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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未知 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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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探索未知」就是力量。

2021 年因 COVID-19 帶來的衝擊不少人皆有所共鳴，數位廣告市

場歷經消費者購買模式改變、廣告客戶預算縮減，導致諸多品牌

必須中斷原先早已計畫好的行銷策略，疫情來襲加上數位浪潮巨

變，各家企業與品牌紛紛積極地投入數位轉型，嘗試各種「改變

」來鞏固自身於市場上的地位，突破疫情下的難關。

歷經一「疫」後，企業與品牌將踏入多變未知的 2022 年，渴望以

全新姿態戰勝一切，在台經營邁入 9 年的日商台灣微告（MicroAd

Taiwan）將在此份報告內，採訪社內具影響力的廣告行銷專家，

並以回顧 2021、洞察 2022 年的數位市場為主，為企業與品牌帶

來一些關鍵趨勢及契機，在新年度探索未知、脫胎換骨！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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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消費者行為 8 大轉變
疫情之下讓全民有感的數位變化，將持續影響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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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辦公（WFH）於疫情期間開始盛行，如今再延伸的職場新常態—混合

型辦公模式（Hybrid Work Model）也使生活儀式感的追求增加，非必要性

產品的買氣低迷（e.g. 化妝品、運動類用品、服飾等），民生、居家用品（

e.g. 香氛、居家小物、居家機能服飾）相對的明顯成長迅速，由於在 2021

年 5 月至 8 月期間，該現象更為明顯，大眾對於日常生活保養、生活儀式

感更加推崇。

根據 eMarketer 報告，2021 年數位廣告在全球市場銷售預估可達 4,553 億

美元，比 2020 年成長約 20.4%，對比台灣微告今年的數位廣告成長數字確

實能互相呼應局勢。以日系戶外保養品牌為例，在投放廣告期間因逢疫情

三級警戒無法外出，導致原先的廣告投放訴求無法實現，後來以「日本人

日常保養」為廣告主軸，搭配「居家感」議題調整投放策略後，反而受到

大眾的青睞，經反覆的市場測試，台灣微告順利使品牌 CPA （Cost 

PerAction，每次完成行動成本）改善 4 倍以上。

CHAPTER 1

追求生活儀式感現象不減反增

我們觀察到日系美妝保養類品牌於社群平台上
的預算規模縮減了 30% 至 40% ，居家用品、
選物、機能性服飾、情趣用品則成長 15%-
30% 以上。

Google team Leader
李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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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台灣微告

以居家＆機能服飾品牌客戶為例，2021 年相較於 2020 年成長了 135%

# 2021 年的疫情期間較 2020 年的業績成長 156.56%

# 期間的 CPA 也較 2020 年同月份良化了 132%

#  總體轉換數成長整整 2 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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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用品＆選物在今年疫情期間轉換率有提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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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疫情變化動向充滿未知，在新一年度「生活
儀式感」將是人們習以為常的追求，過去已
形成的消費習慣將成為一種新常態，如何在
既有局勢下創造新鮮感將是品牌與企業的關
鍵挑戰之一。

圖表來源：台灣微告



過去企業與品牌在行銷模式中往往會隨著節慶，設計不同的

行銷活動及商品，例如母親節組合、年中慶禮盒及新春活動

等，為了提高銷售度，也會想方設法提供給大眾更好的折扣

及優惠，消費者往往會藉此時機大量消費囤貨，或揪友團購

，然而今年的行銷模式卻顛覆過往經驗，消費者對於高額消

費、囤貨等意識下滑，即便品牌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折扣及贈

品，也不見得引起消費者興趣。

雖然因生活儀式感提升了消費者於居家產品上爆發性消費，

但仍不足達成品牌客戶在廣告投放上期待的數字，台灣微告

觀察其中變因發現，雖然大眾在社群上的社交尚且活躍，但

實體見面社交的時間變短，交際類型聚餐沒有以往多，「禮

」尚往來的必要性相對的也會減低。在 2022 年，這將是企

業與品牌需要探索的一大課題！

CHAPTER 2

民眾不再積極囤貨，高額消費慾下滑

AD 事業部部長
賴淳恩

當消費者開始「理性購物」，產品的
需求與實用度將更被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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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兩年該客戶以同樣銷售促銷模式測試，但因疫情關係，在預算及 CPA 表現上效果較差，

顯示消費者在購買上呈現「理性購物」，不因大量促購而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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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台灣微告

以美妝保養品客戶為例，在促購期間
與 2020 年相比，2021 年廣告預算降低 146%



以居家用品＆選物為例，於疫情期間
跨海投廣，轉換率有明顯提升的趨勢

# 2021年的疫情期間，較 2020 年的業績成長 227%，不僅未受到疫情的

影響，廣告投遞從原先只有台灣，再擴散到多達 10 個國家投遞廣告。

# 在此期間的 ROAS 也較去年（2020年）5-10月成長106.3%

# 疫情期間廣告主最最大的策略為：全球免運以及擴大廣告投遞區域

# 投資報酬率最終在後疫情時代更是超乎想像的成長了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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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面對未知的變動，品牌與企業願意測試「
不同的行銷模式」是成功的關鍵，而非原
地等待局勢好轉，錯過可能的商機，如此
一來便能從抗「疫」過程中找到合適的方
向！

圖表來源：台灣微告



重視與聆聽消費者聲音是許多企業與品牌在服務上最重要的

一環，但過去一年實體店鋪造訪率降低，不少的商家不得不

將產品轉往線上銷售、受影響最多的餐廳飲食業也嘗試透過

外送服務維持生計，原先習慣以線下銷售為主的商家短期間

都轉至線上，導致面對面的溝通被阻斷，因而訊息的傳遞以

及傾聽消費者聲音就更加的重要了。

由於大眾接收資訊的管道非常多元且迅速，若能夠加強與消

費者的溝通，消費者對品牌的依賴度勢必會伴隨著提升，以

通訊軟體來說，LINE 是台灣消費者每日接觸率最頻繁的

App，根據 LINE 官方數據表示，在疫情期間有意願經營

LINE 官方帳號的客戶比過去成長許多，企業與品牌在意的點

逐漸從「成效面」轉為「溝通面」。

CHAPTER 3

建立與消費者即時溝通的管道

LINE team Leader
王宣珮

與消費者建立能夠互動性的渠道， 1 對 1 
的客製化服務讓消費者不僅能夠感受到品
牌溫度也能強化對於品牌的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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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LINE 官方帳號數量較 2020 年成長 18%，使用者突破 200 萬

品牌必須重視消費者聲音，從LINE官方帳號的經營、內容的累積（Contents create）、有價值的內容傳遞，

才能夠讓品牌行銷面面俱到，LINE官方帳號所累積的好友將是品牌未來尋找潛在新客的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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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2021 LINE CONVERGE行銷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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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LINE OA 的功能，直接讓廣告做到受眾交叉投遞，整體成效優化。

以服飾選物品牌為例，在今年6月開始使用 LINE OA 後，
轉換率改善了 121%，ROAS 也提高 1.51 倍

CROSS
遞增

圖表來源：台灣微告



大眾對 LINE 具有高度仰賴性，當品牌也投入 LINE 官方

帳號經營時，更有機會與消費者進行深度溝通，提供接

近消費者心裡期待的服務。以某一品牌客戶 A 為例，今

年 A 在正常的廣告優化途徑中，決定從 3 月開始深入經

營 LINE 官方帳號，結果在從 5 月份開始有了顯著的起

色， ROAS（廣告支出回報率）成長了 5 倍以上，使用

LINE LAP（LINE Ads Platform）在精準的輪廓受眾中找

到潛在新客，降低非目標受眾被打擾的機率，這樣的策

略使消費者真正與品牌成為 LINE 好友。

台灣微告 LINE Team 負責人王宣珮表示，品牌若能每個

月有 2-4 次的訊息發送、以一對一客服人員做出差異化

，讓消費者感到被重視，就能提高消費者對品牌的好感

度，另外切記，訊息並非發越多次越好，否則可能會加

速被封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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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LINE 在今年公布了不少符合大眾需求的調
整，在新的年度，企業與品牌可重啟或優
化自己的 LINE OA，在重視隱私的同時又
能深度觸及有需求的對象。



這段期間大眾無法出國旅遊，共感度低是必然的，在觀察的

數據中顯示與「口罩」、「病毒」相關話題點擊率提高 2 倍

以上，此外過去流量極高的「旅遊類型版位」，在疫情期間

下跌了 80%，取而代之的是新聞類型的轉換版位（提高50％

），若民眾觀看了「旅遊」相關內容，也是由「新聞版位」

擴散造訪，大眾不再特地造訪旅遊網站。

另外，在「斷捨離」相關的內容瀏覽度也是最高的，民眾在

家新添購居家用品，重新整頓家庭環境與氣氛，在汰舊換新

上的態度也較顯現。而「儀式感」也成為最熱搜的話題之一

，在今年疫情三級緊戒期間，大眾不再追求奢侈感，轉而追

求「提高生活質感」、「自我成長」、「提升個人氣質（個

性、能力）」等，如何重獲自由是大眾目前最關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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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 Fit 部長
吳京恩

創造消費者有興趣的內容，並且能夠呼應時事，
有益於流量的正向成長。

CHAPTER 4

大眾旅遊共感度低，斷捨離議題討論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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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ss Fit 明顯觀察到疫情期間，旅遊類型版位流量在疫情期間下跌，新聞類型版為流量提升，轉單率成長

# 流量的部分，新聞版位在疫情期間流量為旅遊版位的 2.91 倍

# 透過新聞版位帶進的轉單數也較旅遊版位高了 10 倍

大眾關注的旅遊消息來自於新聞網站，而非旅遊網站

圖表來源：台灣微告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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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擺脫過去市場大眾廣泛使用的形象，透

過積極的方式引導女性消費者做自己，以女

性自身出發點為品牌發想廣告內容，這樣不

僅有助於品牌的轉換，更能加深消費者對品

牌的好感。

JAPAHOLIC 2021 文章前 5 大排名

#出國旅遊

#美妝保養

#戶外活動

#新品上市

#特色飯店

#斷捨離成功法

#日系簡約收納

#熱門日劇

#個人成長

#瘦身保養

疫情爆發前 疫情爆發後

JAPAHOLIC 2021 關鍵字代表 # 生活儀式感

1.
2.

3.

4.
5

圖表來源：Japaholic



現代人生活型態豐富，繁忙的日常生活中要關注的東西實在

太多，面對資訊碎片化及每日面對龐大的訊息量，使得人們

現處於一個在注意力極為分散的時代，眼球除了聚焦在多螢

幕，今年也大量轉移到「聽覺」上，在天下雜誌日前公開的

一份「2021 聽經濟大調查」報告裡就曾提及，平時在收聽

Podcast 的用戶逐年成長，幾乎每 5 人中就有一個人有收聽

Podcast 的習慣，其中更有46.1%的聽眾會因 Podcast 廣告

而主動搜尋相關產品，有近一成的聽眾更曾經購買過節目內

提及的產品，Podcast 商機潛力無窮。聽覺神經科學家 Seth 

Horowitz 曾說，大腦處理視覺需要 0.25 秒，而聽覺只需

0.05 秒，從結論上來看，處理聲音訊息確實比文字上的閱讀

來得輕鬆。在注重隱私又目光分散的 Podcast 新商機時代，

品牌與企業都在嘗試有策略的把訊息自然置入其中並發酵。

CHAPTER 5

注重隱私目光分散下，用戶習慣轉移至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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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 Podcaster 各有其特別風格，也被堪稱為「聲音界的網紅」

，聽眾及廣告商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廣告在被播出時，民眾更在意

「真實性」與「開門見山」的宣傳，台灣微告觀察，比起刻意的內

容包裝，這樣更能自然觸及民眾博得好感，與 Podcaster 共同策劃

內容，也能確保維持品質與調性。

2022
Podcast 以聲音魅力為引子，創造具有「
專注力」及「一對一親密與真實性」的魅
力，在 2022 年，品牌要找到最合適的切
角，以「聽覺為主」創造有隱私性的創意
策略。

圖表來源：天下雜誌2021聽經濟大調查



除了前面提及的 LINE 官方帳號黏著度攀高外，LINE 也公布

了 2021 年 LINE TODAY 的調查，發現只用者對 LINE 

TODAY 的依賴度也加深，知名度達 85%，高齡使用者（60-

60歲）使用 LINE TODAY 的比例也有上升 11%，有多達

90% 使用者更在 LINE TODAY 上觀看影音。

台灣微告觀察數據也發現，品牌於此的廣告版位（焦點大看

板）點擊次數也成長了 1.5 倍，尤其關於 #健身、#居家服飾

原生內容更有顯著的明顯提升，整體黏著度在疫情期間很高

，連帶的讓廣告流量也攀升。

CHAPTER 6

用戶 LINE 黏著度高
社群 App 廣告流量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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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於疫情三級警戒的期間，高年齡層用戶（50-69歲）有

46% 透過 LINE 獲取新聞與資訊，30-49 歲的 LINE 用

戶有 63% 透過線上購物，其中有 54% 使用行動支付

交易，總體而言，在疫情下的新生活常態，數位使用

行為相當頻繁。

經過長期的網路使用接觸，消費者對廣告
的真假辨識也越來越好，尤其迎接新常態
，企業與品牌想投遞廣告在 LINE TODAY 
上，必須維持內容「真實」且原生，讓消
費者感同身受，進而信任品牌內容。

在操作 LINE OA 的過程中，LINE Team 負責人王宣珮即表示最大的
課題就是 TA 對於內容感到疲乏的速度快，訊息的開封率甚至更低於
25%，加上若品牌客戶的產品在種類不多的狀況下，導致推播的訊
息重複性高，也會因此無法提高點擊率，再者就是被TA封鎖。

因此必須經常針對圖文訊息的樣式以及標題文字做調整，另外建議
針對不同內容的訊息作分眾推播，將有助於改善開封率。

圖表來源：LINE TAIWAN 官網



CHAPTER 7

社群平台觸及隱憂
＠一個藝人效果曇花一現

22

Facebook 是目前對品牌客戶來說流量來源最大的管道之一，但

隨著 Facebook 政策及演算法的不斷調整改變，品牌經營者的貼

文內容面臨觸及率不穩定的情況，各大企業想盡辦法在社群平台

上為自己爭取更多曝光，近期可以看到有些品牌不再放上站外連

結，而是以簡單貼文字卡吸引大家目光，連結則是放在留言第一

則，或是前陣子曾經流行「＠一個藝人看他會不會回」，雖然一

開始成功吸引關注，但隨著越來越多人模仿，出現內容疲乏，效

果僅曇花一現，近期又因知名歌手感情事件導致社群平台相關主

題之行銷貼文觸及率短暫攀升等。

想留住消費者目光，品牌與企業不但得努力產出好內容，還要搭

配 Facebook 隨時變化的規範，經營得相當辛苦，如何解決這個

缺口，將是品牌 2022 年揮之不去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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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藝人看他會不會回覆你
與其追隨著社群演算機制變化調整，尋求名人、KOL

，讓話題得以快速延伸與發酵也是一種方式，適時採

用具知名度且具備市場聲量的名人為自己品牌發聲，

也能讓品牌更具說服力，滲透消費者心理。不過如品

牌欲長期操作，也得做好不同的「口碑行銷」備案來

應對不同的市場及聲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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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確認品牌與消費者溝通的「橋樑」是什麼
，對於社群平台的經營並非「求多求廣」
就好，在新的一年，品牌必須與大眾有更
好的「溝通」模式，幫自己創建知名度。

1、品牌必須把過去所累積的內容及有價值的資訊，因應當今

話題重新包裝，以更吸睛的視覺體驗呈現給大眾。

2、品牌必須讓消費者在「不需要多加思考」的狀況下直接性

的與品牌產生連結。

藉此創造出能幫助到使用者且能夠成長的內容，透過品牌的

特色快速、即時性的溝通，達到深刻體驗與連結。

面對社群平台的隱憂，品牌可以注意的 2 大方向



CHAPTER 8

Z 世代經濟新趨向，
影音把握黃金秒數最有效

Google team Leader
李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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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Z 世代經濟的崛起，影音在未來將是更具有變革性的存

在，消費者獲取資訊的管道通路多，在使用習慣上一但不夠

「精確」就會立刻被略過，影音創作上不僅要與時俱進，也

要更直接的「開門見山」破題，越能把握黃金秒數說出重點

，就越能快速抓住消費者目光，產品的銷售機會及曝光度也

會變高。

此外，多螢裝置愈趨普及，針對不同的版位設計影音的尺寸

也是一大課題，多數人越來越習慣透過電視大螢觀看影音，

如何在影音內容中增加 Search bar，讓品牌露出的也是能讓

消費者留下印象的模式之一，品牌認知度被強化後，間接就

有機會影響產品的轉換率。

把握 15-30 秒的影音黃金秒數，將有機
會在多組排列組合測試中找到最適品牌
的視覺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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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內容把握黃金五秒，重要資訊「開門見山」往前放

台灣微告以美妝保養類客戶為影音曝光 A/B Test，發現將產品特效以「開門見山」方式曝光，點出大眾在意的問題

，比起平鋪直述的產品廣告收視率要高出 10.59 %，轉換率也提高 0.24%。

BEFORE AFTER

平均觀看時間：13s 平均觀看時間：13.5s

收視率：16.98% 收視率：25.57%

轉換率：0.95% 轉換率：1.19%

測試期間：2021年5-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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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代的影音習慣＆看法調查

24歲 / 女/ 廣告業上班族

我在 IG 上滑到喜歡的網紅背著 CHARLES & 
KEITH 新款包包穿搭影音，它反覆出現提醒
，最後我忍不住連到官網買了它！

21歲 / 男 / 音樂系大學生

我在 YouYube 上追蹤一個貓咪做飯的影片，
影片裡 3-4 個步驟就完成一道菜，原本只是
覺得很萌很可愛而追蹤，現在自己也開始認
真嘗試下廚。

20歲 / 女 / 創意設計師

我都是看 Youtube，如果有喜歡的網紅，就會追蹤他
們的 IG，最喜歡的 Youtuber 是hook！因為他很有
親和力，年紀跟我們差不多，有時候比較有共鳴，我
也很常買網紅業配的產品，如果我很喜歡他，我就會
買他推薦的東西！

透過網路及公司內部 Z 世代對象質化調查，抽取隨機幾名內容呈現。

我在 YouTube 如果看到一個穿搭影音很感興趣的話
，我會直接去 IG 找同一件商品其他人搭配的圖文又
或者是影音，去看看到底好不好搭配，如果很好搭
配的話就會直接買下來。

22歲 / 女/ 公務員

23歲 / 女/ 行政人員

我很喜歡看外國留學生的生活 Vlog，可以得到很多
出國資訊、海外購物網站和外國文化，也很喜歡看
美妝 Youtuber 來學化妝，彩妝品開箱也很療癒常
常會被燒到，還可以先避雷，另外也會看減脂、有
氧教學影片來做運動

23歲 / 男/ 業務行銷人員

我是在 YouTube 上看到喜歡的品牌或有興趣的商
品的話會再去搜尋看看，再考慮會不會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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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輪盤式影音一眼掌握資訊
若品牌產品較多，以轉盤式影音呈現，
能讓 Z 世代消費者一眼掌握產品資訊。

2. 輪播式影音聚焦當下資訊
依據節慶與品牌活動設計出輪播式背景，

不僅符合品牌調性也有助於強化與大眾的訊息溝通

Z 世代有感的 6 種影音廣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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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影音結合套版風格 B
直播影片更能增加影音的真實感，

產品文字過多時需化繁為簡，精準呈現不同風格。一般影片

3. 影音結合套版風格 A
影音結合套版善用排版與文字設計，
第一眼就讓大眾清楚品牌的商品資訊。

編輯後的
直播影片

Z 世代有感的 6 種影音廣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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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動態混合靜態，視覺效果一體呈現

善用動態拼靜態，多種不同內容與版型結合，
「短秒數」影音非常適合這樣的效果呈現。

6. 產品開箱
萬年不敗的產品開箱影音，深受各年齡層喜愛，

有助於加深消費族群對於品牌的印象。

產品開箱
影片

Z 世代有感的 6 種影音廣告形式

2022
影音的確是現今數位行銷適用的風格，
視覺上要能帶出產品使用感與使用情境
、溝通的內容才能夠吸引到受眾目光，
多於三種以上的商品種類最適用。



NOW & FUTURE

SUMM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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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儀式感」在一整年皆受到重視，搭配「居家感」議題調整投放策略後

，反而能受到大眾的青睞。

● 民眾「高額消費」與「囤貨意識」下滑，即便提供有吸引力的折扣也不見得

引起消費者興趣；反觀投放海外市場，投資報酬率在短期內成長 300%。

● LINE 黏著度再攀升，使用 LINE OA 在精準的輪廓受眾中找到潛在新客，降

低非目標受眾被打擾的機率，這樣的策略使消費者真正與品牌成為 LINE 好

友。

● 在今年疫情三級緊戒期間，大眾不再追求奢侈感，轉而追求「提高生活質感

」、「自我成長」、「提升個人氣質（個性、能力）」等，如何重獲自由是

大眾目前最關注的事。

● 社群平台觸及隱憂大，適時採用具知名度且具備市場聲量的名人為自己品牌

發聲，也能讓品牌更具說服力。

● Z世代經濟及消費行為備受關注，影音創作上不僅要與時俱進，也要更直接

的「開門見山」破題，越能把握黃金秒數說出重點。



NOW & FUTURE

SOLUTIONS FOR 2022
探索未知，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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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發展、Z 世代經濟崛起等，帶來顛覆性的產業巨變，儘管現階段能夠

預測的未來有限，但面對「未知」，我們仍需不斷探索、發現，結合過去有

力的數據經歷，為品牌與企業帶來新力量。

● 別放棄做「市場測試」，人人都想追逐「成功案例」的經驗，但在全新的一

年，必須體認到「成功」不再有跡可循或既定模式，必須打通所有具可能性

的行銷管道，為企業與品牌開拓一條順暢大道。

● 在 2022 年，比起單純投放「廣告」，培養企業的品牌「性格」更可能加深

「廣告的特色」，大眾追隨的並非廣告，而是對品牌的喜愛程度。

● 全新的一年、全新的數位工具 Upgrade，想突破企業困局，就得優化企業與

品牌的數位行銷方案，檢視過去一年的優缺，對症下藥，給自己嘗試的機會

，了解對時下市場最有利的數位工具，展開新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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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team Leader 
李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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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唯寧

Commpass Fit  team 部長
吳京恩

PR 
康彩宣

AD 事業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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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宣珮

創意設計部顧問
李曉琳

創意設計部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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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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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微告設立於 2013 年，總公司位於日本東京澀谷，在台灣成立以

來，致力於數位廣告業界打造出 WIN WIN 廣告市場，透過累積多年

的成效型廣告豐富經驗，導入至品牌客戶端，協助提升產品轉換率及

品牌知名度，雙管齊下的達成最佳銷售；主要服務產品包含

Facebook、Goolge、Yahoo、LINE 以及微告原生廣告系統

COMPASS FIT與日本時尚潮流媒體 Japaholic，從成效走向品牌，
從線上結合線下，擁有 Google、Facebook、LINE 官方所認證的夥

伴徽章，無論是在效率、溝通、品質，台灣微告皆能為客戶量身打造

適合的行銷解決方案。

官網：https://microad.tw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icroAdTaiwanLtd

電話：02-25788005

Mail：taiwan-info@microad.co.jp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32號15樓

https://www.japaholic.com/tw/
https://microad.tw
https://www.facebook.com/MicroAdTaiwanLtd
mailto:taiwan-info@microad.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