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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之一：A-Kuei阿貴 

4.1  個案背景介紹 

 
就在 1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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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阿貴家族裡的其他角

色也都成為當紅炸子雞，各自坐擁一群支持者。阿貴卡通以本土化形象為創作出

發點，與外來卡通相較更多了份親和力，這也是阿貴予人的直接印象，雖然阿貴

卡通只是簡單的剪紙表現手法，觀看者卻可由其劇情得到很大的娛樂效果，簡單

的畫風、無厘頭貼近社會現象的劇情、活潑生活化的對白，就是他深植人心的原

因。以下將說明以台灣春水堂阿貴作為個案探討的原因，深入介紹阿貴如何以網

路虛擬偶像的姿態竄起，架設起專屬的官方網站，並且由虛擬擴展至實體通路，

受到台灣以及海外市場的歡迎。 

 
 
4.1.1  數位經濟竄起，網路泡沫中的傳奇—「阿貴」大放異彩 
 
    如第二章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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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2 月 785 期的商周雜誌即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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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堂科技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網路虛

擬偶像「阿貴」即是其中成功的範例，在行銷策略的研究上別具探討價值，因此

筆者將之列為研究個案一。而隔年崛起的「訐譙龍」將在下一章個案二做探討。 

    阿貴的成功，在民國 90年 9月份遠見雜誌的報導中可見端倪：「網路神話破
滅後，在許多網路公司忙著裁員、精簡之時，春水堂科技與在線上網際網路股份

有限公司卻忙著擴編、增資，因為他們背後有兩個大“靠山”—『阿貴』與『訐

譙龍』。這兩個傳播圈的超級偶像，他們出書、灌唱片、拍廣，橫掃網路、電視、

出版等多種媒體，甚至還要進軍國際。他們不需要五穀雜糧、專人伺候，就可以

分身處理繁忙的工作。他們不是真人，而是網路虛擬偶像。一是古靈精怪、頭大

身體小的阿貴；另一則是貌似蜥蜴、憤世嫉俗的訐譙龍，兩者皆崛起於網路 Flash
動畫，大受歡迎而朝向其他媒體發展，並發展其他周邊商品。工作上放縱創意，

財務上則保守規畫。春水堂科技和在線上卻靠著「阿貴」和「訐譙龍」兩個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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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在不景氣中增資、擴編。在海外發展上，春水堂科技在進軍日本動畫市場上

成績斐然，連電信巨人 DoCoMo也看上阿貴，打算為阿貴出一支命名為M-Stage
的手機。」 

 
基本上，阿貴的成功因素可歸納為以下主要三點：第一，清新樸實的本土風

格引發懷舊情緒的連結與認同；第二，絕佳的創意獲得網友的病毒式轉寄與口

碑；第三，技術條件，即網路傳輸的便利、台灣網路的頻寬與動畫工具的發達。 

 
第一點來說，長久以來台灣的虛擬肖像市場上，美國南方公園和日本蠟筆小

新的無厘頭風行、Hello Kitty可愛討喜與小丸子的平民化風格、迪士尼和華納卡
通人物⋯等的流行，在充斥者外來文化的台灣，正當國人已對蠟筆小新與口袋怪

獸的文化殖民感到反攻無望，阿貴這個帶著天真個性的台灣小孩馬上以席捲的態

勢擄獲許多人的心，大人覺得天真的阿貴正是描述自己的童年生活，而小孩則將

阿貴當成很酷的流行偶像。阿貴受到歡迎與認同代表台灣人什麼樣的心理與現象

呢？張榮貴提及阿貴網站最受歡迎的兩支經典動畫分別是「小孩子不可以說髒

話」和「阿嬤的腳皮」；從這兩支網路動畫與貴迷的反應看來，最受歡迎的人物

是阿貴和阿嬤，而這兩個人物被塑造成每個人街頭巷尾的朋友與親人，在這兩個

人身上發生的故事全都是來自溫馨、貼心的日常生活，目的是讓大家重新關心身

旁的朋友、家人與台灣。 

 
第二點來看，網友們病毒式的轉寄與口碑推薦的威力的確不同凡響，這種深

植民間與自發性的媒介使用行為較廣告公關宣傳的訊息接收更真實與持久。起初

張榮貴創造阿貴只想單純抒發心緒，但卻透過網友們病毒式的轉寄一炮而紅，這

是他始料未及的。 

 
第三點來看，近年來網路的頻寬與動畫工具的發達，藉由小成本與網路高速

傳輸的特性，由春水堂發行的阿貴動畫迅速在網路間流行起來。挾著網路傳輸的

便利與市場上的先發者，阿貴不僅在網路上廣為流傳，年齡層跨越了歐吉桑與國

小學童，憑著「幹，小孩子不可以說髒話」一支網路動畫從美國矽谷華人圈紅回

台灣，還趁著當紅，努力朝向偶像化、多元化發展，包括出版專書、生產周邊商

品，將卡通外銷到日本的 i-mode 上網手機、加入衛星電視節目、升級成數位電
影，甚至跨足餐飲業，以肖像授權聖瑪利餐飲經營阿貴主題餐廳。 

 
 
 
 
 
4.1.2  擇為研究個案的原因—亮眼的表現與獲利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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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他網路公司還在燒錢之際，1999 年 9 月成立至今剛滿三年多的阿貴網

站，在不到一年的時間，於 2000 年 8 月就達到損益平衡，每月營業額約 1000
萬元，其中六、七成來自於廣告等業外收益，估計在 2000年底前可成長至 2000
萬元，該年的營收可達到 1億元。 
 
阿貴出道以來獲得許多不凡的殊榮： 

 
時 間 亮       眼       的       表       現 

l 網路電影「175度色盲」及總經理張榮貴獲得美國 CNN有線電視採訪報導 
l 「第一屆電子商務網際金像獎 e-oscar」最佳優質網站 
l 「第三屆 Cyber Oscar網際金像獎」最佳影音綜藝、最佳人氣銅獎 
l 數博網網路調查報告，阿貴網站整體排名為第 27名，以女性為主的排名第 7名 
l 阿貴網站榮獲第二屆「Click!連結金手指網路獎」的「最佳媒體」銀牌獎、「最佳

網站內容」銀牌獎、「最佳品牌行銷」銅牌獎、「最佳事件行銷」金牌獎、「最佳
非橫幅廣告」金牌獎、「最佳創新性網路行銷廣告」銀牌獎、「最佳電子郵件廣告」
銅牌獎及「年度最佳網站廣告金獎」，成為該屆最大贏家。 

l 數位週刊「台灣網路史上第一次排名大調查」500 大網站總排行，阿貴網站名列
第 14名 

l 阿貴勇奪中國時報票選 2000年財經人物第 1名 

2000年 

l CNET2000年度科技風雲榜第 2名 
l 日本 NHK電視台以「鄰國多媒體發展」專題報導春水堂科技娛樂公司 
l 「阿貴一點點」再創收視佳績，全國有線電視排行榜冠軍  
l 總經理張榮貴參加第一屆東京市杉並區動畫節 
l 獲得商業司計畫挹注資金與技術 
l 以電影「阿貴捶你喔」獲選新聞局輔導金一千萬 
l 「阿貴動畫」至日本富士電視台播出，獲得同時段收視率第一名 
l 第十二屆時報亞太廣告金像獎「最佳非橫幅廣告獎」銀獎  

2001年 

l 「阿貴網站」獲得網際金像獎「最佳休閒娛樂網站」 
l 「阿貴網站」獲得第三屆「Click!連結金手指網路獎」的「最佳內容網站」銀獎、

「最佳媒體」銅獎 
l 春水堂科技公司「阿貴 30鐘卡通－阿貴愛你喲！」至台灣電視台播出，獲得同

時段收視率第一名 (2002.03.02) 
l 春水堂科技娛樂遠從日本來的阿貴人偶今天剛下飛機就特別現身與大家見面！

「貴寶地」初期將以「阿貴網站」和「輕描淡寫網站」率先收費，經濟日報、大
成報、自由時報及星報亦有相關報導  (2002.05.29) 

l 寬頻影音數位網站「貴寶地」榮登蕃薯藤網友查詢率統計前十大熱門網站排行榜 
(2002.07.23) 

l 「阿貴槌你喔」獲得 2002年經濟部舉辦數位內容系列競賽「國際級動畫產品雛
形獎」。得獎評語：成熟的角色設定與故事，市場容易操控  (2002.11.21) 

l 『阿貴槌你喔』電影全省華納威秀影城上映  (2002.12.14) 

2002年 

l 張榮貴總經理參加北京遼寧出版社阿貴簡體版文子書新書發表記者(2002.12.30)  
2003年 l 春水堂科技娛樂公司榮獲 2003年第四屆網路金手指「最佳媒體」銀獎(2003.01.24) 

(資料來源：春水堂科技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4.1.3  「阿貴」的創作動機，由虛擬躍向實體通路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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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堂總經理張榮貴創作「阿貴」的動機主要是懷舊。他的初衷很簡單，希

望藉由阿貴家族，重現台灣三十年前美好的土地與人情。他認為現今社會物欲橫

流，凡事只向金錢看齊，而且大部份媒體都太嗜血了，電視新聞鎮日充斥著各種

煽動性的負面消息，令人感慨。張榮貴以他童年記憶為原型，創造出春水鎮、春

水國小，把他記憶中那些性格鮮明的人物，變成網友們耳熟能詳的阿貴、秀妹、

阿嬤、李老師等人物。他們並不完美，多半有些不衛生、貪小便宜、裝模作樣等

無傷大雅的壞毛病，但都保留了某種簡單純樸的性情。 

 
當阿貴推出屆滿一週年，張榮貴於 2000年 9月接受統領雜誌採訪時，道起

阿貴的發想經過：「阿貴的誕生來自兩個社會案件，一個是父親騷擾女兒、另一

個則是老師遭學生砍了一刀的親倫與人倫悲劇。來自眷村的張榮貴深切感覺到這

和過去溫情的台灣簡直有天壤之別，於是下定決心一定要找回一個有理、有情的

人物。於是阿貴誕生了！」張榮貴還提及阿貴網站最受歡迎的兩支經典動畫分別

是『小孩子不可以說髒話』和『阿嬤的腳皮』；從這兩支網路動畫與貴迷的反應

看來，最受歡迎的人物是阿貴和阿嬤，而這兩個人物被塑造成每個人街頭巷尾的

朋友與親人，在這兩個人身上發生的故事全都是來自溫馨、貼心的日常生活，目

的是讓大家重新關心身旁的朋友、家人與台灣。張榮貴還沒成為阿貴網站的老闆

之前，曾經是電影界的知名導演，阿貴這個角色，事實上就是春水堂總經理張榮

貴小時候的翻版，46歲的張榮貴原本是導演，在 39歲時意外迷上動畫，本來想
做的是電視卡通，但電視卡通成本高，所以張榮貴才把構想帶到網路上，沒想到

竟然一炮而紅。大學學電影的張榮貴，在自己唸完電影後曾做過許多不同工作，

陸陸續續拍了 1000多支 MTV、300多支廣告 CF，拿了好幾次金穗獎；在 2000
年 8 月終於拍攝完成春水堂科技娛樂公司推出的首部網路電影《175 度色盲》，
還接受了美國 CNN有線電視的訪問。 
 

2000 年，阿貴躍出虛擬的網路世界，找到更寬廣的發展陣地。春水堂科技
於 2000年營收破新台幣 3000萬元，主要是來自「阿貴」的廣告代言、肖像授權
等。從 2000 年 4 月起，春水堂連續推出阿貴的圖文書、T恤、卡片等，甚至還
推出阿貴「快樂天堂」等唱片，以及肖像授權予聖瑪麗餐飲推出阿貴主題餐廳；

2000年 8月發表第一部網路電影「175度色盲」，9月發行「阿貴生活聯絡簿」，
已出版的阿貴文字畫更在一週內賣出 2萬多本，初踏入實體世界成績斐然。除此
之外，阿貴還密集地上電視、拍廣告，2000 年阿貴先是在《中視新聞》連續曝
光一個月，隨後又接拍了好幾支眾人耳熟能詳的廣告，成為商品的主要代言人，

包括以年輕族群為訴求的「Mastercard愛情萬事達卡」廣告、統一關東煮廣告、
FETnet 等電視或意識型態廣告，甚至連國軍找代言人，也看上阿貴穿軍服拍廣
告。這些廣告每支的價碼都不同，有的商業廣告價碼約在 100萬元至 300萬元；
不過，若是公益廣告，即使價碼不高，春水堂也會看情況決定是否接，價錢不是

阿貴決定接不接拍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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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貴由虛擬躍升至實體的成功發展不只在台灣，在日本、香港、大陸也有不

錯的成績。春水堂科技 2000 年 11 月底正式成立英屬維京群島春水堂娛樂公司
（Spring House Entertainment Inc. BVI），負責海外業務發展；2001年 6月也與
Omega公司成立「A-Kuei Partner」，負責經營阿貴日本簡體版的「阿貴日文官方
網站」—www.paota.com(寶島網站)；2002 年與國際影業簽約全力發展香港及大
陸事業。 

 
以下將台灣網路虛擬偶像阿貴的出道、發展與行銷活動作一介紹： 
‧阿貴的基本資料： 
虛擬偶像名稱 阿貴（A-kuei） 
性別 男 
出道時間 1999.9.21 
出道媒介 網路 Flash動畫 

 (最後再補上) 

 
 
‧春水堂科技娛樂的跨媒體發展（1999.9.21∼2002.12.31）： 
發展形式 跨   媒   體   發   展   內   容   摘   要 

網路動畫 1999年 9月 21日阿貴網站架站,”震”驚全台。推出「小孩子不可以說髒話」、「阿嬤的腳皮」
等數支 Flash網路動畫，在網路上廣為網友們流傳，帶動台灣自製網路動畫的興盛。 

書籍出版 

2000.09.01 
阿貴筆記書-「阿貴的生活連絡簿」9/1日全省熱賣 
2000.11.09 
「阿貴不要說髒話」文字漫書上巿發表會 
2001.10.04 
太平日洋日報「春水堂科技發行阿貴小百科系列」報導春水堂科技娛樂公司與寶瓶文化合
作，推出知識叢書「阿貴讓我咬一口」針對幼教巿場具示範教育功能 
2001.12.11 
大成報「阿貴再出書 鎖定小朋友」報導阿貴再推出「阿貴趴趴走」全新創作 
2002.02.06 
大成報「阿貴牽紅線 皇冠春水堂結親家」報導兩大集團異業結盟，阿貴出版社率先推出網
路偶像劇「903 忠孝捷運」繪本給貴迷當賀禮 
2002.04.27 
「阿貴大嘴巴」新書首賣會於金石堂忠孝店舉辦握手會。(2002.07.07「阿貴大嘴巴」在全球
重點地區華文出版暢銷書榜榮登第九名，聯合報、亞洲周刊亦有相關報導) 
2002.12.30 
張榮貴總經理參加北京遼寧出版社阿貴簡體版文字書新書發表記者會 

專輯唱片
與影音出
版 

2000.12.20 
「阿貴的快樂天堂」專輯唱片發行。（「不負眾望 快樂天堂 e起打造 阿貴銷音 放眼寰宇」星
報、民生報、明日報均有「阿貴的快樂天堂」新專輯報導） 
2002.08.23 
市面上推出阿貴最新長篇動畫──「踢到你嚎」VCD Extra 

電視節目
與新聞演
出 
 

2000.06.10 
台視週六綜藝節目「綜藝旗艦」“名人大會考”單元介紹阿貴網站，並播放動畫“好吃香狗
堡” 
2000.06.27 
阿貴網站與「中視晚間新聞全球報導」簽訂策略聯盟,阿貴將於 6月 27 日起每週一至五在中
視晚間新聞中亮相 
2001.03.05 
「阿貴一點點」每周一至五晚上八點於衛視中文台播出。(2001.03.13AC 尼爾森收視調查,阿
貴一點點收視率高居全國有線電視排行榜第三名) 
200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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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9:03 花巷草弄衛視中文台不見不散」報導輕描淡寫網站動畫 9:03 分即將在衛視中
文台播出 
2001.09.01 
大成報「阿貴闖台視 進駐主播台」報導自九月十七日起，台視晚間新聞實體主播廖筱君將
與虛擬主播－阿貴，一起播報新聞，及與氣象主播熊臺玉一起播報天氣 
2001.10.16 
春水堂科技公司「阿貴動畫」至日本富士電視台播出，獲得同時段收視率第一名 
2002.02.22 
[阿貴愛你喲]3月與你台視見 30分鐘卡通全台首映。(2002.03.02春水堂科技公司「阿貴 30
鐘卡通－阿貴愛你喲！」至台灣電視台播出，獲得同時段收視率第一名 ) 

廣播節目 
與訪問 

2000.12.18 
總經理張榮貴與「特務迷成之 2003 」男女主角張智堯及方子璇參加 FM96.7 寰宇廣播電台
訪問談網路電影 
2000.12.20 
創意企劃總監錢芸霞接受台北之音「台灣大不同」主持人鈕承澤訪問談阿貴網站特點、阿貴
家族特性`未來動向及網路電影「特務迷城之 2003」 
2001.06.21 
星報「周瑛琦 情網綿綿」報導輕描淡寫與 Power 989 跨媒體合作 

電影發行 
 

2000.08.16 
CNN「World Report」介紹全球首部網路電影「175度色盲」,並訪問總經理張榮貴先生有關
網路電影的製作過程、創作理念及網路娛樂事業的前景 
2000.11.17 
舉行春水堂科技娛樂與嘉禾電影合拍的網路電影「特務迷城之 2003 」開鏡記者會 
2002.12.14 
『阿貴槌你喔』電影全省華納威秀影城上映。（2001.06.29 ETtoday 「國片輔導金得主出爐 阿
貴槌你喔等片獲選」報導春水堂科技娛樂獲選輔導金一千萬） 

周邊商品 

2001.07.07 
星報「阿貴兵團就是囂張」報導阿貴家族商品促銷活動 
2001.08.24 
大成報「開學囉！揹著阿貴趴趴走！」報導春水堂科技娛樂公司首次結合通路製造商，推出
一系列開學用品的阿貴書包袋類與文具 
△ 阿貴周邊商品代理與通路： 
阿貴袋類通路如下:  
全省三商百貨，金石堂書局，新光三越百貨公司，SOGO百貨公司， 美華泰精品百貨，寶雅
精品百貨，9*9文具精品，高雄大阪精品百貨， A+1連鎖通路，台北補給站  
阿貴文具：  
(台北)  
三商 久大 光南 金石堂 新學友 何嘉仁 三民書局 書田書局(龍江店.南京店.大安店) 聯一
書局(南京店) 建宏書局(昆明店) 三宜書局(和平店) 樺泰(新店) 向日葵(土城店) 東方(重慶
店) 九大 (許昌店) 光南 (許昌店) 何嘉仁 除下列四家外皆有賣 (松江店.華納店.士林店.文
林店 officeline)   
(中南部)  
美華泰 名佳美 寶雅 四季 金玉堂 九乘九 諾貝爾 金冠文化廣場 三宜 向日葵   

線上遊戲 

2001.06.07 
星報「阿貴線上遊戲秋天見日文版躍躍欲試」報導阿貴進軍日本及阿貴汽水糖 
(遊戲名稱與種類參考「貴寶地」網站上「遊樂場」的各類連線與非連線遊戲 
 網址:www.kland.com.tw/games/index.phtml) 

其他 「貴寶地」網站提供免費的 Flash 動畫（限「小薰 DJ 秀」系列）、桌布、螢幕保護程式、音
樂歌譜、各種電子賀卡… 等供網友下載 

(製表：本研究摘要整理) 

 
 
 
‧春水堂科技娛樂的行銷活動（1999.9.21∼2002.12.31）： 
活動種類 行   銷   活   動   內   容   摘    要 
網站設立與
電子報發行 

1999.09.21   阿貴中文官方網站正式架設(www.a-kuei.com.tw) 
2000.06.09  「貴班快報」電子報創刊號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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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7.01   阿貴網站全面盛大改版 
2000.08.02 與 PChome 合作寬頻動畫電子報-「阿貴 epaper 電子報」發刊，於週五出刊 
2000.08.19   網路電影「175 度色盲」電子報創刊 
2001.06      阿貴日文官方網站〈寶島〉開站（www.paota.com） 
2001.07.01   阿貴簡體版網站開站 
2001.08.29   愛情動畫「輕描淡寫」在網站上推出「小薰 DJ秀」並發行紀念版 CD 
2002.03.27 寬頻影音數位網站「貴寶地」開站(www.kland.com.tw)，並發行「Kland搶鮮 
            報」(2002.07.23寬頻影音數位網站「貴寶地」榮登蕃薯藤網友查詢率統計前 
            十大熱門網站排行榜) 
△代表作品包括（商業類）： 
‧上班族幽默阿拜代言飛利浦產品被評為今年效果最佳廣告 
‧阿貴代言信用卡「愛情萬事達」榮獲亞太廣告「最佳非橫幅網路廣告」金獎  
‧阿貴擔任柯達快速彩色活動代言人，推出「啥咪阿貴」促銷活動 
‧阿貴家族為萬通銀行在台北火車站地下商店街的導覽系統代言 
‧阿貴代言台北海洋館的網路電影及動畫廣告「特務迷城之 2003」 
‧阿貴代言統一多果汁 
‧阿貴代言統一阿 Q碗麵 

廣告代言 △代表作品包括（公益類）： 
‧阿貴為陸軍總部代的招生廣告將在各大電視台強力放送 
‧大成影劇報 15版「網路共和國」報導「阿貴 Rap 全家總動員」為中華奧運代言 
‧「要 high 可以.搖頭會害」台北巿政府反毒宣導,阿貴家族代言拒吃搖頭丸公益廣告 
‧馬巿長和阿貴共同代言「YES e 夏青少年網路新生活運動」 
‧「庾澄慶、阿貴教你拒菸秘笈」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邀請阿貴擔任「拒吸二手菸」代言人 
‧「點燃生命之火愛心募款儀式」阿貴擔任活動代言人。春水堂科技公司也特別設計手捧 
   愛心的天使阿貴造型，取名為「愛心貴」。 

公關活動 
與媒體宣傳 

‧08/18/00「定義第九藝術 全球首部網路電影 175度色盲 驚艷全世界」記者會在台北紐約 
  紐約 6 樓盛大舉行。（中視晚間新聞、華視晚間新聞、 TVBS新聞台、中天新聞台、民 
  視新聞台、八大娛樂新聞、三立娛樂新聞及三立娛樂網均有播出。中時晚報也以大篇幅 
  介紹;次日自由時報、台灣日報、大成影劇報、星報、民生報、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 
  中國時報、明日報、電子時報、中央社、 ZD Net 國際中文版、鉅亨網、 IS生活資訊網、 
  東森新聞報.等娛樂版面均有報導）  
‧10/05/00美麗佳人副版「愛女生」首次打破傳統以網路虛擬人物偵探阿貴擔任 10 月 號 
   封面人物,「偶像會客室」單元也大篇幅的介紹阿貴家族 
‧10/11/00「要 high 可以.搖頭會害」台北巿政府反毒宣導記者會,阿貴家族代言拒吃搖頭丸 
  公益廣告 
‧11/17/00春水堂科技娛樂與嘉禾電影合拍的網路電影「特務迷城之 2003 」開鏡記者會 
‧12/15/00網路電影「特務迷城之 2003 」試片記者會在台北紐約紐約 7樓盛大舉行。資深
電影製片焦雄屏教授、雅虎台灣分公司鄒開蓮總經理及日本影推行發展公司花田良知社長
都是座上佳賓 
‧01/03/01TVBS「晚安！各位觀眾」介紹阿貴唱片及阿貴主題餐廳。創意企劃人員上 PC 

HOME聊天室會網友談「阿貴網站」及「阿貴的快樂天堂」 
‧01/04/01總經理張榮貴與企劃總監錢芸霞至香港參加網路電影「特務迷城之 2003 」記者
會，並接受各大媒體專訪 
‧台北捷運報「網路萬花筒」專欄報導在衛視中文台播放的阿貴網站的 15 支賀年動畫 
‧01/12/01事業發展處總監黃維菁接受非凡電視台採訪，暢談春水堂科技娛樂的新計畫 
‧01/15/01新新聞雜誌春節合刊號報導阿貴成名過程及未來發展 
‧02/02/01台視新聞「誰來早餐」單元專訪總經理張榮貴談阿貴網站願景,播出時間為 2月 6
日上午六點四十分 
‧02/26/01日本電視 NHK晚間新聞特別報導「鄰國多媒體發展」報導阿貴動畫 
‧04/26/01輕描淡寫 9:03 開站記者會於富邦大樓舉行,當天貴賓媒體雲集 
‧05/05/01阿貴網站、阿貴主題餐廳主辦,統一企業協辦「天才老媽玻璃心」邀請玻璃娃娃及
母親到阿貴主餐廳歡度母親節 
‧05/05/01阿貴網站、阿貴主題餐廳主辦,統一企業協辦「天才老媽玻璃心」邀請玻璃娃娃及
母親到阿貴主餐廳歡度母親節 
‧07/09/01大成報「阿貴愛你親子同樂喜年華」報導阿貴首次走出戶外與貴迷進行互動 VCD 
特賣活動。民生報、星報、 ETtoday 、聯合新聞網均有相關報導 
‧07/10/01太平洋日報「網路小天王阿貴東區舉辦活動引起騷動」報導「阿貴愛你喲 VCD 又
拍又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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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7/01ET today「Flash 工場等你來挑戰」報導春水堂科技的 Flash工場與MTV 音樂台
共同舉辦的「妹妹與小賤暑假計劃大作戰」活動。NetToday 網路報也有相關報導 
‧12/10/01中央社新聞網「點燃生命之火愛心募款儀式」報導春水堂總經理張榮貴參加揭開
序幕，並由阿貴擔任活動代言人。春水堂科技公司也特別設計手捧愛心的天使阿貴造型，
取名為「愛心貴」 
‧02/02/02民生報「ASOS對著阿貴唱情歌」報導 ASOS「打歌」又出新招了，她們換跑道和
網路天王阿貴合作，在阿貴新開的網站「貴寶地」完整播出「愛不持久」偶像劇MTV 
‧03/02/02大成報「阿貴喬遷 小影迷賀喜」報導阿貴卡通「阿貴愛你喲」於三月二日六點
在台視首播，並於當天下午舉辦「阿貴愛你喲握握手 party」吸引許多貴迷前往參加 
‧03/27/02寬頻影音數位網站「貴寶地」開站記者會於紐約紐約六樓舉行當天貴賓媒體雲集 
‧04/10/02春水堂科技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將於今年六月全面結束阿貴主題餐廳肖像授權 
‧04/27/02「阿貴大嘴巴」新書首賣會於金石堂忠孝店舉辦握手會 
‧12/11/02台中慈善首映 鐘甄扮燕子送作堆 
‧12/10/02「阿貴槌你喔」全省走透透首映會，昨晚來到台北華納威秀影城，藝人許慧欣、
蘇有朋、張善為與阿貴都到現場共襄盛舉，並與一百名小朋友共度溫馨的一晚  
‧網站合作： 
  1.阿貴動畫入主蕃薯藤網站的卡通動畫區(2000.08.01) 
  2.阿貴網站與 PChome 合作寬頻動畫電子報-「阿貴 epaper 電子報」發刊,於每週三、五 
    出刊（2000.08.02） 
  3.鉅亨網「春水堂將推出日本網站與 OMEGA`NTT 合作拓展東洋巿場」（2001.03.16） 
  4. 聯合新聞網「阿貴新書獨家在聯合新聞網連載」報導聯合新聞網專題內的「每天一個 
阿貴」單元，將獨家連載阿貴新書－「阿貴讓我咬一口」，供阿貴迷搶先閱讀，並和金 
石堂網路書店聯手合作線上預購阿貴新書(2001.09.03) 

‧書籍出版： 
  1.阿貴和聯合新聞網、金石堂網路書店聯手合作線上預購阿貴新書(2001.09.03) 
  2.太平日洋日報「春水堂科技發行阿貴小百科系列」報導春水堂科技娛樂公司與寶瓶文化 
   合作，推出知識叢書「阿貴讓我咬一口」針對幼教巿場具示範教育功能。大成報、星報、 
   民生報亦有相關報導（2001.10.04） 
  3.大成報「阿貴牽紅線 皇冠春水堂結親家」報導兩大集團異業結盟，阿貴出版社率先推 
   出網路偶像劇「903 忠孝捷運」繪本給貴迷當賀禮(2002.02.06) 
‧有線電視： 
  第 41期 e 周介紹春水堂科技娛樂與衛視中文台跨媒體合作（2001.03.14） 
‧手機通訊業： 

1.勁報「阿貴成立音樂百老? 追星 e點靈」報導諾基亞下載城可下載阿貴家族鈴聲、圖 
  形（2001.05.24） 
‧廣播： 
  1.星報「周瑛琦 情網綿綿」報導輕描淡寫與 Power 989 跨媒體合作（2001.06.21） 
‧影視唱片： 

1.太平洋日報「得利影視取得阿貴系列 VCD 發行權」報導春水堂科技娛樂七月份推出的 
 「阿貴愛你喲」系列 VCD、DVD (2001.07.06) 
2.民生報「ASOS對著阿貴唱情歌」報導 ASOS「打歌」又出新招了，她們換跑道和網路 
 天王阿貴合作，在阿貴新開的網站「貴寶地」完整播出「愛不持久」偶像劇MTV(2002.02.02) 

‧周邊商品（通路製造商）： 
1.大成報「開學囉！揹著阿貴趴趴走！」報導春水堂科技娛樂公司首次結合通路製造商， 
 推出一系列開學用品的阿貴書包袋類與文具(2001.08.24) 
‧軟片： 

1.中國新聞社「柯達與阿貴合作推出娛樂影像新服務」報導柯達公司表示，短期內在上海 
等城巿的柯達快速彩色店裡新增都巿娛樂生活化的新產品，並和春水堂科技娛樂公司    
合作推出阿貴及其家族成員的形象產品(2001.08.29) 

異業結盟 
 

‧主題餐廳： 
1.春水堂科技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0年 4月後授權聖瑪麗餐飲推出阿貴主題餐廳；於

2002年 4月宣佈 6月起全面結束阿貴主題餐廳肖像授權(2002.04.10) 

虛擬社群 

利用官方網站建立社群，主要有三大區塊共 19種虛擬社群 
A. 討論區— 
（1） 主題討論區：貴迷聯誼區 /  903俱樂部 /  Fladeo聯誼廳 / 北鼻貴電影討論區 
                  543酷樂舖 / 不良言論 / 唬客會社 
 (2) 網友服務台：VIP貴賓廳 / 活動特區 / 泥沙討論區 / 蟬輝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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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TV影音聊天室— 
（1）寂寞恢復室：寂寞恢復室 / 森的咖啡館 / 薰的琴房 / 貝和小伍的家 
（2）阿貴抬槓區：你最愛哪篇阿貴動畫 
（3）Fladeo影音話匣子： flash哈啦俱樂部 / 小電影暗房 

 

C. 影友會— 
  計有阿貴、媽媽、李老師、秀妹、阿嬤、燕子、大頭、小芳、見寶、猛章、 
  阿弟、豬哥雯、黑白無常共 13個影友會 

(製表：本研究摘要整理) 

 

 

 

 

 

 

 

 

 

 

 

 

 

 

 

 

 

 

 

 

 

 

 

 

 

 

 

 
 

4.2 春水堂科技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介紹 

 
公司名稱 春水堂科技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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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House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Inc.） 

成立時間 1990年 2月 19日 
資本額 新台幣 1億 3仟 5百萬 
負責人 總經理張榮貴 
行銷企畫負 
責人 

媒體部副總陳芷涵 
財務與業務部副總歐朝銓 

技術負責人 製作部副總李文宏 
主要投資人 宏基集團 
員工人數 約 50人 
網站群網址 www.kland.com.tw 
公司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 4段 134號 11樓 

          (資料來源：春水堂科技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 

 
   
4.2.1  公司的成立與發展現況 
 

1999 年 9 月 21 日 全 球 華 人 第 一 個 全 動 態 的 阿 貴 動 畫 網 站
（www.a-kuei.com.tw）創立了，2000 年 2 月正式成立春水堂科技娛樂股份有限
公司，並以成為“東方迪士尼”為目標，致力於寬頻影音及數位內容的製作與經

營。阿貴網站不斷擴大下，帶起了以 Flash軟體創作網路動畫的風潮，為鼓舞創
作，2000年 9月推出「Flash Gallery」，讓網友發表各種創作；2001年 4月再度
推出以情感為主要訴求的「輕描淡寫」網站，結合動畫與音樂，表達出愛情、親

情與友情的各種面向。 

 
另外在創新內容與研發製作上，2000年 8月推出全球第一部網路電影「175

度色盲」，這部首製的網路電影號稱“第九藝術”，並接受 CNN「World Report」
的專題報導；同年 12 月，與嘉禾影業合作，為國際巨星成龍主演的賀歲片「特
務迷城」製作網路電影「特務迷城之 2003」，為電影與網路結合的行銷新手法。
2001 年推出更多樣的網站內容，使得春水堂科技娛樂的發展，延伸至網路以外
的各式媒介，如電視、電影與各種實體廣告與公益代言。為因應數位內容及寬頻

應用時代的來臨，春水堂也投入數位內容製作及寬頻影音平台的開發，在 2002
年將旗下所有網站以經營媒體的創新概念，將網站群整合為「貴寶地」

（www.kland.com.tw），期望達成因應寬頻時代「互動化、無疆界、新媒體」的
新標準。 

 
    在海外發展方面，主要以日本、大陸、香港為主。為拓展國際市場與策略聯

盟等業務，2000年 11月底正式成立英屬維京群島春水堂娛樂公司（Spring House 
Entertainment Inc. BVI），負責進行海外發展業務。2001年 6月與日本 Omega公
司成立「 A-Kuei Partner」， 負責經營阿貴的日本官方網站「寶島」
（www.paota.com）；並於 2002 年成立春水堂日本公司，經營日本業務；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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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與國際影業 AI（Animation International）簽約全力發展香港及大陸事業。 
 
 
 
4.2.2 公司經營業務 
 
可大致歸類為五種業務項目，分別是網站內容經營、動畫廣告行銷與廣告代

言、內容製作與授權、肖像授權、出版與發行。詳細內容介紹如下： 

 
A.網站內容經營 
自 1999 年 9 月 21 日阿貴官方網站正式架站以來，2000 年主要以網路電影

「175度色盲」以及與嘉禾影業合作「特務迷城 2003」的電影行銷工作為主，另
成立全球最大的數位創作競技場「Flash Gallery」。2001年陸續架設了四個網站，
分別是都會愛情網站「輕描淡寫」、「阿貴日文官方網站（寶島）」、「阿貴簡體版

網站」、卡通電影網站「阿貴槌你喔」。2002 年再添四個網站群，分別是寬頻影
音數位網站「貴寶地」、與日本跨國合作的「不良丁」、真人演出的無厘頭短篇小

品「2266（零零落落）」、春水樂團「Mchihi」，最後將所有網站群加以整合至「貴
寶地」（www.kland.com）。 

 
B.動畫廣告行銷與廣告代言 
結合動畫製作技術與虛擬人物的代言概念，帶起台灣網路動畫的廣告風氣，

並運用網路病毒式行銷及無時差與區域限制的傳播特性，期達成行銷宣傳的效益

與廣告效果。虛擬偶像阿貴的代表作品相當多，在公益方面包括與陸軍職士官甄

選合作，為國防部招生；與台北市衛生局合作，阿貴、阿嬤與台北市長馬英九一

起拒吃搖頭丸；與衛生署合作，阿貴與哈林一起倡導拒吸二手煙。在商品代言部

份，曾與統一企業合作阿貴“輕鬆猜謎”，代言統一輕鬆小品；與 Nokia合作手
機無線下載服務，下載阿貴家族鈴聲、圖形；與全虹通信合作，代言全虹通信

22 週年全民有獎週年慶活動。另於網路動畫廣告中放入「植入式行銷」概念，
以期提高廣告的可看性並提昇網友被潛移默化的接受度。代表作品包括與台北海

洋館合作的網路電影「特務迷城之 2003」、與聲寶家電合作的輕描淡寫「9：03」
愛情故事、與統一鮮奶合作的輕描淡寫「天才老媽」等等。 
綜合來看，春水堂科技娛樂在廣告代言的服務項目有： 

 
‧虛擬偶像廣告代言/活動代言 
‧整合網路媒體及傳統媒體的全傳播規畫 
‧網路廣告及電視廣告的製作 
‧貴寶地網站上各種廣告的安排播放（含會員信） 
‧虛擬偶像周邊商品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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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短篇動畫上的贊助式/產品植入式行銷 
 

C.內容製作與授權 
春水堂科技的創意與製作小組在電視、廣播、網站、3D卡通電視、電影上的內
容經營很多，約略介紹如下： 

 
(1)電視 
‧ 數百則阿貴動畫編輯成 90秒迷你節目「阿貴一點點」，在衛視中文台每天晚間八點播出， 
   經常高居AC Nelson有線電視排行榜第一名 
‧「9：03花巷草弄不見不散」在衛視播出，網路偶像劇備受矚目 
‧ 在台視晚間新聞前播出「家有阿貴」動畫，並在新聞播出時與主播對談，並播報氣象 
‧ 阿貴卡通 30分鐘版本「阿貴愛你喲」，每週六晚間 6：00∼6：30在台視播出，首播即拿下
同時段收視第一 

‧ 日本富士電視台深夜時段（每週二凌晨 12：00∼2：00不等）播出的阿貴動畫，多次拿下 
   同時段收視第一 

 
(2)廣播 
‧輕描淡寫「9：03Club」與 Power989合作 
 
(3)網站 
‧阿貴動畫授權大陸網易（netease.com），為其網站的娛樂內容上，提昇大量的到訪人數與瀏
覽率 
‧2001年六月成立阿貴日文官方網站（paota.com），播放日文配音的阿貴卡通 
‧2002年推出跨國與日本合作開發的「不良丁」，其肖像極具市場競爭力 
 
(4)3D卡通電視 
‧春水堂科技目前正與業界合作開發，以阿貴家族為主角的國內第一部 3D卡 
  通電視節目系列 

 
(5)電影 
‧以阿貴家族為主的動畫電影「阿貴槌你喲」得到國片輔導金，已於 2002年 12 
  月於台灣全省華納威秀戲院播出 

 
D.肖像授權 
春水堂科技娛樂以國際行銷概念經營網路虛擬人物，透過授權的方式與異業結

盟，拓轉業務與商機，例如： 

 
‧ 授權統一夢公園，合作推出「阿貴福利社」系列，產品包括「阿貴汽水糖」、「猛章可樂糖」
「e米酥」、「巧口酥」等 

‧與台灣大哥大合作推出無線下載加值服務，提供用戶下載阿貴家族圖形與音樂鈴聲 
‧ 阿貴文具袋類周邊商品於全省大型連鎖書局成立專櫃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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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出版與發行 
將製作內容的觸角延伸至音樂出版、文字書籍、影音出版品等： 
‧ 書—2001年出版「阿貴不要說髒話」、「阿貴愛你喲」、「阿貴讓我咬一口」和「阿貴趴趴走」 
   四本書，均為連鎖書店排行榜常客。2002年成立「阿貴出版社」，發行「輕描淡寫」繪本系 
   列，並製作「阿貴愛說笑」系列和「阿貴愛讀書」系列 
‧ 音樂—2000年 12月，以 Visual Music(VM)「音樂視覺化」概念與 Sony音樂製作發行「阿貴
的快樂天堂」CD 

‧ 家用影視產品—2001年 7月，與得利影視共同發行「阿貴愛你喲」VHS,VCD,DVD 家用影視
產品 

 
 
 
4.2.3  公司經營團隊 
   
在春水堂的辦公室裡有各式各樣的人才，在 50 多名員工中，技術人員佔了

很大一部份，其中包括動畫師、網管、工程師等。相較於傳統動畫製作的分工方

式，春水堂每位動畫設計從分鏡、製圖、背景製作、運鏡到動畫合成等工作都得

自己來。製作部副總李文宏表示，春水堂動畫製作絕大部份都在電腦（PC）上
完成，運用 Flash技術可以簡化流程，而向量圖表現也可以減少檔案大小，利於
網路傳輸。動畫設計林麗雯提到，春水堂每位動畫師、創意企畫的風格、作業方

式都不盡相同，因此呈現的動畫風格也不同。她提到春水堂其實有很大的彈性，

創意企畫在與動畫師協調的過程中往往也可以激發出很好的創意。 

 
在動畫的產出部份，約分為以下幾個流程： 

1.每週五創意企畫部舉行創意會議，決定腳本內容； 
2.決定腳本後企畫會和動畫設計一同將其製作成分鏡圖； 
3.創意企畫與動畫設計反覆推敲劇情及角色呈現； 
4.動畫設計將劇中角色運用 Illustrator等軟體會成向量圖； 
5.配上事先繪製好的背景，輸入 Flash中，完成一幅完整動畫； 
6.將動畫放到阿貴網站中開播。 
 
其它的主力幹部中，有的人會拉小提琴，有的人則來自唱片界或是電影界。

塑造阿貴獨特討人喜歡的性格的這一群人，儘管來自四面八方，但對生命的價值

觀似乎很類似，每個人都像張榮貴的翻版。阿貴的網站目前共有 7個創意人，也
就是由過去企畫總監錢芸霞帶領的 7 人創意企畫部，他們每天在構想阿貴的故
事，「這是本網站核心的部份」，張榮貴強調，阿貴故事的未來發展仍不會脫離最

初充滿笑聲的溫馨風格。在創意團隊的努力下，動畫的表現、主題，動畫設計樣

樣自己來，其實從「小孩不能說髒話」迄今，阿貴動畫的表現越來越貼近生活，

舉凡如「香狗堡」（結合熱狗與速食店漢堡而成的創意），除了貼近生活、取材群

眾外，阿貴家族所帶來的家庭歡樂，也是引起話題、帶動風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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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阿貴網站（www.kland.com.tw）介紹與分析 

 
孕育網路虛擬偶像阿貴的「阿貴網站」(www.a-kuei.com.tw)於 1999 年 9 月

21 日正式架站，推出多時大受歡迎，後為因應數位內容及寬頻應用時代，春水
堂科技娛樂開始投入數位內容製作及寬頻影音平台的開發，在 2002 年將旗下所
有網站以經營媒體的概念，將「阿貴網站」等十個網站群整合為「貴寶地」

（www.kland.com.tw）（見圖 4.3-1、4.3-2）。 
 
根據春水堂科技娛樂表示，將「貴寶地」定位為「全球最佳寬頻影音數位網

站」，和其他網站不同處在於全都是專為網路環境所設計的原生數位內容，包括

有動畫、卡通、電影、短片等動態數位影音內容，同時可藉由網路聊天室、線上

遊戲等功能性機制，提供多媒體社群的網友即時的互動。Smart智富理財生活月
刊 2000年 12月第 28期報導：「經常使用 e-mail的網友對於『阿貴』一定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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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網友病
毒式的行銷迅速走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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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 2002 年 3 月 27 日重新改版的春
水堂寬頻影音數位網站「貴寶地（www.kland.com.tw）」開站記者會，於台北市
信義區紐約紐約六樓舉行後，據春水堂統計，「貴寶地」每天約有 50萬人次的到
訪率，造訪貴寶地的訪客，年齡層多在 15-34歲；每週網頁瀏覽次數（page view）
達 450萬，網站黏度約 54.8%(Duration Per User:min)，上站人次達 110萬，每支
動畫平均有 12至 15萬的收看率。在網站會員招募方面，目前擁有約 100萬的會
員數，會員年齡以 15-34歲為主，其中付費會員約 10萬名，男女比例約 33：66。 

 
 

 
〈圖 4.3-1：貴寶地（www.kland.com.tw）網站首頁上半部〉 

〈圖 4.3-2：貴寶地（www.kland.com.tw）網站首頁下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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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網站內容導覽 
   
「貴寶地」（www.kland.com.tw）為一內容相當豐富的網站，春水堂科技娛

樂以 rich media概念，結合多媒體互動，除了將「阿貴」、「輕描淡寫」、「Fladeo」、
「卡通電影」、「2266」、「不良丁」、「唬客會社」、「網路電影」、「Paota.com」、「簡
體版」共十個網站群，整合於首頁最上方供網友點選外，此網站共分為十個主題

區，分別是「今日免費」、「套票館」、「遊樂場」、「E卡車」、「玩意間」、「血拼城」、
「哈拉室」、「占卜館」、「會員大廳」、「會員解答」。 

 
A.網站群介紹： 
茲將十個已整合併入「貴寶地」的網站群及內容簡列於下表： 
網 站  名  稱 推出年份 網      站      節       目       內     容   

1.阿貴 1999 動畫/春水鎮/e卡/遊戲/下載/占卜/貴迷/福利社 

2.輕描淡寫 2001 感動劇場/DJ實驗室/小薰 DJ秀/903俱樂部//試聽室/下載區/戀漪卡/ 
寂寞恢復室/尋人啟事/字戀狂 

3.Fladeo 2000. 館藏作品/憩遊區/藝卡區/創意塗鴉版/聯誼廳/展覽館/Fladeo影音話匣子 
4.卡通電影 2001 前進阿貴槌你喔/電影線上首映會/最新預告片/電影討論區/ 

加入會員/返回首頁 
5.2266 2002 2266學說/角色介紹/收看 2266/ 2266討論區 
6.不良丁 2002 不良的角色/俗話說的好/不良言論/好康咪亞/A母 TV 
7.唬客網路笑話 2002 公司簡介/員工介紹/唬客討論區/唬客信箱/回 Kland首頁 
8.網路電影 2000 聚焦鏡/連！網路電影/關於網路電影/留言版/討論區 
9.Paota.com 2001 〈即阿貴的日文官方網站（寶島）〉 
10.簡體版 2001 〈即阿貴的簡體版官方網站〉 

（製表：本研究整理） 

 

網站群內容簡介： 

1.阿貴：從美國矽谷華人區紅回台灣的網站，虛擬偶像阿貴迷遍佈北美、大陸、 
       東南亞及澳洲，是春水堂科技娛樂最具病毒式行銷傳播威力的網站。 

2.輕描淡寫：為一具視覺與聽覺的情感網站，內容包括結合音樂與動畫的網路 
   虛擬偶像劇，以及由 903俱樂部會員心情故事改編成動畫的小薰 DJ秀， 
   相當受到網友的歡迎。 

3.Fladeo：是提供網友發表影音作品的園地，春水堂預估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數位 
       創作競技場。 

4.卡通電影：第一個由網路短篇動畫發展至電影的虛擬育嬰室，推出由 Flash製 
       作的 2D卡通電影「阿貴槌你喔」，此為其電影官方網站。 
5.2266：取台語「零零落落」而命名，藉由兩個寶貝蛋的城市歷險，製造出一 
       連串超另類的暴笑短篇創作。 

6.不良丁：為春水堂與日本跨國合作開發的肖像，藉由不良產品的自卑心態， 
       探討各種社會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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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唬客會社的網路笑話：針對上班族製作的網路呆伯特，說出上班族心坎裡的 
       酸甜苦辣與工作法則。 

8.網路電影：為春水堂嘗試以網路與電影的深度結合，以開創寬頻影音內容的 
       新視野，於 2000年推出「175度色盲」與「特務迷城 2003」。 
9.Paota.com：為 2001年成立的阿貴日文官方網站（www.paota.com），內容以阿 
       貴動畫為主，動畫節目來源由春水堂提供。 

10. 簡體版：為 2001年成立的阿貴簡體版網站，內容與「貴寶地」雷同。 
     
B.主題區介紹： 
茲將十個主題區及服務項目簡列於下表： 
主題區名稱 主     題      區     服      務      項     目 
1.今日免費 *每天提供若干則動畫供網友免費收看，前提為須先加入成為免費會員。 
2.套票館 *供付費會員購買套票，收費分為 12個月、6個月、3個月的付費內容服務。 
3.遊樂場 多人連線/動作類/射擊類/益智類/主題樂園/不倫不類 

4.E卡車 

節日卡：耶誕卡/賀年卡/中秋節卡/端午節卡/父親節卡/母親節卡 
紀念卡：生日卡 
愛情卡：失戀卡/告白卡/結婚卡/鼓勵卡/情人節卡 
生活卡：友情卡/恭賀卡/鼓勵卡/感謝卡/關心卡/邀請卡/道歉卡/告知卡 
麻辣卡：還錢卡/寵物卡/問候卡 
明信片卡：劇照 
心情卡：傳遞卡/系列卡 

5.玩意間 
Iff下載區：音樂手繪 e卡、樂譜、營保、桌布、手機鈴 
卡通電影下載區：月曆、桌布、營保 

6.血拼城 電子商品/玩具商品/文具商品/流行時尚/影音商品 

7.哈拉室 

D.討論區— 
（2） 主題討論區：貴迷聯誼區/903俱樂部/Fladeo聯誼廳/北鼻貴電影討論區 
                  543酷樂舖/不良言論/唬客會社 
 (2) 網友服務台：VIP貴賓廳/活動特區/泥沙討論區/蟬輝討論區 
E. MTV影音聊天室— 
（1）寂寞恢復室：寂寞恢復室/森的咖啡館/的琴房/貝和小伍的家 
（2）阿貴抬槓區：你最愛哪篇阿貴動畫 
（3）Fladeo影音話匣子： flash哈啦俱樂部/小電影暗房 
（4）a-kuei land: Enter 

F. 影友會— 
  計有阿貴、媽媽、李老師、秀妹、阿嬤、燕子、大頭、小芳、見寶、猛章、 
  阿弟、豬哥雯、黑白無常共 13個影友會 

8.占卜館 
阿貴占卜館：情人點名簿/我的貴人運/開運召喚術/ 
iff占卜館：你我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我們愛錯時候了嗎/誰啊！請多給我一點戀愛運 

9.會員大廳 加入會員/會員資料管理/貴幣管理/交易管理/Kland套票管理 

10.會員解答 
如何加入會員/如何收看付費內容/如何購買貴幣/什麼是 Kland套票/ 
如何訂閱或取消《Kland搶鮮報》/小幫手 

（製表：本研究整理） 

 
主題區內容簡介： 

1.今日免費：「貴寶地」寬頻娛樂網站的會員申請分為兩種，即免費與付費，為 
           了保障會員權益，在使用貴寶地提供的服務和內容之前，須先輸入 

           會員 Email和密碼，即可免費收視此區提供的動畫。  



 48 

2.套票館： 
提供付費會員購買套票獲得付費服務與節目內容的收視，說明於下： 
（1）套票種類：分為三種類型 

   ‧全年票（12個月/499元） 
   ‧雙季票（6個月/299元） 
   ‧單季票（3個月/199元） 
（2）節目內容：每月更換節目內容（即 kland 套票每月片單），每月片單內含

一套最新主打長篇動畫，並加送 8集精選短篇與 kland套票附加服務（如
Photo Ecard等個人化付費服務）。 

（3）使用期限：每月片單的內容使用期限皆為 60天，凡長篇系列動畫，均 
     可一次將完整集數看完不必等待。免費贈送的 8集精選短篇，使用期限 
     也為 60天。 

3.遊樂場：有多人連線遊戲，也有各種一個人就可以玩的益智類或動作類遊戲。          
       連線遊戲包括「橋橋樂」、「KK樂〈麥鐺鐺版〉」、「阿貴 land」，其他推 
       薦遊戲包括「阿嬤跳舞機」、「市場霸王」、「智障大作戰」、「超時空對決」、 
       「不要怕躲避球」等數種，並於網頁右方列出“上週人氣指數最高”的 
       十個遊戲排名。「阿貴踢踢樂」供網友免費下載。 

4.E卡車：分為多種主題免費提供網友的賀卡服務，可依情境和場合選擇使用。 

5.玩意間：免費讓網友下載的服務，分為「Iff下載區」與「卡通電影下載區」。 

6.血拼城：類似線上購物（on- line shopping）的方式，提供各式各樣阿貴周邊商 
          品的販賣，網友可以購買貴幣（利用 Hinet、Seednet購買的貴寶地 
          虛擬貨幣）或刷卡來交易。 

7.哈啦室：提供會員彼此討論、交流感情的管道，依不同主題、社群有非常詳 
          盡的分類，大致可分為討論區、聊天室、影友會三種。 

8.占卜館：分為阿貴占卜館、iff占卜館兩區塊，是貴寶地與占卜網站「摘星工 
          廠」（www.my-way.com）合作的會員線上付費服務，可線上加入回 
          員、購買貴幣、查詢交易記錄等。例如阿貴占卜館的「情人點名簿」 

          一次占卜費用為新台幣五十元（貴幣 50元），「我的貴人運」為新台 
          幣 70元（貴幣 70元），各項服務收費不等。 

9.會員大廳：提供加入會員相關的諮詢與服務，若申請加入免費會員，可立即 
          享有的會員權益包括收看<今日放映>免費節目、電子賀卡、遊戲、 
          聊天室和電子報等服務。付費會員部份，提供會員資料、貴幣與套 
          票等線上交易記錄的管理。  

10.會員解答：對於免費與付費會員制的使用說明、線上交易的相關說明 
         （貴幣與套票）、會員報的訂閱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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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網站經營與會員關係管理 
 
A.網站經營 
 
除了在本研究 4.2.2 的公司經營業務中介紹過網站內容經營之外，春水堂總

經理張榮貴於本研究深度訪談中表示，台灣的虛擬偶像市場很小，雖然阿貴在海

外發展的不錯，但基本上競爭十分激烈，春水堂希望將阿貴此虛擬肖像的發展空

間及營收極大化，儘量去擴展其可能性，因此將貴寶地網站定位為「全球最佳寬

頻影音數位網站」，此時阿貴的網站就不只是虛擬通路的傳播工具，更以提供優

質節目內容的「媒體」概念來經營。 

 
他還指出，未來數位媒體如數位電視、影像電話、電腦電視等將是內容互換

的跨平台結合，但在使用工具與使用習慣上仍會有區隔，就像電視是屬於全家收

看的，很少有一家人一起收看電腦的情況發生。因此業者勢必得從事跨平台的發

展，不論是硬體或軟體都要相容、升級，去承載各種新的功能（VOD、個人化、
互動化、觀眾選擇不同的 camera 角度看比賽，影響了做節目等拍攝、內容創意
方式）。數位媒體的經營亦非將節目切割、重組那樣簡單，這是未來的課題，全

世界業者都在嘗試錯誤法中學習，現在誰也不知道未來會是如何。未來也許可隨

選與不可隨選的頻道都要有，會有各種形貌出現。 

 
張榮貴認為網路從來沒有泡沫化，泡沫化的只是投入的資金，以及對網路不

切實際的期望泡沫化。網站經營者必須務實的經營網路，近年來使用網路的人口

不斷在增加，網路上應用的商業格局不斷在擴大，所以網路從未泡沫過，尤其是

將網路當成一個「媒體」來看。其實媒體從始終不變的一個概念就是「極大化」，

只要收視率與發行量越高、越賣座，就是成功。但網路媒體帶來一個嶄新的格局，

可以同時達成「極大化」與「極小化」：前者代表 PORTAL入口網站的大者恆大；
後者是指網路只服務特殊的一群人，讓特殊的人達到特殊的需求和滿意，亦即個

人化、互動的概念。而極小化就是網路異於其他媒體一個很大的潛力空間，因為

網路含有極大化的能量又含有極小化的效能，因此沒有一種媒體可以跟它競爭，

將來都會在網路的架構下面去存在自己的位置，就像過去電視媒體一度佔有最重

要的位置，SNG 等新科技將時間縮短，但是將來在網路的涵蓋下重要性就會減
低。因此真正要做媒體的人，例如許多媒體集團現在就從網路.com 著手卡位，
這是必然的趨勢，但目前遺憾的是網路業者較難收到錢，這是時間問題。 

 
因此貴寶地網站也從 2002年 6月開始收費機制，暑假先以 5元樂捐等方式

促銷，後來漸漸發展為付費會員制、購買套票等網站經營模式。雖然 100多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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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員當中，已累積 10 萬多的付費會員，但基本上海外遭遇更大的付費困難，
尤其是信用卡仍由特權份子使用的中國大陸，網友幾乎無法透過信用卡付費或網

上刷卡，在便利商店購買點數卡還分本國與外國人使用的內、外卡，本國須報密

碼等繁雜手續。目前大環境來看，消費者的網路付費習慣仍待建立，一般消費者

受到”網路即免費”的概念引導，似乎除了玩線上遊戲願意付錢之外，成功向網友
收費的網站不多。但張榮貴認為網路付費機制與網友付費習慣的建立是可以期待

的，不只線上遊戲可以收錢，目前有很多收費成功的網站如：人力資源網站、保

養品類網站、代訂機票與旅遊網站、拍賣網站等，或是出租硬碟空間給網友、線

上購物等，在今年可以很明顯看到它們逐漸發展起來，成功的機率越來越高。線

上遊戲並不是網路付費服務最大的一塊，某種程度來看線上遊戲建立了很多社

群，讓網友在遊戲中找到個人的角色和定位，這角色定位可以讓妳跟一群有相同

嗜好的人做互動，社群滿足了他們真正的需要，就像在真實世界有一張身份證、

郵寄地址、電話號碼一樣，網友可以扮演自己的角色，純粹是存在遊戲中，但實

際上有真實的功能，可以做交易、財務方面的規畫，仍需要藉助真實的實體銀行

來達成交易，因此虛實的成功結合是更重要的。 

 
除了付費會員與付費服務（付費節目、占卜等）的營收外，貴寶地網站還販

賣媒體版位供網路廣告的刊登，媒體版位的種類包括：「首頁前 Banner」、「全網
輪播 Banner」、「首頁What’s hot」、「首頁動特區文字連結」、「浮水印」、「小視窗
跳出效果」、「動畫左側廣告版位」、「動畫廣告插卡（540*365pixels）」等，其中
效果最佳的要算廣告曝光率高的動畫插卡，平均一支動畫有 12-15 萬人次觀賞。
若是採專案的方式，一項包括專屬動畫、活動網頁與媒體廣告的優惠專案收費在

40-50萬間，實際收費仍視廣告業務洽談內容而定。各種廣告業務的合作方式列
於下表： 

 
‧貴寶地網站之廣告業務合作簡介： 
合 作 方 式 廣   告   業   務   合   作   內   容 

1.商品植入式行銷 
將商品植入動畫劇情中，露出商品的 Logo與圖像；一方面也可透過
動畫的轉寄達到病毒式行銷的效果 

2.贊助動畫/贈點活動 
廠商可設計通關密語，贊助網友原先須購買點數付費觀賞的動畫，
或於動畫後加入贊助字卡 

3.專屬廠商的動畫設計 依廠商需求為其設計專屬的一分鐘內動畫，注入品牌生命力 
4.與廠商共同合作 
 開發肖像 

春水堂提供豐富的經驗與資源依廠商需求進行肖像設計與企畫 

5.貴寶地的肖像授權 以貴寶地的肖像為廠商的商品活動代言，應用於廣告、活動贈品等 
6.設計活動網頁與 
  網路遊戲 

可依客戶需求設計網路活動與網頁；也可為客戶量身定做遊戲 

7.出版品 On pack 可將廠商的活動或商品訊息附帶在春水堂的出版品上 
8.E-DM 設計與發送 可優惠廠商，依其活動設計製作 E-DM發送予貴寶地會員 

（製表：本研究摘要整理） 

 
其中商品植入行銷的合作案例，如天才老媽系列與統一鮮乳、主打上班族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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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的阿拜代言菲利浦產品等都有不錯的效果，後者還受過工商時報專題報導，光

是由阿貴網站的統計，一周內就吸引了 15000人留下會員資料，廣告主也非常訝
異只花了 100萬就得到傳統媒體得花 10倍預算的效果。春水堂出品的阿貴等虛
擬肖像代言的廣告效果也可從以下若干得獎記錄得到肯定： 

 
‧貴寶地網站之動畫廣告得獎記錄： 
得獎年份 得  獎  名 稱 得 獎 之 動 畫 廣 告 作 品 

最佳非橫幅廣告金牌獎 阿貴網站—Master Card 愛情萬事達 
最佳電子郵件廣告銅牌獎 阿貴網站—美麗人生（7-11） 2000年 
年度最佳網站廣告金獎 阿貴網站—Master Card 愛情萬事達 

2001年 最佳非橫幅廣告銀牌獎 阿貴網站—中國信託 一個好人 

           （資料來源：春水堂科技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會員關係管理 
 
貴寶地網站的會員制度分為免費會員與付費會員兩部份加以管理。會員招募

方面，目前擁有約 100萬的會員數，其中付費會員約 10萬名，會員年齡以 15-34
歲為主，整體會員的男女比例約 33：66。目前會員關係管理的資料庫使用分析
尚在評估當中，是否導入資料庫或 CRM系統尚須視企業體與企業資源狀況的發
展。會員權益方面，免費會員可享有部份的免費服務，付費會員除了各項基本服

務外，主要是採行小額付費制來進行各種線上交易，如：付費節目（影音動畫）

的收看、線上占卜、購買周邊商品等，以下將就這兩種會員權益作介紹： 

 
(1)會員免費服務 ： 

只要輸入會員 Email、密碼，即可收看免費的影音內容，如：小薰 DJ 秀、
阿貴廣告、Fladeo影音內容、今日放映等。在免費服務方面，提供虛擬社群的加
入、線上服務，如：Game、E卡及每週五出刊的會員電子報「Kland搶鮮報」。 

   
(2)會員付費服務： 

貴寶地的付費內容包括各個主題區的節目選單供會員選擇收看，如：阿貴動

畫、903 動感劇場、DJ 實驗室與即將開幕的癮片館等。付費服務如即將提供的
線上遊戲、個人化 E卡等。付費會員可經由三種付費方式付款： 

‧線上購買點數—貴幣（利用 Hinet、Seednet，購買貴寶地虛擬貨幣） 
‧線上小額付費機制—直接由 Hinet、Seednet用戶的每月帳單扣款 
‧直接購買點數卡—直接向郵局購買中華郵政易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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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貴寶地的付費節目內容與付費方式以更清楚的製表方式呈現： 

                                                                                               
 付 費 節 目（產 品）內 容 付  費  方  式 

一般節目內容 
可購買貴幣來累積點數，收看貴寶地的付費動
畫與各項付費服務（如占卜） 

線上購買點數、線上小額付費、
購買點數卡（中華郵政易付卡） 

全年票 
（一年 12期） 

NT 499元 
（貴幣 499 點） 

雙季票 
（半年 6期） 

NT 299元 
（貴幣 299點） 

套裝式的節目
內容服務— 
Kland套票制 

以《Kland套票 2002年 11月片單》為例： 
‧主打長篇 8集 
  『阿貴之大樓爆炸事件全系列 8集』 
 
‧免費贈送精選短篇 8篇： 
  『不說髒話 1』、『你算老幾』、『車頭站』、『神  
   通鬼大』、『阿貴賴床』、『全民開心講』、『日  
   行一善』、『瘦身燕子』 
 
‧ Kland套票附加服務： 

Photo Ecard 免費搶鮮用 

單季票 
（3個月 3期） 

NT 199元 
（貴幣 199點） 

（製表：本研究整理） 

                                                                                                                            
     
     最後在貴寶地與會員的聯繫工具方面，目前有每週五出刊的「Kland 搶鮮
報」與不定時出刊的「Kland好康報」為主要的會員溝通工具。「Kland搶鮮報」
上方有可點選的橫幅廣告版位，多為貴寶地節目的宣傳；最下方提供電子報訂閱

與退訂的點選服務；搶鮮報主題分為「主打星」、「本期當家」、「報馬仔」、「新鮮

貨」等，內容包括：貴寶地的上期電子報連結、下週節目表的預告、主打網路動

畫節目的劇情介紹與宣傳、貴寶地要會員知道的各種新消息與資訊等，亦可由電

子報直接連結到貴寶地網站的各個網站群。而「Kland好康報」則不定期通知網
友各種網站活動，如票選活動、申請投票帳戶、連結至活動首頁、加入Kland會
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