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1
為什麼內容行銷要有愛

沒有愛的內容沒有未來。想要培養愛（信賴關係），至

少得「瞭解自我、瞭解對方、為對方著想」。因此，本

章要解說在執行內容行銷的過程中，必須掌握「瞭解自

我、瞭解對方、為對方著想」的方法。



像這樣，把自以為是的單向內容轉換成為他人著想的內容，就是內容行銷最大的
功用。

優秀所以受歡迎者

要不要幫妳找 
適合的對象？

妳是不是有什麼煩惱？
如果需要幫忙，

別客氣請儘管告訴我！

妳想要的是這個吧？

感覺很溫柔， 
似乎很聰明，應該 
可以麻煩他……。

原來如此……， 
我竟然完全不知道！

我想介紹他給朋友認識……

優秀卻不受歡迎者

我很會唱歌喔！ 這套衣服很帥吧？

我認識很多名人喔！ 那個很適合妳喔！

這種自吹自擂的事情
我沒有興趣！ 我又沒有問 

你的意見……

甩頭 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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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UTURUS：http://nge.jp/

若想特別強調自己的專長，就得在關鍵字上下功夫。例如，垂直軸設定為「尤達
←→黑武士」，水平軸設定為「川普←→甘地」。我的定位接近「尤達」與「甘
地」的區域，可說非常接近正人君子。可是，相同區域的競爭也很激烈，難以產
生差異化。

尤達

黑武士

川普 甘地

筆者的定位圖之三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我負責的科學網路媒體《FUTURUS》1。垂直軸是「人類←→
物品」，水平軸是「商務←→娛樂」。現在的科學媒體位於「物品」與「娛樂」區
域的激烈市場（紅海：競爭激烈）。因此，《FUTURUS》的定位設定在比較空的
「人類」與「商業」區域。基於這一點，以「人類與商業」為主軸，提出「科學讓
人類的未來幸福快樂」的概念。

人類

物品

商務 娛樂

紅海

《FUTURUS》的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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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行道在網路社會中是行不通的

你喜歡愛出風頭，能言善道，提出熱情邀請的人？還是喜歡隨時隨地都設身處地
為你著想，奮不顧身幫助你的正直人士？相信你一定會選擇後者吧！可是，若想
吸引目標對象（讀者、消費者）的注意，前者的效果比較好。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報紙、出版、廣播、電視等大眾媒體（四大媒體）廣布於全
球，改變了行銷概念。1920年美國 Roland Hall提倡「消費行動」假說「AIDMA法
則」，建立了企業銷售商品或服務的手法。AIDMA法則是取自「Attention（注
意）」、「Interest（關心）」、「Desire（欲望）」、「Memory（記憶）」、「Action
（行動）」第一個英文字母的縮寫，用來描述使用者心理過程的模型。

認知 情感 行為

注意
Attention
A

關心
Interest
I

欲望
Desire
D

記憶
Memory
M

購買
Action
A

AIDMA 法則

可是，這種提供單方面資料，扭轉使用者（讀者、消費者）態度的既有行銷手法，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已經進入新的階段。此時，漸漸受到重視的是「倡導式行
銷（Advocacy Marketing）」。

善有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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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必須成為輔佐使用者，

發揮作用的家臣。

這點與花費相同的成本與時間，想大量傳送公司訊息的道理是一樣的。發布訊息
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出在，該內容沒有考量到「誰需要這些訊息？誰在尋找這些
訊息？」對使用者而言，有幫助且具說服力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忽略這些重點，
逕行發布的消息，無法傳遞給任何人。我們常見到，多數企業在發布訊息時，一
昧想著傳遞對公司有利的資料，結果成為「國王的新衣」，而流失目標對象。

忽略使用者的需求，單方面傳遞內容，就像沒有發現自己是「國王的新衣」中的
國王，裸體穿著鞋子擅闖別人家（媒體）一樣。

內容不應該是「國王的新衣」

每當提到內容的重要性時，常用到的口號就是「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5。

這代表對企業而言，內容極為重要，絕對不可或缺。花費昂貴的代價進行宣傳，
內容卻很隨便，無法將適當的訊息傳給正確的使用者。因此，企業千萬別變成「國
王」。不能以「國王」的身分，由上而下單方面傳送訊息，必須傳遞對使用者有
價值的「愛」。

如果想與使用者進行良性溝通，建立信賴關係，企業就必須站在使用者的立場來
製作內容。因此，需要建構出使用者想回來的「愛之城堡（自有媒體）」。因為，
現在的使用者不會在意「國王」這個身分，會大聲喊出「國王沒穿衣服！」這個
事實。

5　 Content is King：這句話是比爾蓋茲於 1996年，在Microsoft網站專欄的標題（http://www.seojapan.com/blog/content-is-
king-by-bill-gates）。令人驚訝的是，他在撰文當時，精準預測了現在的狀況，提出象徵該狀況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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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

2-8

娛樂非一蹴可及

「娛樂」包含各式各樣的元素。基本上，我認為娛樂是「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
這點不論是商業媒體或自有媒體都是共通的。除了有趣之外，利用「負面行銷」
的刺激、煽情內容來引起注意，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娛樂。「吐槽」這種促使使
用者提出想法、意見的手法，也是一種娛樂。

可口可樂提倡的流動式內容？

2011年可口可樂發表了「Coca-Cola  Content  2020」這個與內容行銷有關的理念
演說影片。

Coca-Cola Content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rdMmWjU_E

裡面的主要內容提到，今後的行銷只憑單向廣告，無法將訊息傳遞給消費者，因
此需要「流動式內容（Liquid  Content）」。流動式內容是與消費者的興趣有著密
切關係，如液體般散開，無法控制、支配擴散方式的內容。因此，可口可樂提出
自己必須達到的內容三原則。

048 2　在內��入��理想的��



多數企業過於急切地展現自己，反而容易變成這種單方面主導（即使表現方法已
經稍加修飾，但是推播型的付費媒體也是類似的手法）。現在是使用者依照個人
喜好來取捨需要資訊的時代，一昧灌輸單方面的主張，使用者也不會買單。當然
更不會感動或產生共鳴。假設瞬間引起興趣，也只是暫時性，很快就結束。

英雄輪的十二個階段

進一步分解三幕劇背後故事結構的手法，稱作「英雄之旅」。「英雄之旅」是編
劇克里斯多夫．佛格勒以喬瑟夫．坎伯的著作《千面英雄》20為基礎，把個人著作
《作家之路：從英雄的旅程學習說一個好故事》21的故事結構，簡化整理成十二
個階段。「英雄之旅」原本是為了作家與編劇而整理出來的資料，但是在內容行
銷方面，也是一種能與使用者有效溝通的手法。

下圖把「英雄之旅」整理成稱作「英雄輪」的圓餅圖，代表從頂點1往⓬順時針
前進的「旅程」。

欠缺
問題意識

解決問題

平凡生活

歷險召喚

拒絕召喚

踏入
未知領域

試煉
朋友
敵人

接近
未知世界

最大考驗

獎賞

歸途

復活

回家

遇見導師

意識
萌芽

對於
變化

感到猶豫
沮喪

克服
猶豫
沮喪

誓言改變

經歷
第一次變化準備劇烈變化

挑戰
劇烈變化

挑戰
的結果

再次
挑戰
變化

劇烈變化
的最後
挑戰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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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第三幕

第二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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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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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世界

非凡世界

英雄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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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選手將正中央的關鍵字（最終目標）設定為「八個球隊的第一指名」，因為
過去野茂英雄投手寫下了最多第一指名的記錄。接著再寫上要達成「八個球隊的
第一指名」的目標，應該做的事情。除了和他一樣，整理達成目標的任務之外，
也可以用在創意的聯想連結上，請務必試試看。

這裡也以「蜂蜜洗髮精」為例，製作曼陀羅圖。

有機 無添加 無著色

草本 天然成分 無香料

無矽靈 環保 嬰兒
也能用

低卡路里 工蜂 蜜蜂

甜蜜 蜂蜜 花

灌籃高手 胡蜂

漱口
洗手 流行性感冒 醫院

馬拉松 健康 胚胎幹細胞

酒精 香煙 癌症

埃及豔后

天然成分 蜂蜜 頭髮

健康
蜂蜜洗髮精

銷售
●●瓶

香味

價格 競爭 營養

「銷售蜂蜜洗髮精」的曼陀羅圖範例（部分）

首先，正中央放入「蜂蜜洗髮精銷售○○瓶」的目標。接著周圍填入主要訴求的
相關關鍵字。例如，「蜂蜜」、「頭髮」、「香味」、「天然成分」、「健康」、
「價格」、「競爭」、「營養」等。從篩選出來的八個關鍵字中，分別延伸出另外
八個關鍵字。這樣能將想賣的商品訴求具體化，至少產生 9×9＝ 81個關鍵字。
連接或組合關鍵字，變成思考新創意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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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fehack〔日本版〕》：這是介紹工作以及所有與生活有關「LifeHack」的網站。http://www.lifehacker.jp/
5　 ROOMIE：這是以三十歲男性為目標對象，針對室內裝潢、料理與家事訣竅等，「度過充實的居家生活」的「家充」媒體。

https://www.roomie.jp/
6　 GIZMODO JAPAN：介紹「生活家電、未來都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等，優秀的智慧型設計」的科技資訊網站。http://

www.gizmodo.jp/

但是，在 Infobahn工作幾年的過程中，我愛

上了與音樂有關的工作（笑）。偶然的機會

下，《MTV JAPAN》與我聯絡，讓我決定換

工作。當時處於音樂業界不能只靠電視，也

必須在網路上發布行銷影片的過渡期。於是

我便兼任 MTV JAPAN網路媒體與免費雜誌

的總編輯。

── 在 MTV JAPAN，沉浸在大量音樂中，為何又再回到 mediagene
（Infobahn 的子公司）。

MTV JAPAN的工作非常愉快，基本上並沒有想辭職的想法。但是，在音樂平台轉

移到串流媒體的過渡期，我希望從事與數位媒體更相關的工作。

在 mediagene，最初的工作是《Lifehack〔日本版〕》4的總編輯，之後擔任整個媒體

統籌工作，成為營運長，兼任《ROOMIE》5與《GIZMODO JAPAN》6的總編輯。

最有創意的工作是網路

── 當時的《ROOMIE》可說充滿著濃濃的「尾田風格」。再次與音樂分道
揚鑣，這次不會再愛上音樂嗎？

自從不做音樂雜誌之後，中間我曾想過「就算不是音樂雜誌，也全都用音樂的想法

來編輯。」仔細回想，為什麼我會愛上音樂或音樂雜誌？應該是音樂永遠是創新與

文化的核心吧！可以強烈感受到從音樂衍生出文化。立刻扭轉原本的價值觀—這

種痛快感，就是音樂的魅力。但是，我發現，從某個時候開始，音樂變得與文化或

創新無關。例如過去「垃圾搖滾（Grunge）7一定要穿上破洞的牛仔褲，否則就很

俗！」（笑），音樂與時尚密切相關，從某個時期開始消失不見了。

112 3　�鍊內�力的�想�



省稿費反而花大錢，

品質高低與付出及成本成正比。

利用寫作測試來鑑定

最常見的是拖稿的寫手，第二常見的是每月規定完成十篇報導，結果只寫了一篇
的，或者馬上神隱消失的人。在我從事網路媒體的工作之後，遇到這種情況的次
數的確增加了。尤其是初次合作時，這種風險非常高，只能依靠經驗，憑藉直覺
來鑑定。即使簽訂合約，也很少規定到每月撰稿的篇數或品質，幾乎沒有約束力。

我思考了半調子寫手增加的原因，主要的理由如下：
1 現在任何人都可以自稱寫手，並且透過網路或社群媒體來宣傳

2 拜群眾外包系統所賜，大量生產低品質報導的需求增加

3 沒有受過訓練的素人，也可以接案

最好的解決方法是，請初次合作的寫手進行試寫。請對方寫幾篇報導，設定檢核
項目，例如是否準時交稿、是否按照指示寫作、溝通是否順利等進行測試。拒絕
測試的寫手，可以瞭解對方只有這點能耐，毫不猶豫拒絕任用即可。不論是寫作
測試或正式合作，與寫手之間的信件往來，能不能快速回信是基本條件。提出許
多問題的作者，因為有避免誤解而想先確認清楚的強烈想法，所以比較不會辜負
期待！就算文筆不夠好，只要維持基本架構，不至於引起大問題。依照編輯的指
揮，也能快速上手，不用過度擔心。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先見過一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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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命令型

這是指「必須∼！」、「一定要∼」、「不曉得就是你的損失」等含有命令訊息的
標題。電視或綜藝節目的標題，以這種命令型為主。對於心懷疑惑或尋找某些事
物的讀者，有推波助瀾的效果。適合用在自我啟發或綜合類（美容、健康）的內
容。命令型的標題容易下意識以高姿態敘事，若能穿插像松子 DELUXE的幽默與
可愛，效果會非常好。

6	新聞順風車型

這是引用世界上成為討論話題的各種新聞，吸引感興趣者的類型。把新聞當作素
材，可以吸引多數讀者，接下來就是依處理該素材的方式而定了。日本電視上的
娛樂性資訊節目（Wide  Show），通常一定會加上以固定類型化、單純化的意見。
因為難度過高的標題，很難傳達給使用者，所以要像小倉智昭一樣，穿插毒舌言
論，讓標題變得直覺且輕易瞭解，這點非常重要。

有問題時，可以使用的六種標題類型

直球型
直接傳遞訊息給讀者。

拐彎抹角型
讓讀者焦急，引發好奇
心，稍微拐彎攻擊。

How To 型
適合用在講求輕鬆有
趣、即效型的讀者上。

疑問型
像對讀者提出問題的
標題。讓人想在內文中
找答案的標題。

命令型
含有在讀者背後推波
助瀾的忠告，引起危機
意識或焦急感。

新聞型
引用世界上成為討論
話題的新聞，吸引感興
趣者的注意。

六種下標題的類型

接下來，讓我們實際思考使用這六種標題時的情況。以下是我為了吸引喜愛接吻
女性的注意，而列出的標題範例。

167�題�點�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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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即使是解決問題型內容，卻同時兼具創造口碑型內容功用的例子，不在少
數。

製作內容三原則（INFOBAHN）
http://www.slideshare.net/infobahn_pr/writingseminar0617

創造口碑型內容並非只是純粹獲得最多讚、RT、PV數，主要的目的是，以自營媒
體為據點，傳送站在使用者立場的內容，對使用者親和性高的媒體傳送內容，達
到社群媒體的擴散與流入之目的。

3	品牌訴求型

品牌訴求型的內容是以建立企業或該企業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之品牌、提升知名度
為目的的內容。

例如，華歌爾的男性內褲「BROS」，刊登在《ROOMIE》室內裝潢媒體的原生廣
告，就是提出男性內褲的新概念，成功達到品牌訴求的最佳範例。品牌訊息是「男
性未曾體驗過的舒適性。」就算有錢，也不會揮霍的一般年輕人日常生活。讓我
們注意到，只要有一些「堅持」，就能天天過著舒服的生活。如同在報導中表現
出的「BROS」價值「絕對不是昂貴或低價的商品，而是對自己而言，恰到好處
『有點特別』的商品」，以想為日常生活增添些許色彩，或希望過著充實生活的
年輕人為目標對象，提出品牌訴求。抓住年輕世代想法的訊息「優質生活不等於
有錢人生」，引起強大共鳴（打動），獲得較高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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