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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AMKO

▪ 隸屬TAM集團旗下的國際行銷顧問＆廣告團隊

▪ 擁有超過20年的行銷經驗，深受遍佈亞洲的

500+客戶信賴 (150間以上屬上市上櫃公司 )

▪ 成立時間：1992年

▪ 成  員  數：160名

▪ 團隊分佈：大阪、東京、新加坡、  倫敦、舊金山、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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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KO
廣告服務



對日行銷服務
針對「想將產品行銷至日本」的您

提供對日行銷會需要的各項服務、幫助您在日本取得一席之地

● 依據TA選擇 適當渠道下廣告，

包含以下平台：

Google / Facebook /

Instagram / Twitter

● 尋找擁有與TA相同之粉絲受眾

的KOL，協助聯繫與管理成效

● 讓網紅們的高忠誠度粉絲替你的

商品口耳相傳

口碑行銷

● 社群操作  / 社群聆聽  /  社群參與

● 幫助客戶在對的社群建立粉絲

、塑造並強化品牌形象

日本社群經營

● 亞馬遜日本站上架文案、素材支

援、 客服代管等

● Amazon廣告投放＆管理

亞馬遜站內支援數位廣告投放



為什麼你需要 TAMKO？
簡短來說，因為我們是日本在地廣告公司

在日本行銷策略服務至今已超過 20年，我們團隊經驗多又懂日本！

TAMKO的優勢 網路社群生態不同

以「社群網路」為服務中心

熟識各大社群平台

風俗習慣不同

戰略與日本人一同制定

跨越文化隔閡

語言不同

日本人與台灣人比例 9:1
台灣人存在與你溝通無礙

審美觀不同

我們的日籍設計師

懂日本人
跨國文化的應對能力

Ｘ
經驗豐富的策略規劃



透過行銷漏斗，完整把握各階段廣告表現

Google / Facebook /  Instagram / Twitter

數位廣告投放



數位廣告之於行銷漏斗
不同於amazon廣告，數位廣告可以提供行銷漏斗

讓我們從上層認知一路精準行銷，至 底層的亞馬遜站 內購物行為

中層的比較：如何勝出 / 針對誰 / 提供什麼樣的誘因

為什麼消費者應該要選擇你而非你的對手？有什麼樣的誘因

可以提供？這階段會透過 USP差異性訴求，或是功能性及情感

來打動顧客比較

取得認知階段：做什麼樣的廣告 / 媒體購買 / 搭配素材

產品需要有大量的接觸點，才有足 夠的流量導流至下一階段，

是培養知名度的重要階段

認知

購入階段： 導流至電商/ 回購 / 推薦他人

透過數位廣告將潛在消費者引導至 amazon站內完成購買並

為維繫現有客 戶的好感度，且以更人性化的角度與之互動，

我們推薦SNS經營購入

認知

比較

購入

TAMKO會評估您的預算及TA所在替您規劃適合廣告平台



日本，擁有一個以上 SNS帳號的人高達 9成

這告訴我們，SNS就是您的TA所在

我們能幫助您在對的社群建立曝光，塑造並強化品牌形象

日本社群經營



日本

2800萬
使用者

日本

2900萬
使用者

日本

4500萬
使用者

以下為日本最熱門三大 SNS
我們會為您的帳號設置專屬 hashtag，經營並深根社群

日本熱門社群分析



Instagram使用屬性及利用情況



Facebook使用屬性及利用情況



Twitter使用屬性及利用情況



亞馬遜黃金公式

商品力  × 集客力  = 利益 大化

透過在地化文案素材提升商品力

透過廣告投放提升集客力

亞馬遜日本站支援



Amazon商品頁面製作
大多數「放入購物車」的舉動發生在「商品詳細頁」

商品詳細頁品質由「評價、價格、商品魅力」決定

有吸引力的

商品頁特徵

除了正確無誤的用法之外

自然、吸睛的行銷文案

1 正確道地文案

抓住日本人眼球的設計

搭配亮眼易懂的日文標題

2 圖片素材符合日本人

透過質感佳的情境照

讓消費者感同身受

3 讓使用者想像自己使用

將商品關鍵字寫好寫滿

    讓TA輕鬆地找得到你   

4 關鍵字

在日本市場中不推薦打價格戰

找出同類商品的平均價格

5 競爭性的價格

帶動購買 重要的因素

   首先累積5+以上的好評

6良好的評價



提升集客力
提供廣告方式，並搭配以下精密的目標區隔帶動轉化率

關鍵字、商品種類、顧客的興趣及 閱覽過的商品

透過關鍵字設定廣告會呈現在搜索結果中

根據數據，站內廣告的每次點擊銷售率 高

站內廣告 (Sponsored Products Ads)

透過關鍵字設定廣告會呈現在產品前列

能增長每次點擊銷售率以及知名度

標題搜索廣告 (Headline Search Ads)

引用：広告媒体資料 (2018年 4-6月期) 



提供日本KOL媒合及管理

讓他們為你的品牌發聲

口碑行銷



美食達人

提升實體店鋪

購入率

3C科技達人

提高amazon造訪率

Instagram
攝影師

帶動社群追蹤人數

口碑行銷
透過合作夥伴的平台

及有過合作經驗之各類網紅

我們能替您找到 吻合 TA的網紅



Case Studies
案例分享



台灣精品獎  日本區官方Facebook & Twiiter
Facebook  @TaiwanExcellence.jp 
Twitter  @TWexcellence_jp
期間：2018年6月〜現在

・Facebook追蹤人數：24.1K 
・Twiiter追蹤人數：7.6K
・協助59家廠商64件產品曝光297萬次。

・互動數合計37萬次，觸及人數合計達 207萬人次。

透過社群經營提升外貿協會底下的「台灣精品獎」在日本的知名度，

並將台灣優秀的產品推廣至日本。 

服務項目：

・決定經營方針及概念

・對日行銷年度企劃&規劃

・素材製作 (照片& 動畫攝影・編輯 ) &發布貼文

・每日與使用者進行互動

・廣告投放 (Facebook,Twitter)
・在日展覽活動及線上活動宣傳

・得獎廠商工廠見學採訪

結果（2020年1月現在）



KOL合作&影片製作

實體活動支援

社群經營 原創攝影

活動素材製作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xcellence.jp/videos/1185460818275666/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xcellence.jp/videos/2079583528780334/


橫濱市文化觀光局  官方Instagram @findyouryokohama_japan

期間：2016年7月〜現在

結果（2020年1月現在）

・Instagram追蹤人數：59k
・發文平均按讚數： 1.7k~2.8k
・#myyokohama投稿數：160k

横濱市文化觀光局的官方Instagram，以亞洲為中心， 並拓展至歐美圈，

希望能提升更多海外遊客對橫濱市的認知及好感度。

服務內容：

・設立帳號

・決定經營方針及概念

・素材製作 (照片& 動畫攝影・編輯 )

・發布UGC貼文

・每日與使用者進行互動

・廣告投放 (對應8種語言、於20個國家播送 )

・普及化官方Hashtag「#myyokohama」

・網頁制作  ・新加坡、香港、橫濱市等地的活動企劃及管理

https://www.instagram.com/findyouryokohama_japan/


橫濱市觀光局_攝影展暨粉絲見面會

2019年5月  @橫濱

2018年3月  @橫濱  象の花テラス
2017年3月  ＠香港 PMQ
2016年11月 @新加波  Capitol Piazza

為了增加更多海外粉絲，在新加坡、香港、橫濱等地舉辦

攝影展及分享講座。並邀請展覽當地追蹤人數在4~10萬

的網紅攝影師，拍攝各城市的美景一同參展。 

專案內容：

・展覽活動計畫＆執行

・素材製作＆活動佈置

・攝影名人邀情、講座舉辦

結果：

2016年-2018年 攝影展

・觸及使用者：160K
・參與活動人數：1.2K



Le Creuset 日本語官方 Instagram @lecreusetjapon
期間：2019年3月〜現在

結果（2020年1月現在）

・Instagram追蹤人數：50K
・平均按讚數：11K
・#ルクルーゼ 投稿數 : 323K

法國鑄鐵鍋品牌Le Creuset 的日本官方社群，透過料理介紹、商品使

用等與世界愛用者創造品牌形象。 

服務項目：

・決定經營方針及概念

・素材製作  (照片編輯、活動素材製作、影片貼文 )

・發布貼文

・每日與使用者進行互動

・廣告投放

・線上活動企劃與執行

・普及化Hashtag「#ルクルーゼ」

https://www.instagram.com/lecreusetjapon/


知名國內外客戶



26  LOCATION
台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OUR HOURS 

MON - FRI 
09:30 – 18:30

CONTACT US

https://www.tamkotaiwan.com

ABOUT  US

tamko-ml@tam-tam.co.jp

您的日本行銷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