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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虛擬偶像簡介                                   

虛擬偶像在日本、韓國、歐美風靡多時，從藝能界的影歌星、電玩遊戲主角、

新聞節目的虛擬主播到電視影集中的替身主角無所不包，就連擬人化的虛擬杜賓

狗SCOOPY也躍身大螢幕拍電影，由於虛擬偶像應用各種電腦動畫與數位技術，

因此也有人將之泛稱為「數位偶像（digital idol）」。舉凡虛擬或數位偶像的肢體

塑造、臉部表情、肌膚質地、髮絲飄逸、衣裙擺動等呈現，皆在動畫師的細膩觀

察與匠心獨運下，得到貼盡真實的優美實現；且由於擬真技術與數位偶像的製作

陸續成熟，電腦動畫特效的運用，確實已為當今影視技術與視覺藝術寫下嶄新的

一頁。  

 

2.1.1  虛擬偶像的應用與種類  

虛擬偶像的應用範圍不啻多元且廣泛，綜觀現今虛擬偶像的應用，除了較基

礎的動作特效上，如電玩軟體中的角色替代、多媒體軟體中的串場變角等，也延

展至演藝歌唱、節目串場與主持、代言廣告產品的藝能舞台，而隨著 2001年巴

黎 Attitude Studio公司，以寫實角色手法創造出有血有肉的擬真角色—「伊芙

(EVE)」，整合了虛擬角色在電視、電影、網際網路和遊戲上的應用，創新了虛擬

偶像的整合應用史。 

所謂的虛擬偶像於現今的社會中有那幾種樣子呢？依其來源演進約略可分

為漫畫、卡通與布袋戲、電玩遊戲、虛擬 3D人物等四類（邱明華，民 89）。漫

畫部份，自七、八０年代開始，本土的漫畫家所創作的「諸葛四郎與真平」、「老

夫子」、「烏龍院」等漫畫，以及之後由日本引進大量漫畫如「小叮噹」、「七龍珠」

等等，漫畫書中的人物成了大家耳熟能詳與引發共鳴的角色。隨著平面靜態的漫

畫人物型態，到了電視媒體興起的卡通與歌仔戲部份，許多卡通人物如龍貓、

Hello Kitty、柯南等，以及布袋戲人物如雲州大儒俠史豔文到最新的霹靂布袋戲

素還真，多有許多影友會支持，彷彿像對待真人般地偶像崇拜情愫，而不只是將

之看待為卡通人物或戲偶而已。電玩遊戲部份，從早期的掌中電玩、遊樂場電玩、

任天堂與Play Station等電視遊樂器時代，擴展到網路咖啡屋或家用電腦的線上遊

戲時代，電玩玩家討論的話題不再侷限於各種關卡如何突破、有何武器秘笈等，

也擴展到對虛擬偶像個人的風靡。 

3D虛擬人物可說是由電玩遊戲角色衍生而來，以一款著名的電玩遊戲太空

戰士系列為例，發展到第七代時大量加入3D效果表現，乃至第八代出現歌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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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為其男女主角主演的MTV演唱主題曲「Eyes On Me」，除了人物表情與畫面精

緻度大大提昇之外，虛擬偶像不單單在電玩中出現，而有了各種跨媒體的演出機

會。 

目前最出名的虛擬偶像不再是電玩主角，而是和真人一般活靈活現的偶像明

星一樣，擁有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國籍、星座、血型、興趣嗜好、三圍等詳細個

人資料。此外，和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偶像沒有什麼不同，虛擬偶像也推出自己的

網站、寫真集、書藉、CD唱片、節目或電影，唱歌、拍戲、主持、代言樣樣行，

甚至還可以寫電子郵件與其互動，大大縮短了fans於虛擬偶像的距離感，只不過

有所差異的仍是和2002年9月台灣甫上映的電影「SIMONE（中譯片名：虛擬偶

像）」一樣—「他/她」生活起居的場所是在電腦之中，由無限的程式與幕後經紀

人、創作者等推手所交織策畫而成，無法觸摸也不會老去。 

2.1. 2  歐美的虛擬偶像簡介 

歐洲首位正式受到世界矚目的虛擬偶像，始於西元 2000年受到全球新聞媒

體廣於披露的網路虛擬主播安娜諾娃（ANANOVA），其後隨著3D建模和動畫製

作工具、宣傳包裝手法的日新月異，漸有虛擬歌手出現，逼真的數位化角色在電

影與電視影集中也發展出一獨特的舞台。茲將歐美虛擬偶像發展現況做一簡單介

紹： 

A.電玩女英雄—蘿拉（LARA CROFT） 

相信凡是電玩遊戲玩家對古墓奇兵（Tomb Raider）這個遊戲都不陌生。這款

歷險遊戲在歐美日已風靡多時，主角蘿拉（LARA）更紅的發紫，更成為許多美

國人心中的偶像女神，並曾由美國性感女星安吉莉娜裘麗演出真人版的古墓奇兵

電影。 

蘿拉有著如真人般詳細的個人資料，她於1967年2月14日出身於英國溫布

敦，身高 5呎9吋、體重 42公斤、血型 AB型等，她的職業是考古學家、旅遊

專欄作家，喜好的運物包括攀岩、快速滑雪、射擊等等。「蘿拉」這位身材性感

火辣、穿著背心短褲的女英雄，無疑在電玩遊戲領域開創新的神話，她不但擔任

過外國雜誌的封面女郎，也為其幕後開發者CORE公司創造驚人的利潤，該公司

順勢推出古墓奇兵第二代（Tomb RaiderⅡ），其中更以古色古香的中國作為故事

場景，似乎有意打開亞洲市場。 

B.虛擬流行歌手—伊賽亞斯 

德國於西元 2000年左右推出一位虛擬偶像，大受歡迎之餘正準備進軍國際

樂壇，日前竟有女歌迷為了他和男朋友分手！這位迷死人的超級帥哥是由德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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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來的虛擬流行歌手「伊賽亞斯」，為目前最先進的3D人物。『他』是依照23

位完全不同類型的學生，把大家的身材、聲音以及種種喜好和想法輸入電腦製造

而成，當中又使用高科技加以修改，呈現出極具個性和真實感的效果。伊賽亞斯

出道以來已經走紅於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三國，近年更開始邁向世界舞台，即將

在英國發行單曲，一語雙關的歌名就叫做“ARE YOU REAL(你是真的嗎)”？業

者表示未來五到十年內，可望創造出在電腦和電視螢幕上完全和真人分不清的虛

擬人物。  

C.虛擬主播—安娜諾娃（ANANOVA）、虛擬偶像—伊芙蘇拉娜（EVE SOLAL） 

在 2000年轟動一時的虛擬主播「安娜諾娃」(www.ananova.com)是一位極像

真人的網路虛擬新聞主播（Virtual Newscaster），身高172.7公分、28歲，是全世

界第一個虛擬新聞播報員，也是當時最受歡迎的虛擬名人。隨著歐洲3D建模和

動畫製作工具的日新月異，她也必須和其他虛擬的後起之秀一爭長短，爭取歐洲

的工作市場。如2001年巴黎Attitude Studio公司，以寫實角色手法創造出有血有

肉的擬真角色—「伊芙蘇拉娜」(www.evesolal.com)，伊芙是該公司嘔心瀝血完成

的第一個創作，整合了虛擬角色在電視、廣播、電影、網際網路和遊戲上的應用。

伊芙在巴黎的第十一區有一棟素雅的公寓，她的經紀人是來自巴黎的 Rouge公

司，並在「樂曲編號舞廳」（L’Opus Lounge）與巴黎的酒吧兼差當服務生，她的
全名是伊芙蘿拉蘇拉娜（Eve Laura Solal），是歐洲最具爭議的擬真虛擬偶像，她

擁有身份證、工作、公寓、朋友，甚至編入人口統計中。 

 

由於逼真的製作品質，使伊芙比其他的3D角色更具說服力和吸引力，Attitude

公司將伊芙包裝成一部折不扣的真實人物，在她的網站上，透過法國記者Thomas 

Baudouin-Alexandre的專訪，網友可以了解她的生活，查閱她的個人資料（西元

1978年5月3日出生於法國的Boulogne Billancourt，身高五呎七吋，最喜歡的顏

色是紅色，最喜歡的寵物是貓等等）、履歷、教育背景、父母親資料，以及拍電

視、電影、出唱片等各種演出經驗。伊芙是一位非常有潛力的影劇人才，除了在

電影中擔任女主角，每週六早晨主持自己的廣播秀，也擔任過法國費家洛女性流

行雜誌（Madame Figaro）2001年2月號的封面女郎，她的經紀人（製作公司Attitude 

Studio）仍如火如荼地為伊芙協商電視影集、廣告及電影長片合約。 

〈圖2.1-1：法國巴黎Attitude Studio公司所製作的逼真虛擬偶像—伊芙〉 

(資料來源：http://www.evesol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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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日本的虛擬偶像簡介 

 

日本是策略性行銷虛擬偶像極為成功的代表。從日本第一位電腦虛擬偶像

「伊達杏子（代號DK96）」問世後，類似的「虛擬女孩（Virtual Girl）」亦相繼推

出，像是杏子的妹妹「伊達薰」、日前當紅的酷妹「寺井有紀」，以及韓國的辣妹

CYDA、酷哥ADAM等，都是針對歌唱、娛樂圈研發、包裝的虛擬偶像。 

    回顧日本的虛擬偶像發展史，八０、九０年代，日本的戀愛模擬電玩遊戲「純

愛手札（又名：心跳的記憶）」捧紅了許多彩繪的虛擬偶像，如西元1995年藤崎

詩織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片桐彩子」、「虹野沙」希等受歡迎的角色也有許多

周邊產品上市，這些虛擬偶像被精心設計了詳細的個人生平資料與個性，甚至還

出版個人寫真集、CD單曲專輯等，行銷宣傳幾乎完全比照真人偶像，有些人氣

甚至更旺。西元2000年4月左右，日本的3D電腦數位美女風潮也席捲國內，各

大書店陸續出現這類虛擬偶像的專書，而所謂的「3D電腦數位偶像」，即是藉助

電腦的數位運算技術，再配合視覺模擬運作的軟體虛擬環境，將三度空間的運用

延伸至人體模塑的製作上，以呈現出極似真人的逼真效果。以下茲以日本幾位代

表性的虛擬偶像做簡單介紹： 

A.伊達杏子(Kyoko Date) 

【個人資料】 

虛擬偶像藝名 伊達杏子(Kyoko Date) 

出生地 
東京都福生市 
鄰近一間小學的棒球場 

國籍 日本 
出生年月日 1979年10月26日 
星座 天蠍座 
身高 162公分（還在長） 
血型 A型 
三圍 33、22、32 

 

    伊達杏子是日本第一個虛擬偶像 (Virtual Idol)，她的代號是DK96，DK指的

是〝Digital Kid〞，杏子是日本的 Horipro公司結合了電腦動畫、藝人經記、廣告

公司、電視製作、行銷等領域人才，耗費十八個月的時間所創造出來的虛擬偶像。

杏子的幕後推手之一為日本著名的廣告媒體公司—博報堂，為了能積極投入全球

化行銷及數位化、個性化社會的到來，進而引進最新的數位虛擬互動媒體新技

術，終於在 1996年成功開發完成存活在數位虛擬空間中的第一位公民—「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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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子」。伊達杏子象徵了日本新一代對審美的基本認知，她之所以能吸引日本年

輕人的喜好，大致是由她動人的歌聲、身材、體態及肢體語言來塑造完成。 

伊達杏子也是日本第一位虛擬偶像歌手（Virtual Idol Singer），她在 1996年

11月出版了第一張單曲CD：“Love communication”，拍攝音樂錄影帶，並參加

廣播、電視多媒體的演出，也擁有自己的網站（日文版及英文版）。她在日本的

人氣指數歷久不衰，還曾經接受 Time雜誌的訪問，並成功打進韓國音樂市場。

在虛擬的背景中，杏子是東京福生一家壽司吧老闆的長女，有一個四十歲喜歡騎

哈雷機車的爸爸，四十一歲的媽媽和十五歲的妹妹「伊達薰」，同時這位虛擬妹

妹也被創造為虛擬偶像的角色。 

 

B.史庫爾‧雷翁哈特 

【個人資料】 

虛擬偶像藝名 
史庫爾‧雷翁哈特
（Squll Leoheart） 

生日 1983年8月23日 
年齡 19歲 
身高 177公分 
血型 AB型 
星座 處女座 
 

史庫爾‧雷翁哈特是 PlayStation電視遊樂器中，「太空戰士ⅤⅢ」這款遊戲

的兩大男主角之一，是個個性沈默、面無表情、行事冷漠、不愛與人交際、沒有

群體意識的青年。雖然不喜歡多說廢話，不過說到自己的興趣時會喋喋不休說個

不停，是個標準的悶騷型處女座個性。他在遊戲裡的職業是個軍校學生，因為成

績優秀，所以被選為特殊部隊 SeeD的候補生，因為他的冷峻外型，廣受到日本

年輕少女與上班族的喜愛。 

 

C.莉諾雅‧哈蒂莉（Rinoa Heartilly） 

【個人資料】 

虛擬偶像藝名 
莉諾雅‧哈蒂莉 
（Rinoa Heartilly） 

出生年月日 1983年3月3日 
年齡 19歲 
身高 163公分 
星座 雙魚座 

    以上介紹了「太空戰士ⅤⅢ」中的史庫爾‧雷翁哈特，自然就不能不提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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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同時也是這款電玩遊戲的女主角—莉諾雅，在遊戲中她是某個叛軍組織的領

袖，和男主角在一場舞會中認識，進而成為共赴危險的夥伴（此即為王菲主唱的

MTV“Eyes On Me”中的場景）。由於莉諾雅是個天真浪漫，心地善良的無邪少

女，常會讓夥伴們覺得心情愉快、熱鬧非凡。如此的個性廣受玩家們的喜愛，不

管是螢幕保護程式或是電腦桌布，都可以看到她的影子，在市面上還可看到太空

戰士的專屬畫冊出現。 

D.寺井有紀(Terai Yuki) 

【個人資料】 

虛擬偶像藝名 
寺井有紀 
(Terai Yuki) 

生日 9月9日  
年齡  17歲 
出生地  日本千葉縣 
身高  166 公分 
體重  秘密 
三圍  86/59/85 (cm) 
最喜歡的顏色 黑、白 
最喜歡的食物 西瓜、草莓...等水果 
興趣    Internet、散步、照相   
個人網站 http://www.wgn.co.jp/yuki 

 

    寺井有紀是由日本Expression Tools公司在1999年推出的首位Shade 3D美少

女，作為3D軟體Expression Tools Shade的代言人。寺井有紀從「出道」至今一

直都是 17歲，除了發行過唱片與寫真集，也跟真人演員拍過廣告，比真實的偶

像還偶像。2002年2月的台北國際書展上，她的寫真集也正式在台灣出版，這本

結合真實場景與虛擬人物的寫真集，成為書展期間的熱門商品。  

 

 

 

 

 

 

2.2 〈圖2.2-2：虛擬偶像寺井有紀之官方網站英文版-2002/10〉 外來卡通虛擬肖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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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概況 

 

 

以商品和知名卡通造型等虛擬肖像結合，收取肖像授權的權利金，其所產生

的商業利益，將比單一商品的銷售多出好幾倍的營業額，如動畫王國迪士尼電影

最大的獲利來源並非電影票房，因為迪士尼幾乎有 2/3的收入來自授權商品。國
內外卡通肖像的行銷方式眾多，業者將卡通肖像印在商品上販賣，或以卡通造型

玩偶做為促銷贈品，還可藉由活動造勢等各種行銷合作方式來達成銷售效果。觀

察國內的現象發現，以往青少年對虛擬肖像的喜好以美國為主，例如迪士尼系

列；近年來由於廣電媒體的開放、網路的普及，有線電視日、韓節目的大量放送，

開始出現日、韓出品的圖騰偶像，如「Hello Kitty」、「賤兔」、「皮卡丘」、「QOO」

等。日本學者指出，卡通與漫畫、造型玩偶等相關商品的結合，能產生一種「印

象聯盟」的效果，加強消費者的購買慾。以日本的「Hello Kitty」為例，不僅為

銀行信用卡代言，麥當勞的玩具策略也隨組合餐推出一系列 Hello Kitty&Daniel

玩偶，不僅帶動台灣當時的收藏熱潮，也創下驚人銷售量，而擁有 Kitty版權的

Sanrio（三麗鷗）公司，股價更是直線上升，估計Kitty商品有三千億日圓的市場

規模。 

 

    由於大環境產業與消費行為的改變，可發現過去以孩童為目標對象的卡通肖

像，已從電視卡通、玩具、零食、文具等領域，大舉跨入成人市場。近年來在台

灣結合卡通肖像行銷的產業，以信用卡、速食業、手機、預付卡為最新流行趨勢。

當前幾年台灣信用卡市場蓬勃推廣之際，由誠泰銀行率先推出的「Hello Kitty
卡」，掀起市場一股用卡通肖像作為信用卡圖案的風潮，位居台灣發卡量最大的

中國信託也順勢推出「趴趴熊卡」，在市場中依然創下佳績。在速食業部份，最

積極操作玩具商品的麥當勞，近年玩具策略所搭配的卡通肖像比往年更多元且具

流行感，從年初的四季「Hello Kitty」，暑假時期的韓國「賤兔」，到推出日本「大
頭狗」抱枕，玩具描準的消費群也逐漸擴大。全球麥當勞也與國內外大型卡通肖

像簽約，如麥當勞美國總部就與迪士尼公司合作，每年會推出 2、3 檔次的上映
電影玩具，全球麥當勞都可運用；台灣麥當勞更與長青型的「Snoopy」、「Hello 
Kitty」簽約 6年，未來幾年仍可在麥當勞見到相關商品（吳佳容，民 91）。 

 
在行動電話興起後，卡通等虛擬肖像的市場更是加倍擴張，從手機吊飾、 

待機圖案、螢幕保護程式到預付卡應有盡有。『行動電話在1996年，帶動手機裝

飾品的誕生，會使用手機吊飾這種新商品的，當然是大人，不是孩子。從此時起，

成年人有使用個性商品的習慣，』擁有Hello Kitty版權的三麗鷗公司商品製作部

部長鈴木賢治說，從 60年代的「原子小金剛」，到家喻戶曉的「小叮噹」，都是

孕育個性化商品的重要元素。在台灣，用戶數佔各大哥大電信公司總用戶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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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0％不等的預付卡，在新增用戶數成長遲緩之時，具有保值及收藏價值的
預付卡，便成為業者吸納新增用戶與流動用戶的手段，尤其是結合卡通肖像的預

付卡，也成為市場中活絡的商品（林淑惠，民 91）。例如約 80 萬預付卡用戶的
台灣大哥大，與迪士尼公司合作推出了“公主系列”紀念預付卡，涵蓋「白雪公

主」、「睡美人」、「灰姑娘」、「貝兒」、乘坐飛天魔毯的「茉莉公主」、及失聲的「小

美人魚」；和信電訊公司也曾推出「櫻桃小丸子」、「笑傲江湖」等肖像預付卡，

在考量預付卡的用戶成長空間有限，轉攻補充話費的儲值卡市場後，先後推出了

「老夫子」、「Hello Kitty」、12 生肖等卡通肖像儲值卡。可見卡通肖像的商品魅
力跨越國界、年齡，持久不衰。 

 

    台灣的消費者最喜歡哪些卡通肖像呢？根據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

E-ICP(Eastern Integrated Consumer Profile)2001年版，針對青少年(13-14及 15-19
歲)較喜歡的卡通肖像(複選五個)所做的調查顯示(見下圖 2.2-1)：整體來看，「哆
啦 A夢(小叮噹)」是青少年心目中最受歡迎的卡通肖像。也可從數據中發現，日
系的卡通人物在青少年心目中佔有相當大的位置，除了「哆啦 A 夢」外，還有
「皮卡丘」、「柯南」、「蠟筆小新」、「櫻桃小丸子」等等；至於有性別的 Hello Kitty
則是相對性的受到女生喜歡。因此，想要打動這群勇於花錢的年輕消費者，從和

他們很接近的卡通人物下手應該是個好辦法（信燕興，民 90）。 

    〈圖 2.2-1：台灣青少年喜歡的卡通肖像〉 

〈資料來源：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 2001年版 E-ICP〉 

 

    無獨有偶的是，除了 13-19 歲的青少年外，年近 30 歲的“六年級”女生也
童心未泯，或許也可稱之為"裝可愛"的特質，她們對卡通肖像商品簡直毫無抵抗
力：根據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 E-ICP(Eastern Integrated Consumer Profile)2002
年版的調查資料，有 8成以上的六年級女生在過去一年內買過卡通肖像造型的產
品，她們之中也有 7成 4同意「我喜歡印有卡通造型的物品」。如果對照更年輕
一輩的數字，其實從十幾歲到三十歲左右的女生，對於卡通肖像的喜愛程度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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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的衰減。這個現象橫跨整個六年級女生世代。無論她是前段班，抑或是後

段班，喜歡卡通肖像、購買卡通肖像產品的比例都很高。不過，前後段班喜歡的

卡通明星略有差異。六年級前段班女生最喜歡「Hello Kitty」（45.6%），後端班
女生則最喜歡「哆啦 A 夢」（47.3%）。排名在前幾名的還包括：「米老鼠」、
「Snoopy」、「櫻桃小丸子」、「小熊維尼」、「皮卡丘」和「趴趴熊」。在一般民眾
喜愛程度排名前十名的「柯南」，則明顯較不受六年級女生喜歡。數據顯示，印

有「Hello Kitty」圖樣是最多六年級女生購買的產品，至於排名第二者，前後段
女生又出現差異。後段班女生有 27%的比例購買過「哆啦 A夢」，而前段班女生
購買第二多的則是「米老鼠」。  

 
    由上所述可發現，這些肖像權利金不斐的知名卡通肖像多靠媒體與廣告大量
密集且持續的曝光，充分與異業結合、策略聯盟，並且推陳出新各種商品拉抬聲

勢，如：玩具、文具、漫畫、電腦桌布、螢幕保護程式、卡通、網路動畫、電影⋯

等等，一方面也配合暢行無阻的推廣通路，來儘量維持與延伸虛擬偶像的市場生

命週期。 
 

2.3  台灣網路虛擬偶像市場現況                

 

虛擬偶像這幾年在台灣發展變化迅速，多半是承襲自歐美、日韓等電玩出身

的傳統美形偶像，例如聲勢不墜的天后蘿拉（LARA）和吉兒（GILL），都是伴
隨著電玩遊戲產品「古墓奇兵」與「惡靈古堡」走紅的人物，兩者分別屬歐美寫

實派風格和日本唯美派造型。有趣的是，偶像迷（消費者）的迷戀心態與喜新厭

舊，倒是跟真正的演藝圈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說明虛擬偶像的市場性格（游明慧，

民 90）。目前軟體產業的主要趨勢承襲日本的經營模式，又回到把虛擬偶像當成
藝人來經營，製作公司以外型氣質捧紅他們所創造的偶像，從而成為這些虛擬偶

像的經紀人公司，販買偶像的肖像權、相關副產品，從唱片、寫真集、遊戲，甚

至可以為各種商品作廣告代言，但也因為發展空間有限，單純虛擬偶像被淘汰的

速度也特別快，也極少有國人自製的本土虛擬偶像大紅大紫的案例，直到 1999
年暑假後春水堂「阿貴」的出現。 

即便如此，眾多廠商仍不斷前仆後繼，推陳出新更多虛擬偶像，試圖在廣告

與消費市場上掀起一股話題，例如台灣的「開喜烏龍茶」曾用台灣西基公司開發

出來的紅髮虛擬偶像「伊瑪（E—Mar）」當作「品牌」來行銷；“杜老爺曠世奇
派”也曾在電視廣告中使用虛擬的空姐偶像作為產品代言人；中視新聞曾使用太

極影音的虛擬主播MAX與沈春華同播新聞；就連歌手陳慧琳也打算將虛擬偶像
的流行科技引入她的MTV與卡拉 OK錄影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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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3月，號稱台灣第一本虛擬偶像娛樂雜誌的《CG Magazine》正式創
刊，這種鎖定特定族群的雜誌出刊，似乎代表虛擬偶像在台灣消費商品市場中有

一定的重要性存在。而近年來網路的頻寬與動畫工具的發達以及網路使用的日漸

普及，藉由小成本與網路高速傳輸的特性，有幾位台灣土產的網路虛擬偶像悄悄

地在網路虛擬世界崛起。台灣首位引起網友廣泛討論，並且由虛擬世界成功推廣

至實體通路的網路虛擬偶像，走紅的程度甚至蔓延至美國矽谷華人區、日本、香

港、中國大陸者，首推 1999 年 9 月 21 日正式由春水堂科技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www.kland.com.tw）推出的「阿貴」；而在阿貴風潮席捲下，隔年 9 月由在線
上網際股份有限公司（www.ch1.com）推出的「訐譙龍」也獲得網友的青睞，同
樣在唱作俱佳後拍廣告、出書、出唱片，繼續朝全方位藝人邁進中。另一位在知

名導演楊德昌與鋼琴家彭鎧立夫婦有心經營的創意團隊下催生的網路虛擬偶

像，即是 2001年 10月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www.Miluku.com)推出的「牛
奶糖家族(Miluku)」。 

就在當年 921大地震驚動全台的同一天，網路世界竄出一號人物，聲勢直逼
電視狂人吳宗憲，他就是網路虛擬偶像阿貴：濃濃的鼻音、童稚的言語，阿貴有

著不同電視狂人的竄紅歷程，無厘頭式的搞笑風格是他的特色，透過網友們傳送

電子郵件的溝通方式，使阿貴得以迅速累積名氣。這個以春水堂老闆張榮貴小時

候的生活與台灣社會環境為背景的虛擬明星，原本只是一個平淡無奇、喜歡罵髒

話的小孩，卻因為無意間的幾句髒話罵對了網友的胃口，而像電腦病毒一樣，在

網友間迅速流傳。因此不須太多宣傳，阿貴很快地就大受學生與上班族的歡迎，

不斷在網路上以 e-mail方式互相流傳，而每天上阿貴網站瀏覽的人數，從開站初
期的 3000人，增加至目前每天約有 20萬人次的網友到阿貴網站看阿貴，阿貴網
站至今擁有超過 80 萬名會員。春水堂在行銷網路虛擬偶像上的驚人創舉堪稱台
灣第一，除了在 2001年耗資 1000萬推出國內首部網路電影「175度色盲」，2002
年底更耗資 3500萬推出首部由國人自製的全 Flash動畫電影「阿貴槌你喔」，並
於全省華納威秀戲院上映前，率先於官方網站推出網路版首映會，成為台灣史上

首位成功進攻實體與虛擬電影市場的網路虛擬偶像。 

在無心差柳而意外走紅的阿貴之後，憑藉搞笑歌藝雄據一方並號稱網路歌神

的訐譙龍，是繼阿貴後受邀代言國防部陸軍招生廣告，兩者皆代言各種相關產

品，成為 E 世代最受歡迎的虛擬偶像與網路動畫寵兒。訐譙龍—這個有點憤世
嫉俗的網路藝人，憑藉麻辣搞笑、唱作俱佳的功力，透過幽默又帶點批判意味的

台、國、英語混唱歌曲，替台灣人把心中的怨忿大聲唱出來，日前尚與藝人阿亮

合出唱片，堪稱是史上最嗆的「網路歌神」（在線上網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作，

民 90，「訐譙龍來了！」，時報文化）；而 2001 年 5 月訐譙龍也在台北縣長蘇貞
昌及藝人周瑛琦、謝麗金的站台助陣下，正式發行首張專輯唱片。 

在訐譙龍的歌詞裡有反諷、牢騷、挖苦，代表了小市民的無奈，但其詞曲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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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色情暴力部份也引起許多社會人士如教師團體與無肛症家屬的抗議，正當訐

譙龍的爭議性在各界注目下出專輯之際，新作中兩首歌「老師不要打我的臉」、「I 
DO RUN」甫在電視上播出，就受到新聞局通知，依據電視節目處理辦法第五條
第二項，經審查後決議列為兒童不宜的輔導級，即此兩首歌曲的播放時間只能在

晚間 11點至凌晨 5點。儘管背負社會種種爭議性，在經濟不景氣、失業率攀升、
政局動盪不安的今日台灣，訐譙龍卻以顛覆所有禮教的網路創作藝人身份大受歡

迎，受到許多青年學子認同，一方面達成閱聽人娛樂、宣洩怨懟的作用，似乎也

達到閱聽人替代性參與（訐譙：抱怨，將心中的不爽說出來）之社會行為（張家

茹，民 90）。 

鎖定都會上班族，推出牛奶糖家族的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自己定

位為結合虛擬偶像、國際電影、音樂、動畫、行銷、網際網路、富媒體動畫的國

際級網路動畫公司。1999年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得主楊德昌，整合過往在電機、
電影、漫畫、電腦工程方面的絕對優勢創造了 miluku。由他主導的新網路公司鎧
甲娛樂（Miluku.com），是一個創作都會動畫故事的網站；透過他口中兼具聲光
影音效果與故事內容的「富媒體」（rich media，整合照片、影像、語音、動畫內
容和互動功能的網路媒介）形式，楊德昌希望藉由一系列網站上的劇集，吸引網

路中產階級的注目與收視，進而運用角色商品、情境行銷、品牌鏈結等形式，取

代傳統網路的橫幅廣告（Banner），為商品的廣告與行銷帶來新模式。在開站儀
式上，楊德昌創作 11個角色的第一套動畫連續劇「Miluku」（牛奶糖家族，Miluku
為“牛奶”的日文發音）也正式上演。而且不光是台灣，鎧甲娛樂還要進軍國際，

到上海、美國設辦事處，它的動畫劇也同時擁有英語版(王小鳳，民 90)。 

    上述幾位表現較為突出的台灣網路虛擬偶像，以本土化具親和力的角色形
象、貼近生活與社會現象的故事劇情擄獲了許多支持者，憑藉著創新精神與多元

有組織的創意團隊各擁一片天。這些一反傳統付費廣告行銷模式，由虛擬通路切

入的台灣網路虛擬偶像，已得到許多掌聲與肯定，給予許多網路動畫、音樂創作

者鼓舞與靈感，也持續朝實體推廣而多元嘗試、摸索中。由於網路自由度高、Flash
動畫技術不難複製，未來台灣樂見更多的網路虛擬偶像出現，但是否每一位都能

成功複製春水堂阿貴的寶貴經驗，尚有待時間與大環境的考驗。 

 

 

 

2.4 商品擴散之相關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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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9 年春水堂「阿貴」正式出道以來，台灣虛擬偶像由網路崛起並擴散
至實體通路，可說是搭上了現今企業面臨所謂的「新經濟」〔也稱為：數位經濟

(digital economy)〕潮流，即企業之行銷方案以數位革命與資訊業為基礎。例如
網際網路的普及，使得數位經濟下的資訊屬於一種公開、透明的形式，它讓廣大

消費者的消息更靈通，並做出更佳的選擇。2002年 12月 785期的商週雜誌即報
導：在達康（.com）熱潮炒翻天的時候，有幾家新興的數位公司開始宣導後來稱
之為“病毒”的數位化版本基礎行銷價值；在數位化基礎行銷中，企業通常都利

用不請自來的電子郵件，讓品牌與消費者在一對一的情況下碰面，這種作法的理

論根據一方面來自節省成本，一方面則是因為要把品牌“播種”在有影響力者

（如網路虛擬社群的中樞）的心中。 

    本章擬就以上數位化版本基礎行銷價值的討論，就網路此一虛擬通路來探討
若干基礎行銷的作法：     

 

2.4.1  病毒行銷 

病毒行銷（Viral Marketing）是近年來在美國行銷界、網路界極受注意的一
種新行銷模式，這種模式的出現與網路有密切關係，又可稱為「核爆行銷」、「傳

染行銷」、「感染行銷」，亦被拿來與「電子郵件行銷」等化過。此名詞被大眾所

知，可追溯自 1996年美國 Fast Company雜誌網站（http://www.fastcompany.com）
十二月號所載的一篇文章“The Virus of Marketing”，該文首度將網路上的行銷
方式與病毒做類比。 

學者 Ron Knowlton將病毒行銷定義為：「這種〝病毒〞，若可稱它做病毒的
話，它真的就像是一種口耳相傳的廣告（a form of word of mouth advertising）。
它起初是由一或兩個人開始，接著散佈給其他人，就像感冒病毒（flu）一樣，
一方傳給一方然後不斷地擴散。」學者Malcolm Gladwell認為：「任何意念（idea）
被擱置著是毫無用處的，但它若能加以推動、成長並且感染給每個人就不同了，

病毒行銷是一種“意念病毒”（ideavirus）。」研究口碑行銷的學者也認為，就
在傳統的紙張傳單與折價券受到注意日益減少的同時，它們在網路上的“虛擬”

姊妹卻吸引越來越多的目光；由於每位顧客在網路上收到來自朋友的訊息時，可

以立即的複製並且散播給數十位、數百位、甚至數千人位的人，這類的網路行銷

因此被稱為「病毒式行銷」(Emanuel Rosen，2000)。 

簡單來說，就像一般感冒的散佈是靠打噴嚏、咳嗽與握手等方式，你的訊息

現在透過電子卡片、電子折價券以及“邀請一位朋友”（invite-a-friend）的電子
郵件來傳播。病毒行銷所散佈的是大眾的口碑而非感冒病毒，這種口耳相傳

（word-of-mouth）或將之傳出去（pass- it-on）的行銷方式，是一種網路上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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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式的口耳相傳”（electronic word-of-mouth），也就是一種電子宣傳的效果。病
毒行銷也成為台灣網路行銷的新趨勢，根據網路家庭總經理李宏麟表示，病毒行

銷的要意是：「有一種行銷方式，它的效果會像病毒傳染與擴散一般，一個傳一

個，最後整個都是。」飛鴿網路總經理曾履亨認為：「病毒行銷可說是數位式的

口耳相傳，不同於傳統的口耳相傳對於散佈後的無法掌控，數位式的口耳相傳是

方便追蹤的，且傳播不會失真。」病毒行銷與電腦駭客（hacker）所散佈破壞性
極強的電腦病毒（computer virus）或流行性感冒病毒相同的是，它也挾帶了強大
的感染力與爆發力；不同的是，病毒行銷屬於一種良性、商業性的電腦病毒（即

此電腦檔案所包含的各種令大眾感興趣的廣告或資訊內容），這種以網路為推廣

媒介的行銷方式若適切結合網路的種種正向特質，可使得產品的市場佔有率靠著

免費的口耳相傳或後續動作而自行不斷成長、強化。 

病毒行銷有幾個要素：連結、免費、自由、社群。病毒行銷模式在網路上得

到具體輝煌的成果，著名的成功案例包括 Hotmail、ICQ 以及美國電影《厄夜叢
林》、法國電影《情慾寫真》等。Hotmail讓網友免費申請 email信箱，靠著使用
者的口耳相傳，使得 Hotmail成為有史以來用戶成長速度最快的公司，成立甫一
年半即有 1千 2百萬用戶，其後每天約以 15萬個新用戶的速度持續增加著。另
一個例子是研發 ICQ（I Seek You）軟體的Mirabilis公司，也是免費將這個網路
即時通訊軟體提供網友使用，有些網友甚至會把 ICQ 的下載程式軟體 email 給
親朋好友供其免費下載，希望對方也用，以方便彼此溝通。 

 ICQ自出世兩年半以來已吸引了全世界 2千 5百萬位使用者，並且以每天
約 7萬 5千人的速度增加中。ICQ在矽谷工作室的負責人將他們這般未花一毛錢
在推廣上的行銷方式稱為病毒行銷或口耳相傳行銷。而《厄夜叢林》這一部低成

本的學生電影之所以成為 1999 年暑假令人驚奇的賣座片，秘訣在於採用了網路
上的口碑行銷，一開始的口碑是起因於圍繞在這部片子的神秘氛圍，並且在美國

上映的第一個星期只在 27 家戲院播映。“此一口碑最重要的部份是，我們不讓
任何人看這部電影。”這部影片的執行製作凱文‧法克西（kevin Foxe）對路透
社（Reuters）這麼說，他拒絕在日舞電影節之前放映給新聞界看，這一點使人們
議論紛紛。而法國影星蘇菲瑪索所主演的《情慾寫真》於台灣上映時，電影公司

於網路廣為散佈免費的電影折價券，只要直接從印表機列印出來即可使用，許多

網友因而利用 Email將該折價券轉寄給親朋好友，使得此影片也藉助口碑而得到
免費的宣傳。 

免費使用、自由連結下載及轉載都是 Hotmail、ICQ、電子折價券的產品特
色，另外此四項產品同樣具有廣大的社群力量，網路社群本身即具有自發性的傳

播能力，不同的網路社群也具有於某種程度的市場區隔，只要適時給予催化即能

使它們動起來，發揮強大的影響力，成為一種“口碑加速器”，一方面也迅速擴

展消息來源或廣告商希望觸達的潛在客戶名單。這是口碑背後基本力量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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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告訴別人一件新的產品或服務，因為這項新的產品或服務令他們印象深刻，

也因為或多或少與他們的生活有關。透過租用別家公司的名單來尋找特定類型的

顧客是相當昂貴的，但要求朋友推薦給你這些名字的投資顯然低得多，喜愛驚悚

電影的人傾向認識那些喜愛驚悚電影的人，病毒行銷是一個爭取新客戶很有效的

方法。 

 

2.4.2  電子郵件行銷  

    電子郵件行銷也是病毒行銷的一種，自網路崛起至今，不論網路歷經泡沫化

的式微或重新崛起，電子郵件行銷仍成為一股方興未艾的行銷趨勢。學者 Sarah 
Stambler 認為：「我們正遭逢行銷劇變的時代，而電子郵件行銷不但是網路行銷
的殺手鑯，很快的更將顛覆舊式行銷，成為行銷的主流。」國內學者別蓮蒂也表

示：「電子郵件廣告雖然是最傳統的網路廣告工具，但也是目前最有效的網路廣

告工具。」根據 Forrester的調查，1997年約有 30億份電子郵件廣告被寄出，而
預計到 2002年，約有 2500億份的電子郵件廣告，預估在短短四年之內將會建立
一個 10億美金的廣告市場（Kania，1998）。 

與傳統點選式的網路廣告相較，電子郵件形式的廣告是屬於更積極、個人化

的推式廣告，廣告主將廣告訊息主動傳遞至目標受眾的私人 Email信箱中，而非
靜靜躺在網頁中等待消費者點選。以電子郵件作為廣告工具其主要優勢在於市場

區隔、成本低廉、線上即時交易、便於口碑行銷（轉寄 Email）與迅速掌握消費
者動態與回應。電子郵件廣告的刊播方式可由廣告主自行或委託網路媒體代理託

播，也可以會訊或電子報的形式發出，或向電子報或新聞電子信函購買廣告空間。 

依據欣勤於 1998 年的歸納與本研究整理，電子郵件廣告依廣告的訊息內容
與表現方式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促銷廣告： 

這是電子郵件廣告最常見的宣傳手法，只要價格夠低，不怕不引起消費者注意，

並且在一定期限內增加產品的銷售量。 

 

2.軟體販買： 

即是盜版大補帖的廣告，通常會宣傳補帖網站的網址，或可直接 在線上進行回
覆、下單購買的直效行銷廣告，現今有許多色情光碟、盜版唱片或院線片易用此

法行銷。 



 22 

3.電子折價券： 

如網路上流行甚廣的化妝品、食品、電影、書籍等等的電子折價券，只要下載列

印出即可使用，還可無限量地轉寄給許多親朋好友使用。.     

4.企業網站自行對會員發放的電子報： 

如 BOOTS 藥粧店、ELLE女性雜誌定期將各種產品、美容保養、折扣等資訊寄
發至會員的 Email信箱，及 7-11對其會員寄發「7-paper便利生活報」等等。 

5.Vmail影音郵件： 

所謂「Vmail」即是以 e-mail傳送 video 影像，搭配電子郵件行銷的方式，來達
到分眾廣告鎖定目標群眾(targeting)的效果。在製作面上，當網路使用者在 on-line
線上時，可以直接 play video播放影音廣告，若是 off- line 離線的狀態時，也就
是常常網路使用者會先把信件 download 下載下來閱讀觀看，這時候也可以秀出
Banner 來，而不至於會有太大的困擾（如：蕃薯藤賣翻天的電子狗商品廣告即
運用 Vmail來呈現）(蔡念中等，民 90)。 

 

 

2.4.3 口碑行銷 

口碑（buzz）在許多產品的擴散與採購過程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新聞週
刊》（Newsweek）在 1988 年的一篇文章中對口碑下了如此的定義：“具有傳染
性的一直談論有關坊間令人振奮的一位真實的熱門人、地、事、物”。這是一位

新聞工作者對新鮮的定義：是熱門的，是此時此刻吸引人們注意的。《口碑行銷》

（The Anatomy of Buzz）一書的作者 Emanuel Rosen認為「口碑」（buzz）是對於
某一特定產品或公司在一特定時間的所有評論的總和；而「口耳相傳」

（word-of-mouth）是指任何口頭上的傳達，在消費者行為中的概念上，與口頭
傳達產品給朋友、家人及同事有關連，口耳相傳是口碑傳送的方法之一。口碑對

一個品牌來說是口耳相傳，它是聚集了所有人與人之間及時的傳達任何一方面有

關一項特定的產品、服務或公司。坊間許多產品（或與產品相關之人、事、物等

概念）都是經由口耳相傳引起討論而如滾雪球般廣為人知，例如電影「厄夜叢

林」、影集「欲望城市」、鮮明的人物「哈利波特」、「阿貴」、「訐譙龍」等等。 

口碑以優秀、滿意的使用者經驗開始，如果你的產品不能讓人傳遞這些經

驗，則口耳相傳只會讓“壞事傳千里”，無形中造成對產品強大的殺傷力。口碑

對各行各業的影響不盡相同，它在一個行業扮演的角色取決於四要素：你產品的

本質、你試著努力爭取的人、你的顧客的人際網路等連線、你所在產業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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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企業對口碑的需求將隨行銷策略而改變，你和競爭對手的行銷策略，可能會

影響你依賴口碑的程度，例如集體採購對降低口耳相傳的依賴有些幫助。為了創

造並有效運用口碑，Emanuel Rosen主張應對口碑有實際的看法，而非一味地美
化它。例如有些口耳相傳的愛好者主張，如果你得到好的口碑，就不需要做任何

廣告，這可能是大大的錯誤。通路、廣告、促銷以及其他傳統的行銷活動，可以

將圍繞在你產品四周的善意轉換成銷售行為，好口碑是你所能期望最好的東西，

但它不過是行銷組合中的一個元素，而非全部。 

 

2.4.4  植入式行銷 

 
「植入式行銷」也可稱「置入式行銷」或「嵌入式行銷」，是指將產品融合

在電影、節目等影片或線上遊戲中，為廣告主進行商品代言與行銷。這幾年來好

萊塢的電影裡開始流行一種所謂的“植入式廣告”，將商品直接植入影片並融合

劇情當中，讓觀眾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如電影《荒島餘生（Cast Away）》、《電
子情書（You’ve Got Mail）》直接把聯邦快遞、威爾森排球、星巴克咖啡“植入”
電影裡面，就是最好的例子（北京娛樂信報，民 91）。 

 
在 2003 年，這股植入式行銷風潮開始延伸至國內的線上遊戲。繼「遊戲橘

子」在自行研發的遊戲《椰子罐頭》中，加入許多消費性商品廣告之後，「昱泉

國際」也陸續與菲利浦、國泰人壽、曼秀雷敦小護士合作，這些線上遊戲公司在

自製的遊戲中進行各種異業合作和市場開拓，開創出點數卡之外的網路遊戲新興

營運模式（中央社商情，民 92）。線上遊戲的「植入式行銷」有哪些作法？昱泉
遊戲事業部執行副總經理謝幸子表示，《怪獸總動員 online》正在觀察植入式行
銷能為遊戲帶來多少營收貢獻，一般植入式行銷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是單純放

廣告主 Logo，第二層是設計任務，第三層是設計專屬場景，第四層是協助廣告
主經營社群（呂維振，民 92）。 

 

2.5  寬頻網路影音廣告 

 
 
   目前台灣網路廣告的形式五花八門，包括動靜態橫幅廣告 Banner、按鈕廣告
Button、推播廣告 Push Technology、編輯式廣告 Advertotial、插播式廣告
Interstitial、贊助式廣告 Sponsorship、郵件廣告 Mail Advertising、彈出式廣告
Pop-up Ad、浮水印廣告Water Marks Ads、文字鍊結等型態，更有全螢幕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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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視窗、eDM、120X600摩天樓看版、160X600的寬式摩天樓看版等，但由於
過去頻寬的不足，網路使用者多使用窄頻，使得網路廣告呈現的方式多偏於平面

或動畫式，而無法進入大量的影音、大尺寸看版、互動動畫、語音廣告、及動畫

等影音效果十足的網路廣告階段（蔡念中等，民 89）。 
 
在檔案傳輸技術上，過去的影像檔案多以壓縮下載（download）方式，透過

影音播放軟體在電腦螢幕上呈現；近年來，影音串流(streaming)技術與影音壓縮
技術的提昇，使得網路影音播送的服務，包括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網
路直播（live casting）越發普及廣受使用。例如目前已有業者運用網路播送廣告
CF 或影音內容，簡稱為 Vad(Video Advertising)，另外亦有以 e-mail 傳送 video
影像，稱之為 Vmail。目前網路上的影音廣告多以方塊影視窗專門播放或以超鍊
結的方式呈現影音廣告效果。根據 2001年 4月 23日第 15版的大成影劇報，寬
頻影音廣告的播放型態約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下載：下載是一般影音網路廣告的播出形式之一，影音網路廣告因聲音

影像所佔的容量大，因此網路使用者若需某一影音網頁的資料，透過下

載，須等候下載時間，才能觀看到影音廣告。 

二、直播：影音廣告採用 Streamin 網路串流技術，透過寬頻，可以讓網路
使用者一邊下載一邊觀看，不須等待下載的時間，成為一種新型態的影

音網路廣告。 

三、VOD隨選視訊：網路使用者連上寬頻電視網站，可藉由 VOD隨選視訊
的方式，24 小時全天候反覆點選收視，可收看來自世界超過 200 個頻
道的節目、網路電影、網路連續劇等，目前國內網路上包括網路數碼國

際、中華電信 Hinet、網路動員、天王星網站及阿貴網站等公司，皆有
提供網路電視節目的服務。 

 
    換言之，此種多元多樣變化的影音互動模式只有在寬頻網路多媒體中才能被

呈現，網路影音廣告的需求必然是寬頻網路廣告未來發展的趨勢。而根據 1998
年精實市場研究顧問公司針對廣告主網路運用的調查報告顯示，一般廣告主考慮

採用網路廣告的主要目的是：宣傳活動事件與內容（87.5%）、宣傳公司形象
（75%）、促銷產品（50%）、產品銷售（37.5%）、以及透過網路活動收集名單
（18.8%）等。而網路的發展則在寬頻技術的建設與支援下，不僅擴大了資訊承
載量，更加速了資訊流通與下載量，進而使台灣地區在寬頻固網的普遍建置下，

預計未來網際網路使用者將繼續增加，也因此寬頻影音網路廣告的前景將更為看

好（蔡念中等，民 89）。其中尤以 Vad(Video Advertising)影音廣告最受矚目，目
前台灣若干寬頻娛樂影音網站的業者，運用播送廣告 CF或影音內容的 Vad，結
合「商品植入式行銷」，如孕育網路虛擬偶像「阿貴」的「貴寶地」網站

（www.kland.com.tw）、主打「訐譙龍」的「CH1」網站（www.ch1.com.tw）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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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提爾科技的調查研究，Vad影音廣告在網路功能與廣告效果上，與 TV、Banner
的比較如下表： 

 
表 2.5-1：TV、Vad、Banner 在網路功能與廣告效果上的比較 

 TV Vad Banner 
播放時段限制 特定時段 24hr/Internet 24hr/Internet 
單一檔次收看人數 視時段、頻道而定 視網站而定 視網站而定 
播放成本 高 中 低 
播放長度限制 易受限 較不受限 較不受限 
廣告吸引力 高 高 弱 

廣告播出特性 播放完畢即完成 兼具 TV、Banner
之特性 

須先注意 Banner 內
容，再瀏覽該連結網
頁，廣告過程才算完
成 

互動性 弱 高 高 
多檔連播 可 可 可 
分眾性（Targeting） 弱 高 高 
視覺焦點 強 高 弱 
連結功能 無 有 有 
媒體多元性 弱 強 強 
系統功能需求 無 中 弱 

〈資料來源：提爾科技，www.tealtech.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