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 威 麟 
http://mr6.cc 





followme-timberland.com 





Alan�
(重度粉絲)�

�

Peter� Tina�

2天內帶來250位
填寫表單，最長

連結為7層，平均
為近3層�

Mark�
(重度粉絲)� Linda�

共1000名以
上報名，其中
許多人皆互相
連結有關係�

Alan�
(重度粉絲)�

Peter� Tina�

從�
十�
位�
重�
度�
粉�
絲�
開�
始�
擴�
散�

從�
十�
位�
重�
度�
粉�
絲�
開�
始�
擴�
散�

7



Inside Social Inside Social 
“revenue per share”

 
問題一：高達 70%的使用者是直接透過網址轉寄， 
問題二：許多站長工具並沒有提供Share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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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奢華幸福.tw 



新奢華幸福.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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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6 的簡歷 
•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資訊⼯工程學⼠士(1999) 
•  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管理(Management Sc. & Eng)

 碩⼠士(2001) 
•  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電機碩⼠士(2000) 
•  美商Oracle總公司(2001) 
•  哈佛企管(2004) 
•  美商AsiaTech創投公司投資襄理(2005) 
•  開設Mr.6部落格(2006.6.6) 
•  資策會投資組經理(2006) 
•  CIDC創投投資經理(2006) 
•  Voofox執⾏行⻑⾧長(2007) 
•  104⼈人⼒力銀⾏行獨⽴立董事(2009) 
•  Mr.6團隊共同創辦⼈人(與劉威廷) (2010~⾄至今) 



2002年開始，每年都出⾄至少⼀一本書 

12本書，通通槓⻱⿔龜 



mr6.cc 





mr6inc.com 



Mr.6 團隊在國內以社群行銷知名，2008 年起設立正式公司

後，目前累積客戶達 200 餘家、同期客戶 50 餘家，皆為國

內外 500 大大型品牌。目前員工人數達 50 人，包括創意、

企劃、設計師與工程師，是一個完整且極富經驗的行銷團隊。�



About Mr.6, Inc. 
•  國內領先社群⾏行銷公
司(social media agency) 

•  承接超過200家以上⼤大
型企業⾏行銷案，包括
⾦金融、酒類、通路、
美妝、時尚、公益組織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麥肯錫解決問題。	 
Mr.6	 則創造新答案。	 



奧美在賣點子。	 
Mr.6賣點子之上的新概念。	 



candy.com 



candy.com 
•  兩個年輕創業家不
顧⼀一切買了⼀一個域
名「Candy.com」
。花了他們⾼高達30
0萬美元，也就是
台幣1億元！ 

•  原來，這
個candy.com，每
天固定都會有1000
⼈人來訪。他們都是
來看看有沒有糖果
可以買的。 



startups.com 



startups.com 

•  當年的Startups.com
幫網路公司做⼀一些、
律師、會計、稅務…
的「服務」，曾拿
到1700萬的資⾦金，但
到了2002年就不⽀支
倒站。 

•  原創辦⼈人Donna
 Jensen-Madier，等
到10年後再賣
給KillerStartups.com。 



timothysykes.com TimothySykes.com 
•  Timothy Sykes刻意在證券
投資中創⽴立⾃自⼰己的特⾊色，
開了⼀一個「部落格」，專
⾨門教學如何「放空」⽔水餃
股（Shorting penny
 stocks） 

•  ⼀一邊寫部落格，⼀一邊證明
他可以透過⽔水餃股讓財產
再膨脹了4.95倍，⽽而這段
期間，整個股市下跌了40% 



http://dingding.tv 丁丁電視 
•  由矽⾕谷記者丁維平所創造
的個⼈人電視台，讓她在僑
界爆紅，50%觀眾來⾃自舊
⾦金⼭山僑界，累積10年來已
主持過上百場北美⼤大型
活動，⾳音樂會；製作了上
千個廣播節⺫⽬目和兩千多個
電視節⺫⽬目。 

•  丁丁電視透過Livestream
平台播出，為上排名第⼀一
的中⽂文頻道 



http://manrepeller.com 
Man Repeller男⼈人退散 
•  念服裝設計系的⼤大學⽣生，
故意穿⼀一些「⼀一定也不
性感」的⾐衣服，完全犧牲
了她的美⼥女形象，把⾃自⼰己
搞得⾮非常的怪，反⽽而成時
尚教⺟母。 

•  強調是穿給⼥女⽣生看，不是
穿給男⽣生看 



thesartorialist.com 
The Sartorialist 
•  ⾝身為新科⽼老爸， Scott

 Schuman為了照顧⼥女兒⽽而
辭掉⼯工作，只是閒暇時在城
市街頭亂找⼈人隨機拍攝，並
加上⼀一些評頭論⾜足，沒想到
就成為了第⼀一位街頭時尚部
落客。 



sixpackshortcuts.com 
Mike Chang 
•  主打教你如何快速的
練出六塊腹肌，以華
裔⾝身份，⼀一⼣夕爆紅。
他認真的拍攝⼀一部⼜又
⼀一部的影⽚片教學，⺫⽬目
前YouTube總共已吸
引280萬名訂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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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觀察 
•  四個字⺟母有三個是數字
，有⼀一個是字⺟母，只
有30%被註冊⾛走 

•  四個字⺟母中有兩個是
數字、兩個是字⺟母，只
有24.6%被註冊⾛走 

•  四個字⺟母有三個是字⺟母
，⼀一個是數字，只有低
達16.2%的域名被註冊⾛走 

•  四個字⺟母，其中⼀一個
是「橫槓」，也只
有60.6%已經被註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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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解決問題。	 
各位則創造新答案。	 



奧美在賣點子。	 
各位賣點子之上的新概念。	 



你， 今	 天	 行	 動	 了	 嗎	 ？	 



help@mr6inc.com 

請您將意見表交予現場人員 
讓我們繼續幫助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