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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費者追求的
是超越產品的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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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廣告企業東京分公司的加拿大籍
執行長 Stephen Cox，看起來就是一位專
業人士，與周遭的日式環境也很融和。當
他娓娓道來目前正值改變中的廣告業界新
風貌時，記者的腦海中則浮現出「熱情」
這兩個字。在時尚的辦公室空間內，彷彿
到處都可看到他的新點子。爽快答應接
受本刊專訪的 Stephen Cox，針對日本的

「新」廣告業坦率地發表了他個人的意見
和看法。

　　廣告業曾經是人人都稱羨的行業，但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雖然如此，廣告業界
現在正值改革的當口。世界各國、尤其是
日本，正處於伴隨著痛楚但卻耐人尋味的
重生階段。因此，現在正是加入廣告業界
的絕佳契機。消費者已經改變了，雖然這
是世界各地都有的變化，但日本的變化尤
其巨大，而促成這個變化的正是消費者自
己本身。

　　網路和數位化開始成為主流約莫只是
12 年前的事，當時檯面上新的工具數量
也有限，但人們在數位世界裡開始進行遠
遠超出工具範圍的嘗試。這個情況如今依
然沒變，請看看臉書、推特以及 mixi（譯註：
日本最大社群網站）等網路工具上的眾多
創作者們，那些使用者在我們廣告業界就

稱之為「消費者」，但實際上使用者就是
包含我們自己在內的全世界每個人。使用
者，賦與了手上的數位工具以往誰也想像
不到的無限可能性。

　　世界無疑是會互相影響的，但「每個
人都是相互連結」的說法卻很籠統，彷彿

完全「不相干的事」一般。若從日常生活
的觀點來看這個變化，即當你想要知道
什麼事的瞬間，不管何時、不管何事都只
需拿出小小的手機就可獲知答案。不論是
從官方網站、論壇或聊天室，你的疑問可
以從全世界的人獲得答案。同時，也能向
全世界的人詢問有關某個想法、點子。就
算是非洲，也預估在 2016 年以前手機即
能普及到 10 億支數量的程度。「口碑宣
傳」已完全發揮到極致。目前，或許還會
認為這只是局限於小畫面和數位工具的現
象，但在現實中所有產業的傳統商業模式
都已經完全被破壞了。以音樂產業為例，
現在不再會為了想聽某首歌曲而跑去買專
輯，只需購買想聽歌曲的數位版即可，汽
車製造商也不能不在車內配備通訊系統。
包括出版業、電影業在內的所有產業所引
發的革命，由於完全顛覆原本的法律和著
作權概念而逼迫重新思考。日本也與其他
國家一樣，只要是朋友請託就會將自己所
購買的音樂或書籍合法複製、影印，遵守
DVD 區碼（區碼限制）播放權的時代已
經結束了。

 

我們必須改變公關方式

　　因此，我們必須改變與消費者的溝通

方法，找尋出能與企業、消費者雙方向連
結的有效新方法。能夠打動消費者的東西
並非只有一種，每位消費者自己都擁有各
式方法，決定何者對自己有價值？何者對
自己沒價值？而決定是極為雙方面的，不
管是否為數位媒體，都是以會話為中心進
行著。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現實是，期望消

回歸口碑宣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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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能夠輕易接受廣告、被廣告吸引的
場景，在該場景中則以結合品牌為第一優
先。消費者在這樣特定的場景中，能直接
與企業互相聯繫，並進行發問或建議。例
如假設要宣傳 OK 繃，首先就必須正確掌
握住消費者會在何時想要詢問有關 OK 繃
的事。因此，我們利用了與家族露營相關
的互動式資訊網站來發揮廣告效用，而這
個方法也相當成功。如今這個方法也在世
界各地廣為運用，但在日本從很早以前就
是極為重要的方式。

　　日本人很喜歡參與活動，因此，我們
也曾經打過使用 QR 條碼的電車廣告。只
要消費者使用 QR 條碼前往特定的地方，
就會得到更多的東西，即可體驗、認識到
該品牌。我們不會針對品牌或產品直接介
紹或說明，而是設計出能引起消費者興趣
的場景，再從中提供品牌或產品的訊息。
我們必須提供消費者容易接受情報的所有
時間點與地點，以及判斷要將品牌放在當
中的哪個位置。

　　此外，只要接觸數位化就會馬上發現，
日本存在著無數個小型開發商。假設這裡
有一間應用程式的製造商，那裡就會有一
位網頁設計師。敝公司身為一家在日本設
有事業體的外國企業，擁有以一條龍式服
務提供上述所有機能的潛力，這是當地代
理商一直以來無法做到的事。在日本，廣
告代理商以收購小型企業，並納入傘下後
繼續執行業務的作法居多，但每家企業都
是獨立地執行自己的工作領域而已。因此，
我們公司聚集了所有重要領域的優秀人
材，創造出綜合式的數位團隊。

西歐式全球化，還是日本式
全球化？

　　若希望能全球化，日本品牌就必須針
對世界重新定位公司形象。因此，我們協
助日本企業先在日本宣傳其新定位，接著
再將宣傳拓展到國外。敝公司由於網羅了
世界各地的人材，所以能讓日本品牌的全
球化符合當地文化，並以一貫性的方式讓
速度加快。一直以來，成功行銷海外的日
本國際大廠幾乎都是遵循著一個模式，那
就是以在紐約、上海、巴黎等地成立據點，
再聘請當地員工來負責業務的方式。會採
用這種方式，是因為客戶追求的產品和服
務會依地區不同而異，市佔率也會依市場
不同而異的緣故。今後以全球化為目標的
企業，看是要遵循這種傳統方式？亦或是
要找出能連結全球市場的方式？兩者擇
一。目前，行銷廣告公司面對的最大問題

是，找尋出能同時連結國內市場與海外市
場的新模式。

　　那麼，對日本企業來說，全球化就代
表了必須遵循西歐模式嗎？過去確實只能
採用在全世界通行的「西歐式」行銷手法，
可是現在，日本品牌已經擁有足夠的實力
與豐富的知識，廣告的世界也可以引進「日
本式」。但前提是，日本企業是否有這個
想法、意願？

費者會在一天生活中的某處能看到在幾個
頻道強力放送的宣傳，如此的舊方法已經
不再可行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
反而又回到了往昔的方法，就像是某位女
性從優秀的業務員那兒購買了產品，因為
很喜歡這個產品所以就介紹給鄰居，然後
這兩個人又分別向家人轉述了這個產品
……。如今，消費者需要的是能實際碰觸
產品的感覺，以及與他人談論、分享自己
的經驗，並也從他人獲得建議。日本的消
費市場上到處是大量的產品，也不一定得
親自到店面才能購買。但即便如此，許多
消費者如今依舊會選擇走一趟店家，實際
碰觸、確認產品後再行購買。

　　日本人目前正熱衷於尋找「終生的供
應商」，日本消費者所追求的是比產品本
身更高一層的東西，亦即“完美的品牌”。

日本消費者渴望最好的保險、最好的政府
以及最值得信賴、最好的服務。他們注重
的是 CSR（企業社會責任）、產品背後的
企業態度以及企業能提供的附加價值。當
理解這一點後，才可決定要以何種方式滿
足每位顧客的內在需求。敝公司幾乎所有
的案件，都在與購買相關的階段就重新組
編。傳統上，一家企業是由行銷、業務販
售、售後服務、公關等各部門所組成，各
自獨立並以各自預算進行業務活動。我們
公司則是協助企業建立多功能、跨部門的
組織，因為要有一貫性與統一性兼具的組
織，才可以滿足消費者的高度期望。

社群媒體很合日本人的個性

　　口碑宣傳的方式，在日本社會一直很
根深蒂固。歐美也有如特百惠、雅芳等公

司會採行，而日本則到現在業務拜訪的方
式依舊很盛行。從常備藥到銀行開戶、甚
至是豆腐，所有的東西都可挨家挨戶地拜
訪銷售。以之前的富士銀行為例，該行的
業務人員會前往各個家庭拜訪，即使與業
務人員沒那麼面熟，客人也會對他予以信
任。業務人員會請顧客在申請表格上簽名，
收取現金後離開，但顧客卻完全不會懷疑
他的正直性。這是因為他個人就代表了銀
行的招牌與聲譽，這也是我為何以此例來
說明社群媒體與日本人的個性很合的最大
原因。亦即社群媒體，是在彼此不太熟識
的人之間創造出新關係的一種方式，在日
本人際關係勝於一切，在這樣的社會中人
際關係擁有很大的力量。

　　另外一個社群媒體易於普及的理由
是，日本人不管到哪裡都要主動吸收大量
的資訊。請看看雜誌、街道上的電子看板
和網站，從首頁上堆疊如山的資訊中，大
家只要敲一下按鍵即可前往自己想去的頁
面。這與歐美的網站不同，歐美的網站一
開始就會先設定出幾個分類，大家再從中
選出可能會有自己想要資訊的頁面，從列
表中依順序點選，最後才會得到自己想要
的資訊。換句話說，日本人擅於從多到不
可思議的資訊中瞬間挑選出自己想要的東
西，並且也習慣與他人共有共享。另外一
個不同點是，與世界各國不同，日本人在
社群媒體中習慣使用匿名。這不僅是使用
方法不同，連目的也會改變。在 mixi 中
匿名書寫「口碑宣傳」的方式謂為主流，
臉書上也同樣可看到如「喲！你好！我在
這裡喔，看得到嗎？我現在正在……」之
類的訊息。日本人並不認為明白告知自己
是誰會有任何意義，「喂！看看我！」的
口氣並非日本人的作風。

　　對西歐品牌來說，這是件很難理解的
事。因為，他們一向希望能知道銷售對象
的消費者是誰。不論是消費者的姓名或年
齡，以及他們會做什麼？會買什麼？會討
論什麼話題都想知道。外國企業會想知道
自己究竟能獲取多少利益，但對於能提供
何種利益給消費者則毫無興趣。外國企業
在臉書上的作法也是如此這般。「各位！
請到這個頁面來認識我們公司吧！打開網
頁看看敝公司想要傳達給各位的訊息，瀏
覽之後大家一定會想跟朋友介紹我們公司
的……」我們擁有已證明在日本能達到充
分效果的廣告技巧，敝公司稱之為「in-text 
advertising（置入性廣告）」, 請大家想一
想，在欣賞有趣電影的當下暫時中断電影，
播放一段腳臭的廣告，應該也沒有人會認
真看內容。所以我們的作法是，創造出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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