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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賞析

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講師 侯文治教師：

2008年9月~2009年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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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治教師簡歷

學歷：
美國密西根州立大學電訊傳播管理研究所畢業

工作經歷(15年)：
1. 凌群策略整合公司顧問(現職)
2. 東森媒體集團總管理處策略規劃部經理、集團企業內部講師
3. 東森巨蛋總經理室經理、東森電視台企劃中心經理
4. 緯來電視網總經理特助、緯來體育台企劃組長

教學資歷(8.5年)：
現任：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影像傳播系、體育系講師

銘傳大學資訊傳播工程系講師
元培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講師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企管系、行銷管理系講師
中國科技大學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講師
致理技術學院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講師
德霖技術學院企業管理系講師

曾任：玄奘大學、開南大學、康寧護專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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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參考書

書名：廣告學—管理、策略、創意
(第三版)

作者：呂冠瑩
出版社：新文京圖書
價格：590元(訂價)
聯絡窗口：林姿利

0936-23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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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參考書

書名：廣告陽謀
作者：邱莉玲
出版社：時報文化
價格：220元(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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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廣告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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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行銷協會（The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

「廣告是由一位明確的廣告主，在付費的原則下，以各種非人際

傳播的方式(透過媒體)，對其商品、服務或觀念所做的宣傳與推

廣，以期達成銷售的目的。」

廣告是一種「付費」的傳播

廣告必須有「可辨認(明確)的廣告主」

廣告的內容是「商品、服務或觀念」

廣告主要透過「各種非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媒體)的方式」以進行

傳播

廣告的目的多數是在「說服」或「試圖影響」消費者，以達成銷

售的目的

廣告的定義(五大組成要素)



4

7

行銷組合(Marketing Mix)
1964年，美國密西根州大行銷學者麥考席（J. McCarthy）提出行銷
組合四元素：產品、價格、通路、促銷，簡稱4P，使賣方廠商得以
透過此一架構傳達商品訊息，掌握消費者而獲利，此後，產官學界
便大力鼓吹4P的行銷概念，並奉為圭臬。

4P理論引領風騷超過四十年，然而，所有行銷策略4P的運用，均應
以消費者需求為中心（如圖示），如不能以消費者需求為思考重
點，則一切4P策略的擬定均屬空談。

Consumer
消費者

Product
產品

Price
價格

Place
通路

Promote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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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組合4P示意圖

目標
市場

目標
市場

行銷
組合

行銷
組合

產品
品質
特色
選擇
式樣
品牌
包裝
大小
服務
保證
退回

價格

牌價
折扣
折讓
付款條件
信用條件

配銷
通路
涵蓋面
地點
存貨
運送

推廣

人員銷售
促銷

廣告
公關宣傳報導
直效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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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組合

(promotion mix) 

廣告

直效

行銷公共關係

促銷
人員

銷售

推廣工具與推廣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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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工具 
家中媒體：電視、廣播、報紙、雜誌、網路、電影、傳單、型錄、廣告信、

電話簿 
在途媒體：車體廣告、車廂廣告、廣告看板、T bar、海報、電視牆 

廣告（AD） 

購買點媒體：購買點展示、商品外包裝、展示招牌 
人員銷售（PS） 推銷員實例說明、門市展示銷售、銷售發表會、電話推銷、商展及展售會 

消費品：競賽、遊戲、對獎、彩券、call-in（0204）、贈品、禮物、試用/
飲、樣品、折價券、點券、折扣、商展、展示會、搭配銷售 促銷推廣（SP） 

工業品：低利融資、分期付款、招待活動、商品折讓 

公共關係（PR） 
記者會、座談會/研討會、酒會/大型晚會、演唱會、新品上市發表會、慈善

活動、媒體報導、政府關係、社區關係、政治遊說、危機處理、公司雜誌/
簡介、年報 

直效行銷 郵購（DM）、電話行銷、電視購物、電子商務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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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

藉由廣告提供產品訊息（功能、用途、使用方式、購買

地點、價格…），作為消費者選購時的參考，以減輕消

費者負擔（蒐尋商品資訊的時間）。

【告知性廣告】使用目的：引發消費者需求、創造消費

者對產品的認知與注意，建立基本需求。

【告知性廣告】：多使用於產品上市初期階段(導入期) 

廣告的主要功能(目的)

12

說服

藉由廣告改變消費者消費習慣及觀念／對產品的認知，（ex.
台糖低鈉鹽：吃健康的，用高級的）

進一步引導/鼓勵消費者轉用廣告主公司品牌的商品。

【說服性廣告】使用目的：建立消費者對於特定品牌的選擇性需

求(品牌特定偏好)、造成興趣、形成使用習慣。

【說服性廣告】：產品激烈競爭階段(成長期)，多數廣告屬於此

類。有些甚至已衍生成為比較性廣告（強調本身產品的優越性，

凸顯與對手的差異）。(ex.麥當勞vs.肯德基vs.漢堡王、選舉競選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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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藉由廣告的力量，營造不同的情境來提醒消費者已經遺忘

的需求（在淡季時仍記得該公司的產品），讓廣告主的產

品能夠維持最高的知曉程度，同時引導消費者重複購買其

產品。（ex.麵筋、旺旺仙貝、飲料）。

【提醒性廣告】使用目的：藉由品牌認知優勢，刺激重複

購買，多用於市場領導者。

【提醒性廣告】：產品成熟階段(成熟期)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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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的其他功能與目的

廣告帶動競爭，廣告促使廣告主改善生產技術，提高產品品

質。

成功的廣告可創造產品銷量，因為量產，可為廣告主降低生產

成本。

廣告可為產品重新定位，為廣告主帶來利潤。（ex. SKII：劉

嘉玲、蕭薔”晶瑩剔透”，將蜜斯佛陀重新定位；from彩粧to護
膚保養、 Nissan CEFIRO、Ford Metro Star：透過比較式廣

告，將自已和勞斯萊斯置於同一等級）

廣告促進大眾傳播市場的發展。（廣告主是媒體的衣食父母，

ex. P&G每年廣告預算超過3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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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的分類--依訴求對象區分

1. 消費者廣告(Consumer Ad.) ：
購買者（Buyer）廣告： 家人使用：廚浴用品、汽車—考慮全
家人使用時的適用性 送禮 自用

使用者（User）廣告：考慮「高關心度」（ex.耐久消費品、房
地產等高價商品--理性訴求）or「低關心度」（ex.日用品、消
耗品等低價商品--感性訴求）

2. 工業/產業廣告(Industrial Ad.) ： 以工商企業採購人員為訴求對象，
刊登於特定的產業刊物或DM上（ex.材料、原料、機器設備）

3. 通路/中間商廣告(Trade Ad.)：以通路商或中間商為訴求對象（ex.招
待國外旅遊、高額銷售獎金）

4. 專業廣告(Professional Ad.)：針對專業人士為訴求，ex.醫生（藥
品）、老師（書籍）、美容師（保養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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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的分類--依涵蓋區域區分

1. 國際性廣告(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全球一致的廣告策略及活動

由某一國家/地區作統一規劃製作

2. 全國性廣告(National Advertising)
以全國為目標對象的廣告活動

3. 地方性廣告(Local Advertising)
以某特定地區為目標對象的廣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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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的分類--依內容/任務性質區分

1. 商品廣告：實體產品廣告(ex.汽車、家電、食品、飲料、手機、

金融商品….) 
2. 服務廣告：無形產品廣告(ex.塑身美容、美髮、喜美回娘家)

3. 公關廣告

企業廣告：強調公司的卓越，以建立或提昇企業形象為主

公益廣告：ex.豆豆看世界、董氏基金會

危機處理廣告：報紙較多(ex.刊登啟事--保力達)

4. 促銷活動（SP）廣告(ex.百貨公司週年慶)

5. 政治廣告

6. 個人廣告：非商業性告知，ex.尋人啟事、道歉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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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眾傳播廣告

印刷(平面)媒體：報紙、雜誌、型錄、海報

電子媒體：電視(無線&有線)、廣播

網路媒體：電子報、網頁廣告、e-mail

2. 小眾傳播廣告

戶外媒體：看板、招牌、汽球、電視牆、霓虹燈、車
站、車體內外廣告

店頭廣告(POP)：櫥窗、立牌、吊牌、貼紙、掛旗

其他：電影、錄影帶、DVD/VCD、夾頁、DM

廣告的分類--依傳播媒體區分

20

Section 2

廣告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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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是一種溝通

溝通的過程

行銷溝通

收訊者

訊息訊息

回饋回饋

噪音噪音 噪音噪音

噪音噪音 噪音噪音

代言人

高階主管

專屬模特兒

代表性卡通人物

公司
形象 產品相容

溝通的實際周遭環境，像光
線、聲音、位置與天氣等

競爭訊息的干擾
收訊者若是在接收訊息的同

時也在做某件事
收訊者卻不在
無法接收的狀況

與涉入程度有關

選擇性的展露
選擇性的扭曲
選擇性的記憶

收音機
電視機
雜誌
戶外看板
人員接觸
印刷手冊
網際網路

根據回饋來判定溝通
的效果

溝通媒介
譯碼

編碼發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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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理論於廣告學之應用

傳播學者Lasswell的理論：

Who says what to whom in which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s?

1. 先決定目標對象(Whom) 消費者行為、訴求對象的確認

2. 確定想要得到的回饋(what effects)：告知、提醒、說服/行動、比
較、干擾；希望目標受眾產生什麼樣的反應？(Why—為什麼要做廣
告) 廣告目標的擬定

3. 設計廣告訊息(What)：理性訴求vs.感性訴求(How—廣告如何表現) 
廣告訊息策略、廣告創意與表現

4. 廣告代言人/發訊者的選擇(Who)：專業性、親切可靠性、可愛性

5. 刊播媒體的選擇(channel—Where) 廣告媒體企劃與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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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出時效(Timing—When)的掌握與選擇 廣告執行時程

7. 預算(How much)估算與分配 廣告預算

8. 效益評估 (Evaluation：有形與無形效益) 廣告效果評估

24

廣告的傳播角色

廣告的傳播角色大致有二：「傳遞訊息」與「塑造形象」。

1. 廣告是大眾傳播的一種表現形式，它利用傳播工具，傳遞

各式各樣的市場訊息來湊合買方與賣方。

2. 廣告也常扮演形象塑造者的角色，期望在消費者心目中建

立起某一品牌的良好印象，並希望因此能達成銷售的終極

目的。

此外，廣告與媒體的關係也有二項：

1. 廣告依附媒體發展

2. 廣告主導媒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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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如何運作

• 廣告就是溝通

• AIDA溝通模式

– 當消費者或潛在消費
者從接觸商品資訊(如
廣告、型錄傳單等)開
始，一直到完成商品
消費的購買行為過
程。

Attention 注意

AIDA MODEL

Interest 興趣

Desire 慾望

Action 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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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四大主軸

廣告不只是消費者從媒體上看到的廣告訊息而已，而是一連串有計

畫的宣傳活動，這些活動包括：策略、創意、執行與媒體四大主軸

1. 廣告策略—What to do
策略是廣告作品背後不可或缺的邏輯推理與規劃，每一個成功的廣

告背後，一定都有一個完整的策略。廣告主在決定要推出廣告時，

一定會先廣泛蒐集市場資訊，擬定攻擊策略，並在最適當的時候，

使用最有效的廣告媒體、鎖定目標消費者傳遞出訊息。

2. 廣告創意—How to do
廣告創意是廣告的焦點與中心訴求，目的在於攫取消費者的注意，

一旦消費者注意到此廣告創意，就更有機會讓他們記住產品的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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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廣告執行

廣告活動若只有好的策略與創意仍不夠，它更要在設計製作上被執

行出來，消費者才會感受到廣告的美麗與震撼。廣告執行包括許多

細節性的工作要求，例如：文字與字體的運用、完稿與印刷的精緻

化、場景演員攝影的搭配、廣告產品如何在廣告中完美的呈現等，

必須以業界的最高標準來執行，才能成就一則(支)好廣告作品。

4. 廣告媒體

所有的廣告作品都必須在媒體上刊播，消費者才能看或聽得到。廣

告媒體種類非常多，包括：俗稱「傳統四大媒體」的報紙、雜誌、

廣播、電視；另類的戶外與交通媒體；晚進蓬勃發展的網際網路與

其他互動媒體等。選擇適合的媒體非常重要。

28

Section 3

廣告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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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廣告發展簡史

美國的廣告發展大致可區分為六個時期，簡述如下：

1. 「平面媒體期」(1441年~ 1850年) 
此時期的廣告，多以類似分類廣告的形式出現，且刊印在報紙媒體上，

目標很簡單，僅在提供產品訊息。

2. 「工業革命及消費社會期」(1851年~ 1900年) 
由於社會與科技的進步，此時期的廣告數量大增，同一個產品類別的各

品牌彼此在廣告上較勁，但廣告目標多是藉由廣告以達成銷售目的。此

時期的另一個特色，是全國性交通網及全國性廣告媒體逐漸增加。

3. 「現代廣告期」(1901年~ 1915年) 
此時期開始出現與現在廣告極為類似的廣告形式，提供簡單服務功能的

廣告代理商(如：平面稿設計公司)逐漸成型。

30

4. 「廣告代理商期」(1916年~ 1960年) 
此時期，提供完整服務(包括：市調、策略、企劃、創意、製作、媒體購

買等)的廣告代理商已然成為廣告公司的主流。

5. 「廣告創意期」(1961年~ 1980年) 
此時期，廣告代理商開始專注在創意能力，彼此間舉辦各項廣告競賽，

廣告界的創意能力因此大為提昇。

6. 「銷售責任期」(1981年~ ) 
由於同質性產品日多，加上併購與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世界各地的商品

可以更無障礙地流通，此時期的廣告主開始要求廣告除了要有創意之

外，更要有銷售效果，從此，廣告公司進入另一場生存競爭。



16

31

中國廣告史大事記

民國48年：台灣第一家廣告公司「東方廣告社」成立

民國51年雙十節：台灣電視台開播，廣告經營進入電視時代

民國58年：中國電視台開播，全彩播出

民國58年：台北市市公車車廂廣告上路

民國60年：中華電視台開播

民國65年：制定「廣播電視法」(於71/06修訂)

民國66年：潤泰事業公司創立，為第一家廣告監看專業公司

民國67年：中國時報舉辦第一屆廣告設計金像獎

民國67年：民生報創刊

32

中國廣告史大事記(續)   

民國68年：中國時報廣告分版

民國68年：中廣調頻台、ICRT電台開播

民國70年：天下雜誌創刊

民國73年：輔大大傳系設立「廣告與公共關係組」招生

民國74年：政策鬆綁，國外廣告資金流入台灣

民國74年：奧美廣告來台設立公司

民國76年：政大廣告系招生

民國76年：台北市綜合廣告業者聯誼會(4A)成立

民國77年： 報禁開放 公車車廂外廣告(車體廣告)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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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告史大事記(續)   

民國78年： 各大報均擴版至七大張 首度開放報紙競選廣告

民國79年：廣告雜誌創刊

民國80年： 開放電子媒體競選廣告 禁止電視香煙廣告

民國81年：公平交易法實施，有專章禁止不實廣告

民國81年：4A重新命名為「台北市廣告經營人協會」

民國82年： 有線電視開放 中、小功率廣播電台開放申請

民國83年：消費者保護法實施

民國84年：奧美與智威湯遜合資成立傳立媒體購買公司

民國84年：中時電子報成立(次年開始販售廣告)

34

中國廣告史大事記(續)   

民國85年元旦：中時、聯合調漲報紙價格至15元

民國85年：酒類廣告開放在電視媒體播放(晚間九點半後)

民國85年：衛星廣播電視法頒布施行

民國86年：民視開播

民國87年： 廣告業適用勞基法 公視開播

民國88年：浩騰媒體、媒體庫、捷盟媒體、尚揚媒體、實力媒
體等多家媒體服務(購買)公司相繼成立

民國92年：蘋果日報在台創刊

民國94年：運疇廣告改名我是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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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告史大事記(續)   

民國94年：中時晚報停刊

民國95年：中時集團買下三中(中視、中廣、中影)

民國95年：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立，新聞局廣電處走入
歷史

民國95年：大成報、中央日報、台灣日報、星報、民生報相繼
停刊

民國95年：捷運免費報爽報創刊

36

廣告業之趨勢與挑戰

廣告產業一直都受到來自各方勢力的影響，今日廣告產業的挑戰一天比
一天大。廣告業面臨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1. 互動性

個人電腦及網際網路勃興後，讓消費者可以更具有主動性，他們可以在許多
地方接觸到網路廣告。

手機的普及，消費者不僅可以在手機上聽到廣告，也可以看到簡訊廣告和影
像廣告，更可以收看到傳統電視節目及電視上正在播出的廣告。

2. 整合行銷傳播

有效整合所有可用的行銷傳播工具(如：廣告、公共關係、人員銷售、直效行銷
與促銷)，以傳遞相同訊息給目標消費者，達到綜效的目標。

3. 全球化

企劃與製作廣告時面臨「標準化」與「在地化」的選擇；「標準化」是用同一支
廣告刊播到全球市場，「在地化」則會考量不同的文化而有不同的廣告呈現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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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4

廣告組織與經營

38

廣告產業相關的組織單位

廣告產業頗為複雜；因其牽涉到許多不同的機構與不同工作內
容的專業人士。一般而言，廣告產業有六大要角：

1. 廣告主(Advertiser)

2. 廣告代理商/廣告公司(Advertising Agency)

3. 媒體代理商/媒體服務公司(Media Agency)

4. 廣告媒體(Advertising Media)

5. 廣告供應商/協力廠商(Advertising Supplier) (ex. 公關公司、市
調公司、電話行銷公司、平面設計師、作家、文案撰稿、攝影
師、化妝師、CF製作公司、專業沖印、印刷廠、錄音室、電腦
動畫公司、模特兒經紀公司)

6. 目標閱聽眾(Target Audienc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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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主進行廣告業務的方式

1. 自設廣告部門處理廣告業務

2. 僱用廣告公司(代理商)負責相關廣告業務

3. 委託媒體服務部門代為辦理

ex. 報紙分類廣告、廣播工商服務廣告

4. 僱用專業廣告公司或個人工作室處理廣告業務

ex. 車體廣告、戶外電子看板、球場看板、捷運廣告

40

• 委託廣告代理商作全方位服務(Full Service)
優缺點如下：

優：→ 節省廣告主自設廣告部門的開銷

→ 較易獲得客觀專業的資訊及建議

→ 取得較優勢的媒體服務

缺：→ 對產品瞭解不如廣告主深入

→ 易洩漏商業機密

→ 難掌握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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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代理商的種類

1. 國際性綜合廣告代理商

2. 本國性綜合廣告代理商

3. 特殊專業廣告代理商

42

廣告代理制度的意義與功能

所謂代理主要有兩層意涵：(1)代理客戶：替客戶構思相關的廣告企

劃、設計廣告、媒體選擇等，並根據這些項目內容向廣告主收取費

用；(2)代理媒體：媒體是廣告重要的傳送管道，但是廣告主不必直

直接與媒體接觸，由廣告代理人根據廣告企劃的內容與媒體單位接

洽，購買媒體版面或時段。媒體所需要的刊播費用自然也是由廣告

主支付，但是媒體單位為了感謝廣告代理人的選擇，也會支付給廣

告代理人部分的媒體費用，亦即一般所謂的媒體佣金。由於媒體刊

播費用高，相對地，媒體佣金的收入也是廣告代理業最重要收入來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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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研究與企劃

‧創意服務

‧媒體企劃與購買

‧客戶業務管理

綜合廣告代理商

靠單一專業在市場存活

‧創意代理商(創意工作室)
‧媒體購買代理商

特殊專業代理商

綜合廣告代理商與專業廣告代理商的差異

44

廣告代理商的功能與基本的部門劃分

1. 協調執行功能（Communication & Execution）
業務部門(Account Department)：業務執行AE、業務經理AM、業務總監AD

2. 策略企劃與市調功能（Strategic Planning and Market Research）
企劃部門(Planning Department)：行銷企劃、行銷研究、市調員

3. 創意製作功能（Creative & Production）
創意部門(Creative Department)創意+製作：美編設計人員(Art Designer)、文案撰
寫人員(Copy Writer)、完稿人員(Final Art)、CF製作人員(Film Producer)、製管
人員(Traffic Control Specialist)、創意總監CD

4. 媒體企劃購買功能（Media Planning & Buying）
媒體部門(Media Department)：媒體企劃人員(Media Planner)、媒體購買人員
(Media Buyer)、媒體經理(Media Manager)、媒體總監(Media Director)

5. 行政管理功能（General Administration）

6. 財務出納功能（Finan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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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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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代理商的服務項目

S：策略思考 R：行銷研究 / MR：市場調查

C：創意發想 PD：包裝設計/視覺管理

MP：媒體企劃 MB：媒體購買

PR：公關 E：公關活動

SP：促銷活動 F：廣告或促銷製作物製作

DM：直效行銷 I：網路廣告行銷

48

1. 媒體費用

2. 創意製作費用

a. 時間成本(約1,000元/小時)
b. 外付成本

c. 概念發想費 (Concept Fee)

兩大廣告費用：

廣告費用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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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廣告業最常用之佣金計算方式仍以
15%制 或 17.65%制最為盛行

例：刊登某廣告媒體一次需10,000元(含佣金)
→其中15%為廣告代理商抽取之傭金

→因此，廣告媒體實得8,500元
廣告代理商得1,500元

(或稱)→1,500元之佣金為8,500元(媒體費用)之17.65%

50

廣告代理商的收費來源

廣告代理商主要有三種收取費用的來源：(1)佣金；(2)鐘點費；與

(3)固定酬金。

廣告公司向客戶收費的制度主要是以代理佣金(commission)為主，

此部份的費用通常是根據一個雙方協定的百分比，乘以廣告主所

委託的媒體費用。

一般而言，各家公司的佣金比例都不太一樣，代理佣金的比例在

業界也非公開的資訊。僅管如此，過去廣告業最常採取的佣金計

算標準為15%的「退佣制度」。

例如：廣告主委託廣告代理商(或媒體發稿公司)刊登(播)A媒體公

司廣告，金額為100萬元。廣告主支付A媒體公司85萬元，另付15
萬元給廣告代理商。這15萬元即為廣告代理商所獲得的酬勞，亦

即代理佣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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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收費來源是鐘點費(fee)。每小時鐘點費的高低，依部門之不

同或部門內員工資歷的不同而異。鐘點費是以專業人員實際花在該

工作上的總時數計算。

第三種收費來源是固定酬金(retainer)。有些廣告代理商會在佣金

與鐘點費以外，另外每月或每年再向廣告主收取固定酬金，此酬金

有點類似顧問費，可提供廣告專案以外的一般諮詢。

根據美國《廣告時代》雜誌之報導，美國在1982年時，有71%的代

理商採行佣金制，8%採行鐘點收費制，而有21%採用混合制。但

到了1997年，已有58%代理商採行鐘點收費制，而僅有35%的代理

商採用佣金制，另外的7%則採用混合制。

52

最新一種收費趨勢，是依照廣告代理商的表現而定。有

行銷專家建議，可以試著用廣告推出後，產品銷售總額

的百分比來收費。廣告代理商認為此方式也未必公平，

因為產品銷售的成敗，不應該由廣告公司負全責。美國

寶僑公司(P&G)是少數開始試用此新收費方式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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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5

廣告創意與表現

54

創意性思考

自由聯想
另類思考(腦筋急轉彎)
同義與及隱喻
右腦思考法

特殊的人格特質
視覺化的能力
開放胸襟
概念化的能力

創意思考的技巧 廣告創意人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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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創意總監
ECD, Executive Creative Director

創意總監
CD, Creative Director

文案
Copywriter

設計
Designer

企劃製作
Producer

製管
Traffic Controller

廣告公司創意部門組織

56

創意策略

2. 適當的產品定位。

創 意 策 略 (creative strategy) ， 又 稱 為 訊 息 策 略 (message 
strategy)，指的是規劃廣告當中要述說的內容。

包括「訊息策略」(要說些什麼)與「訊息執行」(要如何說)兩
大部分。

1. 徹底瞭解目標消費群內心深層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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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廣告創意策略

訊息
來源

訊息
形式

訊息
結構

訊息
內容

廣告
創意策略

說些什麼

如何安排訊息的條理
及邏輯順序如何將訊息表現出來

誰來闡述訊息

58

廣告創意的來源

1. 廣告主(產品本身)：產品特性、產品歷史、廣告主背景

2. 消費者的意見：消費者購物型態、購買原因、購買時
機、數量、購買意見…等

3. 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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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廣告創意的方法

1. 水平思考法 (Lateral Thinking)：英國心理學家Dr. Edward de 
Bono所提，主張擺脫傳統垂直思考模式(Vertical Thinking)，對事
情採取不同角度的重新思考。

優生奶粉廣告中，

園長：理性角色

小朋友嘻鬧的「聲音」情境

好自在：想「飛」(翅膀，跳躍式連
結)

司迪麥口香糖：貓在鋼琴上昏倒了! 
(純發散性思考、扭曲式)

例子

1.先選擇方案

2.把事實和理由串聯，逐步推
演、邏輯思維

3.按照字面上的意義

1.多意義、多面向、不同角度

2.多用隱喻

3.跳躍式、發散式

思考模式

左腦、理性、個人化右腦、感性、偏向聲音特性

垂直思考法水平思考法

60

2. 腦力激盪法(Brainstorming)：1940年由美國Dr. Alex Osborn首
倡，又名「動腦會議」，乃透過集體思考的方式，發現問題並解
決問題。

進行方式：
確認討論主題
時間必須設限：通常30-60分鐘
人數設限：5-10人為宜
與會同仁不分職級大小，隨意發言
會議進行中避免外界干擾

遊戲規則：
不批評他人的想法
鼓勵自由發想創意
量重於質，創意的數量愈多愈好
鼓勵利用他人的構想再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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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I創意思維法：DDB Needham廣告公司的創意哲學，認為一則

(支)廣告只要具備了ROI，就是有效的廣告。DDB Needham所謂的

ROI，指的是： (1)相關性(relevance)、(2)原創性(originality)與(3)
衝擊力(impact)。目前，此看法已普遍被業界接受，而且被當作判

斷廣告是否有效的三個指標。

1) 廣告所傳播的訊息，必須讓目標消費者覺得是重要的，換句話

說，它們必須和消費者有相關性。

2) 若一個廣告的點子是新鮮的、不尋常的、從未出現過的，就會

被認為是有創意的，這就是原創性。

3) 許多廣告刊播之後，在消費者心中，絲毫未激起任何漣漪，那

些廣告就稱不上是有效的廣告。一個有衝擊性的廣告創意，才

能讓消費者在看到該廣告時，停下腳步好好想一想。

62

相關性
(Relevance)

原創性
(Originality)

廣告ROI

衝擊性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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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富康貝方格(FCB Grid)創意法：美國富康貝(Foote Cone & Belding; 
FCB)廣告公司所創，強調發展創意應先掌握消費者購買不同類型

產品時的不同心理與決策過程，以便能有效地運用各種廣告策略

影響不同的消費者。

利用：1. 消費者對產品之關心程度
(高度/低度關心)

2. 廣告之訴求方式
(理性/感性訴求)

→建構成四個象限之消費理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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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訴求方式

1. 感性訴求：動之以情（親情、愛情、歡樂、恐懼、幽默、性）

訴諸人性情感、情緒、氣氛等，間接引起消費者對廣告產品的注意與
認同。

多利用音樂與畫面表達人性與情感，以電視及廣播等視聽媒體為宜。

又稱為柔式銷售(soft sell) 。

2. 理性訴求：說之以理

直接且強烈地強調廣告產品的優點與消費者所獲得的利益。

多利用文字、圖片，以說明性強的平面媒體為宜。

又稱為硬式銷售(hard sell)。

3. 道德訴求

訴諸於人類的道德感，試圖告知社會大眾是非觀念，並適切地改變消
費者原本的偏差行為，多數公益廣告屬於此類。

66

富康貝方格(FCB Grid) 

• 購買前需要有少量的感性

• 決策過程及選購過程中等

• Do-Feel-Learn
• 憑感覺與習慣決定購買

• 自我滿足型消費者

• 廣告訊息：感覺Feeling
• 廣告創意：提醒購買、消費性廣告訊息、設定情境

• 策略：訴求Appeal
• 商品類型：零食、飲料、口香糖、香煙、酒（自我

滿足性商品）

• 購買前不需要太多產品資訊

• 決策過程短

• Do-Learn-Feel
• 憑經驗與印象決定購買

• 習慣性衝動消費者

• 廣告訊息：回想Recognition
• 廣告創意：提醒購買、消費性廣告訊息、

POP銷售點廣告

• 策略：定位Positioning
• 商品類型：家庭日用品（如洗碗精、牙

膏、醬油）

低關心度

(Low Involvement)
商品或服務

• 購買前需要有正面的感性

• 決策過程中等，但選擇過程長而反覆

• Feel-Learn-Do
• 決策取決於品牌的感性、使用者形象、以及使用產

品後所獲得的感性回饋

• 情感型消費者

• 廣告訊息：形象塑造Image
• 廣告創意：衝擊性表現、強調個性與感性表現

• 策略：品牌形象Brand Image
• 商品類型：珠寶、高價化妝品、服飾

• 購買前需充份的產品情報

• 決策過程長且複雜，需審慎考慮

• Learn-Feel-Do
• 決策取決於理性的產品利益

• 充分情報型消費者

• 廣告訊息：Recall
• 廣告創意：教育、詳細告知產品訊息、示

範表演、長文表現方式

• 策略：獨特銷售點U.S.P
• 商品類型：房屋、汽車、大型家電、電腦

高關心度

(High 
Involvement)
商品或服務

感性訴求(Emotional)理性訴求(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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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廣告表現方式

1. 直接說明式：ex.家電產品與嬰兒奶粉

2. 解決問題式：ex.藥品與洗髮精

3. 故事劇情式：ex.手機、大哥大業者、肯德基、Yahoo
4. 人生片斷式：ex.中華汽車、龜甲萬

5. 實證比較式：ex.面紙、紙尿褲、全聯、旁氏美白乳液

6. 證言式(Testimonial)：ex.白蘭洗衣粉、補習班、多芬

7. 名人推薦式(Endorsers)：ex.麒麟啤酒、SKII、Konica
8. 意識型態式：ex.司迪麥口香糖、韋恩咖啡、什麼玩意兒

9. 恐嚇威脅式：ex.安泰人壽、董氏基金會

10.懸疑式：ex.采研洗髮精、樺達錠

68

1. 直接說明式 理解度/說服度

2. 解決問題式 說服度

3. 故事劇情式 注意力/記憶度

4. 人生片段式(Slice of Life) 認同度/產品形象

5. 實證比較式 說服度

6. 證言式 認同度/說服度

7. 名人推薦式 說服度

8. 意識型態式 注意力/產品形象

9. 恐嚇威脅式 注意力/說服度

10.懸疑式 注意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