嘉惠了聽障者，透過震動享受音樂

會魅力。他們舉辦「Sound-Free Concert」活動，讓聽障人

士抱著發光震動的圓球，隨著音樂高低起伏，球會即時呈

現不同顏色與振動頻率。村越陽平說過去廣告用完即丟，

若廣告公司發展新技術，就能延續應用於其他層面，並成

為產業發展出路。

設計╳大數據

村越陽平最後分享的案例是 APP 設計。他把看似一款

平凡的記帳軟體，變得娛樂化。ZAIM 是日本第一名的家事

記帳軟體，但記帳無聊瑣碎，即便 APP 能做到簡單拍攝發

票，就能自動轉成文字輸入至軟體，但人們仍然很難持續。

村越陽平團隊跟 ZAIM 提案，萃取發票內的大數據，

透過趣味插畫，顯示各地熱門當季蔬果食材。「日本的生

鮮和水果沒有條碼或產出編號，因此唯一擁有區域食物數

據，可能只有這間公司。」村越陽平解釋，由於擁有這樣

奇特的數據，透過巧思轉化有趣資訊，藉此提高使用率。

這個案例把設計跟大數據結合，也間接接觸到 UI、UX 與

設計，對於傳統藝術總監來說，是個特殊案例。

擁抱新領域，開創新藍海！

「2018 年對藝術總監是重要時刻，因為新發想和需求

在全世界不斷誕生。」他分析目前日本藝術總監的強項，

仍在於平面設計，若立定志向挑戰日本或世界第一未嘗不

可，但競爭程度往後只增不減。從商業視角觀察，從紅海

游往藍海才是好策略！

村越陽平以過來人表示：「踏入新領域不易，若能跟

原有強項結合，就有機會成為新領域最強人才。」他分享

幾項藝術總監新組合。比如，平面設計結合網站與 UX、

UX 設計，或是進入網路 SEO 與 PR 宣傳領域。村越陽平

最後總結，當今廣告業界需要的能力只增不減，若能提早

挖掘兩、三種能力組合出處女地，就有機會成為創新的領

頭羊，也賦予藝術總監全新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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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VR、AR創造內容的終極體驗！
創新影音科技趨勢

文／詹致中   圖／滾石文化提供

這兩年討論火熱的 360 Video、VR、AR、XR 等創新

影音科技，實務上該如何玩轉？ Yahoo TV 資深製作人陳

建名，以及媒體策略企劃部經理兼虎妮好朋友節目製作人

許朝欽，分享創新影音科技的趨勢與操作經驗，並於現場

演示虛擬角色 Live 直播秀。

新科技吸睛
但故事內容才是王道！

陳建名率先揭開 Yahoo TV 內部團隊，如何使用新技

術說出好故事？他先播放 Oath 旗下 RYOT 公司拍攝的

360 度影片，可觀察到 360 度影片最大特色是自由的視角

與空間。「360 度影片的比例不是傳統 4：3，而是 2：1。」

他進一步解釋，後製時影像是扭曲變形，要拆成上下左右

前後六個畫面，因此構思故事也需採多視角進行。由於眾

多硬體廠商爭相投入，推陳出新的拍攝設備讓操作更簡

便，導致進入門檻更低，連帶讓故事內容逐漸成為兵家必

爭之地。

根據 Yahoo TV 內部拍攝 VR 經驗，陳建名歸納出 3

個關鍵製作內容心得。首先是 VR 影像為第一人稱視角，

若要推動劇情，可採用「輕微引導式」。而 360 度是 VR

基本要素，其更大潛力是「沉浸式體驗」。比方說，讓使

用者成為故事一員。陳建名提到曾幫花生湯產品構思腳

本，讓觀眾化身為花生，從農場一路製作到最後通路上架，

從花生湯製作之旅傳達食物信賴度；最後善用「互動遊戲

與探索彩蛋」，透過遊戲或尋寶機制，發揮 360 度影像內

容的威力。

「VR 把真人帶到虛擬空間，而 AR 是把虛擬物件放

到真實場景。」陳建名也整理 3 點 AR 製作新法，例如「融

入式劇本構思」、「小確幸的驚喜感」及「虛實整合的互

動」。他談到 Yahoo 奇摩購物的阿虎，用手機掃描就會跑

出來打招呼，增加消費者對品牌印象。若品牌善用 AR，

行銷故事能說更完整，且帶來更趣味性操作。

陳建名
Busta Chen 

YahooTV 資深製作人
Sr. Producer, Media Group, Oath Taiwan

許朝欽  
Bull Hsu

Oath 台灣媒體策略企劃部經理 
Manager, Strategy Planning, Oath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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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交融的廣告演變

未來影音數位廣告會怎麼演變？陳建名借用電影《一

級玩家》出現的場景。人們將在虛擬空間中，從事真實消

費行為，達到「虛實整合」。譬如在虛擬百貨挑選商品，

滿足每個人無窮的慾望；若把「區塊鏈」導入 AR、VR 世

界裡，虛擬貨幣與智能合約會產生更熱絡的商機。例如，

人們能買賣虛擬世界的土地。或是球賽直播時，在最完美

的視野搭建起虛擬 VIP 包廂，座位販售數量也不受侷限。

陳建名談到創造新的「體驗行為」，是未來數位廣告

的核心，像延展實境 XR（Extended Reality）名詞繼 AR、VR

之後也被提出，就是透過科技整合讓現實與虛擬交融一起。

讓想像無極限的 VR虛擬角色

而許朝欽則介紹 Yahoo TV 如何使用現行數位技術，

培養出虛擬網紅。「其實我們不完全是在做動畫，更像是

培養 IP 虛擬角色。」許朝欽分享所謂虛擬網紅主持人，國

外稱作 Virtual Youtuber、Virtual Host，是由真人 Live 扮演

虛擬角色，能即時控制角色動作、表情與聲音。由於全面

使用數位化技術，因此場景能自由切換。

為什麼 Yahoo TV 想研發 VR 虛擬角色？許朝欽表示，

平台拍攝眾多影片後，希望能留下價值。加上2016年開始，

日本出現第一個二次元虛擬網紅「絆愛」，至今有 150 萬

人追蹤，人氣不輸真人偶像。因此 2017 年 6 月 Yahoo TV

推出台灣第一個虛擬偶像節目，催生出虎妮。「培養虛擬

網紅有很多好處，例如不會罷工或漲價，而且開發過程有

很多技術 Know How，也是 Yahoo TV 重要財產。」

創造互動
打破二次元角色的單向性

為什麼虛擬網紅會爆紅？許朝欽分析虛擬網紅有「二

次元」、「零距離」和「成長性」3 種特色。也打破以往

粉絲單向接收形式，讓角色如真人瞬間活起來，並且能「真

實互動」，比方說在節目中跟網友聊天、玩遊戲等，讓粉

絲產生強烈移情投射作用。許朝欽表示，最初虎妮只有主

持電玩遊戲，後來延伸出介紹台灣觀光景點，獲得廣大海

外回響。目前 Yahoo TV 以虎妮跟她的熊貓好朋友胖打君，

持續推出遊戲試玩、真人互動、虛擬導覽等各類型節目。

許朝欽在演講現場也親身示範，如何以 Live 方式扮演

虎妮與胖打君。虛擬網紅背後有兩塊關鍵技術，首先是「動

態補捉裝置」，加上「表情捕捉攝影機」，然後透過電腦

運算輸出虛擬角色動畫，呈現比 VR 更細緻的動作和表情。

再來是要有「VR 設備」及「虛擬空間軟體」，現在設備

與軟體門檻都降低，只要搭配 360 度場景，並自由導入角

色模型，就能開啟 Live 直播。

虛擬網紅比人更真實

經過一年多培養，Yahoo TV 每周 2 集速度更新，累

積近百支影片。目前影片平均有 30 萬以上觀看次數，台

日粉絲累積到 3 萬人。「粉絲近期往上增加，主要原因是

年底開始在日本宣傳，意外受歡迎。」許朝欽表示現在台

日粉絲一比一，甚至日本人更多。而虎妮居高不下的人氣，

也延燒網友二次創作，自行想像角色日常生活，因為虛擬

網紅對粉絲而言，不是冰冷的數位玩偶，而是如人般的真

實存在。

Sr. Producer, Media Group, Oath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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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化行銷的四個境界
What's More About 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文／詹致中   圖／滾石文化提供

宏盟媒體集團香港區執行長黃國文，常受邀擔任國

際行銷獎項評審，2013 年曾獲選 Campaign Asia 的「40 

under 40 Unsung Heroes」殊榮。目前負責集團整體營運、

商業策略、客戶服務、人才發展等規劃，這次演講他聚焦

在程序化廣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議題，並拉到

行銷策略角度剖析其重要性。

黃國文提出企業程序化有 4 個等級（Level），每個等

級依序發展也有對應關鍵字。首先是受眾（Audience）；

其次為數據、內容與個人化；再來是科技；最後是全平台

（Omni-Platform）。

Level 1-2：
打磨受眾數據是程序化基本功！

「數據在各領域都很重要，今天數據力量更勝以

往！」黃國文觀察現行廣告活動，無不想方設法結合第一

方到第三方數據。各方數據有其特點，若用「透明度」、

「準確度」與「規模度」做評比，第一方數據由品牌自身

取得，具有較高透明與準確度。第二方數據由合作對象提

供，礙於各種因素只能取得部分，雖然規模度相對高，但

透明度、準確度就較低。第三方數據最能拓展數據規模，

取得卻相對困難。

品牌第一方數據可以從電子信箱、社群媒體、手機、

展示廣告等管道取得，但各自獨立的數據要連結起來才有

作用。黃國文接著談到行銷漏斗理論，過程中有很多訊號

能幫助行銷人，但絕對不能只看最後點擊結果，「若只想

讓 Last Click 最便宜，就會忘記其他 CPM、CTR、CPA／CPL

指標，其實這些數據也對品牌具有價值。」黃國文指出消

費者看似隨意瀏覽行為，對銷售最後一哩路都有影響力。

標記（Tagging）
是場精心規劃的旅程！

「Tagging 不是一個頁面，而是一段旅程！」黃國文說

成效不好，是因為沒有建立標記策略（Tagging Strategy）。

每一個網頁都是意圖點，每一個點擊 （Click）都是訊號，

黃國文 Deric Wong 
宏盟媒體集團香港區執行長

CEO, Omnicom Media Group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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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化行銷的四個境界
What's More About 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能更了解使用者背後行為思考，讓程序化廣告持續優化。

而標記牽涉眾多專業，需要聘請專門技術工程師。

若要讓程序化成效更精準，要再加入第二及第三方數

據。黃國文特別解釋第三數據適合規模化，但難以提供利

基型或分眾細化數據。他也借用宏盟集團旗下 Annalect 歐

非中東區 CEO 的個人第三方數據做對照。從 Cookie 分析，

此受眾為 20 到 24 歲的單身女性，收入 1 到 1.5 萬之間。

但實際上 CEO 是位中年男性，且年薪高達 11 萬英鎊。

通常企業買數據有幾項評估標準。根據調查統計，第

一順位是成本；其次是準確度與品質；再來是數據區隔大

小。從上述調查得知，數據品質是關鍵環節。通常行銷人

會擔心數據如何被標記、數據有效性、來源及準確度，黃

國文說解決方式是要先訂定出「數據策略」，並確保行銷

結果能回頭檢視，再透過「衡量」與找到「信任夥伴」，

反覆做數據測試與評估結果。

Level 3：用科技說出好故事

第三階段要善用「科技」，比方說建構企業的數據管

理平台（DMP），把第一方到第三方數據都納入平台產生

正面循環。黃國文認為數據能幫行銷人講更好的故事，讓

消費者持續購買。

比如說，加拿大維亞鐵路（VIA Rail Canada ）觀察北

美民眾習慣開車出門，因此結合 Google 地圖與天氣預報

網站，挑選尖峰與惡劣氣候時間，透過戶外看板與網路廣

告，即時投放搭火車比開車快速的訊息。廣告活動推出後，

轉換率提高 14%，年營收增加 13.9%。

惠氏 illuma 奶粉，結合第一、第二及第三方數據，從

網路活動募集對有機、環保高度興趣的母親，從中找出有

機奶粉目標族群，再以相似性（Lookalike）數據擴大投放

族群。活動募集到 1,500 萬個關注，67,000 個點擊，影音

廣告 CTR 增加 26%、展示廣告增加 175%。

通常五位男性中只有一個會使用止汗劑，Rexona 希

望擴大使用者。經洞察發現男性通常無法意識到自己的體

臭，因此品牌舉辦「氣味實驗之聞出有緣人」找來女性嗅

聞汗味，並搭配情境推出毒舌評論的內容。經過數據追蹤

觸及 114 萬位男性，並在其聽歌、看球賽、綜藝影片、玩

電玩遊戲等網路行為播送相應廣告。創造 560 萬影片觀看

數，轉換率增加 12%。

「程序化好處能即時投遞大量客製化廣告，僅靠人力

難以完成。」黃國文談到麥當勞 McNow 活動，結合全國

店面收銀機數據，加上配合溫度、氣候等即時數據，在不

同地區、時段推播客製化商品優惠券，這個創意觸發消費

者慾望，讓使用率提升 150%，年度業績提升 2.8%。

Level 4：
渠道不再，以人為本

除了善用 DMP，AI、區塊鏈、5G 等新技術也需要關

注。程序化在 TV、戶外廣告、語音助理等媒體渠道匯流，

讓受眾數據更加活絡，擴大使用規模，這也帶出程序化第

四階段「全平台（Omni-Platform）」。未來渠道將消失，

廣告會跟著人如影隨形。黃國文表示，未來若要讓程序化

產生效益，必須要做到 6 項要點，包含品質、衡量、溝通、

跨媒體效果分析、善用第一方數據資產、並發展出超越第

一方數據的受眾策略。

「最重要是改變原有溝通方式，把價格轉成價值。」

黃國文說程序化需要不斷使用，並創造出更多關聯性內容。

當使用時間增加，價值也會隨之浮現。即便初期投入成本

比較高，但最終能讓品牌獲得高價值的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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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靈感與原型的創意術！
科技╳創意　開啟互動行銷新型態

文／詹致中   圖／滾石文化提供

1998 年網路創業起家的 IMG SRC Inc.，2005 年開始

把數位體驗應用到真實環境。最初網路作品占 9 成以上，

現在實體創作躍昇至 7 成。2017 年公司正式加入 D2C 集

團，以精準行銷策略提供科技創意表現，除了網站與互動

裝置外，更積極開拓產品與服務市場。社長暨創意總監小

池博史，擅長整合科技、設計、藝術製作出尖端的廣告創

意，在海內外也展獲多項創意大獎。

以數位化加乘真實體驗

IMG SRC Inc. 作品充滿強烈原創風格。小池博史表示：

「我本身非常喜歡科技和藝術，會盡可能把自身元素放入

作品中。」他第一個分享的案例是 YOYOGI CANDLE，

是因應 2020 年東京奧運風潮所企劃的 30 分鐘互動光雕秀，

在新宿代代木大樓上投影畫面，並且透過手機 APP，現場

觀眾可以輸入訊息為選手加油，並即時顯示於外牆。他表

示地標建築結合網路提供即時體驗，未來將蔚為風潮。

NIKE 經典鞋款 AIR MAX，每年三月在全球同步舉

辦的 AIX MAX DAY。2017 年適逢 30 周年，活動以 AIR 

MAX REVOLUTION 為主題，從科技時尚切入點回顧跑鞋

歷史。IMG SRC Inc. 企劃出「AIR MAX BEATMAKER」，

在房間四面設置巨型投影，並裝設 6 台電動跑步機，同

步連結影像和聲音。參與者透過自己或其他跑者的速度

與動線自由變化，就能跑出獨一無二的聲光節奏。

紐約起家的全球知名婚戒品牌 TIFFANY，2016 年

慶祝成立 130 周年，在銀座總店推出互動裝置藝術。

IMG SRC Inc. 以「Hand meets Hand」為主題，用手紀錄

情侶間的故事，現場布置紐約場景，其中最吸睛是互動街

小池博史
Hiroshi Koike
IMG SRC Inc. 社長

President, IMG SRC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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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靈感與原型的創意術！
科技╳創意　開啟互動行銷新型態

燈，當情侶在燈光下，各伸出一隻手彼此碰觸，會投影出

動畫內容，並隨著雙手開合推展劇情，吸引眾多戀人造訪

體驗。

IMG SRC Inc. 創意也發揚到海外。固力果在上海購物

中心舉辦「自得其樂」活動，為了展現消費者的滿足感，

特地找了 1,344 個 Pocky 紙盒，裝上馬達成為翻牌裝置，

並整合感測器讀取消費者表情，即時翻轉出臉孔圖樣。活

動現場也讓消費者扮演起 Pocky 代言人，把自己照片印在

包裝上作為紀念品，宣傳效果超乎預期。

創造性思維╳原型開發

小池博史分享 IMG SRC Inc. 的創作思維，可用一句

話涵蓋：「連結『創造性思維』與『原型開發』開拓未來。」

他表示創作過程要不斷思考，遇到有趣事物就去嘗試，然

後用雙手打造出原型，就能持續探索未來。比方說，公司

2006 年為了戶外音樂祭 METAMORPHOSE 設計的互動

型影像裝置，可切割人的形體投影於牆壁上。同年 12 月

底，Xbox360 推出新遊戲「Blue Dragon」，活動宣傳就採

用此技術。在涉谷街頭規畫體驗區，讓群眾能蛻變成遊戲

中的巨龍，並投影於 40 公尺的大樓外牆。

2010 年 IMG SRC Inc. 為了公司新年會，開發出甩動

手機，把照片投影於牆上的技術原型。3 年後這款技術派

上用場，愛迪達於世界盃的日本隊晉級賽期間，把六本木

總公司大樓變成巨型投影牆，讓球迷使用手機傳送加油資

訊，訊息會化成一顆顆足球，拋向知名足球員香川真司，

讓他漂亮接球射門，讓民眾有強烈參與感。

波蘭巴士使用的電子告示牌「Flip Dots」，能轉動圓

形黑白紙片來排列出文字，翻轉時還會產生沙沙聲音，非

常具有實體感。小池博史回憶 2011 年剛接觸時覺很有趣，

於是興起研發念頭，最後竟然買了 50 台放在公司。2013

年首度在非商業場合的藝術科技展登場，直到 2017 年總

算接到客戶委託，在山本耀司表參道店入口進行長期展

示。小池博史笑說：「當初很擔心機器投資無法回收，六

年來像是不良庫存品，幸好持續培育後終於嶄露頭角。」

日本人很愛拍照，但被拍攝時反而會害羞。2009 年

在 METAMORPHOSE 音樂祭，IMG SRC Inc. 以暗房概

念設計出大型照相機。當提供拍照留念同時，其他群眾可

以透過箱子外側即時觀賞拍攝作品。拍照手法到 2015 年

持續進化，用 24 台 iPod 環繞出 360 度的拍攝空間，讓人

們在中間進行連續拍照，還後製成影音動畫發布於社群網

路。隔年日產汽車的展示活動，也把 360 度照相機納入車

廂內部，讓消費者感受 CUBE 車款內裝空間設計。

IMG SRC Inc.的創作循環論

IMG SRC Inc. 看似創意遊刃有餘，其實內部研發也常

面臨卡關。小池博史表示無法實體化時，要以雙手實踐，

唯有做出形體讓人們體驗，才能延伸出更多靈感。通常

IMG SRC Inc. 內部會花 3 個月腦力激盪和嘗試，6 個月時

間做出原型，緊接著思考商業化讓客戶買單，又要花上一

年，而原創作品最終推到市場大約只佔 2 成，未來會努力

持續擴大。

「IMG SRC Inc. 的創作循環理論，是先進行創造，然後

透過培育／啟蒙，最後回歸社會經濟。」小池博史認為對創

作要有更廣義的思考，並懷抱此心情創作出雛形，再慢慢培

育創意種子。而他也認為最棒的職場環境，就是一面玩、一

面工作，又有客戶願意付錢，那就是人生最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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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 PARTY的創意秘密
Connective Creativity, Creative Connectivity
文／詹致中   圖／滾石文化提供

2011 在東京成立 PARTY，在世界廣告創意領域已佔有

一席之地。這次特別邀請共同創辦人川村真司，以及台北辦

公室總監室市榮二，分享 PARTY 作品背後成功的秘密。

川村真司表示 PARTY 原先定位為創意代理商，後來跳

出侷限，將說故事與科技結合，而經手領域非常廣泛，有常

見的行銷活動，也有體驗、產品創新等範疇。作品不僅出現

於電腦，舉凡實體互動、手機 App、影音 MV、廣告等都能

成為創意媒材。

以 Idea集結世界的創意人

「PARTY 作品背後最重要的概念是『連結』和『合

作』！」川村真司以兒時鍾愛繪本《小黑魚》為例，故事

中，兇狠金槍魚把小魚都吃掉，只有一條小黑魚逃過一劫，

牠在大海遊歷，並教導其他倖存小紅魚，集合成為大魚擊退

敵人。他表示 PARTY 就像小黑魚，藉由點子集合起其他小

紅魚夥伴們，共創出精采作品。

其實早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圈，就已存在集體合作

的模式，如達文西拍賣高達 35 億名畫《救世主》，本人

實際只畫 20%，其餘靠學徒與夥伴完稿。川村真司解釋：

「即便相對單純的繪畫媒材，天才都需要倚仗團隊力量，更

何況面對現代複雜多元的環境。」像現在設計也不光使用

繪圖軟體，可能會用到 3D 軟體 Unity，或開源主機控制板

Arduino，就得靠各領域專家協助完成。

說出奇怪又美妙的故事！

說故事（Storytelling）與科技（Technology）是 PARTY

成功的創意核心，內部組成也跳脫以往合作模式，改以創意

總監跟科技總監搭配。透過兩者緊密合作，不斷在創意與技

術之間反覆鍛造，藉此誕生具力量的傑作。但川村真司提

醒，找到正確故事內容，比找到關鍵技術更重要。

NIKE「Unlimited Stadium」體現 PARTY 在創意與科技

川村真司 
Masashi Kawamura

PARTY New York 
執行創意總監 / 創辦人 / CEO
Executive Creative Director / Founder / CEO, PARTY New York

室市榮二 
Eiji Muroichi

PARTY New York / Taipei 

設計總監暨 PARTY Taipei 總監
Design Director, PARTY New York / Taipei& Director, PARTY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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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 PARTY的創意秘密
Connective Creativity, Creative Connectivity

的完美交融。2016 年適逢里約奧運舉辦，NIKE 希望有所呼

應，並給消費者震撼體驗。川村真司回憶，當時活動定調為

「無限（Unlimited）」，團隊聯想到跟自己競爭，而非跟

他人比較。「當創意構思出跟自己比賽的靈感，就把點子交

給技術端思考，如何在跑道上運用互動科技。」川村真司表

示，最初想把 LED 互動螢幕裝於地板，但馬尼拉多雨，加

上跑步會提高損壞風險，最後改以牆面呈現。製作過程挑戰

不斷，比如當地尋覓不到大型螢幕，只好從香港運送。LED

解析度也不如預期，便放棄真人影像，改以抽象光影替代，

沒想到效果更出眾。「為了精準定位跑者位置，測試各種感

測器後，才找到 RFID 的效果最佳。」耗時兩個月，終於創

造出傳奇性賽跑體驗。

若廣告公司沒有商業委託，員工會自發性創造嗎？當時

紐約辦公室有隻叫 Molly 的小黑狗，怕牠夜晚散步危險，於

是興起用 LED 燈做警示。集思廣益後誕生出「Disco Dog」

狗背心，使用 256 顆 RGB LED 燈，可以用手機 APP 控制，

顯示出圖案文字，若狗兒走失導致藍芽斷線，背心能自動顯

示主人資訊。「在網路放上 Molly 穿著背心的影片，竟吸引

大批媒體報導與網友回應，才決定在募資平台 Kickstarter 上

架，也成功銷售出 200 件產品。」

成田機場第三航廈是 PARTY 少見沒高科技影子的案

例。當初客戶希望在航站陳設機器手臂等新奇高科技，但最

後被規劃成廉航使用，中途刪減 9 成預算，連平行電梯都

無法裝設。但川村真司認為，限制之下更能回歸創意核心。

PARTY 最後以運動跑道做空間規劃，並採用無印良品模組

化產品做為公共設施，以及 Cekoi 的數位看板設計，順利完

成趣味的機場規劃。

以搞怪聞名的藝人 Lady Gaga 跟 PARTY 創意一拍即合，

2013 年到日本宣傳新專輯，超過 200 個宣傳邀約，但 7 小

時就要快閃。於是 PARTY 幫 Gaga 製作複製人，找了日本

頂尖情趣娃娃公司，簽下保密協定後掃描她的身體，並在人

偶內裝設音響，當人靠近胸口就會播放 4 首新歌。川村真司

說明，這案子至少跟6間公司合作，「PARTY扮演發想角色，

其他交由各領域專門公司製作。」

扮演連結   
讓台灣走出國外開創意 PARTY

PARTY 目前除了東京及紐約 2 個據點之外，今年也成

立台北辦公室，負責人室市榮二分享近期參與的 3 個案例。

首先是車咕嚕 KAGULU 汽車交易平台。品牌主打精準估算

二手車價值，團隊發想出在卡車兩側裝 LED 螢幕，並設置

攝影機和感測器，當車子經過螢幕即時顯示車款價格。這案

例由台北、紐約、荷蘭跨國人才合作而成。

今年曾在《廣告雜誌》特別報導的7-11「愛的鼓勵牆」，

由台灣 ADK 發想，並找上 PARTY 擔任製作指導，並採用

BYE BYE WORLD Inc，多年研發的獨門專利矽膠拍手技術。

室市榮二表示，「12 雙手透過程式操控，可以拍出不同節

奏。」PARTY 甚至邀請知名編曲家小野雄紀，設計出華麗

感的掌聲和隊型。

台灣電動機車品牌 Gogoro 新產品上市，委託 PARTY

發想試駕體驗，推出「Road to Stardom」，在 3.5 公尺高室

內空間，設計出如三菱鏡萬花筒房間，四周裝 LED 螢幕，

搭配動感音樂。當體驗者試駕時，擺頭、按喇叭有不同音效

配合流動影像，體驗後手機還會收到個人酷炫 MV 影片。

室市榮二在演講尾聲也表示，PARTY 台北辦公室希望將世

界帶入台灣；而擁有眾多優秀人才的台灣，PARTY 也將把

他們推向全球，成為世界創意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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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數位，愈要以人為本！
Human First in a Digital World
文／詹致中   圖／滾石文化提供

麥 肯 健 康（McCann Health） 首 席 數 位 長 Marcus 

Sigurdsson 原先任職於電信產業與科技公司，2005 年踏入

廣告業深入數位策略與創新發展。2008 年進入麥肯香港，

2011 年轉任麥肯健康，並在 2016 年晉升為亞太區數位長，

目前也是麥肯全球集團數位領導人小組的成員之一。

Marcus 反其道而行，強調數位世界首先要「以人為

本」！於 1999 年到上海工作，見證中國行動創新的火熱

發展。他表示現在全世界在 APP、AR、VR、IoT、AI 等

技術爆發，讓世界變更複雜，連帶讓欠缺人本的科技產品

更氾濫，例如每年舉辦的 CES 展，就常見到各種浮濫的產

品設計。

科技是手段
塑造美好生活才是目標

「我們常忘記科技應以人為本。」Marcus 提醒科技不

是問題解方，只是引導出解決的方式。重點不是科技能做

什麼，應該先思考科技在生活的意義，才能激發靈感，替

人類帶來美好生活。Marcus 表示技術持續進化，只有先了

解人類行為模式，才能創造恆久發展的科技。

為了洞察人類行為變化，麥肯健康每年針對全球 22

國家的人做調查。根據麥肯健康研究統計，過去 18 歲就

離家獨立的觀念，現在全球平均是 32 歲，跟過去大相逕

庭。除了時代變化外，晚婚、房價都有所影響；文化差異

也是研究主題之一，例如含蓄的日本情侶，每周說一次「我

愛你」，但熱情的南美智利高達 32 次。

尋找「人、品牌、科技」三者交集

早期市場行銷只需要思考「人」與「品牌」兩個面向，

但現在市場行銷除了思考「人」與「品牌」，還要納入「科技」，

必須尋找三者交集。不過 Marcus 進一步說明，「還是要以人

為出發點，當瞭解人後，才能談品牌與科技如何結合。」

在科技發展前，人類生來就有三種渴望，包含控制

（Control）、好奇（Curiosity）與信任（Trust）。「控制」

Marcus Sigurdsson  
麥肯健康全球首席數位長

Global Chief Digital Officer, McCan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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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數位，愈要以人為本！
Human First in a Digital World

讓人類在混亂中擁有掌控權，獲得安全感。「好奇」讓我

們時刻獲得驚喜，並且學習新事物。「信任」是人與人等

之間聯繫，超越對錯之分。Marcus 也針對這三個渴望，做

進一步闡述。

從「控制」提升成「無縫協助」

根據麥肯健康調查，41% 的人認為科技會導致生病，

並非傳統定義的疾病，而是身心緊繃。英文單字就出現

「Nomophobia」，指無手機恐懼症，麥肯健康研究員收到

世界各地人們的繪畫，描述失去科技的病態恐慌，讓人們

失去控制感。

因此，Marcus 認為「控制」要進一步成為「無縫協

助」，提供給客戶自然流暢的服務感受。比如說，Vi 耳機

不同於一般運動穿戴式裝置，在耳機內建生物感測器，偵

測心律、速度、地點、燃燒卡路里。當使用者以聲音詢問

運動狀態，AI 語音助理才會即時回應，平時隱藏於背景程

式，持續學習使用者行為習慣；GM OnStar 車載系統，結

合人工智慧，學習人們開車與購物習慣，甚至整合行動支

付，加油完連也不用掏出信用卡。再再說明品牌是給人們

掌控權，而非讓事情複雜化。

「藝術般地驚喜」更勝「好奇心」

網路讓人們擴展眼界，但此氛圍早已消逝。「持續

接受電腦推薦，如何發掘新事物？生活是否變得無趣？」

Marcus 認為品牌不該總是推薦人們喜歡的內容，更重要是

提供正確，又能帶來驚喜的資訊。

迪士尼魔法手環（Disney Magic Band）讓進入樂園的

遊客，能自動感應開房門，或整合信用卡資訊，推薦遊樂

設施或佳餚美食，且手環能得知遊客位置，可以安排米奇

現身打招呼，將數據資訊轉化新奇體驗，才是迪士尼真正

的魔法；知名特效公司 Framestore 打造的「Field Trip To 

Mars」，透過 VR，讓孩子搭著校園巴士前往學校途中，

車窗瞬間切換成火星地表影像，同步配合車子轉彎與震

動。原本獨自穿戴體驗的 VR 也不再孤獨，隨時跟身旁同

學互動，更激起孩子的熱情。Marcus 表示這兩個案例，全

將重點放在「驚喜」，而非技術！

「信任」是基本
品牌要給予「卓越價值」

「過去認為只要有網路，一切就能透明公開，提高人

們信任感。」Marcus 分享 2012 年有 60% 人擔心，網路安

全性跟不上快速發展，而且逐年提升中。此外，超過一半

人希望在網路上將個資消除，加上駭客勒索在全球肆虐，

今年歐盟也祭出 GDPR 個資法來回應此趨勢。Marcus 從

報酬金字塔架構分析，品牌若想運用數據，要先讓消費者

感受到購買成本降低，其次是提升體驗效率，再來是創造

歸屬感，最後是達成美好生活。

L'OREAL 開發一款 APP「Makeup Genius」，當消費

者掃描美妝產品，能瞬間數位化妝，並將照片分享到社群。

當人們願意分享臉孔數據，品牌就回饋 VIP 試妝體驗，讓

人們得到滿足感。醫療領域也有類似操作，消費者吞下回

傳生理資訊的膠囊藥丸，提供機密生理資訊，藉此享受更

高價值健康服務。Marcus 認為現今談「信任」不夠，更要

提供「卓越價值」。

Marcus 最後總結，透過結合人、品牌、科技，先發掘

消費者想法，下一步思考品牌如何提供價值，最後再引入

合適科技。「只有把人的 3 種渴望結合，才能獲得好的廣

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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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創意滲透企業最源頭！
Seed Creativity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文／詹致中   圖／滾石文化提供

「廣告代理產業，通常負責領域是客戶價值鏈最尾端

行銷部分，但今天要談最前端的種子（Seed）。」志村和広

開場表示，若能從種子階段接觸客戶，會誕生全新可能，激

發出行銷不同面向。對廣告產業來說工作會更有趣，並能賺

更多收入，擴大廣告價值。「我把這力量叫做種子創意（Seed 

Creativity）」

從尾端行銷移往前端開發

近年電通的創意業務，也開始走出傳統廣告公司範

疇。志村和広認為，創意人若能從產品開發源頭就貢獻所

長，可以帶來更大價值，甚至開展出新商業模式。他也以

親身參與 TOYOTA i-Road 一連串嶄新設計做呼應。

TOYOTA 發表概念性的三輪移動載具 i-Road，造型

介於汽車與機車。於 2013 年在日內瓦車展首度發表，這

款前二後一的三輪電動車，最高時速 60 公里，外觀長度

僅 2.35 公尺，可乘坐 2 人，內裝配備空調、音響，具有極

佳都市巡航優點。

這款電動三輪車由 TOYOTA 未來動力車開發部門所

打造，電通創意總監志村和広，曾有兩年半時間擔任開發

小組一員，他加入 i-Road 團隊契機，是因為協助 i-Road

新品接受度調查。「道路試駕體驗者提供很多寶貴經驗，

但卻發現大問題！」志村和広分享一張 i-Road 在戶外停車

場，跟兩台高級汽車並置的照片。他解釋照片，由於東京

停車場費用很高，若停放體積為一般汽車 1 ／ 6 的 i-Road，

真的能讓消費者感到幸福嗎？

洞察產品真實的價值

但問題不在產品本身，因此團隊檢視開發目的，到底

是想提供消費者何種價值？志村和広表示，當時探討出環境

友善、趣味駕駛體驗、銀髮族開車等議題。「透過公路調查，

我們從消費者角度發現 i-Road 真實價值，而非品牌單方面觀

點。」志村和広解釋，在東京人口密集的大都會，路上容易

塞車且空間狹小，i-Road提供的真實價值在於「自由移動」。

汽機車的發明讓人類生活變得自由，但今天都市移動

仍能維持初衷嗎？於是 TOYOTA 未來動力車開發部門推出

OPEN ROAD Project，公布 i-Road 雛形，在網路募集試駕體

驗者。團隊包含 TOYOTA 與電通兩邊成員，他身兼團隊領

志村和広
Kazuhiro Shimura

日本電通創意總監
Creative Director, Dentsu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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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外，也是體驗者之一，每天駕著 i-Road 上班。

這個計畫特殊之處，是用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

替代傳統廣告活動（Campaigns）。「在 OPEN ROAD 平

台除了提供商品，也提供消費者體驗。」志村和広舉出

SOUND-X，是發現電動車沒有引擎聲會缺少駕駛樂趣，因

此透過擷取行走數據設計出音樂，讓駕駛體驗更像遊戲。此

外，還提供號稱全日本僅有兩台的大型 3D 列印機，讓消費

者列印專屬色彩紋飾的車頭前罩。「這些體驗雖然有趣，卻

無法帶來成功，因為沒辦法改變消費者生活。」志村和広回

憶，過於熱衷於有趣體驗，導致團隊偏離主軸，但幸好及時

回歸原點，專注創造自由的城市移動體驗。

從種子創意開展大商機

由於東京停車場不多，收費又高昂。因此團隊誕

生 第 一 個 種 子 創 意（Seed Creativity） 是「Small Space 

Parking」，打造小空間停車平台。志村和広表示：「比如

店鋪樓梯底下，剛好一塊狹小區域能停放 i-Road。」這連

帶產生新商業需求，讓閒置空間的擁有者賺取租金外，也

讓 i-Road 使用者便宜停車，且 TOYOTA 也能收取平台費，

創造三贏局面。因為有新停車空間，也讓 i-Road 行駛距離

從原本 58 公里，擴張了 10 倍。

「隨著行駛距離變長，也產生充電問題。」志村和広表

示，不時會需要派貨車拯救車子沒電的狀況。他解釋 i-Road

一次充電 3 小時，可行駛 50 公里，若要增長距離，電池增

大會影響車體，就喪失產品小巧優勢。團隊經過勘查發現，

東京街頭有不少提供戶外販賣機和戶外廣告使用的空插座，

但偷電是違法行為，這讓團隊激盪出第二個種子創意「Smile 

Lock Outlet」。開發出一款插入 SIM 卡的智慧插座，消費者

看到未使用的插座，先插入智慧插座，再接上 i-Road充電線，

就會連上網路記錄使用電量，並自動轉換帳單。

創意三部曲：
發現、發明到實現

志村和広認為不是所有事物，都要用到先進技術，「開

發智慧插座模組沒用到高精密技術，成本也不貴。」解決問

題的重點在於找到點子！創造種子的過程，是不斷嘗試與

修正錯誤的旅程，而且過程要專注於願景。他也歸納 3 個

創意步驟，包括發現（Discover）、發明（Invent）與實現

（Deliver）。

例如，當初看到 i-Road 與兩台高級車並置的照片，要

有能力「發現」消費者課題。志村和広觀察企業通常從品牌

與產品思考，顧問公司從市場角度，而廣告代理商的強項是

從使用者角度出發，故能持續提供服務給客戶；從 i-Road 案

例觀察，不少「發明」未採用艱深技術，關鍵是找到點子；

「實現」方式也告別傳統代理商流程，往後世界將會拉到開

發最前端，以跨領域人才組成團隊，推出新服務給消費者。

「所以廣告代理商，未來應該要以願景點子（Vision 

Idea）為起點。」志村和広疾呼絕不能固守在業界，應該拓

展視野，跟不同領域人共創。也不是為了客戶執行專案，而

是跟客戶一起創造更多種子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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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學員心得分享
文／陳羽晴　圖／滾石文化提供

SugarFun Creative　李芸芝：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 TIDAF 的

盛會，我覺得講師（奧美中國）

在準備資料上非常認真又豐富，

Sascha 闡述了很多有關於科技應用

的案例，而這些案例都非常有趣，

讓我覺得很新鮮，因此在未來的

科技應用上，能夠帶來許多想像。

聯樂數位行銷策略洞察副總監　林宜瑾： 
Sascha 用宏觀角度談論整個

科技的發展與演變，對應在創意

產業結構上，有哪些一起連動變

化的元素，比如說不只傳播形式

與媒介，還有產品的創新等。首

先，以宏觀的角度傳達出對產業

的影響，再分享奧美因應的做法，最後列舉了許多新技術應

用的實例，讓大家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與新思維。

台灣博報堂　林郁舫：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 TIDAF 的

盛會，其實我是 Planner，今天聽

了 Sascha、村越陽平二場講座，分

享內容都是我平時比較少接觸的

科技領域，村越先生的分享帶給

我滿大的收穫，因為他述說了現

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並思考該

如何和還不熟悉的領域結合一起，產生不同的趣味，並且也

還在尋覓一些以前沒有人嘗試去做的事情，這些對我來說都

有很大的幫助，也激發出不一樣的想法。

創異廣告   游承達 Alan Yu：

「虎妮」這個虛擬人物，對

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新穎的東西，

藉由講師（Oath）的分享，讓我

心中感到很震撼。虛擬網紅主持

人，國外稱作 Virtual Youtuber，

簡稱「Vtuber」，以前聽到對我

來說，就只是一個名詞，而在演

講中，雖然我沒有戴上 VR 頭盔，但藉由講師在台上戴了

VR 頭盔與觀眾直接互動，讓我產生了想戴上頭盔的衝動，

這便是一種體驗。講師提到跟客戶的關係、行銷的關係是

什麼，當大家的設備還沒辦法傳遞所有的感受之前，那段過

程會非常辛苦，因為可能只有局部的人和局部的地點能夠體

驗到這件事，需要花費一段時間才能夠大眾落實化，但講師

讓我看到了無限的可能性，後續值得繼續關注下去。

台灣博報堂戰略企劃部副戰略企劃總監　劉子豪：

講師（宏盟）為我們分析了

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未來發展

的 4 個階段，從現場的分享、提

問，及平時接觸的應用案例來看，

台灣業界仍相對在初期摸索、偏重

買 Audience 的階段，離 AI、5G、

區塊鏈等技術應用、及串聯線上

線下的 Omni- Platform 操作還有一段距離。企業獨自的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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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會是發展下一步 Data-Driven Marketing 及 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的基礎，從中得到的顧客檔案及 Consumer Journey

能提升企業及代理商的行銷效率，但是否能持續進階發展下

去，可能需要從 Global 企業運作的層次來落實到台灣，或

是從組織變革著手、提升與國內外新創企業的交流等方式切

入，推動起來會更加順利。

Womany.net女人迷服務設計師　Merci Kuo：

「追求商業化的過程中，一

定要特別留出實驗的時間。」因

為我們可能會忙碌於只為了活下

去這件事情，所以企劃、產品都

是朝向商業發展，但講師（D2C）

有提到一定要刻意留下「實驗的

時間」，或許實驗當下不會有結

果，但藉由培育、萌芽的開始，未來就會有機會成長茁壯，

因為沒有開始永遠不會知道到底是成功抑或是失敗，但是通

常實驗的可能性就是創新的起點。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副教授　方菁容：

去年已經聽過 PARTY 的演

講，我覺得他們主要是以「創意」

為導向。而他們的創意發想，我

認為能夠啟發我的學生。由於學

生年紀較輕，在學校都只專注在

技術發展層面上，對於發想創意

這件事情，大概只有在我的廣告

設計課才有比較多的練習，但當他們專注在技術層面時，有

時候就會不自覺忽略了思考的能力。可是 PARTY 表示，創

意必須在先，製作在後，製作只是在支撐創意的發展，當然

若是沒有製作和技術，創意也沒辦法呈現出來。不過在學校

的話，他們很執著這個部分，但到了職場，他們以團隊合作

的方式，所以對於學生學習過程將會是很大的助力。

中國傳媒大學學生　林立：

其實外國在各個領域，有許

多東西都已經非常完善。而在傳

播方面，亞洲地區一直以來都是

處於追趕國外的狀態，由於國外

在許多新想法上是呈現全面整合

的，對我來說收穫滿滿，因為講

師（麥肯健康）所分享到的內容，

和我在大學裡學的，以及過去在聽業界人士所分享的觀點，

本質上雖然相似，但還是有些許的不同。

台灣博報堂Zeta媒體部資深購買　陳畇榛：
講師（Dentsu）提到將廣告

商深入到企業裡面，做一個配合

的角色，我覺得很厲害也很新穎，

非常值得學習。以前從來沒有聽

過可以使用這種方法，有點類似

於直接指導，因為畢竟對方是客

戶，還是有很多公司機密無法太

透明化，但是竟然可以不用透過比稿直接進入客戶的公司，

同時客戶也同意這一件事情，我覺得這樣的方式最能了解並

達到客戶需求，是很特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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