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臺灣還沒建立角色 IP 概念時，毛毛蟲文創率先成立 IP 經紀人服務，從洽談到國外參展服務一
條龍，以口碑行銷爭取到國內 16 個明星的角色 IP 經紀。隨著毛毛蟲文創茁壯，更逐步擴充律師
顧問、財務團隊，並且培養經紀領域人才，迎向 MIT 圖像在 IP 風潮大爆發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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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蟲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在新北市環狀線列車上，來自北極的「熊秋葵」化身為熊站長，溫暖貼心的牠，將每位乘客安
全無虞地送達目的地，逗趣可愛模樣更是大展療癒感，擄獲每位乘客的心；在疫情嚴峻時刻，

新光三越百貨的大型電視牆上，可以捕獲戴著紅帽子的「好事貓」，牠提醒大家記得好好洗手，

看著牠就會相信，好事如繁星，點亮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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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蟲創意行銷品牌總監張凱童過去以數字作為行銷依據，但後來發現溫度感也是不可或缺。

熊秋葵與好事貓都是隸屬在毛毛蟲創意行
銷公司底下的偶像團體要角，這個團體還有很
多大牌明星，像是毛毛蟲、8元哥、微疼、超
直白、米粒大叔、小黃間等共 16名成員，把這
些不同形像的品牌推往明星化的幕後推手，就
是毛毛蟲品牌總監張凱童，她所帶領的團隊計
畫以更多元的平臺展現這些臺灣本土角色的魅
力與風格，讓世界以不同角度看見臺灣，感受
多元的文化氛圍。

打破數字迷思
1.5 萬粉絲搏感情

累積媒體、行銷經驗長達 10年的張凱童因
為工作關係，認識具有室內設計師身分的插畫家
毛毛蟲，當時毛毛蟲在部落格「無名小站」已累
積非常高的人氣，但是幾年後因為工作忙碌，毛

毛蟲常常苦無時間創作插畫，卻又捨不得網路上
追隨他創作圖文、繪本的粉絲，於是將苦惱與好
友分享，希望張凱童給他建議。

「以前我做行銷是看數字，後來發現黏著度
才是最真實的。」張凱童笑說，原本看到毛毛蟲
的 Facebook粉絲人數才 1.5萬人，想說叫他不
要再畫了，但是留意到他插畫下面的留言，粉絲
好像跟毛毛蟲很緊密、很熟絡，「我還問他，這
是你親戚留言嗎？」張凱童發現，很多粉絲每天
期待毛毛蟲的圖文，每一篇圖文帶來的共鳴感和
療癒效果，「讓我發現這不是數字可以取代的溫
度感。」

早期臺灣並沒有角色圖像授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的觀念，都是從國外談代理授權引

進臺灣，除了少數如風靡 90年代，穿著 T恤牛
仔褲的「凱西」曾印在文具上，國內創作者大都
是往市集發展做成包包等產品，張凱童卻看到一
個不一樣的市場。圖像角色帶給民眾的鼓舞和共
鳴感不會亞於自己好友或鄰居，原本要勸退毛毛
蟲的張凱童，改為支持他，「我相信在情感面外，

還有其他價值。」

IP 經紀人先鋒
整合 16 明星 IP 合體

張凱童和毛毛蟲在 2013年共同創立「毛
毛蟲創意工作室」，第一步是建議毛毛蟲把部
落格關閉，因為當時部落格收益主要在開箱文，

「自己就是創造新的東西，為什麼要接開箱？」

張凱童說角色圖像應該有價值，例如 :當把圖像
印在杯子上，賣的不是單純的杯子，而是賣圖像
價值，必須朝成立圖像品牌發展才能實踐價值。

原本以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圖像角色行
銷，張凱童在接洽時，才知道這是文創經紀人
的工作，但是角色 IP這產業太新，沒有營運常
規，如何訂目標、分潤都是新的模式，甚至在

初期很多人認為經紀公司是吸血鬼，很像謊稱
演藝經紀人在路上拉人，其實都是要騙錢。

在臺灣還沒建立角色 IP概念時，已經在做
這件事的毛毛蟲文創格外辛苦，初期除了毛毛
蟲，8元哥的創作者也是張凱童的職場好友，

加上友人介紹認識的熊秋葵創作者，這 3位被
她稱為「公司 3哥」的角色，開始在市場打出
響亮知名度及創造價值。經過口耳相傳以及朋
友推薦，現在已成為有 16個明星的角色 IP經
紀公司。張凱童說，這幾年才慢慢建立文創經紀
團隊，轉型成「毛毛蟲創意行銷有限公司」因
為各式需求非常專業，創作人不可能一個人就去
洽談、到國外參展，甚至也不曉得合約怎麼看。

打入市場需要做非常多的工，因此她逐步擴充律
師顧問、財務團隊，並且培養經紀領域人才。

限地行銷
MIT 角色風靡日本

「我們就像是人工翻譯機，也是著作權守
門員。」張凱童說角色 IP經紀最重要的核心是
保障著作權，其次才是賺錢。經紀人並要懂得

毛毛蟲文創認為經營角色圖像不是單純賣杯子或者桌曆，而
是販售圖像價值。

張凱童（右）逐步擴充文創經紀團隊，成員包括律師顧問、財
務團隊，並且培養經紀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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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角色可以多元運用，授權更加靈活，讓消費者看到臺灣角色更靈活的表現。

業者真心話
推動臺灣角色 IP 這條路還是很漫長，要追上發展已成熟
的日本等國家，還有很大努力空間，公司目前業績還不
是一飛沖天，臺灣角色發展若沒有人願意贊助、支持就
會有斷層，真的很感謝 SIIR，對我們這種少數產業的支
持，光是通過就很開心，還有計畫補助對文創發展有很
正向實質幫助，這些關心鼓勵及補助，讓我有信心好好
發展臺灣角色，希望有一天臺灣角色也會進攻到日本超
商，讓人看到臺灣的好。毛毛蟲品牌總監張凱童

毛毛蟲創意行銷有限公司的成功之道

如何跟創作者溝通，評估角色市場價值，可能
廠商是誰？市場在臺灣還是海外？接洽廠商客
戶端談好合約後，還要跟創作者溝通，是創作
者與客戶間，最重要的溝通橋樑。

堅持只做臺灣角色，只出口不進口的張凱
童，希望有朝一日不會都只有日本角色來臺灣
發展，我們的角色也能到日本，她強調臺灣角
色的優勢不低，相較日本那些大品牌角色彈性
空間微乎其微，臺灣角色可以配合做調整。這
也讓她構思，如果臺灣角色如果可以更多元運
用，授權更加靈活，想像角色可以跟多媒體互
動、或用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甚至食物都可
以授權，這樣就可以讓人看到臺灣角色更靈活
的表現。

張凱童參與由許多年輕企業家組成的「頭
家讀書會」，得知經濟部商業司的「服務業創
新研發計畫」(SIIR)，因此提計畫將目標放在多
元平臺上展現，包括角色結合新媒體、影音平
臺、可攜式互動裝置、AR及 VR等廣泛運用；

另一目標是角色結合公共裝置藝術、舉辦展覽
及大型活動代言等，藉此驗證臺灣角色發展的

多元化及可塑性。

進攻環狀線捷運
多元媒體未來性有感

張凱童說，2020年通車的新北環狀線，熊
秋葵化身成為熊站長，還以環狀線行經地區打
造彩繪列車，例如：中和烘爐地廟宇、烏來當
地泰雅民族圖騰，沿途所見美景都成為受人喜
愛的彩繪列車創作元素，板橋站還設置「熊站
長奇幻車廂」無縫式投影展覽，環繞三面及地
板的投影動畫長度約 2分鐘，打造 4個環狀線
場景，讓大家可以拍照打卡。

SIIR審查委員則建議更具未來性的多元媒
體，例如：劇場體驗、沉浸式體驗，從氣味、

溫度、感受都形成一種氛圍，彷彿進入到另一
個世界，角色可以用來打造氛圍或化身故事中
的一個角色，這些都是毛毛蟲創意行銷未來構
思努力的方向。

張凱童說，藉由更大舞台展現角色 IP，得
到肯定，創作者才會更有信心，證明角色是可
以展現價值，不是最後只能放棄做其他工作。

她很感動今年雖受疫情影響，但臺灣角色 IP依

舊受廠商青睞。

「當國外多數仍是人型角色，走可愛路
線，臺灣的角色發展豐富且具鮮明形象，創作
者會賦予角色靈魂和生命力，而不是視為卡通

人物。」張凱童說臺灣角色反映在地文化與生

活緊密連結，帶著幽默感的自我解嘲，讓人在

高壓環境中紓解苦悶，毛毛蟲創意行銷目標是

努力實踐讓大家看到臺灣 IP的價值感。

不看數字
聚焦角色帶來的共鳴感與療癒效果

文創明星
16個 IP明星加入公司

經紀團隊
律師顧問＋財務團隊＋經紀領域

多元媒體
VR、AR、劇場體驗、沉浸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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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商品的消費是情感、非理性的。消費
符號商品，對消費者來說，可藉由所消費的商
品找到自我，或認同心目中理想的自我。故如
何透過企製該商品之象徵符號體系，建構其的
核心價值，召喚「迷」的感動與認同，讓具粉
絲基礎 IP，發展其商業模式，是當代文創產業
的經營重點。

本次輔導的個案－毛毛蟲創意行銷有限
公司，就是一間協助臺灣創作者，發展、經
營與管理原創角色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的公司。該公司透過發掘、培養

臺灣優秀的原創 IP繪師 (Illustrator)，透過經
紀代理 (Agency)方式，協助創作者行銷與角色
圖像授權，創造「一源多用」商業模式，達到 
IP 角色經濟效益。

該案成功的關鍵有：

該公司為解決臺灣創作者缺乏行銷及法律
常識，以專業資源協助創作者行銷，達到「養
粉」→「固粉」→「擴粉」效果，發展品牌，

以利圖像授權之經濟產值。如以夢想為主題，

讓創作者分享自己如何從各種不幸中，幽默面
對人生，成為粉絲百萬的人氣網路漫畫家。

了解作者，建立合宜的精準行銷與 IP授權，

更讓創作者走出市場的一片天。例如：建議熊秋
葵作者將旗下角色化身變成超萌可愛的熊站長，

且擔任環狀線的吉祥物。從可愛人偶裝、多站
都有的大型公仔、體驗魔幻投影列車及熊幸福
彩繪列車等等。整體宣傳活動都讓民眾耳目一
新，成為搭乘環狀線，遊新北拍照打卡的聖地。

該公司也將旗下已擁有一定粉絲基礎的原
創 IP角色，以授權聯名合作方式，規劃主題展
覽。合作聯名的商品，作為百貨賣場會員之滿
額禮贈品，提高百貨商場消費，也創造聯名角

色的品牌曝光度。

計畫期間，公司另外成立了一間實體咖啡
餐點空間－貳號基地 café，提供創作者間可相
互交流的園地，並讓插畫角色透過小型展覽、食
物及座談空間更貼近民眾，永續經營。 

此外，透過此次與新北捷運局－環狀線代
言角色成功的實戰經驗，讓臺灣創作者更有信
心，堅信臺灣角色品牌有發展的潛力，並努力企
劃後續其它環狀線合作案。在 IP經濟下，該公
司讓大眾也看到臺灣原創 IP的實力與可能性。

臺灣原創角色
海內外推廣計畫

毛毛蟲將旗下原創 IP 角色以授權聯名合作方式，規劃主題展覽，同時聯名商品成為百貨滿額贈
品；與新北捷運局合作代言環狀線，增加曝光度，同時發揚臺灣 IP 經濟。

文／林富美教授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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