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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告個案光碟”的教學經驗
第二屆中國廣告教育研討會

2001 年 11 月 11-13 日

深圳大學 . 中國

陳家華副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

karachan@hkbu.edu.hk

摘要

我們製作了一個多媒體光碟，包括香港四個廣告策略個案，它反映香港公司及機構所面

的對市場傳播問題。此等公司包括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生力啤、廉政公署、及豐田汽

車。光碟用文字、圖表及錄像帶出內容，資料範疇包括市場情況、競爭活動、銷售對

象、顧客購買意欲和過往的市場傳播活動。 學生需要分析這些個案，並提出有創意的策

略，以及廣告設計。 本文介紹光碟的製作、使用、香港及美國學生以小組形式使用個案

研習後的評價。

簡介

廣告管理及市場傳播是一門需要同時掌握知識及決策技巧的學科。廣告宣傳的精髓是創

意策略，此策略建基於客戶或品牌過去的市場傳播活動。 個案研究使學生在有限的時間

及資料情況，作出批判思想，及提出有說服力的解決方案 (Lynn, 1999)。

大學教育採用個案研究源於約 1870 年哈佛大學法律學院。 隨後，哈佛大學商學院工商

管理專業亦採用個案研究的學習方法。 商科的個案研究，重點在幫助學生分析企業的問

題，並提出解決方法 (Christensen and Hansen,1987)。

可惜大部份個案研究的資料大多來自歐洲及美洲，例如香港浸會大學有超過 30 本關於廣

告個案分析的英文書，但中文廣告個案書籍則一本也沒有。消費行為往往受制於文化背

景，一些西方國家的個案，不一定適用於香港社會。策略性廣告個案需要經常更新及接

近現實情況， 所以有需要撰寫中國廣告策略個案。

廣告策略個案並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 亦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採取任何策略的決定只

能建基於多方面的思考能力，及與其他人一起討論探索。 學生需要根據個案提供的資

料，找出問題的癥結，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評估其效用，最後作出決定。

這些個案以多媒體方式表現，能配合學生不同的學習模式。 多媒體個案研究使學生有較

多的參與感。 因為學生能按個別學習興趣選擇觀看文字、圖片及錄像，多媒體個案亦鼓

勵學生以非線性的模式思考 (Naumes and Naumes, 1999)。

學習目標

個案經驗目的在於使學生有能力思考証據，辨認決定性因素，評估方案效用及提出建

議。 透過分析真實的市場傳播問題，學生最終能學習到：

s 怎樣處理問題及考慮當時環境

s 學習不同行業的營商環境

s 理解在不同市場拓展及商業環境中，廣告扮演的角色 (Patti and Murphy,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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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個案研究都有不同的教學目標：

豐田車廠的個案研究旨在使學生明白經濟衰退對耐用品銷售的影響。學生需要學習當價

格下調時，維持品牌形象的重要性。

生力啤個案目標是使學生透過分析產品的分售情況(堂飲銷售渠道不理想，而超市銷售渠

道理想) ，明白到產品面臨的品牌形象問題。學生需要建立廣告策略，提升消費者對品

牌的評價。

廉政公署的個案使學生能明白公眾對貪污的態度，以及分辨社會上那些群體最能容忍貪

污，藉此確立對象。

匯豐銀行的個案使學生明白在社會及經濟環境急劇變化情況下，金融機構怎樣重建企業

形象。

製作過程

製作光碟的專題小組成員有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的三位老師：陳家華副教授、黃少儀助

理教授及陳兆輝講師，我們分別物色企業及機構參與策略性廣告個案研究。 本小組已獲

顧客同意採用他們的資料作教學用途，部份資料則來自報章及雜誌 (見圖表 1) 。

圖表 1 ：市場資料搜集及來源

市場資料 來源

市場普遍情況 報章、雜誌、客戶的剪報、香港貿易

統計、公司年報

競爭對手的媒體支出 AC Nielsen 媒介報告

選定受眾剖析 政府統計處

過往市場傳播活動 客戶

廣告錄像、報章雜誌廣告及企業通訊 客戶

光碟內亦有簡短的筆記，指導同學如何利用個案學習，以及小組討論時，應注意及避免

的事項。

資料搜集完成後，由一位傳播系主修數碼圖像學生協助將錄像數碼化，並素描平面廣告

和其他圖像。 專題小組負責設計多媒體個案研究光碟的資料編排及整體設計，一共制作

了 250 隻光碟，並分派到下列各單位：

公關及廣告專業及其他傳播系學生                                              80
客戶                                                                       10
香港大專院校                                                           20
設有廣告課程的海外大學                                                              30
國際廣告學會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認可的廣告課程                                                                               50
香港康樂文化事務署圖書館                                                           10
香港廣告及公關公司                                                                       20
專題小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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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學生評價

多媒體光碟於 1999 年完成，專題小組其中一位成員陳兆輝講師於 1999 年上學期的課程

使用生力啤的個案。 另一小組成員陳家華副教授於 1999 年至 2000 年，前赴美國伊利諾

州 Bradley大學擔任 Fulbright 訪問學者，並在任教的「廣告創意策略」課程中引入個案

分析，學生需分組討論光碟之內容，並以 25 分鐘內分析個案及提議一個創意策略。

使用個案學習後，學生須評估個案學習的成效，香港浸會大學學生對生力啤廣告個案的

評估列於圖表 2。 Bradley大學學生對四個廣告個案的評估列於圖表 3 至 6。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普遍認為用 “香港廣告個案”令學習更有趣味，能幫助他們了解市場的

決定過程。他們認為生力啤個案資料組織清晰、有趣及容易。Bradley 大學的學生和香港

浸會大學的學生的意見頗一致，他們認為 “香港廣告個案”很有趣，並能加深了解市場決

定的過程。 他們認為四個個案均有趣及有組織。 但是他們認為花的學習時間比香港學

生多。 反映跨文化環境研習市場傳播問題較為困難，學生面臨更大的挑戰。 香港和美國

的學生均認為個案研究有趣，能引起學習動機， 市場資料提供有助市場決定，個案研究

能使他們更為明白真實的生活的市場傳播問題。

圖表 2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對於生力啤酒廣告個案的評價 (人數=21)

語句 平均值 標準差

香港廣告個案令課堂更有趣 5.2 0.8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更能理解授課的內容 5.1 1.1
香港廣告個案令學習更有趣 5.1 0.9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學習更專注 4.7 1.2
香港廣告個案使我在課堂上學會更多 4.9 0.9
香港廣告個案幫助我更能了解客戶作出市場傳播決定的過程 4.8 1.1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領略更多客戶決策時面對的困難 4.9 1.1
香港廣告個案幫助我做更好的市場傳播決定 4.4 1.0
生力啤酒的個案很容易 4.8 0.7
生力啤酒的個案很有趣 5.0 1.2
生力啤酒的個案很花時間 3.7 1.2
生力啤酒的個案的資料充足 5.1 1.1
生力啤酒的個案的資料整理得很有系統 5.1 1.2

* 以 1-7 為量度單位，1 代表極不同意， 7 代表極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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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  Bradley大學學生對豐田汽車廣告個案的評價  (人數=25)

語句 平均值 標準差

香港廣告個案令課堂更有趣 4.8 1.6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更能理解授課的內容 4.7 1.7
香港廣告個案令課堂學習更有趣 5.0 1.7
香港廣告個案使我在課堂上學會更多 4.4 1.9
香港廣告個案幫助我更能了解客戶作出市場傳播決定的過程 4.9 1.5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領略學會更多客戶決策時面對的困難 4.9 1.6
香港廣告個案幫助我做更好的市場傳播決定 4.7 1.6
豐田汽車廣告個案很容易 4.2 1.4
豐田汽車廣告個案很有趣 5.0 1.1
豐田汽車廣告個案很花時間 3.7 1.4
豐田汽車廣告個案的資料充足 5.1 1.4
豐田汽車廣告個案的資料整理得很有系統 5.7 1.3
       * 以 1-7 為量度單位，1 代表極不同意，7 代表極同意

圖表 4  Bradley大學學生對於廉政公署廣告個案的評價 (人數=23)

語句 平均值 標準差

香港廣告個案令課堂更有趣 4.4 1.2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更能理解授課的內容 4.0 1.6
香港廣告個案令課堂學習更有趣 4.6 1.3
香港廣告個案使我在課堂上學會更多 4.2 1.2
香港廣告個案幫助我更能了解客戶作出市場傳播決定的過程 4.7 1.5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領略學會更多客戶決策時面對的困難 4.7 1.3
香港廣告個案幫助我做更好的市場傳播決定 4.6 1.5
廉政公署廣告個案很容易 4.1 1.5
廉政公署廣告個案很有趣 4.7 1.3
廉政公署廣告個案很花時間 4.3 1.4
廉政公署廣告個案的資料充足 4.6 1.5
廉政公署廣告個案的資料整理得很有系統 4.9 1.2

* 以 1-7 為量度單位，1 代表極不同意， 7 代表極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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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  Bradley大學學生對於生力啤酒廣告個案的評價 (人數=7)

語句 平均值 標準差

香港廣告個案令課堂更有趣 4.1 1.5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更能理解授課的內容 3.1 1.6
香港廣告個案令課堂學習更有趣 4.4 1.4
香港廣告個案使我在課堂上學會更多 3.6 1.5
香港廣告個案幫助我更能了解客戶作出市場傳播決定的過程 3.9 2.0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領略學會更多客戶決策時面對的困難 4.0 1.6
香港廣告個案幫助我做更好的市場傳播決定 3.9 1.6
生力啤酒廣告個案很容易 3.7 0.5
生力啤酒廣告個案很有趣

5.1 1.2
生力啤酒廣告個案很花時間

4.4 1.0
生力啤酒廣告個案的資料充足 5.0 2.0
生力啤酒廣告個案的資料整理得很有系統 5.6 1.4
* 以 1-7 為量度單位，1 代表極不同意，7 代表極同意

圖表 6  Bradley大學學生對於匯豐銀行廣告個案的評價 (人數=7)

語句 平均值 標準差

香港廣告個案令課堂更有趣 3.6 2.2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更能理解授課的內容 3.3 1.6
香港廣告個案令課堂學習更有趣 3.4 1.4
香港廣告個案使我在課堂上學會更多 3.3 2.0
香港廣告個案幫助我更能了解客戶作出市場傳播決定的過程 3.7 2.1
香港廣告個案令我領略學會更多客戶決策時面對的困難 4.1 1.7
香港廣告個案幫助我做更好的市場傳播決定 3.3 1.4
匯豐銀行廣告個案很容易 4.1 0.9
匯豐銀行廣告個案很有趣 43 1.4
匯豐銀行廣告個案很花時間 4.6 1.0
匯豐銀行廣告個案的資料充足 5.0 1.4
匯豐銀行廣告個案的資料整理得很有系統 5.4 1.1
* 以 1-7 為量度單位，1 代表極不同意，7 代表極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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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 / 限制

有一部份學生不理解個案中主要商業詞彙的定義, 弄至漏失一些重要的分析，例如生力

啤酒個案中， 學生不明白堂飲銷售渠道及非堂飲銷售渠道的分別。

個案最大的限制是時效，市場資訊日新月異，競爭對手及客戶不斷推出新的市場推廣活

動，當學生要分析問題時，資料已落後一至兩年，還有其他技術性的問題，如廣告語言

的選擇、字體的大小及光碟在 PC 平台使用出現的困難等。

總結

同學在使用 “香港廣告個案件”中，學習如何處理真實的市場傳播問題。光碟同時得到國

際廣告教育者的稱許。在美國廣告學會會訊公佈光碟製作完成後，共接獲超過 30 間亞洲

及美國大學圖書館來信要求取得光碟。國際廣告學會(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同時要求取得 50 份，分發學會全球認可廣告課程的會員學系。

專題小組有極大的發展潛力，類似個案可推廣至更多行業及地區，例如中國內部市場傳

播案例，我們須要不斷發展更多亞洲區的個案，以中英文撰寫，方便學術界交流，並可

發展相關專業的個案，例如公關專業的危機處理個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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