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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廣告淺述 
文︱聯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林詠絮 執行副總

微電影廣告的現象

　　2012 年到 2013 年，台灣廣

告界出現了「微電影廣告」風

潮，2012 年共有 114 部 (239 支 )

以行銷為目的的微電影廣告；不

論是政府單位的宣傳廣告、還是

企業界的商品、形象廣告、抑或

是歌手宣傳新的專輯，紛紛出現

了長秒數的劇情式廣告，播放的

媒體也不再是以電視為主力，而

是轉移到網路的影音平台；不是

透過企業或廣告代理商的強力播

放，而是依賴消費者的點閱與分

享；整個影片的內容呈現跟過去

傳統廣告以商品為主角的強銷模

式也有很大的差異，微電影廣告

是透過情感與事件的包裝，引起

消費者的好奇，或是讓消費者感

到認同，進而讓消費者對品牌 /

商品產生認同的軟式行銷。

微電影廣告興起的環境

　　早期在媒體少、競爭少的環

境下，消費者沒有太多的選擇，

因此廣告的目的只要告知有這項

商品，就能夠引發消費者購買，

這是我們所謂的「商品導向年

代」；隨後，因為競爭愈來愈激

烈，但媒體還是少的情況下，

進入了「競爭導向─差異化年

代」，廣告主要的目的在強化品

牌商品的 USP，以刺激消費者

產生購買；之後，當電視頻道愈

來愈多，商品的差異化愈來愈

少，消費者無法明顯感受的情況

下，出現了所謂「消費者導向」

的概念，廣告主要在傳遞商品可

以帶給消費者的價值。

      而隨著媒體的多元化、網路

的興起，開始強調「體驗行銷」

的觀念，強調透過與消費者生活

接點接觸的情境下，將商品所想

要傳達給消費者的感覺與價值，

透過體驗的方式，讓消費者可以

對品牌有更深刻的印象，進而與

消費者產生情感的連結。

 　　隨著無線網路、智慧型手

機以及平板電腦等移動式平台的

普及，再加上網路影音平台的興

起，消費者逐漸養成利用零碎的

時間，在網路上收看影音的短

片，根據創市際 ARO 公布台灣

線 上 影 音 流 量 報 告，2013 年 3

月共有 998.5 萬位網友使用線上

影音，平均每位網友瀏覽 87 次

影 片， 花 費 801 分 鐘 或 13.4 小

時在瀏覽影音內容，可見網路影

音已成為消費者主要的訊息來源

之一。

      而 Facebook 的快速成長，

也造成傳播權力結構性的改變；

過去的傳播權力掌握在有錢 ( 廣

告主 )、有勢 ( 媒體業者 )，只有

他們能夠向消費者傳達資訊，消

費者只能被動的接收訊息；但

Facebook 帶來結構性的改變，

消費者自己就是傳播的平台，能

夠輕鬆方便的傳達或分享自己對

很多事情的想法與感受，進而造

成人際間的影響，消費者掌握了

傳播的主動性。

 　　根據日本 ADK 的研究指出

˙1/4 以上的人減少媒體接觸時     

     間 。

˙30 歲以下男性看電視的時間          

    減少 30%。

˙ 高達 92% 的消費者會相信口       

     碑傳播，但是只有 47% 的人  

     相信電視廣告。

˙ 一個來自值得信任朋友的推  

     薦，可能會被傳遞 50 次以   

     上，並且更能夠刺激購買的   

     慾望。

　　再加上近年來經濟不景氣，

廣告主的行銷預算也相對縮減，

根據動腦雜誌公佈的廣告量統

計，2011 年五大媒體廣告量為

495.20 億 元，2012 年 五 大 媒 體

廣告量則衰退為 454.69 億元；

也因此，在預算更有限的情況

下，廣告主與廣告代理商也會思

考新的傳播模式。

　　而且微電影廣告不像傳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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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大眾媒體為主要的溝通平

台，而是透過網路影音平台及消

費者分享做為主要的傳播管道，

因此在媒體花費上比較少，所以

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拍攝出

長秒數，劇情更完整，故事說明

更清楚、更容易感動人的影片，

達到品牌溝通的效果；而且是消

費者主動點閱收看，更容易達到

精準行銷的目的。

　　在這些種種因素的影響下，

微電影廣告才會如雨後春筍般地

蓬勃發展。

微電影廣告與傳統電視廣告的差

異

　　在談微電影廣告與傳統廣告

的差異之前，先舉一個例子，

2010 年「哈根達斯 夏天好熱 愛

要趁熱」的影片，分別是「596

號」與「the summer」。

　　「日正當中，悶熱無聊的夏

天，銀行裡的他，只能每天默數

著號碼，看著等待的人們來來去

去，就在這一天 ，就在此時此刻 

，當機械女聲命運式的召喚 596

號，到底是誰會出現？

       是心狠手辣的搶劫犯？是失

心瘋的縱火者？是 20 年從未打

開保險箱的祕密證人？一個存款

百億的年輕少婦？或是，一個只

想吹冷氣的女孩？

       

　　每一個人 ，都有屬於自己

的號碼，以及背後的溫熱愛情故

事，就在這個熱浪之夏 .....」

圖一：哈更達斯｢596號｣                                                                 

資料來源:YOUTUBE

圖二：哈更達斯｢the  summer｣                                                                 

資料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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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浪 綠樹 蟬鳴，包圍著城

市裡清靜幽冷的美術館，一場

被不知名的力量擺弄的愛情證明

題，就此揭開序幕，當她移動眼

神專心又分心的凝視，當她戴上

耳機專心又失心的聆聽，就此聽

見了，某個神祕的聲音，被操控

/ 被導演 / 抑或被預知，不安的

她，在迂迴的陰影裡躲避逃跑，

在這個炎熱的夏天，她究竟該不

該回應，那熾熱燃燒的愛情呼

喚 ...」( 引述自 youtube 上的文

字說明 )

       596 號這支影片，在 youtube

投放後，37 天內，點擊率便超過

42 萬次以上，超過 300 篇的回

應與討論。各大網站也都出現相

關的討論主題，網友回應率平均

達 400%，成效相當不錯！ 影片

受到越來越大的迴響，許多網友

都主動在社群網站（facebook、

plurk…) 分享這兩支影片，甚至

是最懂得說愛的知名作家，也

主動分享。“愛要趁熱系列”操

作完畢之後，夏季總業績上升

55%。 在 CVS 通 路 上， 全 家 便

利商店業績上升 40%，市場整體

銷售超過客戶設定的預期目標。 

Haagen-Dazs “夏天好熱 愛要趁

熱”成為 2010 年，台灣最受矚

目的網路影片。

　　

　　從這兩支影片中，其實可以

多少看出微電影廣告與傳統廣告

的差異性。

　　微電影廣告不是傳統的電視

廣告，不是透過大眾媒體的強勢

播放，而是依賴消費者的主動搜

尋、點擊與分享。

　　微電影廣告不是單純的長秒

數廣告，微電影廣告的本質是

「娛樂性」、「生活體驗」、「話

題性」：

˙ 話題性：才能吸引消費者主  

動點閱，達到接觸的效果。

˙ 生活體驗：要貼近消費者的  

生活，消費者看了之後才會有

同感，進而引發消費者認同品

牌或商品，達到溝通的效果。

˙ 娛樂性：能夠娛樂消費者，       

消費者才會在點擊之後，輕鬆 

的把它看完；也才會在看完之

後，分享給其他人，達到傳播

的效果。

˙ 不是以商品或品牌為主角，

而是以生活體驗或事件的故事     

為主角來吸引消費者。消費者

不會因為想要看廣告而來看微

電影廣告，而是因為故事情節

吸引人，所以他才點選微電影

廣告。

      消費者也不會主動想要去分

享一支廣告，因為每個分享都反

應出消費者本身的特質，商業性

質太強的廣告，消費者是不會主

動分享 ( 跟這支廣告相關的人員

例外 )，除非這支廣告非常厲害。

      微電影廣告是必須依賴分

享，才能擴大傳播的效果，因

此，商業性的程度必須降到很

低，產品與品牌置入必須是非常

自然，不然消費者可能看到一半

就把它關掉了。

˙ 商業廣告強調立即性的銷售  

    效果，微電影廣告則是強調     

    長期的經營效益。

　　商業廣告透過產品特點的介

紹，希望達到立即性的刺激消

費；但微電影廣告則是從情感面

去溝通，讓消費者透過劇情的安

排認同品牌的主張或精神，是希

望能夠讓消費者因為認同品牌的

價值主張，進而產生偏好，在時

機來臨的時候，會考慮品牌，相

對於商業廣告來說，需要稍微長

一點的情緒醞釀期。

運用微電影廣告需要注意的要點

　　一直在思考著微電影廣告會

不會有廣告主適合性的問題？

　　根據目前的發展及微電影的

論述中，都一直強調著商業性質

不能太強，是去溝通商品的價值

或是品牌的精神，所以，會隱約

覺得似乎是市場的領導品牌比較

適合使用這樣的新興廣告模式。

例如，之前很有名的微電影廣告

─法國巴黎人壽「爸爸給女兒的

一封信」故事非常的有張力，也

很令人感動，幾乎看一遍哭一

遍；透過劇情的演繹，也令很多

人感動，網路上的點閱率已經超

過 100 多萬；感動之餘，多數消

費者可能還是想到的是打電話給

自己的保險業務員，而不是法國

巴黎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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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商品主張的溝通，銷售

上的得益者似乎是市場上的領導

品牌；但是如果就品牌知名度與

好感度的角度來看，法國巴黎人

壽其實有達到傳播的效果。

　　因此，在微電影廣告的使用

上，應該就傳播目的來思考自己

適不適合使用微電影；如果是想

要建立品牌好感度，強化品牌精

神認同，微電影廣告的渲染力，

感覺起來比一般的商業廣告適

合；如果想要立即性的銷售效

果，可能還是要考慮自己是不是

市場上的領導品牌，以免為他人

做嫁；而且如果為了銷售目的，

也許一般的電視廣告可能會比微

電影廣告更適合。

　

運用微電影廣告的操作

　　微電影廣告本身是廣告，但

也是個商品 :

　   一般商品的上架地點在零售

通路，而微電影上架的地方是網

路的影音平台。

      如果只是單純把商品上架，

而沒有任何的宣傳操作，它也只

是會淹沒在通路的貨架上，等待

有緣人的注意；微電影也是相同

的道理，必須透過宣傳操作，才

能引起消費者注意，進而點閱。

　　所以操作微電影廣告，仍必

須有前置的宣傳造勢期，搭配適

當的媒體曝光或公關報導，來引

起消費者的注意。這種時候，其

實可以參考一般的電影上片的操

作。

　　

　　先有公關造勢的宣傳，例如

用演員的知名度、舉辦首映會來

吸引粉絲以及媒體的相關報導，

甚至採用預告片的形式，在大眾

媒體或新聞報導中做置入，或是

報導幕後花絮，引起注意，進而

到影音平台搜尋，擴大點閱率。

另一方面，也可運用網路廣告平

台播放短秒數的預告片來吸引消

費者點擊連結。

　　另外，目前在網路上雖然有

專屬的影音平台，不過分類上並

沒有微電影廣告片的分類，不知

道未來會不會有一個新的分類是

微電影廣告的分類，就像通路的

貨架上會分出這是調味品類、蔬

菜類、零食類…等，更方便想看

微電影廣告的消費者可以更快速

的搜尋。

微電影廣告的未來思考

　　如果就傳播模式的權力結構

變化、行動載具的逐漸普及還有

微電影廣告的功能性 ( 能夠與消

費者產生情感的連結面 ) 來看，

微電影廣告在未來仍會存在著，

並且在整合行銷傳播上扮演品牌

溝通的重要角色。

　　不過，如果考慮到新鮮感的

熱潮如果過了，再加上微電影廣

告本身也需要宣傳操作，才能引

起消費者注意，並進而讓消費者

搜尋、點擊與分享，廣告主本身

無法預估實際的成效，而且較難

立即性的帶動銷售等這些層面因

素考量，微電影廣告大概在熱潮

一過之後，就會回到比較正常的

發展，不會再出現像現在這樣的

風潮。

圖三：法國巴黎人壽｢爸爸給女兒的一封信｣                                                                 

資料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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