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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個案分析之三：牛奶糖家族(Miluku) 

 

6.1  個案背景介紹 

繼 1999 年的「阿貴」、2000 年的「訐譙龍」這兩位台灣網路虛擬偶像相繼
挾網路 Flash動畫之病毒行銷竄紅後，在 2001年 10月 24日，另一位也以 Flash
動畫出身，頗具潛力的台灣網路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Miluku）」正式誕生
了。由知名導演楊德昌與知名音樂家彭鎧立夫婦共同領軍的「Miluku.com」(鎧
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當日假晶華酒店舉辦開站記者會，向世人宣告「牛奶
糖家族」的誕生。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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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 media）動畫的國際級網路
動畫公司；而楊德昌也成為繼春水堂「阿貴」創辦人張榮貴之後，第 2位以導演
之姿投入網路動畫的本土案例。以中產階級為主要訴求，創作都會動畫故事、標

榜多線同步進行來說故事的「平行敘事結構」，以及網站上完全看不到眼花撩亂

的橫幅廣告（Banner），藝術氣息似超越商業氣息的 Miluku.com，其特殊的網站
經營理念與行銷策略模式值得探究。而在 2002年 8月國際級影星成龍公開宣佈
將與鎧甲娛樂合作成龍動畫電影，朝國際動畫市場進軍後，台灣的數位內容動畫

產業，在政府積極挑戰 2008 國發計畫的「兩兆雙星」計畫扶植下，似可望開創
一番榮景。 

 
 
 
6.1.1 瞄準都會中產新貴—「牛奶糖家族」來勢洶洶 
 

由霖園集團、富鑫集團、宏遠科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泰安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及楊德昌與彭鎧立夫婦、成龍為首的鎧甲經營團隊共同出資的鎧甲娛

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1年 10 月 24日推出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網站

（www.miluku.com）。楊德昌整合過往在電機、電影、漫畫、電腦工程方面的專

長，負責監督動畫品質與視覺影像，彭鎧立則負責原創音樂，鎧甲娛樂自詡以優

質動畫網站吸引全球都會型的知識份子，提供網友高度美學滿足的風格內容。 

 

因此，與「阿貴」的清新無俚頭風格、「訐譙龍」的濃厚本土重鹹口味不同，

一開始即以“家族”姿態為虛擬偶像主打，不特意凸顯任何一位主角，並以鋼琴

優美旋律自彈自唱的小男孩「糖糖」、就讀高中的姊姊「田田」以及白色小狗

「Miluku」等一系列角色組成的「牛奶糖家族」一出道即以“都會中產新貴”為

訴求—楊德昌認為，如果導演能成功透過戲劇角色加上聲光娛樂效果，創作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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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動都會人心的內容，這種溝通方式就可以變成〝販賣〞商品或企業形象的有力

媒介。他認為台灣的阿貴網站和訐譙龍已做出雛形，但他認為瞄準都市中產階

級、而且打一開始就要國際化的Miluku，將會做的更好。 
 
牛奶糖家族的網路動畫中，其中最具爆炸性與創新性的運用，要屬網站中「百

寶箱」主題區內，採行亟需專業技術的「平行敘事結構」。根據鎧甲娛樂的說明：

「所謂『平行敘事結構』是數位媒體顛覆傳統媒體的新里程碑，也是唯一獨步全

球的網路敘事新文法。過去讀者在看一個故事的時候，無論是電視、電影或小說，

都只能依循作者所鋪陳的劇情架構，逐步了解故事的全貌，再曲折離奇的鋪陳，

仍舊是單線敘事模式。透過『平行敘事結構』，說故事的方式即可多線同步進行，

亦步亦趨的緊貼真實世界的狀況，人際間的趣味和矛盾就此而生，故事的豐富性

和張力也更飽和。」這項動畫技術上的突破，使得網友可以從五個主角不同的敘

事觀點來看牛奶糖家庭所發生的點點滴滴，當主角間有交集時，例如：打電話，

網友還可在兩個主角間相互切換故事軸線，猶如切換場景一般，增加觀賞動畫的

參與感與趣味性。 

 
    鎧甲娛樂鎖定中產新貴的都會風格，在 Miluku虛擬偶像推出之初即表現在
網路動畫的節目內容上—推出“家族連續劇”，家族的主要成員有老爸、老媽、

女兒「妞妞」、兒子「糖糖」和小狗「Miluku」。並以創意的故事情節、角色、互
動的參與模式，吸引目標消費群－『都會型中產階級』消費者的喜好。在鎖定了

目標對象的行銷策略下，Miluku 網站推出以抒情浪漫音樂、都會愛情故事為主
題的「糖糖情歌」、「情人之路」等一系列網路動畫故事。業務經理吳欣表示，由

會員資料發現其實際觸達的網友與預期目標還算符合，如 Miluku網站連線的兩
段高峰期與上班族作息吻合；另一方面從市場調查、網友的回應也發現喜歡「情

人之路」的網友，較多是“五年級生”（25-35歲），絕不是荳蔻年華的“七、八
年級生”，雖然該系列動畫主打內容是兩個高中生間的愛情故事，卻能打動上班

族為主的五年級生。 

 
 
6.1.2 擇為個案研究的原因—知名經營團隊與另類網站經營模式 
 
「牛奶糖家族」自 2001 年 10 月正式出道後至今僅一年多，尚未完成由虛

擬走向實體通路的多方位發展，在虛擬偶像的公關媒體曝光、跨媒體合作與唱片

出版、廣告代言等整合行銷推廣上，不比「阿貴」和「訐譙龍」來得突出；然其

實力堅實的創作經營團隊、創新的經營模式與行銷策略、將目標放眼國際市場

等，均蘊含發展潛力，與前述兩章個案有諸多類似，仍有許多足資業界參考之處，

因此本研究將之列為本土網路虛擬偶像第三個探討個案。 
牛奶糖家族有陣容實力堅強的專業經營團隊，擔任鎧甲娛樂的創意總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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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就成為連環漫畫畫家、榮獲 1999年坎城最佳導演獎的楊德昌，具有電腦碩
士、電影製作與行銷的背景，善於掌握各種媒介—漫畫、電影、音樂以至於切入

網路卡通動畫的最新嘗試均備受矚目。而擔任總經理的彭鎧立，是國內知名音樂

家、唱片製作人及時尚專欄暢銷作家，曾出版鋼琴演奏專輯、翻譯著作、有聲書

出版、文字出版、電影作品美術與音樂創作總計 10項並得獎2項。在兩位多才

多藝的明星夫妻檔作為主要幕後推手的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在台灣本土寬

頻娛樂影音網站與網路動畫市場上所蘊含的潛力自然不容小覷：根據 Miluku網

站官方統計，平均每日不重複閱覽人次為18萬人次，高峰期則達到30萬人次，

衝破六條 T1專線；而其發行的「台北女生電子報」也曾達到120萬次的閱覽人

次。 

 

    即使有國際知名導演、知名音樂家為後盾，「牛奶糖家族」在網路動畫初期
流通的實驗階段，刻意淡化姿態，不在動畫中顯示註明製作發行公司，因此許多

網友看過 Miluku網站的系列動畫如：「糖糖情歌」、「情人之路」，卻未必知道發
行公司是楊德昌與彭鎧立夫婦經營的鎧甲娛樂。而在網路虛擬通路跨媒體發展的

策略上也十分謹慎低調，部份與刻意低調的經營理念與著眼長期性發展的媒體策

略有關。本研究深度訪談中，業務經理吳欣表示：「有些介紹動畫的電視節目曾

主動宣傳Miluku動畫，如：『東森』曾有女性頻道欲與鎧甲娛樂合作，將Milluku
動畫以節目形式交給電視台播放。但考量動畫製作前期的企畫，若未朝一整個系

列去創作，就貿然把動畫轉成電視格式播放出去，即使動畫的效果不錯，但故事

的連貫性上可能產生漏洞，將與創作動畫的楊德昌所要求的品質標準產生落差。

鎧甲娛樂著眼在長期的發展計畫，不會冒著短視近利而傷害品牌資產的風險，公

司的政策導向於先將基礎功夫打穩，等到一般觀眾對牛奶糖家族的支持度高了，

Miluku 這個品牌的獲利與能創造的附加價值也會比現在更多，而非短期授權出
去，只賣一點點的錢，但節目可能播一年就沒有了。」 

 
在網站經營模式上，也朝人文美學主導、淡化商業營利色彩的〝另類〞模式

發展，網站節目內容以免費方式提供，未來不會向網友收費。鎧甲娛樂科技的辦

公室沒有門牌，內部裝潢簡單，一如兩夫妻經營的 Miluku網站，沒有任何眼花
撩亂的橫幅廣告(Banner)，是一個以提供網友藝術觀賞為首要目標，刻意淡化網
站商業色彩的寬頻娛樂影音網站。在與企業合作方面，也採取創新的作法，在網

站首頁看不到 Banner 這個最普遍的廣告形式，全部將採企業贊助的方式，讓企
業的商品和服務自然而然的出現在動畫劇情中。在 2001 年 11 月 Ithome 採購情
報的報導中，Milulu網站表示初期的營收方式以商品植入式行銷的概念進行，例
如「追風錄」主題區已加入立頓茶包的行銷；未來網站也有出售 VCD、CD、書
籍與收取肖像權利金等計畫。 

 
    與「阿貴」、「訐譙龍」等虛擬偶像同樣為廣告主作商品代言，主打商品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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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劇情的「植入式行銷」概念，多以方塊影音視窗專門播放或以超鍊結方式呈

現「富媒體(rich media)」影音廣告效果的寬頻影音網路廣告，已成為數位時代下
吸引年輕族群的最新廣告趨勢。根據鎧甲娛樂提出的美國 eMarketer調查，該網
站這種「富媒體」的鍵閱率比一般橫幅廣告、電子行銷郵件分別高 340%與 292%，
促使消費者購買欲的提高幅度也超過 200%。鎧甲娛樂在 2001年初期的起步，看
似狀況不錯，Miluku.com 未開站就已經有立頓紅茶、國泰人壽、大眾電信 PHS
等廣告支持，但與實質已獲益的「阿貴」與「訐譙龍」網站相較，要真正達成損

益兩平乃至獲利的階段，則視鎧甲娛樂是否能迅速將 Miluku連續劇打進網路社
群，將網路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的虛擬肖像品牌由虛擬通路成功跨媒體發展，

發揮影響力。 

 
 
 
6.1.3 「牛奶糖家族」的創作動機，從虛擬躍向實體通路的發展計畫 
 
楊德昌欲結合其電腦碩士、電影製作與行銷背景，以及善於掌握漫畫、電影、

音樂等媒介的專長，將切入製作國際級水準的網路卡通動畫作為最新嘗試，而設

計出網路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Milulu）」。Miluku家族裡每一個角色和他們的
個性，都是楊德昌自己挽起袖子畫出和設計出來的，劇本內容來自他的創意，腳

本分鏡、服裝造型都是由楊德昌親手繪製。Miluku 家族一開始成員有五口：老
爸、老媽、妞妞、田田、糖糖，加上親朋好友如：安姐、阿誠、孝連、coco、簡
老師、明哥、九哥⋯等，角色大約有十多個。未來還會繼續擴大家族勢力，而設

計一隻冷眼旁觀而且愛評論的白色小狗「Miluku」，便是楊德昌從另一角度看世
界的「發言人」。 

 
當彭鎧立在自己的辦公室思索如何獲利、如何面對董事會等惱人問題時，被

她稱呼為「導演」的老公楊德昌，就坐在對面的房間裡思索下一部網路動畫的故

事劇情。楊德昌指出：「與其說我創作了這些人物，不如說我找到了這些角色，

這些角色和每一個讀者都相關，也有生活上的趣味，因為戲劇其實就是生活，所

以觀眾才會為感動的故事『入戲』！」。而一推出就欲配上英文字幕，意在全球

市場；而 Miluku網站的動畫節目主要由「牛奶糖家庭」、「糖糖情歌」、「情人之
路」、「名人推薦」、相聲形式的「國家劇院」等區塊組成，彭鎧立表示，由於著

眼於全球消費群眾，為避免有文化上的隔閡，因此動畫內容設定從都會家庭生活

切入。 

 

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目前的發展以台灣為主，除了以牛奶糖官方網站

（www.miluku.com）為傳播工具外，尚與國泰人壽、大眾電信 PHS、立頓茗閒

情等企業合作，並在兩大設有動漫畫專區的入口網站：蕃薯藤 Yam的卡通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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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mic.yam.com/miluku）、雅虎奇摩YahooKimo的卡漫頻道開設『miluku專

區』，從兩大主要的動畫入口網站將流量導入Miluku網站；也在聯合新聞網UDN 

動畫電子報提供「台北女生電子報」的訂閱服務。2002 年 8 月鎧甲娛樂創意總

監楊德昌與成龍公開宣佈策略聯盟，並以 Miluku網站作為成龍在台的中文官方

網站，三年內推出以成龍造型為主的多元數位內容創作，包括網路動畫、電視卡

通與線上遊戲，兩人也計畫合拍電影。 

 

茲將網路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的定位與行銷策略、發展計畫做一介紹： 
‧牛奶糖家族的基本資料： 
虛擬偶像名稱 牛奶糖家族（Miluku） 
性別與成員 男女皆有(一家人與狗) 
出道時間 200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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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成員 男女皆有(一家人與狗) 
出道時間 200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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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鎧甲娛樂科技的行銷活動簡介（2001.10.24∼2002.12.31）： 

活動種類 行   銷   活   動   內   容   摘   要 

網站設立 

電子報發行 

‧ 牛奶糖家族中文官方網站開站，發行「台北女生電子報」（2001/10） 

‧ 開站第一個月舉辦『推薦動畫送 PHS手機』活動 

廣告代言 
‧ 台北女生系列主角ACE代言中華賓士 Smart Car (網路影音動畫廣告) 

‧ 牛奶糖家族代言國泰人壽 (網路影音動畫廣告) 

公關宣傳 
‧ 2001年 10月 24日於台北晶華酒店舉辦牛奶糖網站開站記者會 

‧ 2002年 8月 12日楊德昌與成龍召開記者會宣佈策略聯盟與電影合作 

‧ Miluku 的 ACE（台北女生系列主角）代言中華賓士的微風廣場記者會 

異業結盟 

‧ 入口網站：蕃薯藤（Yam）、雅虎奇摩(YahooKimo)、聯合新聞網(UDN) 

‧ 手機通訊：大眾電信 PHS 

‧ 食品業：立頓茗閒情 

‧ 壽險業：國泰人壽 

‧ 影視：成龍電影公司 

( 製表：本研究摘要整理) 

A.虛擬偶像定位 

牛奶糖家族甫出道即以國際化定位（因此網址非區域性的.tw—”Taiwan”），
鎖定有實質消費能力的都會中產階級為目標對象，以全球華人為主要市場，規畫

逐步導入英文、日文、法文等版本，在網站中已預留 21 國語言的程式空間。鎧
甲娛樂將目標對象設定在“有一定身份和成就，生活在工作、婚姻和家庭的多重

壓力下，需要更多的趣味來調劑單調的生活的都會中產階級”，而牛奶糖家族正

好反映出目標族群的真實生活和心理需求，可以從其家族連續劇動畫中產生立即

共鳴。 
 
B. 廣告行銷策略 

    鎧甲娛樂表示，牛奶糖動畫廣告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創意與趣味—「不是
廣告的最廣告！”在創意部份，期望藉由獨一無二創意內容讓消費大眾對虛擬人

物產生喜好、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話主題，進而認同牛奶糖家族的消費取向和價值

觀，達到最高效益的廣告目的。在趣味方面，讓牛奶糖家族成為生活趣味的提供

者，而這樣的趣味又似乎和實際生活息息相關，也讓廣告訊息直接進入目標消費

群的潛意識中，進而把精彩的動畫故事，由網路搬到電視、電影院當作廣告播放。

使廣告主以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作商品代言人，於商品的包裝、平面媒體上露

出，並透過網站間互連和活動的整合，達到最大的行銷效益。鎧甲希望將廣告主

視為一個贊助角色的合作夥伴，是真正共同參與的廣告主，而非僅止版面或時段

的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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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企業方面的合作也採取創新的做法，在 miluku.com網站上看不到 Banner

這樣最普遍的廣告型式，全以企業贊助的方式，讓企業的商品和服務自然而然的

出現在動畫劇情中。例如與大眾電信合作贈送手機活動、與國泰人壽合作將其保

險商品訊息放入牛奶糖家庭劇情中，當網友在收看劇情的同時完整地接受廣告訊

息，進而因為對劇中角色的認同而建立對特定品牌的偏好，而每個人物的個性都

不相同，企業主也可藉此作到分眾行銷的目的。 

 
C.鎧甲娛樂的未來發展計畫 

牛奶糖家族目前的發展通路是網際網路，如牛奶糖網站的架設、網路動畫與

「台北女生」電子報的流通等，尚未有如阿貴、訐譙龍橫跨唱片、出版、電視、

電影等跨媒體表現，然走向跨媒體的全方位發展也是鎧甲娛樂為牛奶糖家族擬定

的未來目標。 
鎧甲娛樂表示，牛奶糖家族的發展計畫由網路動畫為起點，每週定期推出符

合都會生活脈動的新劇情來創造高網站流量；初期擬以免費方式經營，待成熟考

慮採用付費機制收取節目收視費。一方面經營虛擬偶像肖像權，開發牛奶糖家族

系列商品，如：服飾、運動用品、玩偶、精品、家用品等。另一方面將牛奶糖的

動畫MTV集結成輯出版 CD，並在網上收費提供 MP3線上下載服務。在動畫節
目中運用『融入劇情』的全新廣告預售（pre-sale）概念，以類似電影的操作手
法，為各類型企業代言商品。製作發行全球的長篇動畫，進軍國際市場，以多國

語言讓全球喜愛都會風格動畫的網友能障礙地進入牛奶糖網站。 

6.2 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介紹 

 

公司名稱 鎧 甲 娛 樂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Miluku.com.) 

成立時間 2000年 12月 
資本額 約新台幣 2億元 
負責人 總經理彭鎧立 
聯絡人 業務經理吳欣 
員工人數 約 40人 

主要股東 
霖園集團、富鑫集團、宏遠科技創業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泰安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鎧甲經營團隊 

合作夥伴 
成龍集團、霖園集團、聯合報集團 
(聯合報、民生報、聯合線上、FiFi少
年兒童書城) 

網站網址 www.miluku.com 
公司地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2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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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1 公司的成立與發展現況 
 
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0 年 12 月，同年公司網站

（www.miluku.com）網址登記完成。2001 年 3 月確立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成員
角色性格、外觀與定裝，依序在第一支「Miluku相聲」與「Miluku MTV」作品
完成，並於同年 7月規畫測試完成全球首創的「平行敘事結構」後，於 9月在網
站上提供「預告式」的動畫，10月 24日舉行開站記者會。 

 
鎧甲娛樂科技自詡為台灣最具競爭力的國際級網路動畫公司。牛奶糖網站結

合了國際電影、音樂、動畫、行銷、網際網路、虛擬偶像與國際知名的楊德昌與

彭鎧立夫婦帶領的創作經營團隊。公司成立的宗旨在於：短期內成為全球華人知

名的富媒動畫內容及虛擬偶像提供者，進而成為引領世界潮流的網路內容供應

商。為了落實科技人文議題，創意製作團隊以 Flash、模組化、人物圖形製作、
虛擬人物、影音結合技術、即時運算系統、生產流程管理等技術創造了網路虛擬

偶像牛奶糖家族。 

 
長達 11 個月的籌備時間，標榜網站首頁上沒有任何橫幅廣告（Banner）的

牛奶糖網站似乎與一般商業色彩濃厚的影音娛樂網站不同。鎧甲娛樂科技創意總

監楊德昌表示：「商業化是非常人性的，問題只是『交換』怎麼做。」總經理 

 
 
彭鎧立則指出：「牛奶糖連續劇短期內不會向觀眾收費，一旦連續劇獲得觀眾認

同後，牛奶糖會運用贊助的概念，邀請獨家廣告商付費；此外廣告主產品本身也

可以融入節目內容裡，例如老爸老媽可以一起喝可口可樂。長期而言，除了牛奶

糖家族的連續劇外，也設定副產品路線如相聲、MTV、歌舞劇⋯甚至發展劇中
角色周邊商品計畫。「其實我們生活裡到處都有品牌創意來源，」彭鎧立指出：「關

鍵是節目中表現形象和產品魅力的不同手法，廣告應該是誠實、溫柔和人性化

的，讓觀眾能不知覺地感受。」牛奶糖家族曾代言立頓茗閒情、國泰人壽、中華

賓士 Smart Car等商品廣告，也與大眾電信 PHS及蕃薯藤、雅虎奇摩、聯合新聞
網等入口網站合作。在 2002月 10月導演楊德昌與國際級影星成龍共同宣示策略
聯盟，並以牛奶糖網站為成龍在台的唯一中文官方網站，三年內推動成龍造型為

主的網路動畫、電視卡通、線上遊戲、電影之後，鎧甲娛樂科技將可望有跨媒體

的全方位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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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公司經營業務 

 
鎧甲娛樂科技可大致歸類為五種業務項目，分別是動畫廣告行銷、動畫節目

製作、虛擬藝人經營、肖像代言授權、出版與發行： 

 
業  務  項  目  主      要      內      容 

1.動畫廣告行銷 
接受企業委託製作動畫廣告影片或專案，運用電影與商品
結合的植入式行銷模式（例如 Smart Car、易立信行動電話）
將商品的廣告訴求融入牛奶糖家族的各類劇情中 

2.動畫節目製作 
製作高品質長篇動畫，發行全世界，收取全球版權及分紅； 
待時機成熟將運用線上付費機制，收取網站節目收視費 

3.虛擬藝人經營 經營牛奶糖家族的成員肖像權，收取肖像權利金 

4.肖像代言授權 
開發牛奶糖家族系列商品，包括：服飾、運動用品、玩偶、
精品、家用品… 等等 

5.出版與發行 將動畫MTV出版專輯 CD、收取MP3線上下載費用 
(製表：本研究整理) 

 
 

鎧甲娛樂科技認為網路能讓人把夢做到最大，因此以平行敘事結構的獨特動

畫創意與技術，將miluku.com的事業版圖紮根於亞洲，並擴大至全球。現階段的

miluku.com已完成多國語言設定規劃，初期以中文版本為先，未來miluku.com將

循序漸進以文化產品行銷全世界，在進入他國市場後，只要將字幕載入便可以當

地語言供當地網友觀賞。基於市場的全球化設定，miluku.com贊助的企業廠商擬

以國際性企業品牌為主。茲將牛奶糖家族的產品組合與行銷做一簡介： 

A.融合都會風格的產品組合： 

  大螢幕：Miluku家族連續劇 
  小劇場：Miluku家族相聲 
          Miluku 家族MTV 
          Miluku 家族武俠天地 
          Miluku 家族螢幕保護程式 
          Miluku 家族月曆 
          Miluku家族桌布 
          Miluku家族電子賀卡 
          Miluku家族舞台劇 
 
B.動畫廣告的行銷： 

鎧甲娛樂科技在網站首頁捨棄了 Banner的廣告形式，主張其多樣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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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保留 Banner的概念，讓 Banner的表現形式更活潑—強調節目內容（content）
即是廣告，以商品植入式行銷的方式，在牛奶糖家族的動畫中，依劇情、人物、

環境帶入商品的淺移默化方式，使商品曝露於無形，進而創造更高的商品價值。

例如：以牛奶糖家族的人物做商品代言人，在動畫中帶到商品，讓商品具有生命

力，並在動畫播送前的下載時間（loading time），以閃動的企業識別標幟強化企
業知名度，吸引消費者點選至企業主的網站。亦可採用功能性商品的結合，如：

月曆、折價券等。根據鎧甲提出的美國 eMarketer調查，這種「富媒體(rich media)」
形式的影音動畫廣告之鍵閱率比一般橫幅廣告（Banner）、電子行銷郵件分別高
340%與 292%，促使消費者購買慾的提高幅度也超過 200%。 
 
 
 
 
6.2.3 公司經營團隊 

鎧甲娛樂科技的創作經營團隊主要由知名人士楊德昌、彭鎧立、成龍、陳自

強帶領。楊德昌整合個人在電機、電影、漫畫、電腦工程等豐富背景創造了牛奶

糖家族，而在音樂表現傑出的彭鎧立親自創作音樂，並以一批專業的幕後工程師

為後盾。在分工上，楊德昌負責故事內容創作、腳本分鏡、服裝造型，彭鎧立執

掌配樂，來自東歐等共 8位動畫師掌握技術、工程。以下就經營團隊主要成員做
相關介紹： 

 
A.總經理(CEO)：彭鎧立 
‧國新英格蘭音樂學院鋼琴演奏碩士 

‧曾任職原子影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任教於輔仁大學音樂學系 

‧國內知名音樂家、唱片製作兼專業廣告與國際電影配樂人、時尚專欄暢銷作 

   家，出版鋼琴演奏專輯、翻譯著作、有聲書出版、文字出版、電影作品美術 

   與音樂創作總計10項，獲金曲獎、時報廣告獎、坎城影展競賽 

B創意總監(CCO)：楊德昌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士、洛杉磯南加州大學電影系研究所肄業 

‧佛羅里達大學電機系碩士期間專攻電腦程式設計，研究電腦繪圖，並以「電腦

即時線上中文文字應用程式」為題發表論文 

‧12 歲即為出名的小漫畫家，擅長編繪連環漫畫，為國際知名導演及編劇，導
演過之作品有14部電影及1部電視單元連續劇，得過之國際獎項超過30項 

C.成龍 

‧國際級影星、國際票房保證 

‧2001年美國演藝人權力榜第16位，排名是華人中最高的 

‧2002年電影雜誌《Premiere》的好萊塢權力排行榜第8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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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陳自強 

‧成龍集團董事長 

‧負責電影國際行銷 

‧負責大型專案授權 

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架構圖如下：� 

〈圖6.2-1：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  牛奶糖家族網站（www.miluku.com）介紹與分析 

 

於2001年10月24日正式開站的Miluku網站（www.miluku.com），是由坎城

影展最佳導演楊德昌與妻子彭鎧立主導的新網路公司鎧甲娛樂科技所成立，是一

個創作都會動畫故事的網站。透過兼具聲光影音效果與故事內容的「富媒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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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一系列網站上的劇集，吸引網路都會中產階級的注目與收視。目前 Miluku

網站的平均每日不重複閱覽人次約18萬人次，高峰期則達到30萬人次；所發行

的「台北女生電子報」最多可達 120萬人次的瀏覽次數（page view）。會員招募

部份，會員人數約3萬多人，會員年齡分佈以20-35歲為主，會員組成以佔7成

的在職人士最多，會員男女比例約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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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網站內容導覽 

 

「Miluku」網站（www.miluku.com）是網路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的官方網站，
在網站首頁完全不見廣告色彩濃厚的 Banner，而是以一幅夜晚窗前辦公桌的圖
畫風格來呈現（見下頁圖 6.3-1 與 6.3.-2）辦公桌就是觀眾的桌面不僅窗外月亮
會隨真實時間出現陰晴圓缺，還不時做更動以符合各項節日。在網站首頁圖的辦

公桌上，放置了五台電腦與電視螢幕呈現最新上檔節目，分別以圖檔點選的方式

在百寶箱(即庫存區)呈現八大主題區的最新節目內容供網友點選，分別是：「糖
糖情歌」、「情人之路」、「台北女生」、「國家俱院」、「名人推薦」、「晨跑公園」、「樂

透遊」、「成龍專區」。以下就網站內容作扼要分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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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八大主題區及內容簡列於下表： 
主題區名稱 主    題    區    節    目    內    容 

1.糖糖情歌 

以牛奶糖家族的小兒子糖糖和小狗Miluku 為主角，由糖糖以鋼琴等樂器 Solo
自彈自唱，以清澈的童聲演繹出中英文歌詞對照的動人經典歌曲，而Miluku 則
在一旁手足舞蹈聆聽，動畫MTV包括「甜心」、「I’m sorry」、「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Mommy」、「When I fall in love」⋯等有韻味的老式情歌，是最
熱門主題區之一 

2.情人之路 

名稱來自於牛奶糖家族的女兒“高中生妞妞與男友田田相約每天一起放學回家
所走的那段路”，以兩名高中生的戀情為主軸，動畫MTV包括「關於情歌」、
「足夠」、「她的美麗」、「幸福是多麼簡單」、「咖啡牛奶」、「雨中漫步」、「戀愛
的滋味」關於情歌⋯等，此區動畫的特色是歌曲結尾處附加一段抒情題辭，為
最熱門主題區之二，受到許多“五年級生”網友的迴響 

3.台北女生 

以台北都會為背景，由23歲在廣告公司上班的ACE、15歲的高中生妞妞、以
及已經有2個孩子40歲的老媽，舉凡流行風尚、酷炫名牌、生活娛樂、體育時
事種種最近最新最受矚目的話題，這三個「台北女生」都有自成一格的獨到見
地。在該區呈現出每集動畫的片段、主題與簡介。動畫包括「倒數計時」、「山
路第四景」、「我很綠色」、「你在看我嗎」、「近在天邊」、「男友 A2Z」、「足球、
沙拉與愛情」⋯等，其特色為此網站配合「商品植入式」等廣告專案融入劇情
的單元動畫劇，並由聯合新聞網（UDN）代理發行「台北女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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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家俱院 
以相聲方式呈現關於發生於某間公司的故事，人物包括副總安姐、總公司經理
孝連、分公司經理阿狗、想併吞這家公司的某大總裁明老與混過香港黑社會的
手下華仔等影射內容  融合兩岸三地的政經議題 

5.名人推薦 
以擬仿多位跨國跨界的名人為號召，一方面為Miluku.com推薦，一方面與各種
時事新聞議題結合的動畫劇集，動畫劇集包括「中什麼田」、「張忠某」、「搖頭
蘇」、「Z蛋」、「濟部長」、「蔡日文」、「阿發」⋯等 

6.晨跑公園 

以類似台北市長馬英九的人物「阿狗」為主角，敘述熱愛晨跑、不論晴雨的阿
狗每天早晨於公園中慢跑，所引發的各種隨想的動畫劇集，內容包括「秘密心
事」、「12月 25日」、「看圖說話」、「一瓶難求」、「WTO」、「下雨天」⋯等以簡
單的內容每日一則播出 

7.樂透遊 

是以樂透彩及兩女一男為主題的懸疑動畫劇集，以金錢、暴力、色情交纏的三
角關係為號召，動畫劇集包括「命中注定」、「三月十四簽彩趣」、「三月十五開
獎樂」、「三月十七簽樂趣」、「警民合作」、「峰迴路轉（一）」、「峰迴路轉（二）」、
「峰迴路轉（三）」、「識途小馬」、「有獎徵答」⋯等 

8.成龍專區 以成龍為主題的動畫區，目前收錄「有 Flash真好」、「Jackie 祝您新年快樂」 

（製表：本研究整理）註：miluku 為成龍中文官方網站 

 

茲針對若干主題區做詳細介紹： 

1. 關於「牛奶糖家族」： 

    牛奶糖家族是由五位基本家庭成員構成，並由其延伸出許多人際網路，如男

女朋友、同事、上司等等。Miluku網站以俏皮活潑的方式來介紹此一家族成員，

以下是小狗Miluku的告白： 

  『各位觀眾您好，我是MILUKU。嚴格來說我是一隻狗。說起我寄住的人類家庭，是

在大台北都會區的某一棟公寓裡。這一家姓劉，家中成員有老爸、老媽、妞妞及糖糖，

當然還有我。這個家庭的環境還不錯，老爸、老媽都有一份主管級的工作。平常白天上

班的上班，上課的上課，就留我自己一個...人...在家，晚上才是全家團聚的時候。這團

聚的意思是說：老爸在電視機前睡著，然後神遊到他的武俠世界；老媽做完家事之後，

就拼命的打電話聊星座命盤還有購物心得；妞妞常常一個人關在房間裡面不知道在幹

嘛。但是她心裡面想的事情可逃不過我的眼睛；糖糖當然就是玩他的電腦囉，他可是個

電腦天才呢，還有我最欣賞他的一點就是他會陪我聊天...只有他聽得懂我說的話。嘿嘿

嘿！老爸永遠搞不懂糖糖怎麼會知道他的秘密。這個家看起來很平凡，不過，如果你是

這樣想的話，那你就有所不知了！四個人加上一隻狗...汪！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怎麼可能

沒事！想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看了就知道。』 

以下是牛奶糖家族基本成員簡介： 

角色 1： 老爸〈劉連〉  

年齡： 45歲  

職業： 某大財團忠實資深中級主管。  

角色 2： 老媽〈Joyce〉  

年齡： 42歲  

職業： 進口貿易公司董事長特助。  

角色 3：妞妞〈劉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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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16歲  

職業： 高一學生  

角色 4：糖糖〈劉乃棠〉  

年齡： 8歲  

職業： 小學二年級學生。  

角色 5： Miluku  

年齡： 8歲  

職業： 家庭評論員 

 

2. 關於「國家俱院」： 

是發生於一間公司，由多位性格不同的職員所交織而成的動畫劇集： 
『從前從前有一個紅透半邊天的創投顧問，他的名字叫做張成功。 因為他深刻的

了解「知識經濟」的重要性，也知道如何運用他的專業知識幫投資人做專業的投資分析，

因此許多有錢人將大把大把的鈔票拿給張成功作投資。但是好景不常。他的投資在一夜

之間全部化為烏有，而他也流落街頭成為一個街頭藝人，他將自己藏在一個大米袋裡

面，為過往的路人表演一齣又一齣的布袋戲。他一遍又一遍的為路人講述著一齣齣動人

的故事。他所說的是關於「公司」的故事。在故事裡有安姐，孝連，明老，阿狗以及華

仔這些舉足輕重的「大人物」。孝連是總公司經理，而安姐則是這公司的副總，他們有

一個女婿在美商公司工作。這對夫妻原本應該是同心協力的為公司打拼可是怎麼好像有

點貌合神離？再加上分公司的經理阿狗，這個原是孝連在公司裡的競爭對手。還有妄想

併吞這家公司的某大公司總裁明老、明老的手下混過香港黑社會的華仔等。』其他網

站內容尚包括「精彩節目寶庫」（見圖 6.3-2）、「情人節專區」、「請聯絡我們」、「最
新消息」。 

6.3.2  網站經營與會員關係管理 

 

A.網站經營 

 

在網站的經營管理上，Miluku網站過去朝 節目導向、另類商業營利色彩的

新模式發展，節目內容目前以免費方式提供，網站首頁沒有任何眼花撩亂的橫幅

廣告(Banner)，是一個以提供網友喜愛的節目內容為首要目標，的寬頻娛樂影音

網站。在與企業合作方面，也採取創新的作法，捨棄 Banner這個最普遍的廣告

形式，全部將採企業贊助的方式，結合「植入式行銷」的行銷方式，讓企業的商

品和服務自然而然的出現在動畫劇情中。Miluku網站目前與若干設有動漫畫專區

的入口網站合作：蕃薯藤(Yam)的卡通首頁、雅虎奇摩(YahooKimo)的卡漫頻道開

設『Miluku專區』，從兩大主要的動畫入口網站將流量導入Miluku網站；也在聯

合新聞網(UDN)動畫電子報提供「台北女生電子報」的訂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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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Miluku網站的各項經營理念分述如下： 

(1)對網路媒體抱持的看法 

 

對於網路的發展潛力，Miluku網站是看好的。創意總監楊德昌認為網路的功

能還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他在數位時代雜誌第20期的專訪中表示：「我們現在看

到的電影、電視、MTV等發揮的功能，都是有其因果背景。如果一部電影在網

路上傳遞效果最好，那當然很好，但我相信若是這樣，其他東西的效果也會一樣

好，而那些東西會有各種形式樣貌，我會把時間花在開發那些新東西上。創意這

東西其實很簡單，就是做別人沒做過的事（例如Miluku的平行敘事結構），可是

所有投資人都不敢這麼做。真正創意一點都不玄，就是你能認識理解越多東西，

越能做出長遠的推測。這並不是憑空幻想，除非資源擁有人本身的詮釋能力太

弱，否則基本上這絕對是理性的事。除了理性，創意其實是必要的東西，與生活

息息相關，一點都不特別。」 

 

業務經理吳欣也表示，網路以後還是會有真正知道該怎麼經營的人來做好這

一塊，之前很多人失敗的主因是因為仍以經營傳統媒體的思維來做網路，Miluku

會選擇不用那樣的方式來做，例如一般看到所有的網站首頁不是 Banner就是

Button等一個個浮水印或滾軸式等廣告，這樣的呈現跟賣平面報紙廣告有什麼不

同？實際上仍流於以傳統方式在賣廣告、經營網路這個新媒體。但 Miluku覺得

網際網路、影音這塊的潛力、延展性、可能性應該是更大的，它能夠跟網友做直

接的溝通，楊德昌曾舉例他不希望“人類已經把飛機發明出來了還把飛機放在鐵

軌上面跑，仍是用火車時代的觀念在看待飛機！“ 

 

 

(2)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的建構與角色設定  

 

   在虛擬偶像的建構上，Miluku網站認為虛擬偶像建構上的困難主要是國內製

作動畫方面人才的匱乏。業務經理吳欣表示，鎧甲娛樂雖然打算自國外招募人

才，但招募與培訓費用相當昂貴，雙方人才的整合也是一大挑戰，例如對方可能

在美學、美術層次上的技術較高，但以生產網路動畫的 Flash工具和技術來看，

還是以台灣和大陸較符合成本考量。據我們觀察，以產量或品質來看，其實全世

界很難找到那一地區有網站可以長期生產高品質且大量的網路動畫，要不就是量

很大但品質不怎麼樣，要不就是品質不錯，可是量非常非常少，所以要兩者兼顧

的話，最終的問題還是人力資源的問題。 

 

    在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的角色設定與塑造上，一開始儘量不做突出的「明星

化」角色，各個角色是寫實、貼近生活的，希望用節目本身吸引一群受到劇情吸

引與感動的人，而非推虛擬偶像本身（如阿貴、訐譙龍）。業務經理吳欣表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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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人物不採明星式包裝，希望用故事、生活型態去拉一群專門來收看故事內容

的網友。如此一來網站的黏著度也較高，若有商品加入的考量亦不至於太突兀，

因為用明星的方式來包裝可能較適合“明星型產品”，如飲料、運動鞋等，用生

活型態來打動人心，產品包含的範圍也會較廣泛。」 

 

(3)廣告業務行銷方面 

 

    鎧甲娛樂在網路行銷上的困難，最主要仍是廣告主和廣告公司的觀念，對網

路廣告效果的信心不足、視為非主流媒體。另外網路動畫廣告對消費者本身的影

響與效果也很難測知，網路上的動畫往往是免費讓網友觀看，對網友來說不須付

出成本，有時間的話就加減看，所以也很難看出他們到底怎麼想。業務經理吳欣

在本研究深度訪談中表示，目前推廣上還有一個來自廣告主的問題，就是很多廣

告主或做決策的人，他本身是不接觸網路的，即使他聽說你們的產品不錯，當他

決定是否與你合作時，他會先回家問問他的小孩（你有沒有聽過阿貴／牛奶糖家

族… ？），若有聽過我們的虛擬偶像才願意跟我們合作。我們對自己的產品很有
信心，不擔心知名度的問題，現在很多網友也許不知道牛奶糖家族、鎧甲娛樂科

技，但你提到「情人之路」、「糖糖情歌」，提醒他們一下網路動畫的內容就會發

現其實很多人都看過，也許一時無法喊出正確的名稱。 

 

在廣告業務上，Miluku網站捨棄一般首頁放置 Banner供廣告刊登的作法，

使用「植入式行銷」的方式，將廣告主的商品融入影音動畫廣告中，以“不是廣

告的最廣告”作為廣告的最高指導原則。和「阿貴」、「訐譙龍」等虛擬偶像不同，

Miluku沒有官方網站的 Banner供廣告刊登和點選，因此把廣告融入到節目（動

畫）裡面來做廣告，例如「台北女生」系列將不同的廣告主列為各集動畫的贊助

（Sponsor），這樣的概念跟楊德昌導演過去的經驗很類似，也像 007電影中產品

的露出，使得整部電影就像一個大型廣告。業務經理吳欣表示，Miluku為廣告主

做的便是把品牌的概念融入動畫，例如 Miluku的「台北女生系列」女主角 ACE

（牛奶糖家族中妞妞的學姊，是一名廣告創意人）為「中華賓士 Smart Car」代

言一系列的動畫廣告。該系列廣告的流通方式是在官方網站上播放，每九天固定

出一則新的動畫供網友主動點選；另一種方式是在 Miluku的會員快報「台北女

生電子報」中刊登，該快報在蕃薯藤、雅虎奇摩的生活消費版放置Banner、文字

鍊結，也在聯合新聞網發行，這是UDN 唯一對外合作的動畫電子報。該專案除

了網路媒體外，也結合實體通路，如中華賓士舉辦記者會、在微風廣場辦活動，

都有將網路代言人Ace做成人形立牌放置在動畫旁邊展示，另外也製成Ace肖像

的滑鼠墊等公關贈品，網友也可網上列印索取。費用部份，Smart專案一系列下

來約七位數。在動畫廣告的效果評估上，根據網友下載點選的統計，聯合新聞網

的廣告業務讚許「台北女生電子報」的報表結果，Miluku電子報的點閱率與其他

Banner相較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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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kuku網站的動畫特色 

 

       在動畫廣告形式上，Miluku網站採用富媒體（rich media）的形式，鎧甲娛樂

表示，美國研究機構 Forrester Research最近公佈研究預測指向網路廣告發展趨

勢，到2005年以前，具聲光影音效果的影像電子郵件(video e-mail)，或是富媒體

的內容將取代文字性訊息，成為網路溝通的主流。根據另一家市場研究機構

Jupiter Communications, Inc指出「網路是第一個能同時將訊息傳遞到全世界的媒

體」，並預測網路廣告收入將從1999年的43億美元成長到2005年的280億美元，

5年預計成長約7倍。另根據鎧甲娛樂科技的調查發現，Rich Media有以下效益： 

    1.鍵閱率比一般橫幅廣告高340%，比電子郵件行銷高292%； 

      2.廣告記憶（recall）效果比一般網路廣告增強34%； 

    3.品牌形象改善幅度約30%； 

    4.一半以上的網友花30秒-5分鐘的時間與富媒體互動； 

      5.促使顧客購買欲大幅增加200%。 

 

    業務經理吳欣還表示，Miluk網站認為“網友的參與就是一種互動”，互動

包含很多種不同形式的參與，譬如目前接到許多做 Flash賀卡的案子（點選式慢

慢呈現賀卡的動畫效果），這是一種參與和互動的形式。而在動畫廣告的部份仍

較少使用互動的參與，希望讓網友作為一個觀眾（旁觀、欣賞者）的角色。若強

調互動的話可以上我們的網站，最早推出的「牛奶糖家庭」單元，就使用「平行

敘事結構」來從不同的角色觀點說故事，拉出同時進行（spontaneously）的五條

故事軸線（爸、媽、糖糖、妞妞、小狗 Miluku），你點選爸爸或媽媽呈現的畫面

是不同的，每一條故事軸線都可再連接出去，這些軸線都是可以互通、彼此交叉

的，有和其他家人在一起，也有各自分開做自己的事情的片段，但較可惜的是網

友無法下載，因為這整個檔案架構是聯結在一起的，不能單獨抽出來下載或更

改，這樣一來電腦運算過於複雜，因此動畫師修改上也工程浩大。 

 

   「平行敘事結構」是Miluku網站動畫最大的特色，因為它真正做到了傳統媒

體所不能做的多故事軸線同時進行。業務經理吳欣在本研究深度訪談中即表示，

網站中「百寶箱」單元採平行敘事結構，讓網友可以選擇由不同人物的角度來觀

看同一段影片，網友看起來也覺得很棒，但這也造成 Miluku網站極大的產能挑

戰。業務經理吳欣表示，雖然開站時就把這樣的互動敘事技術呈現出來了，但後

來必須暫時將此部份擱置，主要原因是動畫師的產量跟不上進度，須耗時相當久

才能產出一部，且更新時必須動到整個程式運算的修改，工程太浩大。這樣耗時

耗成本的大卡司製作，的確也考驗了鎧甲娛樂動畫製作人才的極限挑戰，這樣高

品質的生產須耗費好幾年去做，但是網站又不能等待好幾年，全部生產完了再一

併上市，應是多個區塊同步進行，鎧甲娛樂並非請不起人，而是合適的人才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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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找，必須挑好的人才並加以訓練，常碰到的問題是公司裡許多年輕的動畫師往

往訓練了一陣子又因為被抓去當兵的緣故離職。因此除了此五條故事軸線為

Milulu網站主打外，還有用相聲（「國傢俱院」）、愛情音樂動畫「情人之路」、「糖

糖情歌」等，希望提供網友多樣化的節目內容。 

 

(5)未來的發展方向 

 

Miluku網站希望由網路動畫轉型，運用之前 FLASH的動畫技術，並非用

FLASH製作電影，而是把這技術轉移到電影的溝通上超越用文字和圖片的靜態

溝通模式，發行諸如九十分鐘的成龍動畫電影，推一個和牛奶糖家族不同、全新

的產品：「我們欲朝Pixar、迪士尼規模的電影發展，希望以累積的FLASH技術、

資源，不論是動畫師、對劇情的掌握、表演的能力，變成與下游廠商溝通的媒介；

另一方面我們認為大螢幕用 FLASH技術來呈現會流於粗糙，無法拉抬票房和好

萊塢競爭。事實上好的動畫電影仍佔有極高的票房，如迪士尼的『獅子王』，光

電影映演就有七億多營收，商機還包含周邊商品、玩具、原聲帶、DVD等等，

因此我們的動畫電影會朝類似迪士尼的傳統方式製作，若使用 FLASH的電影製

作方式就無法達到這樣的效果，無法感動人心。基本上，鎧甲娛樂科技將競爭者

界定在『Pixar』之類的國際性卡通製作公司，由鎧甲來做原創、故事腳本、角色，

再把這些工作發包出去。」 

 

 

B會員關係管理 

 

    Miluku網站的會員招募部份，會員人數約3萬多人，年齡分佈以20-35歲為

主，會員組成以佔7成的在職人士最多，會員男女比例約47：53。業務經理吳欣

表示，Miluku以都會中產新貴為主要目標對象，此與網站實際觸達與招募到的會

員頗為符合，可由兩點判斷：會員組成、網友上 Miluku網站的高峰期。會員組

成以在職人士為主，另外發現網友上站的時間以週一到週五早上十點到下午六點

為主，週六、日較少流量，幾乎就是上班族的上班時間；令一個高峰是晚上十點

後到凌晨十二點左右，可能是學生族群，或是上班族在就寢前上站。另外他也發

現喜歡「情人之路」系列動畫的網友較多是“五年級生”（25-35歲），雖然是兩

個高中生的愛情故事但卻能打動這些成人。 

 

在 Miluku家族的會員權益部份，包括：會員將在第一時間收到最新影片訊

息、收到 Miluku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入場卷等。與會員的聯繫工具以和聯合新聞

網合作的「台北女生電子報」和會員快報為主，電子報約9天發行一次，不定期

發出會員快報。除了以牛奶糖官方網站為傳播工具外，並在兩大設有動漫畫專區

的入口網站：蕃薯藤的卡通首頁、雅虎奇摩的卡漫頻道開設『miluku專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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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主要的動畫入口網站將流量導入 Miluku網站，也在聯合電子報提供「台北

女生電子報」的訂閱服務。以下是UDN對「台北女生電子報」的介紹： 

 

    『台北女生都穿些什麼？台北女生都想些什麼？台北女生都聊些什麼？ 

     台北女生到底愛些什麼？不管你是不是女生、不管妳是不是台北人， 

     都因為某種程度對這個城市的無法離棄，於是我們都悄悄地自製一套 

     自己的生存方式與理由。「台北女生電子報」是由一系列精細的網路 

     動畫連續劇所延伸出來的新型態電子報，透過虛擬的三代女主角— 

     23歲的上班族ACE、15歲的高中生妞妞、以及已經有2個孩子40歲 

     的老媽，舉凡流行風尚、酷炫名牌、生活娛樂、體育時事種種最近最 

     新最受矚目的話題，這三個「台北女生」都有自成一格的獨到見地。 

「台北女生電子報」每個月都針對一個單元，發展出數則細膩而饒富 

 意味的短篇動畫週報，讓您只需上網閱報，就能輕鬆掌握「台北女生」 

 迷人而捉摸不定的思考邏輯與動線。』 

 

會員的資料庫等調查方面，之前 Miluku 網站曾測試過一段時間，把會員招

募拿掉來看看進站的情形如何，Miluku網站表示最初就不強調朝經營網路社群的

方向去做，後來為因應廣告主的需求才重新開放會員招募，因此網站本身並沒有

刻意針對會員做一些額外的服務，跟其他動畫網站的經營方式不大一樣。業務經

理吳欣表示：「因為老闆楊德昌是創意出身，他較在意做出來的節目本身是否受

歡迎及肯定，因此希望在沒有干擾的情況下去探測市場真正的反應。基本上目前

仍在實驗，測試看看那一種方式較好，累積網站的經驗。會員機制又重新建立是

因應廣告主的要求，因為他們已經被教育去由網站的會員數來考量廣告效益；若

我們想得知網友的需求、評估廣告效益，有會員制度的話會更方便調查。若客戶

有得知廣告效益的需要時，我們會幫他做一些方便網友轉寄的病毒行銷，或是以

發送電子報的方式，直接把動畫包在裡面（如 UDN的動畫週報—台北女生電子

報）。目前效果較好的還是靠網友的口碑和轉寄！」(『台北女生電子報』見下頁

圖6.3-3、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