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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立動物園最「萌」的動物「圓仔」在所有人的期盼

臺

下終於誕生了，全臺陷入貓熊熱，幾個月下來隨著圓仔

從粉紅色到黑白分明、捲舌、睜開眼、萌牙再到學習走路等，一舉一
動皆成為全民焦點，每天搶占新聞版面，更是大人、小孩的最愛。同樣
刮起「萌」炫風的，還有於高雄與桃園巡迴展出的黃色小鴨，不但國內外
媒體關注，坊間更賣起各式各樣的「萌」鴨商品。根據官方估計，黃色小
鴨來臺一個月，至少吸引達300萬人次前往參觀，光是觀光旅遊可創造10億
元以上的產值，這還不包含周邊衍生商品的銷售；而黑白「萌主」貓熊寶
寶「圓仔」更是在還沒開始見客之前，就已有不少業者摩拳擦掌，等著大
推貓熊玩偶和紀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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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經濟」席捲全球

消費市場持續看好

近幾年，臺灣充斥各種逗趣又富創意的流

「萌經濟」起源自日本，歷經20年的經濟

行語，這波「可愛風格」，日本動漫文化界統

停滯成長、景氣低迷之後，裝可愛的「萌經

稱為「萌」，「萌」逐漸形成一種產業、文化

濟」成為人們逃避現實的出口。這股「萌經

與行銷趨勢，並席捲日、臺、韓、港，甚至歐

濟」也深深影響到時尚領域，可愛的泰迪熊、

美。事實上，早在十幾年前日本的Hello Kitty就

Hello Kitty、各種觸動人心的主題角色，都成

曾寫下臺灣行銷史上的空前風潮：一次是麥當

為時尚設計元素，掀起「裝可愛」的流行熱

勞的卡通布偶加價購，另一次則是7-ELEVEN

潮。每年耶誕節前夕LV都會推出印有可愛繪

的集點兌換活動，兩次都讓國人為之瘋狂，至

畫圖案的趣味小皮件；香奈兒秋冬也推出超

今印象深刻。根據聯合報的報導，一項「萌經

「萌」CoCo娃娃造型戒指；貓頭鷹、兔子則

濟」調查指出，2010年日本經濟產業省（以下

常成為agnes b.設計主題；此外，甫登臺不久

簡稱經產省）曾針對香港、新加坡、曼谷及孟

的Charlotte Olympia，更是以「萌時尚」席捲

買等四個亞洲都市，進行消費動向調查。在

全球，除了色彩繽紛粉嫩外，裝飾愛心、蕾

250位年齡介於20~39歲之間的受訪者中，對於

絲、熊熊、小貓等令人愉悅的元素，深獲好萊

起源於日本的「卡哇伊時尚」，知道的人約占

塢女星喜愛，可說是「萌時尚」代表作。

一半，至於感興趣或關心的比例，新加坡、曼
谷達四成、香港約三成，孟買也有一成受訪者
表示感興趣。經產省認為，只要確實將流行資
訊傳播出去，相信連印度人也會對可愛時尚感
興趣，亞洲市場的擴大很值得期待。

▲「萌」元素早已悄悄進入時尚領域，成為席捲全球
的設計潮流（圖片來源：Charlotte Olympia官網、
Agnès b. CAFÉ L.P.G. Taiwan.Facebook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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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原意是指草木初生之芽，但是後來日

形容為可愛的對象範圍相比），令兩者缺少詞

本御宅族和其他動漫喜好者，用這個詞來形容

義相容性。能夠令人「喚起萌感」的特徵，稱

極端喜好的事物；如今樣貌可愛、討人喜歡的

為「萌屬性」，做為尊重被視為「萌」的人

男女，甚至是非生物，也可用這個詞來形容。

物，胡亂將人物量化成單純的屬性組合是不應

目前，「萌」這個用法在中文地區的動漫迷

該的，因為理論上每一位原創人物都是獨一無

世界中，早已經逐漸地風行起來，「萌」可以

二，而屬性的出現是為了識別和理解其「吸引

被理解為「個人因著人、物的某些特徵，而萌

之處」，而且人物的外在和心理設定不一定在

生起像燃燒般的共鳴感覺」，故此觀察者能否

作品中固定維持不變，始終一位人物是一個複

因被觀察者而「萌倒」，完全視乎個人因素，

雜的整體，能夠令被「萌」者堅持追隨的也不

也即是因人而異的。「萌」並非與「可愛」等

是單單一個屬性名字。

觸動人心的軟行銷

價，雖然「可愛」是啟發萌感的特性之一，但

善用右腦行銷
「瘋潮行銷」作者約拿．博格(Jonah Berger)

挖掘萌元素

是「萌」的概念抽象，適用範圍相對較廣（與

聚 焦 臺 北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萌」有萌生、萌芽

打造「萌」風潮

是社會動物，喜歡

指出，產品與概念如何大受歡迎？為什麼有些

與他人分享意見與資

產品、概念和行為可以成功，但有些卻失敗

訊，我們跟朋友討論

了？一般產品和概念會大受歡迎的其中一個原

最棒的度假勝地，與鄰

因是：它們真的比較好，人們喜歡更容易操作

居閒聊哪兒有好康，和

的網站、更有效的藥品、更低的門票，和證實

同事七嘴八舌可能裁員的

真正可行的科學理論；另一個產品和概念可以

消息；我們在網路上對電影發表評論，在臉書

熱銷大賣的原因是：價格吸引人，人們永遠寧

上分享聽到的各種傳聞，或在推特上分享自己

可少花錢也不想多花錢，如果有兩件相似的產

剛試做的食譜。一個人平均每天跟他人說的話

品同臺較勁，比較便宜的那個通常會在這場戰

超過一萬六千字，網路技術的躍進更讓這種天

爭中勝出。然而，以上的說法都屬於左腦的行

性發展的暢行無阻，也加速了「萌經濟」的發

銷，亦即靠的是理性邏輯打動大眾，但偏偏許

展。如果人們偶見一篇部落格寫到一項新的自

多風潮的崛起，根本沒道理！究竟是甚麼因素

行車共享計畫，或找到一支影片可以幫助孩子

造成「萌」流行？「萌」風潮又怎麼打造？關

解決代數的難題，很容易就會與其他人分享，

鍵就在另一邊的右腦，是感性知覺默默影響了

並按個「讚」，或把網址複製貼到電子郵件

我們的行為。

上。對於個人覺得可愛的事與物，更不在話
下，許許多多「萌」風潮就這樣一一產生。

儘管品質、價格與廣告是產品與概念成功
的原因，但有了它們並不代表保證成功。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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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萌經濟」宅性十大原則
上癮性

客製化

點到為止

擬人化

人際潤滑劑

宅性十大原則
輕薄短小

克服困窘

關懷地球

健康長壽
生活劇場化

資料來源：「日本創意．萌經濟」，商周出版社，2009年11月。

「日本創意‧萌經濟」一書中，作者川口盛
之助指出「萌經濟」的宅性十大原則。

三、讓人上癮、無負擔
要使產品讓人有想親近的感覺，就是產品要
美觀且容易使用，或是讓人觸摸了會有快感、

一、日本人超愛擬人化

會想把玩，讓消費者與產品介面無負擔感，例

在很多商品都融入了一些擬人化的外觀，例

如看到刮刮樂就想刮、看到泡泡紙就想捏破，

如針都是刺在硬的東西上，所以將退役的針插

把人的潛意識癖好安排到產品中，就能達到意

在豆腐上供奉，感謝它的辛苦、讓它休息。所

外的成功，作者還舉了一個更好的案例：過去

以有很多商品像是各種電車的車頭造型、路

很多人習慣性的轉筆，不管是開會、工作、甚

邊的販賣機、工業機器人等，都會發現此種

至是填菜單，不經意就會讓筆在手上轉不停，

特質。

因此有製筆廠商注意到這個小細節，刻意設計
角度操作上容易旋轉的筆吸引消費者，以滿足

二、以個人客製化為目標，打造專屬物品

使用上的快感。

每個人都有習慣使用的物品，專用的馬克
杯、鋼筆等，不管是一開始就訂做適合自己的

四、以點到為止為目標

或者是使用久了，和使用者不斷磨合而產生難

假設什麼事都有人幫你安排好了，生活雖輕

以替代的手感，兩者對使用者都有固定且難以

鬆卻沒了樂趣，所以產品應該做到接近「零辛

取代的個人價值，因此同一種商品可以衍生出

苦」，還有一點距離的程度就好。如打鬥電玩

各自不同的細節來因應市埸。

的世界，只要按一個按鈕就可以馬上過關，那
這種遊戲會好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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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追求健康長壽

有些產品設計例如不會吵人的洗衣機，消音

日本人對 「自己的肉體、自己的身體寶貝

拖鞋、不會聲音外洩的耳機等，是為了使用者

到不行」，為了不想讓自己的手接觸到蟑螂的

周遭的人所著想的。特別有意思的案例是「感

屍體，於是就發明出包覆蟑螂的噴劑，其他各

謝尾巴」，日本人對於超車也感到很抱歉，因

式各樣的抗菌產品也是從這個出發點所研發產

此設計出裝在車尾的「感謝尾巴」，當駕駛超

生的。

八、御宅族的思維衍生，力求生活的劇場化

思的感謝之意。

和各國大都市相比，日本現實生活劇場化的

六、日本人的難為情程度非常高，為防止難

多男性較不喜歡現實中的女性，覺得存在動畫

日本人為

或漫畫中的女性比較有魅力，因此形成在生活

了要免除這

周遭充斥著各種人形立牌和廣告看板，在街

些難為情的場

道上的人也常被各式廣告霓虹或動畫影片所

景，例如上厠

圍繞。

所的聲音、老

九、關懷地球環境

人臭、肚子咕
嚕咕嚕的聲音
等，所以有了

日本的製造業除了生產能力強之外，與各國
▲為了避免難為情的場景，日本人發明的
「音姬」可發出流水聲以掩蓋如廁聲

做比較，在環境保護的技術也領先其他歐美各

很多相對應

國，而全世界對此的態度，基本上是愈來愈

的產品問市，掩蓋如廁聲音所用的「音姬」、

相同。

讓咕聲驟止的點心零食、各式各樣的消臭產品
等。此外，還融入了一些低調奢華的概念，如
高檔的牛仔褲，卻有著破舊的設計，就是為了
不要太張顯自己而設計的產品。

十、產品設法縮減尺寸，走上輕薄短小
例如電視最後會薄到和牆壁合為一體，空調
會被天花板吸走，時鐘變成可穿戴化等，最終
將產品融入到生活環境之中。

振興經濟的新力量—「萌」
不只在商品經濟上如此，「萌」潮流如何應

「海女」在日本是一種特別的職業，在古

用在振興地方經濟？動腦月刊2013年10月號一

代日本，從事捕魚工作的人，男的叫做海士，

篇由媒體代理資深企劃總監翟南所寫的文章，

女的則叫做海女。海女的工作環境相當艱困，

舉了個非常好的例子：日本連續劇「海女小

不但要面對各種危險的生物如章魚和鯊魚，更

天」，如何開創超高收視率，同時帶動地方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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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情找解答

程度是非常高且與眾不同的。日本御宅族的許

挖掘萌元素

越前車後就搖搖它，以向後方車輛表示不好意

聚 焦 臺 北

五、發揮人際潤滑劑的功能

聚焦臺北

必須在不使用任何潛水器材的情況之下，憋氣

從今年4月起9月底，播放以海女為主題的晨間

直接深入20公尺深的海底採集鮑魚、珍珠等珍

連續劇「海女小天」，更徹徹底底在日本掀起

貴海中生物。為了潛水時依舊能擁有矯健的身

一股海女風潮。由青春女星飾演女主角「小

手，一直到明治大正時代，海女工作時都是赤

天」，加上蔚藍大海與海女英姿，創造出平均

裸著上身，而下身也僅穿著兜檔布，外觀與美

高達20.6%收視率，估計每天早上至少可吸引

人魚雷同，因此常成為許多男性的遐想對象；

超過2,000萬人觀看；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劇

不過現代海女的服裝，則是以白色棉質的包頭

的播出為岩手縣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各類劇

巾長袖上衣與短褲為主。隨著時代的轉變，現

中出現的物品都超級熱賣，幾乎是劇裡演什麼

代捕魚技術當然早已更加先進，並仰賴機械運

就賣什麼。影劇觀光帶動的經濟效益，讓這個

作以減低危險性，這種單純倚靠人力的工作，

飽受東日本大震災海嘯摧殘的東北地區，觀光

快速凋零淘汰，目前全日本僅存約400位海

客足足成長一倍以上，據岩手銀行估算，這齣

女，且年紀平均都為70歲的歐巴桑，被日本

連續劇為岩手縣創造了超過32億日圓的周邊經

人所高度尊崇，並打算向聯合國申請為世界

濟效益，相當於新臺幣9.5億元以上，並提供

無形文化遺產。

465個工作機會，甚至有人將其與近來知名的
「安倍經濟學」相提並論，稱之為「海女經濟

正當眾人對海女的印象皆為上了年紀的老
太太時，2009年日本NHK新聞報導了一位高
中剛畢業年僅19歲，且擁有偶像級美貌的女孩

學」。歸納其大紅的原因，擁有「萌屬性」的
女主角，絕對是關鍵之一，為工作繁忙、壓力
沉重的民眾找到了宣洩的出口。

「大向美味」，宣告投身海女工作，立即引爆
社會各界關注，這則消息甚至包含韓國、中國
大陸與臺灣都陸續報導，也讓大眾重新認識並
關注海女這項特殊工作。而日本NHK電視臺

▲日本晨間連續劇「海女小天」，由青春女星飾演的海女故事，成功為岩
手縣締造驚人商機（圖片來源：日本NHK電視臺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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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所擬定的「文化產業

境管理法當中有關居留資格的

大國戰略」，重點就是輔

限制。其實，日本官方早就發

導或補助動漫畫、電玩、美

現「萌」無遠弗屆的威力，熊

食、流行服飾等產業，以

本縣就有「熊本熊」這個代表

「酷日本」(Cool Japan)概

性的「萌」角色，全球許多城

念向國際大力推銷，其中當

市也都有卡通玩偶吉祥物。此

然少不了「萌」遍全世界的

外，日本外交部曾任命三位美

「卡哇伊時尚」。草案內容
指出，官方和民間將成立基

▲日本運用「萌」無遠弗屆的威力，創造無限
商機

少女擔任「卡哇伊大使」，包
括蘿莉塔界流行教主青木美沙

子、原宿系素人模特兒木村優，以及有「校服

業，包括在亞洲主要都市舉辦活動，推廣日本

魔術」之稱的藤岡靜香，這三位可愛大使還曾

流行文化和生活型態等。為延攬國外創意人

遠征巴黎、曼谷等地，發揚日本流行文化。

「2016世界設計之都」

把握「萌」行銷良機

臺北市擁有多元文化的背景，
孕育出開放、活力的軟實力，不論
是動漫、遊戲或是創意設計，若是
懂得妥善應用各項元素，便能擁有
很強的「萌」能量，臺北的101、
小籠包、鳳梨酥、牛肉麵等，更是
絕加的「萌」題材，若能適度結合
各項施政與政策推動，相信將能打
造臺北市「萌經濟」的影響力與新
價值。日前臺北市正式獲選成為
「2016世界設計之都」，未來在這
一基礎上是營造臺北城市形象的關
鍵時刻，除了推動市政建設與服務
外，善用右腦打造知覺形象，讓臺
北更可愛親切，將能趕上近年來全
球掀起的「萌」文化，創造出龐大

▲適度應用「萌」元素，可望為臺北市「2016世界設計之都」城市形象再加分

的「萌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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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動人心的軟行銷

金，輔導並協助企業向海外發展資訊內容產

挖掘萌元素

才，日本政府還考慮放寬出入

聚 焦 臺 北

事實上，日本經產省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