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原生開始
突破廣告成效低迷的嶄新應用
Dable 成功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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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

還在擔心婚禮預算爆表嗎？
看過來！ 

害怕婚後生活？諮商師陪新
人一起面對挑戰

讓家裡馬上成為宴客廳？
只要簡單三步驟

面對婚紗百百款 如何才能
找到適合自己的？

免疫力增強不求人？網：
靠自體重量訓練

你是否曾經上網閱讀新聞文章，結果卻被大量橫幅廣告疲勞轟炸而覺得掃興？

相信多數人的都會給出「是」的答案。

如今的情況比以前更嚴重：網站主因迫切需要廣告收入，因而在網頁四周的廣告版位

擺滿廣告。 儘管此策略對廣告收入大幅成長會有幫助，卻免不了要犧牲網站訪客的

使用經驗，並連帶承擔損失巨大流量的風險。

意識到置入過多廣告將會引起強烈反彈，一些新聞媒體為防範未然，開始以非侵入式

的原生廣告取代干擾式的橫幅廣告，希望此舉能讓網站訪客回流，最後使得原生廣告

比橫幅廣告更受大眾喜愛且願意多了解。

根據IAB出版的“原生廣告教戰守則”(Native Advertising Playbook)在文中指出：

「原生廣告與傳統廣告之間的區別在於，原生廣告擁有遵從自然風格的能力：

它能根據廣告所處的頁面環境，因應在地的廣告行為，為訪客提供切題相關的閱讀體驗」。

原生廣告在電子新聞、線上雜誌及部落格上

大多會出現在內容推薦模組與訊息流內容版位。

原生廣告固有的非干擾式設計為網路用戶提供更優質的

閱讀體驗，使得使用者在網頁瀏覽過程更加順暢且和諧。

究竟什麼是原生廣告？



為什麼
選擇
原生廣告？ 在相同狀況下，原生廣告的許多關鍵指標表現皆完勝橫幅廣告。

例如，Google Analytics分析報表內的跳出率(Bounce Rate)及與平均工作

階段時間長度(Average Session Duration)。

原生廣告創造更好的流量品質，讓廣告主得以擴大上層的行銷漏斗。

一、

原生廣告通常結合了“選擇媒體刊登廣告”(Media Buy)與“鎖定觀眾刊登廣告”

(Audience Buy) 二種鎖定元素，此一特色讓廣告主更能掌控廣告投放平台與曝光對象。

原生廣告讓廣告主的廣告能在相關聯的文章脈絡內曝光，
並展現在適當的目標受眾面前，讓品牌安全的風險顯著降低。

二、

「廣告視盲」正發生在大量的網路用戶身上，在大家的潛意識中，已經開始對類橫幅廣

告的資訊視而不見，更別提去點擊橫幅廣告了，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現象還會持續爬升。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窘境很少發生在原生廣告上，大家也幾乎不會忽略原生廣告。

相較之下，大家對原生廣告的喜愛程度更勝於橫幅廣告。

三、



建構在個人化內容推薦技術之上，Dable已經與亞洲數千個優質媒體平台夥伴展開合作，

並成功從韓國（總部）成功拓展至日本、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臺灣、香港及亞洲各地。

即刻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起領略Dable原生廣告的威力！

Dable提供獲獎肯定的廣告操作介面，讓廣

告主得以在彈指之間將廣告即時上線。透過

此單一廣告後台即可進行素材上傳、受眾鎖

定及成效分析。更重要的是，結合機器學習技

術與創新個人化演算法的廣告推薦技術，

讓廣告主的廣告活動達到最佳成效。

如果你的團隊剛進軍亞洲市場不久，Dable將會

是投放廣告進行市場接受度測試的最理想橋梁；

如果你的團隊已經取得不錯的進展，想進一步鞏

固市場的領先地位，那麼，Dable的優質廣告聯播

網與獨家內容推薦技術勢必讓你如虎添翼，將品

牌成功觸及到對的消費者，讓業務持續長紅。

Dable近期也成功推出亞洲最大且基於即時

競價機制（RTB）的原生廣告交易平台-Dable

原生廣告交易平台-。透過Dable原生廣告交

易平台，廣告主能從全亞洲廣泛多樣的優質

廣告版位中篩選出符合曝光條件的廣告版位，

讓廣告曝光帶出更巨大的效益。

關於Dable原生廣告



Kohonjin在許多國家是化妝品領導品牌，

產品主打護膚美白與緊緻抗皺。

行銷專員  |  Kohonjin

公司簡介

Kohonjin運用實體線下的銷售策略來行銷產品，對銷售部門而言，擁有為數眾多的潛在客戶

名單，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然而，傳統媒體渠道無法滿足Kohonjin搜集潛在客戶名單的需求。

挑戰

Kohonjin利用媒體偏好與性別鎖定，瞄準具有高購買意願的中年女性讀者為受眾，

並對提高曝光率成效最佳的媒體提高競標出價。

解決方案

採用Dable的解決方案之後，客戶的整體CPA水平即維持穩定；

相較於目前的橫幅廣告方案，CPC降低了10%。

成效 

「對我們而言，要在一個全新的行銷渠道上投放廣告，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幸運的是，

    Dable擁有精準的目標受眾鎖定與個人化推薦技術，讓我們的名單取得成功！

    Dable確實是多元通路行銷界的一個高效平台。」

10%
相較於橫幅廣告
CPC降低10%

Cosmetics 化妝品 



Soohyun是韓國一家頂級的婚顧公司，鎖定白領階層

專業人士為主要客戶族群，擁有近乎完美的滿意度。

Jung Woo-Jung  |  行銷部，Soohyun

公司簡介

Soohyun了解傳統媒體渠道並不具備充分開發潛在顧客的能力，

婚紗服務需要與顧客更深入溝通，提供更貼近顧客需求的服務。

挑戰

Soohyun設計一個著陸網頁，上面包含一項人格測驗，以更互動的方式吸引潛在顧客。

他們同時使用媒體鎖定與文章關鍵字鎖定讓廣告能確實在適當的文章環境內曝光。

解決方案

相較於現有的橫幅廣告，Soohyun的廣告活動獲得更高的

CTR與較低的CPC成本，並取得大量潛在客戶名單。

成效 

「我深信Dable所提供的是，一個讓你能夠更輕易達到目標的最佳在地廣告平台。

    你可以從廣泛多樣的媒體之中選擇所需的曝光渠道，

    也可以設定想要曝光的性別對象或地區」

20%
CTR比橫幅廣告
提高20%

30%
CPC降低
30%

Wedding 婚禮



Kixx是GS Caltex引擎潤滑油的品牌名稱，

潤滑油產品行銷全世界63個國家。

李尚根(Lee Sang-geun) | 行銷策略部，Kixx

公司簡介

Kixx想要以資訊豐富的部落格內容吸引更多客戶，

並藉此加強客戶對我們品牌的信賴度。

挑戰

Kixx採用受眾興趣鎖定以確保他們的廣告能觸及相關的族群。此外，Kixx還為

A/B測試上傳不同的廣告的素材與標題內容，再從中找出成效最佳的組合。

解決方案

相較於現有的橫幅廣告，CTR提高20%，而CPC則降低30%。

新進訪客數量增加1.5倍。

成效 

「你不能只是上傳廣告內容、開個新聞發佈會，就期待廣告內容會自動散佈爆紅。

    要不是Dable，我們的廣告內容絕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得以在大約1200多個

    媒體上廣為流傳。如今，原生廣告已然搖身一變成為公關業務的必備利器。」

20%
CTR比橫幅廣告
提高20%

1.5X
新進訪客數量
增加1.5倍

Business 企業



嘉冠喜食品被台商總會選為臺灣100大美味小吃，

其招牌鈔票煎餅在台灣的人氣更是急速竄升。

葉先生  |  總經理，嘉冠喜食品

公司簡介

鑑於在其他廣告聯播網上獲得新訪客的成本越來越高，且每筆訂單的成本持續飆升，

因此嘉冠喜食品迫切需要轉而探索其他優質的流量來源以提高轉換率。

挑戰

嘉冠喜食品利用Dable的金融及管理媒體網站鎖定企業潛在客戶。他們也使用

Dable的UTM動態參數與性別鎖定，讓廣告在有較高購買意願的潛在顧客面前曝光。

解決方案

整體平均網站停留時間大幅增加72%，跳出率降低11%。

最重要的是，嘉冠喜食品的訂單數量和轉換率這二項指標都呈現大幅成長。

成效 

「與Dable共同合作是一次很棒且愉快的經驗。

    他們在優化策略領域豐富的經驗，讓公司業務的成長動能得以持續。」

120%
訂單數量
提高120%

37%
訂單轉換率
提高37%

Food 食品



AZ保險公司(AZ Financial Service)為韓國排名前三強的保險公司，

以最高標準的專業為客戶提供整合保險解決方案。

Kim Hyun-ah  |  行銷部，AZ保險公司

公司簡介

雖然我們每年都能達到設定的銷售目標，但是業績目標也不斷提高，AZ保險公司需要獲得

更多的潛在客戶名單。因此極需開發新的客群，卻也需設法讓CPL維持在預期的目標內。

挑戰

為了提高目標受眾的興趣，AZ保險公司在著陸網頁上刊登與保單相關的淺顯易懂的

資訊與知識性內容；AZ保險公司更進一步使用Dable的媒體定位與受眾定位功能， 

將廣告在曝光於指定的族群面前。

解決方案

AZ保險公司的總體CPL降低13%。
成效 

「由於Dable能精準鎖定有需求的客群(年齡介於25-44)，讓我們能獲得高品質的潛

    在客戶名單，也避免造成負面形象的問題，因為當我們的原生廣告與原生文章內容

    同時呈現在網頁時，一切都變得理所當然，關連性也更高。」

13%
CPL降低13%

Finance 金融



Talent Bank是頂尖的人才媒合平台，為不同領域的

專家與尋找菁英人才的公司提供媒合服務與諮詢。

Shin Seungmyeong  |  企業規劃部，Talent Bank

公司簡介

由於Talent Bank的服務對象主要聚焦於企業客戶（尤其是一些CEO），

在這個範圍內要尋獲並鎖定適當的潛在客戶確實不容易；另一項重大挑戰是，

不只需要吸引鎖定的受眾進行點擊，更重要的是促成合作機會。

挑戰

Talent Bank使用內文關鍵字鎖定與媒體鎖定，以確保廣告能曝光在相關的文章裡，

並觸及到正確的目標受眾。此外，為了引起讀者的興趣，他們還以知識性的

Naver貼文作為著陸網頁。

解決方案

報名登記的人數增加80%。相較於目前的廣告渠道，我們的廣告CPL降低20%。

潛在客戶名單的品質也大幅提升。

成效

「B2B產業的圈子本來就不大[...]，好在Dable向我們展示了他們的聯播網受眾鎖定功能，

    讓我們能更有效的將服務資訊傳遞給潛在客群。能獲得這麼好的成果，我們極為滿意。」

80%
報名登記的人數增加80%

Human Resources 人力資源



Crazy Skin是一個化妝品牌，

由一群擁有國際化妝產業知識的專家所建立。

Kim Ga-hee  |  行銷部，Crazy Skin

公司簡介

Crazy Skin發現，要從傳統媒體渠道找到新客源實在很困難，

於是他們擴大瞄準不同廣告媒體平台，為的是要發掘更多潛在顧客。

挑戰

Crazy Skin使用興趣定位，確定廣告出現在相關的文章脈絡，並展現在具有相同興趣的

使用者面前。 此外，他們還使用媒體定位，將預算投注於能帶來最大購買效益的媒體網站，

並將表現欠佳的網站從曝光網站清單中剔除。

解決方案

Crazy Skin發現新顧客數量明顯增加，

在Dable線上購買的轉換率比其他媒體渠道的轉換率高出70%。

成效

「基於提高顧客的LTV(顧客終生價值)，開發新客源一直是行銷人員最關切的任務[...]。

    透過Dable的鼎力相助，將大量新顧客導入我們的網站，成就了我們有史以來最高的

    銷售紀錄。在過去二年，我們一直跟Dable緊密合作，而Dable回饋我們的是

    顯然比其他廣告媒體更優異的效益。」

70%
Dable線上購買的
轉換率比其他媒體渠道的
轉換率高70%

Cosmeticss 化妝品



D'zero King是一家優質膳食補充品公司，

專為顧客提供簡單又健康的方法，讓他們達到健康瘦身的目的。

Lee Je-In  |  廣告規劃部，TheJoenMedia

公司簡介

D'zero King對於搜尋廣告與社交媒體廣告是否真能產生高品質潛在客戶

名單存有疑慮，他們需要一個能以更有效的方法吸引顧客的平台。

挑戰

D'zero King在網站上安裝Dable智慧轉換碼來紀錄用戶的數位足跡，藉此達到

自動優化的成效； 此外，更進一步使用媒體鎖定，對成效優異的媒體提高競標出價。

解決方案

Dable名單收集的轉換率比其他媒體與原生廣告渠道高出200%。

名單的最終消費轉換率也明顯高於其他媒體渠道。

成效

「這個世界似乎已經發展成一個探索資訊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選擇Dable做為我們的

    廣告平台是明智的選擇。透過挑選媒體/網站和調整CPC(基於轉換成效而非點擊量)，

    我們就可以優化廣告曝光效益。我們會持續在Dable上投放在地廣告，

    做為我們主要的行銷渠道。」

200%
名單收集的轉換率成效比
其他渠道高出200%

Fitness 健康瘦身



JustCo的總部位於新加坡，是一個共享辦公空間的

領導品牌，擁有40個據點遍佈亞太地區。

Waby Liu  |  行銷經理，JustCo 台灣分公司

公司簡介

JustCo發現，如今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CPL成本越來越高，為了解決這種情況，

他們必須找到另一個更有效的媒體，期望能以更低成本獲得潛在客戶名單。

挑戰

JustCo使用Dable UTM動態參數串接至Google Analytics的

使用者行為指標功能，並使用媒體鎖定對成效優異的媒體相對提高出價。

他們也使用地理定位，讓廣告在其共享辦公空間附近指定的區域內曝光。

JustCo發現從自然搜索產生的潛在客戶名單明顯增加。

最棒的是，Dable上的CPL成本比社交媒體廣告明顯減少25%。

解決方案

成效

「Dable真是一個令人讚嘆的媒體，我大力推薦其他B2B公司試用看看。

    他們優質的廣告聯播網為我們帶來大量高品質的潛在客戶名單；

    還有，最棒的是，降低了我們的CPL廣告成本」

25%
CPL成本比社交媒體廣告
減少25%

37%
跳出率降低37%

Office Space 辦公空間 



為什麼選擇原生廣告？

Dable智慧轉換碼(Smart Tracking Script)對廣告投放自動優化

有極大助益，使得機器學習更有效率，建議所有廣告主安裝。

一、

Dable原生廣告為廣告主網站導入高品質流量，幫助提升總體

電商轉換率，擔任助攻角色提升搜尋廣告與社群廣告效益。

四、

Dable原生廣告能吸引最具有轉換潛力的

消費者，實質擴大頂層行銷漏斗。

五、

Dable原生廣告廣告鎖定功能包括：媒體鎖定、

受眾鎖定、地區鎖定、內容鎖定及語言鎖定等。

二、

Dable原生廣告可協助導入潛在新客，預期可帶來顯著

自然搜尋流量與直接流量提升。

三、



第一個廣告活動
輕鬆上手！

透過Dable原生廣告的專業技術，讓你的廣告曝光在全亞洲

最頂級的優質媒體平台上，帶動企業全面晉級。

全球知名品牌都信賴Dable累積的卓越成效，目前還有更多品牌正與

Dable攜手合作，在你實現夢想的道路上，助你一臂之力讓夢想成真。

現在就去建立你的專屬廣告帳戶！     >

http://dable.io/tw/dable-contac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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