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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多個案分析比較 

 

7.1  外部環境分析 

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三個網路虛擬偶像的崛起與發展除了本身條件

外，也與台灣遭逢網路使用與動畫技術普及、虛擬肖像的行銷熱潮、政治社會傳

播環境等外部環境影響有關。茲由上述面向來探討： 

 
7.1.1  網路使用與動畫技術普及 
 
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都是藉由免費、自由連結與轉寄的網路 Flash動

畫出道，由早期單純的網路動畫（以絕佳創意的劇情、對白、音樂等吸引網友注

目），到為求長久發展的廣告業務考量，轉型為結合了商品植入式行銷的影音動

畫廣告。由於台灣網路使用者使用 E-mail日漸普及，這些 Flash動畫得以藉助電
子郵件的「病毒式行銷」迅速蔓延，發揮驚人的網路傳布威力。以下分項檢視台

灣網路電子郵件使用情形與三個案所採用動畫技術之優勢： 

（A）電子郵件使用情形與最受歡迎的電子廣告形式 

根據亞太區國際網路評量機構 iamasia（亞量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1年的調
查研究顯示，在家上網的人口中有 85%擁有電子郵件信箱，且使用比例高達
96%，主要的收發地點仍以家中（57%）為主，每人每天平均收到 13 封電子郵
件，每人每天平均寄出 5封電子郵件，女性每天約寄出 6封高於男性的 4封。可
見電子郵件是網路活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以上調查尚顯示，台灣地區每位家庭網路用戶平均每天收到的 13 封電子郵

件當中，有 5封是廣告信，有一半的網友會自動刪除，且這些廣告信大部份都非
自行訂閱。一般未經使用者主動訂閱而發送的廣告電子郵件，僅有 4%的人會逐
封開啟閱覽；相反地，若是使用者主動訂閱，每封都看的人則提昇至 23%，直接
刪除的比例下降至 20%，約 56%的人選擇性閱讀。這顯示經由網友許可下的電
子行銷廣告信，較易受到注目。也就是說，若是網友主動向阿貴、訐譙龍、牛奶

糖家族等動畫網站主動訂閱的會員電子報，其開啟閱覽甚至是轉信的比例將比廣

告電子郵件高出更多，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與廣告效益。 

 
至於何種廣告電子郵件最受網友青睞？iamasia 研究顯示，以互動多媒體形

式呈現（類似 Rich Media）的電子郵件廣告，最吸引網路使用者的目光，其次是
圖文並茂的 HTML式，最後是文字式。前四名最吸引網友進一步點選的廣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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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依序為「商品資訊」、「活動展覽」、「促銷活動」與「抽獎」；有趣的是，女性

網友則特別對「圖片文章」、「遊戲」、「心理測驗」有高度興趣。（徐淑媛，民 90）。 

（B）新型態網路廣告—影音廣告取代橫幅廣告崛起 

    根據MIC統計，2000年整體網路廣告金額約 8.7億元，原估計 2001年將成
長到 17.8 億元，但網路產業泡沫化，為爭食網路廣告商機，各類新形態的網路
廣告也紛紛在市場興起。MIC 產業分析師陳俊良表示，過去網路廣告大多以橫
幅廣告為主，大約占了 4成到 5成。不過 2001年由於新形態網路廣告崛起，包
括占據整個螢幕的超大尺寸廣告、插在新聞內的廣告、跟著滑鼠移動在螢幕「飄

來飄去」，以及影音廣告（如春水堂阿貴使用 Vad影音廣告）、透過串流技術的影
音廣告等，對廣告主的吸引力增加，橫幅廣告比率也將下降。 

（C）以 Flash技術製作 Rich Media內容之優勢 

鎧甲娛樂表示，美國研究機構 Forrester Research的研究預測指向網路廣告發
展趨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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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 Media)的內容將取代文字性訊息，成為網路溝通的主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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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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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Flash動畫技術能做到每一則動畫佔用很小的檔案，下載時間短不需長久
等待；在製作的成本大大降低，亦可節省生產的時間和人力，由下表可看出 Flash
動畫呈現廣告的優勢： 

〈表 7.1-1：Flash動畫與 CF、卡通影片、電視連續劇之花費成本比較〉 
表 現 形 式 參 考 單 位 人 力 時 間 金 錢 

Flash動畫 60秒/則 1人 3個工作天 相對較低 
（依複雜程度定） 

電視廣告 C.F.  30秒/支 30人 
（不含演員） 

20個工作天 200~250萬 
（不含演員費） 

一般卡通影片 
（僅計加工成本） 

60秒/則 3~5人 10個工作天 60萬 

電視連續劇 
（總長 40集為例） 

60分鐘/集 30 人 
（不含演員） 

15個工作天 40~60萬 
（含演員費） 

〈資料來源：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2 外來與台灣虛擬偶像的行銷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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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0 年台灣春水堂推出「阿貴」以前，轉開卡通頻道，越洋而來的皮卡
丘、南方四賤客、小熊維尼、小叮噹⋯等如數家珍的卡通人物中，卻沒有熟悉的

中國臉。即便螢幕上蹦蹦跳跳的影像，有不少出自有「卡通王國」之稱的台灣卡

通代工廠，但是本土原創的卡通人物，卻出不了頭。因此，「阿貴」、「訐譙龍」、

「牛奶糖家族」的崛起似乎宣告了“網路打破了本土卡通動畫創作出不了頭的僵

局”，這三位網路虛擬偶像靠著網友“病毒式行銷”的 E-mail 轉寄，省去行銷
通路等成本負擔，台灣網路動畫的創作者找到了自己的出口。 

 
在本研究 2.2之文獻探討中，已針對台灣外來虛擬肖像市場行銷的成人化與

熱潮（信用卡、速食業、手機、預付卡等產業）做過詳細描述；也發現 2001 年
調查顯示台灣青少年最喜歡的卡通肖像前五名依序是『小叮噹、柯男、皮卡丘、

南方四賤客、蠟筆小新』。這五位均是來自日本和歐美的外來卡通肖像，而恰巧

的是，本研究三大個案中，「阿貴」正呼應了「蠟筆小新」的無俚頭搞笑及童言

童語、不按排理出牌的趣味橫生；「訐譙龍」辛辣尖銳且不忌重鹹的路線也與「南

方四賤客」的反叛嘲諷風格不謀而合，在線上網際公司也以「南有四賤客，北有

訐譙龍」自詡訐譙龍成為“東方的南方四賤客”。可見只要對了網友和消費者口

味，台灣土產的虛擬偶像也可闖出一片天，甚至突破語言與文化限制跨上國際舞

台。 

    
嚴格來說，「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三位網路虛擬偶像，相較於

崛起於漫畫的「小叮噹」、崛起於電玩的「皮卡丘」、崛起於商品的「Hello kitty」
等卡通肖像而言，他們三者的行銷延展性與偶像操控力更強。由於崛起於網路動

畫的技術條件與市場環境，以及同樣擁有影視、音樂唱片界等堅實背景的經營創

作團隊，這三個虛擬偶像能說能演能唱，編曲、演唱、劇本樣樣自己來，除了出

唱片、拍廣告還能播報電視新聞、在綜藝節目串場等，朝全方位的虛擬藝人經營

模式進行，受消費者與廣告主歡迎的程度不輸真人偶像。另相較於同樣崛起於網

路 Flash動畫與病毒式行銷的「韓國賤兔」，「阿貴」、「訐譙龍」在跨媒體行銷策
略上更為積極，從網路躍上實體通路的電視、唱片界，然獲利相較於利潤驚人的

肖像授權與周邊商品部份，仍以「韓國賤兔」較為暢銷和普及。 

 
「由虛擬走向實體是網路人物的必經之路」，推出「訐譙龍」的在線上網際

公司的江長燮表示畢竟網路動畫是公開且免費的，至多只能當作一個推廣

（promotion）的工具，虛擬偶像的主要獲利來源還是來自廣告代言或周邊商品
的肖像權利金，如動畫巨人迪士尼即有 2/3收入來自授權商品。也可發現全球一
些肖像權利金不斐的知名卡通肖像（如 Snoopy、皮卡丘、迪士尼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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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漫畫、電腦桌布、螢幕保護程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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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網路動畫、電影⋯等，一方面也配合順暢的推廣通路，來儘量維持與延伸虛

擬偶像的市場生命週期。 

 
把卡通肖像商品化，是所有人看好的市場。曾在台灣迪士尼負責行銷授權業

務長達 8年的張若瑩指出，要做授權商品並沒有想像中容易。光是維持卡通人物
的生命力，就足以讓創作者傷透腦筋。光有討喜的形象和可愛的造型，消費者很

難長期維持認同感。張若瑩以「Hello Kitty」為例，因為造型本身不具故事性，
所以紅了 2年之後，市場認同感便逐漸消失。回歸原點，創意還是支持網路動畫
永續經營的關鍵。因此以故事性的戲劇結合音樂性強的動畫節目與廣告為賣點之

一的「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更得以持續的創意和新鮮感爭取消費

者的認同和支持。 

 
那麼相較於真人偶像出唱片，「阿貴」、「訐譙龍」這樣的虛擬歌手行不行呢？

根據MTV網站「東方西方大風行，虛擬歌手行不行」一文指出，目前虛擬人物
的概念，其實是有些模糊地帶的，真人與虛擬之間的差別，就在於概念和人物設

定上，通常虛擬人物都呈現出和幕後創造者截然不同的個性，而且必須運用「虛

擬」的特性創造更多的趣味，或者是實現更多不同的娛樂可能性。阿貴、訐譙龍

這兩位從網路崛起的角色討論多、賣點少，因為網路 Flash動畫『小孩子不要說
髒話』走紅的「阿貴」，和一直罵髒話來發洩不滿的「訐譙龍」，都是徹徹底底的

虛擬人物，藉由 Flash動畫和轉寄的功能成為熱門人物，從網路躍上實體媒體，
甚至出唱片。不過，「阿貴」和「訐譙龍」唱的歌曲，和虛擬歌手「4 In Love」
一樣並沒有顯著的特色，倒是訐譙龍歌曲中〝有屁眼、沒屁眼〞的字眼，引發了

相當多演唱尺度的討論。只是，在網路上看訐譙龍唱歪歌是一回事，花錢買訐譙

龍唱的歌曲又是一回事，“屁眼事件”鬧得雖大，同樣沒有辦法反應在銷售成績

上（笨笨派，民 90）。由於台灣盜版 CD猖獗的衝擊影響，在線上公司也坦言第
一張專輯賣了三萬多張的「訐譙龍」有許多帳面下的銷售額流入了盜版市場，第

二張專輯目前的銷售數字僅一萬多張，虛擬偶像的唱片市場在真人偶像也難以大

賣的景況下，更難有所突破了。 

 
    總體而言，「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三位台灣網路虛擬偶像的崛
起，印證了近年來的台灣市場，消費者開始對本土自製虛擬肖像的認同、網路使

用越趨頻繁、對網路影音動畫的接受度大增，以及對貼近地方和群眾的高親和力

本土偶像之需求。在過去，來自大多數人生活的取材在傳播的原則上是危險的，

傳播最擅長的是兩端思考的二元對比模式，因為沒有人不喜歡光鮮亮眼幾近完美

的明星，很多偶像行銷成功的案例大多是在極端的二元作選擇，鮮少觸及一般人

的故事，「櫻桃小丸子」「蠟筆小新」、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只是被視為流行市場

上不經意的成功（彭嘉儀，民 89）；然而台灣近年來大環境的動盪擴展了偶像行
銷的彈性，在現實生活中，貼近群眾的角色（如無俚頭搞笑、溫馨幽默的「阿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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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日常生活的取材（如「訐譙龍」抒發市井小民對交通、體罰、垃圾問題的怨

忿；「牛奶糖家族」對都會人生活、愛情的細膩刻畫）對大多數消費者來說卻是

必要的。因此這三家虛擬偶像的經營者，能適切調整偶像包裝的行銷策略，藉著

操控性可達 100%的虛擬偶像發揮了更多與真人偶像不同的延展性。網友在私人
性的網路媒介與收視情境下，一對一的與虛擬偶像接觸，冷卻了市井小民追求光

鮮的心態，提醒網友務實地接觸、關心周遭人事物，而非遙不可及、完美零缺點

的明星偶像。嚴格來說，Flash 動畫的進入門檻並不高，三個案必定引發後起之
秀群起效尤，製作動畫雖不困難，但要搭配原創性高的劇本、音樂、詞曲等並不

是等閒人物可輕易複製的因此仍須靠持續的努力來延續三位虛擬偶像的市場生

命週期。另一方面，來自多方的競爭也可刺激台灣動畫等數位內容市場的活絡，

發揮”聚集經濟”的效益。 
 

 
 
7.1.3 市場環境的影響 
 
由以上討論看出台灣網路虛擬偶像發展的機會點在於網路使用與動畫技術

的普及、以 Flash技術製作 Rich Media內容的影音廣告崛起，然在本研究深度訪
談三家業者後也發現若干虛擬偶像與其動畫網站的發展困境，這些待突破的限制

包括：網路廣告較不受廣告業與廣告主重視、收費機制與使用者付費習慣難建

立、人才培訓成本、頻寬不足等問題。但足以鼓舞國內動畫業者的一項契機，則

是政府為因應台灣加入WTO後全球化競爭挑戰所欲投入的「二兆雙星」計畫。
以下將逐項分析： 

 
第一點來看，影音動畫網站在廣告業務推廣上的困難點與一般網站類似，常

遭逢的問題之一即是廣告主與廣告公司對於網路這個媒體仍存在所謂“非主

流”的觀念，認為網路廣告的投資報酬率難與電視、報紙、廣播、雜誌等媒體抗

衡，因此網路廣告的廣告量與主流媒體相較仍微不足道。例如根據鄭自隆等人所

研究的「台灣網路廣告市場趨勢分析」（鄭自隆等，民 89年）中指出，比較其他
傳統媒體廣告之支出比例，網路廣告主的網路廣告支出還不及該公司分配至傳統

媒體廣告支出的 5%；而 2001年 4月份的動腦雜誌也指出 2000年台灣網路廣告
市場的 6億元雖較去年成長了 66.67%，卻只佔了全年度整體廣告金額的千分之 5
點 4而已。因此在線上總經理特助戰克傑建議從觀念上的教育、實際效果的證明
兩點來說服廣告主，另一方面目前運用網路與實體通路“虛實結合”的行銷策略

更是如火如荼進行。事實上 2002 年資策會的調查也顯示「動畫式」超越了「浮
動式」、「橫幅式」、「郵件式」、「文字式」等形式，業已成為最受歡迎的網路廣告

型式。基本上三家業者對於網路媒體的前景均持樂觀態度，撐過網路泡沫化的網

站目前大多已找到生存的利基點，網路上應用的商業格局也不斷擴大中；較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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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誠如春水堂總經理張榮貴所言，網路業者目前尚難收到錢，也就是下一個

虛擬偶像與其動畫網站經營的困難點。 

 
本研究訪談中在線上總經理特助戰克傑先生表示，基本上訐譙龍網站「CH1」

一年多前小額付費制的採行是失敗的。“使用者付費”的有價收費概念在網站內

容收視仍未成熟，極少業者能成功收到錢，因此 CH1 網站的付費機制目前業已
停止，但他認為線上遊戲是將來恢復收費的一大契機。先前對網友推行的小額樂

捐，對網站的實質收益並無太大幫助，一方面捐的人數也過少，之所以會陸續推

出多種小額付費機制是基於從事網路付費機制的業者想推展這項業務，因此任何

有可能收費的內容項目都會來洽詢合作，在線上網際公司也樂見多出幾種收費來

源，然後來證明當時的收費模式並不成功，因此已停了一年多。在網站成立將近

兩年的阿貴網站「貴寶地」，自 2002年 6月開始收費機制，最先由 5元樂捐的小
額付費機制做起，至後來成立付費會員機制，募集了將近 10 萬名付費會員，中
間也經歷過網友的反彈和收費機制的種種困難。其實阿貴網站仍以免費內容服務

居多，只有算命、簡訊、線上遊戲和部份動畫頻道收費，收費後的「貴寶地」並

未造成流量下降，尚且仍有許多免費的資訊服務，未來阿貴也不會恢復為免費網

站。而「牛奶糖網站」於 2001年 10月成立之初即不考慮向網友收費，而是以企
業贊助的方式來經營網站。至於未來是否採行付費制則視業務推廣狀況而定。 

 
    第三點則與大環境的政府政策、人才問題、頻寬限制有關。與國外動畫製作
的大環境相較下，國內市場小、政府不重視、相關人才培訓機構少，都將限制虛

擬偶像與動畫網站的發展。產業結構上，大如迪士尼為國際級的媒體巨獸，包攬

動畫產業上、中、下游，光一部電影就能通吃全球，賺進 3百億，而國內紅如「阿
貴」的春水堂資本額僅不過 1億台幣而已。在人才問題的部份，鎧甲娛樂吳欣認
為國內動畫師人才匱乏且培訓不易，往往因為當兵等問題造成人才流失與不穩

定，雖有打算自東歐招募人才，但招募與培訓費用還是相當昂貴，人才的整合也

是一大挑戰，例如他們可能是在美學、美術層次上的技術較高，但以生產網路動

畫，以 Flash工具和技術來做的話，還是以台灣和大陸較符合成本考量。在線上
戰克傑也表示大陸地區的動畫人才參差不齊、文化理念也與本地有出入，因此撤

回訐譙龍網站曾在大陸設立的據點。而在春水堂阿貴的部份，張榮貴認為過去動

畫 Flash製作人才不足，春水堂成立了製作部門培育動畫師，並量身訂作「阿貴」、
「輕描淡寫」等系列動畫，但如今 Flash動畫製作人才濟濟，公司反而欠缺多媒
體工程師，因此春水堂目前裁撤了動畫人員，也輔助他們成立工作室，未來一些

動畫製作部份也會外包給這些動畫師的工作室製作（林文婷，民 92）。 
     
其次在傳播技術環境上，頻寬的限制是目前動畫網站發展的首要瓶頸，在頻

寬尚未完全擴充前，網友必須忍耐網路動畫連結下載速度過慢的限制。但另一方

面看來，此時正是進入市場卡位的最佳時機，為的是做好準備，等待將來基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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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完成後的寬頻市場。麥可強森多媒體科技總經理黃正君指出，目前正是業者累

積內容能量的好時機，等到三、五年後，寬頻機制時機成熟了，內容隨時可以上

線。 

 
另一項契機是政府政策的調整，受到韓國電玩等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蓬勃的鼓

舞，政府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為因應台灣加入 WTO 後全球化競爭
挑戰與建設綠色矽島，今後 6年將投入新台幣 2兆 6532億元於工業局推動的「二
兆雙星」計畫—“二兆”指政府協助業者全力發展兩個產值突破 1兆元以上的產
業：半導體產業及平面顯示產業；“雙星”（指未來台灣產業的明日之星）則是

指數位內容及生技產業。工業局預估，2005年台灣數位內容產業產值約 3333億
元，這包括軟體、電子遊戲、媒體、出版、動畫、網路服務等（商業時代，民

92）。因此在政府開始有心扶植下，「阿貴」、「訐譙龍」日前雙雙獲選了經濟部「國
際級動畫產品雛形獎」，獲得豐厚的獎金以資鼓勵國內動畫產業朝更蓬勃的發展

邁進。 

 
 
 
 
 
 
 
 
 
 
 
 
 
 
 
 
 
 
 

7.2   內部環境分析 

 
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三個網路虛擬偶像的崛起除了與外部環境的天時

地利有關，也與三家製作公司的對於虛擬偶像的角色建構、網站經營和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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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宜有關。在歷經文獻檢閱、個案研究之深度訪談與官方網站之內容分析後，以

下先就三個個案之網路虛擬偶像作一分析比較： 

 
〈表 7.2-1：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三個案網路虛擬偶像之分析比較〉 

網  路  虛  擬  偶  像  之  背  景  資  料 
虛擬偶像名稱 阿貴（A-Kuei） 訐譙龍(G.G. Long) 牛奶糖家族（Milu ku） 
虛擬偶像風格 無俚頭搞笑、清新、幽默 葷腥不忌的重鹹口味 都會家庭的生活點滴 
主要目標對象 幼稚園∼歐吉桑通吃 學生族群和上班族 都會中產階層、上班族 
列為個案的因素 亮眼表現與獲利佐證 計畫性行銷與迅速獲利 知名團隊與另類經營 

崛起因素分析 

1.清新樸實的本土風格引
發懷舊情緒的連結認同 
2.絕佳的創意獲得網友

E-mail病毒式轉寄與口碑 
3.網路傳輸的便利與動畫
工具的發達等技術條件 

1.批判風格與尖銳個性得 
喜重鹹口味網友的認同 

2邊緣路線的適度掌握， 
 獨特音色和原創性音樂 

3.市場環境的媒合，適時填
補市場需求的空缺 

出道較晚因此較難評
析—其潛力在於都會中
產新貴的鮮明定位，在
2002 年底成龍加入策略
聯盟後，可望朝跨入國際
動畫市場的目標邁進 

出道時間 1999年 9月 21日 2000年 9月 16日 2001年 10月 24日 
出道媒介 網路—Flash動畫（戲劇） 網路—Flash動畫（演唱） 網路—Flash動畫  (演唱) 
成立動機 非計畫性 計畫性 另類思考 

製作公司 
春水堂科技娛樂 
股份有限公司 

在線上網際 
股份有限公司 

鎧甲娛樂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製作背景概述 
張榮貴為台灣第一位投入
網路動畫製作的導演 

江長燮以經營錄音室起家 
李安修為唱片音樂背景 

楊德昌為台灣第二位投
入網路動畫製作的導演 

區域性官方網站 有（台灣、日本、大陸） 有（台灣） 有（.com之國際定位） 
公司規模 約 50人 約 30人 約 40人 
資本額 約新台幣 1億 3仟 5佰萬 約新台幣 6仟 2佰萬 約新台幣 2億 

相關企業股東 宏基集團為主要投資人 

股東成員以個人為主，由
80 多位股東創業起家，唯
一之法人股東為華義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線上遊戲
為主要業務） 

霖園集團、富鑫集團、宏
遠科技創投、泰安產險、
鎧甲娛樂科技共同出資 

動  畫  （網  路  廣  告） 行  銷  策  略   
動畫技術 Flash為主 Flash為主 Flash為主 
病毒/口碑行銷 強 強 中 
商品植入行銷 有 有 有 
電子郵件行銷 有（電子報） 有（電子報） 有（電子報） 

網  站  經  營  與  會  員  關  係  管  理 
台灣官方網站 www.kland.com.tw www.ch1.com.tw www.miluku.com 
上站瀏覽人次 每日約 15萬人次 每日約 8-10萬人次 每日約 9萬人次 
網站會員人數 約 100萬名 約 50萬名 約 30萬名 
會員男女比例 約 33：66（女多） 約 60：40（男多） 約 47：53（女多） 
會員年齡分佈 15-34為主 15-35為主 20-35為主 
付費會員制度 有 (約 10萬名) (無) (無) 
網站收費機制 目前有 目前無（曾採小額付費） 目前無 
虛擬偶像名稱 阿     貴 訐   譙    龍 牛  奶   糖  家   族 
網站商業性質 ★★★☆☆ 

（廣告刊播+付費會員） 
★★☆☆☆ 
（廣告刊播） 

☆☆☆☆☆ 
（無廣告刊播） 

網站傳播工具 Kland搶鮮報/好康報 CH1動感爆報 台北女生電子報 
虛擬藝人經營 有 有 有 
商品植入式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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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廣告行銷 
網路廣告製播 有 有 有 
免費下載服務 有（桌布、螢保、賀卡等） 有（桌布、螢保、賀卡等） (無) 
免費動畫觀賞 有 有 有 
網頁廣告刊登 有 有 (無) 

虛 擬 偶 像 行 銷 策 略 與 跨 媒 體 經 營 
官方網站架設 台灣、日本、大陸 台灣 台灣 
網路 Flash動畫 有 有 有 
相關書籍出版 有 有 （無） 
唱片等影音出版 有 有 （無） 

電視節目演出 

‧衛視中文台 
‧台視 
‧日本富士電視台 

‧年代 TVBS 
‧Much TV 
‧中視 
‧台視 

（無） 

虛擬偶像擔任電
視新聞虛擬主播 

‧中視晚間新聞全球報導 
‧台視晚間新聞 

‧年代 TVBS 
（無） 

廣播節目演出 ‧Power 989 (無) （無） 

電影映演發行 
‧『175°色盲』(網路電影) 
‧『阿貴捶你喔』 

（無） （無） 

入口網站合作 

‧蕃薯藤 
‧聯合新聞網 
‧Pchome 
‧Hinet 
‧大陸網易(netcase.com) 

‧Pchome 
‧TTN 
‧Hinet 
‧大陸 Tom.com 
‧大陸 CATV 

‧蕃薯藤 
‧雅虎奇摩 
‧聯合新聞網 

手機圖鈴下載 有 有 （無） 
主題餐廳 目前無（曾授權聖瑪利） （無） （無） 
肖像授權代言 有 有 有 
周邊商品販售 有 有 （無） 
網站線上遊戲 有 有 （無） 
商業廣告代言 有 有 有 
公益廣告代言 有 有 （無） 

廣告代言摘錄 
 

中國信託萬事達卡、三菱
汽車、裕隆 Nissan March
汽車、柯達快速彩色、萬
通銀行、台北海洋館、7-11
超商、統一多果汁、統一
阿 Q 碗麵、陸軍士官班與
軍官班招生、中華奧運
2000 網路廣告、台北市政
府拒吃搖頭丸宣導、YES e
夏青少年網路新生活運
動、衛生署拒吸二手煙 

悅氏運動飲料、聯邦銀
行、NIKE運動鞋、國防部
陸軍招生、白蘭氏雞精、
大亞電腦、TTN 國際電
話、康師父香脆麵、索尼
愛立信 R600、網路援交宣
導、桃園縣政府搖頭丸宣
導、台北縣政府交通宣導 

立頓茗閒情、國泰人壽、
大眾電信 PHS、中華賓士
Smart Car、台灣留蘭香、
桂冠肉丸 

未   來   發   展   方   向 

動畫電影 
已於 2002年底於台灣全省
華納威秀與官方網站上映
《阿貴捶你喔》   

（企畫中） （成龍洽談中） 

虛擬偶像名稱 阿     貴 訐   譙    龍 牛  奶   糖  家   族 

帶狀電視劇集 
預計 2003 年底投資 4仟多
萬於台灣推出 52集的阿貴
卡通 

預計 2003年底於台灣推出
訐譙龍卡通《F4》(Fool 4
笨蛋四人組) 

預計三年內推出成龍造
型為主的電視卡通 

線上電玩/遊戲 
目前貴寶地網站已有付費
的線上遊戲；將與 Hinet

預計推出角色扮演、聊天
室的線上虛擬社群遊戲，

預計三年內推出成龍造
型為主的線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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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大頭玩」平台 以動畫人物取代傳統 ID 

武俠動畫劇 

曾推出阿貴短篇動畫《臥
虎藏龍》，與取得其全球動
畫及網路版權的會宇多媒
體有版權糾紛 

預計推出訐譙龍的古裝輕
功武俠片《飛龍在天》 

預計推出成龍造型為主
的時裝武打動作片 

〈製表：本研究歸納整理〉 
 
﹡網路虛擬偶像得獎記錄、特殊優異表現摘錄如下： 

〈阿貴〉 
1. 動畫電影「阿貴捶你喔」獲選新聞局輔導金 1仟萬 
2. 第 1屆電子商務網際金像獎 e-oscar—「最佳優質網站」 
3. 第 3屆網際金像獎—「最佳影音綜藝」、「最佳人氣銅獎」 
4. 第 12屆時報亞太廣告金像獎—「最佳非橫幅廣告獎銀獎」 
5. 第 2屆金手指網路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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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最佳網站廣告金獎」 
6. 第 3屆金手指網路獎—「最佳內容網站銀獎」、「最佳媒體銅獎」 
7. 第 4屆金手指網路獎—「最佳媒體銀獎」 
8. 經濟部「國際級動畫產品雛形獎」 

〈訐譙龍〉 
1. 首張同名專輯『訐譙龍』入圍第 13屆金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 
2. 第 13屆時報亞太廣告獎—線上類「最佳非橫幅廣告獎」 
3. 第 3屆金手指網路獎—「最佳網站內容銅獎」、「網路動畫廣告金獎」 
4. 第 4屆金手指網路獎—「最佳非橫幅廣告金獎」、「最佳文案獎」、「最佳視覺設計獎」 
5. 經濟部「國際級動畫產品雛形獎」 

 
 
 

7.2.1  經營現況分析  
 
「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三個網路虛擬偶像分別於 1999年、2000

年與 2001 年出道，以網路 Flash動畫崛起，經由網友 E-mail病毒式行銷與口碑
而迅速擴散，由虛擬網路躍上實體通路受到市場採納；其中「阿貴」、「訐譙龍」

除了商業廣告代言，網站內容與網路廣告獲到獎項肯定，更雙雙受到政府政令宣

導的青睞，擔任各種公益活動代言人，儼然成為廣告主心目中對青少年有一定影

響力的“虛擬偶像”。三者中尤以春水堂「阿貴」全方位發展之點線面最廣，並

且穩定朝免費與付費會員雙軌制的網站經營方式進行，在網站改版後，也朝經營

網路媒體頻道的方向轉型。 

 
在拓展國際業務上，「阿貴」延伸觸角至日本富士電視台，「訐譙龍」也為大

陸康師傅方便麵相中，代言過香脆麵的“聰明卡”。「牛奶糖家族」目前雖無具

體成果，但鎧甲娛樂可望在與成龍策略聯盟後，推出進軍國際的成龍造型動畫電

影，屆時若能將成龍在台灣的官方網站「Miluku.com」行銷國際，則可望延伸效
應至本個案研究虛擬偶像「牛奶糖家族」的系列人物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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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美國是動畫產業非常成熟的國家，但日本在文化上與台灣較為接近，

至於語言問題，只要有配音就能解決，因此「阿貴」、「訐譙龍」皆以日本或大陸

等華語地區為主要據點；「牛奶糖家族」則可望藉成龍在好萊塢的影響力行銷美

國。以「阿貴」來說，香港和日本是阿貴電影看好的地方，前者是亞洲電影事業

最成熟的地方，後者則是漫畫卡通最發達的地方。張榮貴表示，在阿貴首度打入

日本市場時，為了凸顯特質，日本堅持一定要強調阿貴是台灣人，甚至連一些口

語（如：『哇咧』『哇塞』）都“原裝進口”到日本。阿貴在大陸也頗有知名度，

未經授權的盜版網站有三百多個，受歡迎的程度可見一斑，也在大陸開設官方簡

體版網站。而人人覬覦的中國大陸則是選擇策略聯盟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大陸是

個不成熟的市場，人多雖象徵市場的前景，但那是屬於未來的市場，若今朝要卡

位，則必須考慮是否有足夠的資本與能力撐到市場成熟的時刻。 

 
在動畫網站的經營上，「阿貴」、「訐譙龍」一枝獨秀，根據亞太區國際網路

評量機構 iamasia2001年第一季的研究顯示：「阿貴與訐譙龍在台灣動畫類網站中
包辦前 2名，在香港地區亦躋身前 5名的動畫網站；阿貴網站亦於中國大陸有不
錯表現，顯示台灣動畫網站已能跨越文化與地域藩籬，未來前景可期。」研究顯

示，以到達率來看，阿貴與訐譙龍網站一直穩居台灣動畫網站第 1、2 名（表下
表 7.2-2）。其中，阿貴網站無論在到達率、有效瀏覽人次或瀏覽時間皆表現突出，
而訐譙龍網站則緊追在後，動畫網站之競爭依然激烈。在香港部分，阿貴網站在

今年 1、2 月在香港動畫類網站中一直居於首位，在 3 月份香港本土的
Myyoung.com與 Comicsworld.com則躍居前 2名，而訐譙龍網站則保持在第 3、
4名之間(香港區評比表可參見http://www.tca.org.tw/comment_topic.asp?t_name=900618) 

。由此見得，台灣動畫網站在香港亦有不錯的成績。面對中國大陸本土動畫網站

的競爭，阿貴網站在 2001年第 1季排名一直維持第 2，誠屬不易，僅次於ChinaRen
的動畫頻道（comic.chinaren.com）或網易的動畫頻道（cartoon.163.com）。阿貴
網站繼開發簡體版後，亦強化了搶進中國網路市場的實力(台北市電腦公會，民
90)。 

〈表 7.2-2：2001年阿貴、訐譙龍網站連續三個月穩居台灣動畫網站前二名〉 

月份 網  站  名  稱 到達率 有效瀏覽人次 
（千人） 

一月 
阿貴（a-kuei.com.tw） 
訐譙龍（ch1.com.tw） 
蕃薯藤動畫頻道（comic.yam.com） 

11 % 
9.4% 
5.4% 

547 
468 
270 

二月 

阿貴（a-kuei.com.tw） 
訐譙龍（ch1.com.tw） 
蕃薯藤動畫頻道（comic.yam.com） 
新浪網漫畫頻道（comics.sina.com.tw） 

10 % 
8.4% 
3.9% 
3.8% 

518 
433 
200 
196 

三月 阿貴（a-kuei.com.tw） 10.2% 
8.2% 

546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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訐譙龍（ch1.com.tw） 
新浪網漫畫頻道（comics.sina.com.tw） 
蕃薯藤動畫頻道（comic.yam.com） 

3.7% 
3.0% 

199 
159 

                  〈資料來源：台北市 ICA電腦公會) 

 
    另根據 2001年數博網的調查結果，在瀏覽人數上，「阿貴」以 43.83人次小
勝「訐譙龍」的 30.73 人次；不過在平均瀏覽時間上，「訐譙龍」則是以 97.56
秒領先 75.85秒的「阿貴」。除此之外，相較於「阿貴」的支持者有 56.7%是女生，
「訐譙龍」則是受到 51.1%的男生支持，不過他們倆者的觀眾群年齡都在 24-25
歲上下，學歷是高中的約為 36%左右，大學生的比例也都較高，各自都擁有將近
50%。其中不乏兩個都愛的支持者，這些人以女性居多(61.7%)，平均年齡約在
24 歲，其中有 40.4%是高中生，87%的人是由家裡上網（東方線上資料庫，民
90）。 
  
另外在本研究深度訪談中，一項以內容豐富度、更新速度、連線速度、介面

親和性共 4項指標作為網站評比的參考上（各項滿分為 5分，總分最高可達 20
分），根據三位業者的自評與互評結果統計如下表： 

  〈表 7.2-3：阿貴、訐譙龍、牛奶糖網站之業者評比參考〉 

指     標 阿 貴 網 站 
（評等分數 1-5） 

訐 譙 龍 網 站 
（評等分數 1-5） 

牛 奶 糖 網 站 
（評等分數 1-5） 

內容豐富度 4.5 3.5 4 
更新速度 4.5 3 4 
連線速度 3.5 3.5 2 
介面親和性 3 3 3 
總分 15.5 13 13 

                  〈資料來源：本研究之個案深度訪談〉 

 
    此外，三個案網路虛擬偶像之網站經營上，付費制度的建立普遍為業者經營

上最大的挑戰與趨勢。以三家網站中，唯一建立起 10 萬名付費會員制度的「阿
貴」來說，「貴寶地」網站目前仍以免費內容提供居多，只有算命、簡訊、線上

遊戲和部份動畫頻道節目收費，並將原先『寬頻影音娛樂網站』的定位改為『多

媒體開發與創意的平台供應者』，跳脫出只有動畫的印象，同時加強阿貴相關產

品的開發與行銷。阿貴網站公關經理王韻樺表示，收費後的阿貴網站「貴寶地」

並未造成流量下降，尚且仍有許多免費的資訊服務，未來阿貴也不會恢復為免費

網站，而是以提供更有深度的動畫、多媒體訊息給付費的會員。而訐譙龍網站

「CH1」曾經試行的小額付費制度至今業已停止一年多，主要原因仍在於習慣免
費與自由連結下載網路資訊的網友們，對於動畫網站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尚待建

立，因此「訐譙龍」規畫轉往線上遊戲的虛擬社群模式來經營網站，基本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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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仍以免費為主，但在線上遊戲的加值擴充服務上則採小額付費模式來經營。

而經營之初刻意淡化商業經營，以企業贊助取代網站橫幅廣告業務的「牛奶糖家

族」，在短期內不會向網友收費，未來則不排除採收費機制的可能。 

 
 
 

7.2.2 區隔定位與 SWOT分析 
 

    在網路虛擬偶像的角色建構上，三家業者均同意在偶像的行銷操作上，網路

虛擬偶像與一般真人偶像不同之處在於可做到“100%的包裝”，排除各種人為
因素，將虛擬偶像的市場生命週期拉長。但與一般卡通肖像人物（如 QOO、小
叮噹、Hello Kitty）相較，同樣是“虛擬”人物的兩者在行銷手法上並無不同，
均可出唱片、拍廣告、推出動畫劇、下載手機圖鈴等，同樣以擴展周邊商品並販

賣肖像授權金來極大化虛擬偶像的價值，不同處僅在於出道媒體的差別，「阿

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在網路普及的市場環境下，跳過漫畫這一階段，

直接以動畫形式推出。 

 
在網路虛擬偶像出道的定位上，「阿貴」以類似「蠟筆小新」的無俚頭搞笑

和清新懷舊氣息風靡老少；「訐譙龍」以類似「南方四賤客」的麻辣尖銳與批判

（〝訐譙〞）風格，標榜“網路虛擬歌神”的重鹹詞曲樂風向網友的限制級尺度挑

戰，這兩者基本上都強調台灣本土的懷舊意識與土地認同，如「阿貴」出身在清

新質樸的「春水鎮」，「訐譙龍」MTV屢以國台語混雜的黃梅調或 RAP曲調展現
高度的創作才華。「牛奶糖家族」除了不將虛擬偶像的鋒芒鎖定在單一角色之外，

主旨圍繞在都會一家庭份子與其延伸的人際網絡中的生活點滴與隨想之情感訴

求為主，與前兩者相較，「牛奶糖家族」較偏於國際、都會取向，如家族中的兒

子「糖糖」常自彈自唱西洋情歌展現抒情與柔軟的一面。 

 
【阿貴之 Profile】 
姓名：阿貴（A-Kuei） 性別：男(就讀春水國小) 
特色：臉大大.眼睛圓圓的，看起來無辜又可愛 
興趣：玩電腦.寫 E-MAIL 
個性：單純.聰明.具好奇心 
公開的秘密：迷戀班上的拜金女同學-燕子 
最大的願望：希望能和燕子結婚,長大想做導演 
【訐譙龍之 Profile】 
姓名：訐譙龍（G.G.Long） 性別：男 
特色：長得像蜥蜴和變色龍的臉加上人身 
      歪歪、色瞇瞇的眼睛和耍賤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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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副沙啞特殊的嗓音 
興趣：作詞編曲演奏，唱出台灣人的心聲 
     “訐譙”遍全天下不平事 
個性：正義感、靈活、尖銳大膽，常把「訐」掛在嘴邊 

音樂調性：時而懷舊的黃梅調、時而西洋的 Rap搖滾風 
創作風格：葷葷不忌、用詞顛覆大膽 

 
 
【牛奶糖家族主要角色之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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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相當重視理財  

 

角色 2：老媽〈Joyce〉  

年齡：42歲  

職業：進口貿易公司董事長特助 

特色：風韻猶存，工作家庭一把罩  

 

角色 3：妞妞〈劉乃萍〉  

年齡：16歲  

職業：高一學生 

特色：懂得唸書理財  

 

角色 4：糖糖〈劉乃棠〉  

年齡：8歲  

職業：小學二年級學生 

特色：好奇心強，愛上網 Surfing 

      的冒險個性 

 

角色 5：Miluku  

年齡：8歲  

職業：家庭評論員 

特色：會說話的老狗 

基本上，根據三個案業者本身對網路虛擬偶像的定位而言，「阿貴」以「東

方迪士尼」為打造的藍圖；「訐譙龍」以「南有“四賤客”，北有“訐譙龍”」

為自詡目標；「牛奶糖家族」則期許成為“都會中產階級新貴的偶像”。在實際

觸達的目標對象（Target Audience）上，「阿貴」、「牛奶糖家族」以清新、抒情的

老爸 

 

老媽 

 

妞妞 

 

糖糖 

 

 

Milu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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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獲得較多女性支持，「訐譙龍」則以辛辣批判、直言不諱的“絕對台灣”、

“絕對男人”路線，獲得較多男性的喜愛。綜合以上分析與個案研究結果，茲將

三大個案網路虛擬偶像之區隔定位與 SWOT分析標示於以下圖表： 

〈圖 7.2-4：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之市場區隔定位圖〉 

                   清新、老少咸宜 

 
 
          〈阿貴〉 ●           ● 〈牛奶糖家族〉 

 
 懷舊、本土                                    都會、國際 

 
 
          〈訐譙龍〉● 

 
                     
                    麻辣、重鹹口味 

                      〈製圖：本研究個案分析結果〉 

 

〈表 7.2-5：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之 SWOT分析〉 

A.阿貴 
S (優勢) O(機會) 
1.發跡最早的第一位台灣本土網路虛擬偶像 
2.老少咸宜的偶像形象，使得廣告代言產品
類型較寬廣與多樣化（安全性高） 

3.擁有最完整的全方位跨媒體發展平台 
4.官方網站已建立付費會員制度與付費內容 
5.網站內容豐富度最高、更新最快 
6.已進入國際市場（日本、香港、大陸等） 
7.與 E美人網合作開發自有化妝保養品牌
「903」（輕描淡寫動畫系列） 

1.政府扶植數位內容產業之二兆雙星計畫 
2.影音動畫廣告漸趨網路廣告主流 
3.網站經營型態轉型，朝媒體頻道方式經
營，可望在未來國內寬頻基礎建設建置完
成後卡位成功 

 

W(劣勢) T(威脅) 
1.訴求對象較不明確（兒童/親子或成人市
場？） 

2.主要大股東宏網在母集團宏碁集團三次再 
  造後地位已不如從前（參考媒體報導） 

1.網路廣告量極小，須與四大傳統媒體爭食 
2.近年虛擬肖像市場萎縮，且 80% 多由迪 
  士尼、日本、韓國的外來品牌涵蓋 

B.訐譙龍 
S (優勢) O(機會) 
1.定位訴求（“絕對台灣”、“絕對男人”）
最明確的台灣本土網路虛擬偶像 

1.政府扶植數位內容產業之二兆雙星計畫 
2.影音動畫廣告漸趨網路廣告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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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者中造型最多變突出的虛擬偶像（動物 
  結合人類造型），行銷操作上較富彈性 
3.唯一得到金曲獎提名背書的台灣虛擬歌手 
4.欲結合華義國際推出結合角色扮演與聊天 
  室等線上虛擬社群的 On-line Game，以 
  動畫人物造型取代傳統 ID 
W(劣勢) T(威脅) 
1.相對於老少咸宜，爭議性高、限制級尺度
的邊緣路線與形象，較不易擴張市場客層 

2.麻辣、尖銳、批判的偶像定位易被定型，
廣告代言產品類型較易受限（安全性低） 

3.邊緣路線與辛辣風格操作與經營不易，網
友的重鹹胃口易被養大，產生麻痺、倦膩 

1.開源方面，網站收費機制尚待恢復 
2.網路廣告量極小，須與四大傳統媒體爭食 
3.近年虛擬肖像市場萎縮，且 80% 多由迪 
  士尼、日本、韓國的外來品牌涵蓋 

 
C.牛奶糖家族 
S (優勢) O(機會) 
1.名人背書的創作經營團隊（楊德昌與彭鎧
立夫婦、成龍、陳自強），較具國際視野 

2.純藝術欣賞並淡化商業色彩的網站風格，
網頁瀏覽較乾淨美觀，易讀性高 

3.國際巨星成龍加入策略聯盟，後勢看漲， 
  可望進軍國際動畫電影市場 

1.政府扶植數位內容之二兆雙星計畫 
2.影音動畫廣告漸趨網路廣告主流 
 

W(劣勢) T(威脅) 
1.知名度不高，指名度不及阿貴、訐譙龍 
2.網站連線速度與更新速度較慢 
3.家族角色眾多，分散虛擬偶像的行銷火力 
2.會員機制方面，募集與管理尚待加強 

1.開源方面，網站收費機制尚待建立 
2.網路廣告量極小，須與四大傳統媒體爭食 
3.近年虛擬肖像市場萎縮，且 80% 多由迪 
  士尼、日本、韓國的外來品牌涵蓋 

〈製表：本研究個案分析結果〉 

 
7.2.3 網路虛擬偶像之行銷策略與執行 
   「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三位台灣土產網路虛擬偶像脫穎而出的
因素各不相同，但基本上皆得力於創作經營團隊堅實的背景與行銷策略得宜所

致。第一位崛起的「阿貴」得力於網路傳輸的便利與動畫工具的發達等技術條件，

再加上本身清新樸實的本土風格引發懷舊情緒的連結認同、絕佳的創意獲得網友

Email 病毒式轉寄與口碑。「訐譙龍」的批判風格與尖銳個性得到喜愛重鹹口味
網友的認同；加上邊緣路線的適度掌握，獨特音色和原創性音樂；以及市場環境

的媒合（大環境不景氣、民眾抱怨連連），適時地填補市場對於像過去羅大佑、

鄭智化、黃舒駿等批判路線歌手需求的空缺。而「牛奶糖家族」由於出道最晚，

因此較難評析其表現—但其潛力在於都會中產新貴的鮮明定位，在 2002 年底成
龍加入策略聯盟後，可望朝跨入國際動畫市場的目標邁進。 

 
    以下擬由網站經營管理、目標對象鎖定、虛擬偶像品牌經營、跨媒體行銷、
網路動畫廣告等項目予以製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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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6：三個個案網路虛擬偶像之行銷策略與執行〉 

推 廣 項 目 阿貴的 
行銷策略與執行 

訐譙龍的 
行銷策略與執行 

牛奶糖家族的 
行銷策略與執行 

網站經營管理 由寬頻娛樂網站轉型為
媒體頻道經營 

欲恢復付費內容經營    另類網站經營 
(網頁上看不到廣告 Banner) 

目標對象鎖定 
修正後欲由 14-24 歲的
青少年市場轉向 4-14歲
的兒童市場 

鎖定在 15-35歲的 
學生與上班族 

鎖定在 20-35歲的 
都會中產階層 

虛擬偶像 
品牌經營 

‧朝全方位藝人經營阿貴 
‧分進合擊的多元化策略 
‧開發自有品牌「903」 

‧全方位藝人經營訐譙龍 
‧分進合擊的多元化策略 

‧分進合擊的多元化策略 
‧開發成龍卡通肖像之虛 
  擬偶像 

跨媒體整合 
行銷發展 

網路→電視(含廣告代言) 
      唱片 
      電影 
      廣播 
      周邊商品授權 
     （餐飲：已撤銷） 

網路→電視(含廣告代言) 
      唱片 
      周邊商品授權 
 

 
 
網路（       電影、電視） 

網路動畫廣告 
商品植入式行銷 
病毒/口碑行銷 
電子郵件行銷 

商品植入式行銷 
病毒/口碑行銷 
電子郵件行銷 

商品植入式行銷 
病毒/口碑行銷 
電子郵件行銷 

   其   他 

‧首創網路與電影結合 
  的動畫行銷模式 
  (『特務迷城之 2003』、『175 
    度色盲』、『阿貴槌你喔』) 

‧負面公關行銷（『老 
  師不要打我的臉』 
  MTV爭議） 

‧部份動畫採「平行敘
事結構」：多故事軸線
同時進行 

〈製表：本研究個案分析整理〉 

 
上述表格內容部份已於前述章節討論過，茲將其他內容補充說明於下： 

A.阿貴的行銷策略與執行 

春水堂阿貴與另兩個虛擬偶像最大的不同在於：網路動畫發展到網路與實體

通路結合的電影映演。春水堂張榮貴於2000年 8月推出了全球首部網路電影『175
度色盲』，是宏網與春水堂共同監製，由楊乃文、唐治平演出，還接受了美國 CNN
有線電視的訪問。張榮貴認為這部「網路電影」和其它的網路電影不同，其他的

網路電影如『厄夜叢林』只是將一部拍攝好的電影藉由網路這個載具來播放，網

路扮演的只是宣傳的工具；但春水堂所拍攝的這部網路電影真的是利用網路的特

性在網路上經營及播放，是一部利用動畫、文字、照片剪輯、 
電視攝影等元素做出來的成品，同時再利用網路上互動的功能來決定下一段的劇

情是什麼。全片雖僅僅 20 分鐘，卻是國內首見專為網路量身訂作的電影，運用
視迅壓縮與川流（streaming）技術，結合電影藝術元素與網路科技特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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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採用了電影與網路結合的行銷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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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球首部全 Flash動畫電影『阿貴槌你喔』投資了 3500 萬元並獲得 1000

萬輔導金資助，而此片也欲與日本、香港的發行商洽談。但第一次拍攝電影的張

榮貴卻在接觸台灣電影產業後，發現影片在台灣上映發行的困難，因此本片在

2002年 12月底上映時僅在全省華納威秀電影院播放。這部輔導金電影突破傳統
電影行銷模式，印製十萬冊爆笑攻略，讓影迷免費索取，是國人自製的全球首部

全 Flash動畫電影，結合了虛擬和實體的市場，開創網路與電影結合的成功典範，
其行銷模式與在戲院門口發放 DM 卻不顯示上映時間、導演與演員等資訊來製
造話題的『雙瞳』、提供網友在網路下載列印折價券的『情慾寫真』等行銷手法

皆為創新之作。 

 
    在網站經營轉型策略部份，春水堂在成功打下阿貴名號後，將網站內容改

版，並合併 10 個網站群整合為「貴寶地」網站，以提供動畫節目、付費服務等
多元內容的「媒體頻道」方式來經營網站。 

  
在目標對象鎖定部份，張榮貴表示，由於春水堂阿貴是無心差柳下竄紅起

來，在初期並沒有所謂的行銷策略，最先吸引了許多 14-24歲青少年以及上班族
網友，也導致後來青少年、成人或兒童市場的定位不清，因此在後期行銷策略考

量下，為延長虛擬偶像的市場生命週期，決定將阿貴定位鎖定在 4-14 歲兒童市
場。張榮貴在本研究深訪中即表示： 

 
 

「同樣的虛擬角色而言，在市場中可看到一個年齡幅度，從 4歲（有理解 

力、會欣賞偶像）開始到 60歲的閱聽眾為止，這中間的 14-24歲可稱為最強 

調流行的階段，也就是一個偶像最重要 FANS的所在族群，他們喜歡的東西是 

最流行的東西，產品生命週期短。因此「阿貴」若要延長生命週期，勢必要提 

早從 4-14歲的小孩開始著手，因為這個族群的小孩比較有忠誠度，所有長的生 

命週期的肖像建立都是先打到這一塊，如小叮噹、櫻桃小丸子等，他們就是因 

為有這一塊 FANS做基礎，他們跟著長大了以後（成為青少年、媽媽）還繼續 

喜歡。虛擬偶像跟卡通人物來看只是平台運用的不同，網路是一個開放式的平 

台空間，目前網路的主力族群正是 14-24歲，小孩子、兒童上網的人數較少， 

所以阿貴會紅起來是先從 14-24歲甚至更高到 30幾歲的上班族開始出現的， 

那是因為網路使用族群特性的關係，但是我們仍要回歸到 4-14歲的小朋友， 

因為他們忠誠度較高。自從阿貴開始上電視（衛視中文台）之後，這一塊的 

     FANS迅速的增加，因為他們有了接觸到阿貴的管道。4-14歲的小孩子自己 

上網去看卡通、選他自己想要的內容還是有點困難，不管是父母同不同意小 

孩上網、或小孩操作電腦的問題技術各方面還是有點困難，不過這方面的困 

難正在快速減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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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虛擬偶像品牌經營方面，春水堂更積極開發新的虛擬偶像品牌「903」（源
自網站中輕描淡寫系列的小薰 DJ 秀等動畫），經營化妝保養品的全新產品線，
改變了以往經營「阿貴」採肖像授權的方式來經營所有周邊價值，曾與 E 美人
網合作的化妝保養品牌「903」將不授權予他人使用，春水堂打算自行經營此一
新品牌。 

 

B.訐譙龍的行銷策略與執行 

在虛擬藝人經營部份，「阿貴」、「訐譙龍」、「牛奶糖家族」的偶像行銷包裝

戰略均使用了“分進合擊的多元化策略”，亦即：開發新的虛擬偶像擴大集體效

應，並重整旗下藝人推出新團體以創造新鮮感、發揮以一帶一把餅做大的效用，

推出多產品線，如：「阿貴」也推出 903 輕描淡寫的小薰 DJ 系列、2266、不良
丁等；「訐譙龍」也推出伊達太空鴨、雨衣男孩、F4 笨蛋四人組等；「牛奶糖」
也推出台北女生、國傢俱院、成龍專區等等。 

 
在線上訐譙龍與另兩個虛擬偶像最大的不同在於爭議性的邊緣路線定位，在

推出 MTV 主打歌『老師不要打我的臉』，無意間引發教師團體及無肛症家屬抗
議的新聞媒體報導後，順勢藉由“負面公關行銷”策略達到免費宣傳的效用，不

論是在媒體或有心人士的斥責與炒作下，無形中卻使訐譙龍的名氣更為響亮。所

謂的「負面公關行銷」亦即：有別於傳統正面行銷手法，利用具有爭議性的負面

聳動話題或作法，引起媒體的報導與民眾的熱烈討論，而達到公關宣傳的效果（楊

舜仁，民 91）。 
  

C.牛奶糖家族的行銷策略與執行 

    在第六章個案分析中已詳述—牛奶糖家族與另兩大個案不同處在於以家庭
成員整體的多個虛擬偶像出現（不刻意凸顯任何一位主角）、都會中產新貴的訴

求來創作都會動畫故事、標榜可多線同步進行說故事的「平行敘事結構」提高網

友的互動參與感，以及網站首頁見不到任何橫幅廣告（Banner），全部改採企業
贊助方式，讓企業的商品和服務自然而然地出現在動畫劇情中的網站經營模式。

在廣告業務方面，創意總監楊德昌認為：「商業化是非常人性的，問題只是『交

換』怎麼做。」總經理彭鎧立也指出：「廣告應是誠實、溫柔和人性化的，關鍵

是節目中表現產品形象和魅力的不同手法，讓觀眾能不自覺接受。」在整合行銷

方面，目前除了廣告代言外，尚未有其他跨媒體的表現。 

 
 

7.3  全方位行銷策略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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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歐美日等跨國動畫產業的雄厚資本與強勢通路，凸顯了台灣在資金、

市場、技術人才等條件的不足，長久以來無法突破作為「卡通代工廠」的狹小格

局。對動畫網站而言，卡通動畫的代工製作絕不該是“本業”，若能創造出自己

的虛擬偶（肖）像，從品牌經營、肖像授權代言等發揮最大縱效，並研擬全方位

的行銷策略延伸產品的生命週期，才是企業永續經營之道。以下研究者擬根據本

研究分析結果，提供本土網路虛擬偶像經營業者若干行銷策略的建議，藉由小成

本與網路媒體「免費、自由、連結、社群」四大特性，發掘更具效率的動畫網站

經營方向。 

 
首先企業須認識何謂「網路數位化基礎行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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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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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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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數位基礎行銷下的全方位行銷策略，需要

將數位行銷與整合行銷傳播結合起來，並在多元分眾市場下，妥善運用不同的傳

播工具（如官方網站、電子報）與科技工具（如資料庫分析軟體和技術），整合

出以消費者良好體驗為出發、客製化、多元使用、可一次購足（one-stop shopping）
的完整消費平台。以下提出全分位行銷策略的建議： 

 
1.以病毒行銷結合資料庫管理與網路虛擬社群經營 
 
溝通理論家馬修‧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曾發表最具影響力的概念—

「媒體就是訊息（the media is the message）」，換句話說：“重要的不是你說了什
麼，而是你說話的方式與場合。”對企業而言，網路上最強大的“活動媒介”—

網友，能在私密性、個人性、自由度高，展現人性最真實需求與情感的虛擬通路

中，以友善、認同分享、真情流露的方式，透過自願性的 E-mail 轉寄行為，為
企業傳達完整的商品概念。這種來自周遭親友發自關心、人際互動的資訊分享及

溝通方式，其親和力、可信度、說服力比任何廣告代言人都來得強。 

 
第一點病毒行銷的部份，不論是純供網友欣賞的網路動畫節目，或結合「商

品植入式行銷」的網路動畫廣告，均可運用「病毒行銷（Viral Marketing）」的威
力，藉助網友們迅速在網路中傳布開來，不僅資訊完整不失真，還有時間上的“立

即、延遲、重複曝光”效果。因為網友接到發自親朋好友的 E-mail 時，並不像
接收到來路不明的電子郵件廣告容易產生警戒與反感，馬上直接予以刪除；而是

會予以保留觀賞，可能馬上開啟或等待有空再開啟。若 E-mail內容夠新奇有趣、
富創意，具有娛樂與實用價值，能產生共鳴、認同等情感煽動效果，不僅樂於轉

寄給他人分享，網友自己還有可能重複看、聽好幾遍，再三回味無窮，例如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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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劇情的廣告短片、動畫 MTV、電子賀卡、螢幕保護程式、小遊戲等。企業主
也可在 E-mail 檔案中加入互動效果，例如讓網友連結網頁、發表意見回函、索
取贈品、免費下載折價券、競賽抽獎、評分再上傳等等，藉著互動與參與感的提

昇，延伸更多產品與消費者交集的可能性。而這些無時無刻持續發生在網路上，

不論是有意圖或下意識的 E-mail 轉寄檔案行為，多出於網友自願、良性的社交
動機，而非商業性電子郵件行銷的明顯廣告意圖，因此這種類似“電子口耳相

傳”的「病毒」擴散方式，是網友非刻意也是業者無法強加控制的一種開花結果—

趣味十足、受到網友青睞的電子郵件、網路虛擬偶像音樂動畫檔（其中包含的各

種資訊與觀念也屬於 Rogers所謂的“創新事物”），不須花費或刻意的廣告宣傳
就能自行複製、不失真的呈現。 

 
E-mail結合病毒行銷的優點除了能免除大量的廣告宣傳、媒體刊播費用，企

業能不費力地使產品資訊在網路中〝個體繁殖〞無盡期地蔓延下去之外，還能跨

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產生立即、延遲或重複曝光的效果。若是內容夠精彩得到網友

認同，還具有保存收藏或予以轉寄傳布的附加價值，無形中更使品牌深植消費者

心中。但 E-mail 病毒行銷須小心的一點是，網路訊息流通下不可避免的匿名流
言部份，不能辨別真偽的網友可能淪為煽惑負面或不正確消息的傳播工具，可能

在有心人士的刻意散佈與炒作下對產品與企業形象產生莫名的殺傷力。 

 
第二點資料庫管理部份，網路虛擬偶像的官方網站可說是製作者與消費者最

近距離互動的通路，最適合收集忠實消費者（網站會員）的消費者行為。“消費

者在網站上做了什麼”是完整資料庫不可或缺的一項記錄，當偶像迷進入官方網

站遨遊，在線上觀看網路虛擬偶像的動畫或做出其他動作時，網際網路的個人性

就在雙方線上互動當中，屢次被強調出來，勾勒出個別網友的特質、偏好、使用

習慣，形成某一類型消費者的資料庫；然後企業就能根據這些資料加以分析、制

訂客製化的行銷策略與活動方案，找出消費者的需求與刺激需求的方法。但目前

企業遇到的問題不是沒有資料庫，而是有太多未經整理、妥善分析的資料，並沒

有將收集來的網路使用行為資料加以運用作為行銷決策與網站節目內容製作的

依據。因此，及早建立能妥善運用、立即回饋予行銷人員的資料庫，並加以經營

管理是動畫網站不可忽視的趨勢。 

 
 
第三點網路虛擬社群的經營部份，企業可用心經營網站會員組成的虛擬社

群，培養企業與會員、會員與會員間良好的互動關係，並藉由資料庫記錄的會員

轉寄、消費等使用行為找出虛擬社群中的核心人物與意見領袖，集中火力行銷。

一般而言可將虛擬社群分為“同質性虛擬社群、非同質性虛擬社群、營利性虛擬

社群、非營利性虛擬社群、聯誼性虛擬社群”五大類，社群力量是病毒行銷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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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來源，社群（community）是病毒行銷另一個要素，必須選擇有社群力量的產
品（如 Hotmail, ICQ, MP3下載等），它才有機會利用網路快速傳播。 

 
    “免費”是使用病毒行銷讓產品在虛擬社群暢行無阻的重要關鍵，做出可以
收費的產品，卻不受費，便具備極強的行銷能力，如「阿貴」的網路動畫在導入

初期可免費觀賞、下載，使更多網友樂於下載轉寄。因為網路是可以迅速集結廣

大群眾的媒體，免費的力量能創造出像電視一般的大媒體潮，而這個大媒體不只

有人潮，還可以直接進行線上交易（如「貴寶地」網站提供動畫節目、算命、線

上遊戲等付費內容），免費行銷發揮網路成為大媒體的潛力，收入可由日後的廣

告、電子商務來取得。 

 
 
 
2.運用口碑行銷：找出趨勢的引爆點與網路中樞 

 
網路中與真實生活的人際關係一般，也有各種正面、負面口碑的“電子式口

耳相傳”，藉由 E-mail或 BBS、ICQ 等擴散著。對渴望正面口碑的企業而言，
行銷的賣點總是離不開流行話題與趨勢，『引爆趨勢』一書的作者葛拉威爾認為，

要引爆流行須找出流行趨勢的「引爆點」（the tipping point）。引爆趨勢有三大原
則，也就是掌握散播傳染源的人（如網路虛擬社群的中樞）、傳染源本身（如創

意絕佳與時事結合的動畫檔案），以及傳染源活動的大環境（如各大入口網站或

私人電子郵件信箱等）；此三原則也就是作者所稱的三因子：少數原則、定著因

素、環境力量。當其中一個以上的因素產生變化，流行就會迅速發生。 

 
在找出網路中樞的部份，所謂“中樞”（hub）即指“在一個特定的產品種

類上，某人直接或間接要比其他一般人和更多的人聯繫著。”也就是說，當網路

虛擬偶像在網路社群中開始傳開，也是由若干網路中樞（network hub）開始的。
這些網友針對某特定產品比一般人與更多的人交流，行銷研究人員習慣將之稱為

“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在產業界，他們被稱做“有影響力的人”、“領
先使用者”或“重度使用者”。Emanuel Rosen在『口碑行銷』（The Anatomy of 
Buzz）一書中，依據“影響程度”和“影響來源”將網路中樞分為四種類型：「普
通中樞」(regular hub)、「非常中樞」(mega hub)、「專家中樞」(expert hub)、「社
交中樞」(social hub)。普通中樞是充當資訊的來源以及對特定產品種類有影響力
的一般人；非常中樞與新聞界、記者、名流、政治人物等有關連；專家中樞未必

是有名的學者專家，只要是對電影、購物、運動、美食⋯各種議題有深入與獨到

見解者都算；社交中樞則是指團體中較為核心的份子，具有個人魅力受到同儕信

賴，或單純指人際交往上較為活躍的人。例如運用網路與口碑行銷成功的電影『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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瞳』，導演陳國富找了一個很愛用網路和 ICQ的全職人員，每天到各個聊天室去
觀察網友怎麼討論『雙瞳』，予以回應並使網友們注意到『雙瞳』網站。『雙瞳』

網站也跳脫一般電影宣傳網頁只有介紹劇情、演員、劇照等傳統方式，網友們可

在此轉寄許多有趣的『雙瞳』遊戲，此外網站內容一更新就發電子信通知會員，

若每次有回應的會員還能得到小禮物以增加網友參與回饋。 

 
因此，在行銷上應如何與這些中樞取得聯繫成為重要課題，與“媒體”此一

非常中樞聯繫的策略多傾向公關宣傳等一般為人熟知的手法，較少人探討的即是

如何著手去聯繫上百萬個可以對一項產品散佈消息、口碑的普通中樞。若是虛擬

偶像網站的行銷人員能研擬出聯繫這些中樞的可行辦法，便能使動畫節目或廣告

以低成本或幾近不付費的方式，結合產品融入節目劇情的植入式行銷，使產品的

相關資訊藉由這些不論是在官方網站、線上遊戲的虛擬社群中樞，將動畫像病毒

一樣地在網路上流傳出去，這就是網路虛擬社群的強大力量。若能因應廣告主的

需求，研擬出一套估算或大致記錄病毒式行銷效果評估的方法，將使網路影音動

畫的行銷策略更趨完備。 

 
 
  
3.以商品植入式行銷結合連續劇商務 

  
商品植入式行銷是網路虛擬偶像業者在動畫廣告與節目中普遍使用的行銷

策略，最有名的莫過於電影『007』常出現各大廠商贊助的產品融入龐德精彩的
冒險故事中。目前虛擬偶像的動畫節目與廣告多於網路此一媒體中露出，未來在

台灣寬頻網路建置完成後，一條線可以打電話、看電視、上網、玩線上遊戲等；

在新聞局鬆綁對中華電信與有線電視業者經營業務的限制、數位互動電視漸趨普

及的不久將來，動畫節目與廣告更可在電視平台播放並與消費者有立即互動的線

上交易。 

 
以日本的 TBS 電視台為例，旗下的廣播衛星數位播映台 BS-I，在 2002 年

12月甫開始推出「連續劇商務」。數位播映因為具有雙向通訊的互動電視功能，
消費者在收看電視節目的同時，若想買電視劇中男、女主角的服飾，只需要用遙

控器點選出畫面，就能開始進行電視購物（林亞偉，民 92）。因此偶像迷若是中
意虛擬偶像在節目或廣告中使用的任何產品，或是想購買虛擬偶像的各種周邊商

品，均可以立即透過互動點選的方式直接下單，達成交易。再利用實體通路與虛

擬交易結合的方式，儘速在附近便利商店取貨，或經由商品送貨到府服務，達成

良好的消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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