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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路科技發展雖然能適時地加速廣告產業的變革，惟創意才是帶動產業業績持續成長的萬靈丹。本
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過往評價廣告創意的準則，是否仍適用於今日數位廣告時代之嶄新或獨特創意，進而
建構一衡量數位廣告創意的各評價準則。研究藉由專家訪談彙整廣泛的數位廣告創意評估項目，研究結
果得出 28 項準則：「符合策略的」
、「能夠解決商業問題的」、
「原創的」
、「與品牌具有相關性的」
、「具有
影響力的」
、
「具有參與的」
、
「有魅力的」
、
「具有娛樂性的」
、
「與眾不同的」
、
「與產品有連結的橋樑」
、
「互
動性的」、「創意與媒體之間具有好的選擇性的」、「有感染力的」、「有故事性的」、「有邏輯的」、「富有想
像力的」
、
「令人吃驚的」
、
「可以理解的」
、
「具有資料與科技的」
、
「具意義性的」
、
「具有品牌正面體驗的」、
「新鮮的」、「有說服力的」、「運用科技的」、「具有改變行為的」、「具有記憶性的」、「可操作的」和「情
感動人的」
。此研究成果將可提供設計產學界進行數位廣告設計時，於概念發展階段作為設計創意適切性
之衡量標準。
關鍵詞：數位廣告、廣告設計、創意評估
前言

廣告抑或商業性質廣告，高品質創意廣告對消費者

學者 Smith 等人(2007)從心理學論及的「創造

的廣告效果是能產生良好的溝通效果；反之，低品

力」探討廣告創意，認為創意是擴散性(divergence)

質創意廣告則無法獲得共鳴。而上述文獻探討，廣

與相關性(relevance)相乘的交互關係，且進一步地

告創意與其評量構面均為傳統廣告(電視、平面)思

提出衡量擴散性與相關性的構面準則。爾後，Smith

維模式所建構之標準，惟傳統廣告溝通雖然是單向

等人針對 39 支獲得克里歐廣告獎(Clio Awards)獎

模式，但廣告傳達的初衷乃在於與人們對話交談，

項的電視廣告，與另外 39 支非得獎的一般性電視

不論是想要製作一則令人讚嘆的電視廣告、或是呈

廣告進行創意廣告效果檢測，其研究結果得知：消

現優質的數位廣告，創造對的策略、語調、洞察和

費者對廣告創意的知覺決定於擴散性與相關性之

訊 息 的 過 程 ， 都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Creative Social,

交互作用，良好創意因子的介入對於消費者訊息處

2010/小魚廣告網工作室譯，2012)。換言之，在新

理與廣告回饋具顯著相關。而方菁容等人(方菁

網路世代媒體形式驟變下，傳統廣告創意的評價模

容、衛萬里，2013；方菁容、衛萬里、鄧成連，2015)

式是否適合數位媒體時代的創意評價形式，確實值

亦採用 Smith 等人所提出的廣告創意衡量模式，進

得再深入探討。Lariu(2010)認為數位環境下的廣告

行兩個不同主題的研究和理論驗證：第一個主題乃

創意不是同花色的行李箱，必須停止思考系列廣告

針對平面公益廣告，試圖瞭解其創意廣告效果，另

和不同媒體視覺表現一致性的概念，要為不同頻道

一個主題則是探討認知閉合需求對品牌得獎之平

量身訂做創意。因此，他提出一個創意的思考概念

面廣告創意效果。研究結果證實，不論是公益性質

─ 「 沒 有 創 意 能 什 麼 媒 體 都 是 適 用 的 (Creative

1.

Social, 2010 /小魚廣告網工作室譯，2012)」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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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數位時代下對於企業與廣告代理商所關注的

企業產生好感，而虛擬社群滿足人們的人際關係、

創意形式，有其重新思考與探究的必要性，此也正

興趣、交易和幻想上的互動需求。綜上所述，數位

是企業與廣告代理商現階段迫切關注之議題。綜上

時代媒體形式多元化，整合文字、圖片、音樂、動

所述，本研究具體目的有下列三點：(1)透過文獻

畫和影片的傳播模式則稱之為數位廣告中的「豐富

整理與探討，瞭解傳統廣告之創意衡量準則，並檢

媒體」(Strauss & Frost, 2009/洪慧芳譯，2010)；因

視其是否可延續或轉換為衡量數位廣告創意之標

此，本研究所欲建構的數位廣告設計創意評價構面

準；(2)運用專家訪談剖析、彙整國內數位廣告創

與準則，即是針對上述所謂的豐富媒體廣告。

意的衡量面向；(3)提供設計產學界於進行數位廣

2.2廣告創意與數位廣告創意

告設計時，於概念發展階段作為設計創意適切性之

創意源自於創造力的啟發，而過去數十年來學

衡量標準。

術界從不同領域和面向探索創造力。其中
Torrance(1987)從心理學激發學習動機，提出創造

2. 文獻探討

力的14項構面：流暢性、靈活性、原創性、精心製

2.1 數位廣告媒體形式與特性

作、拒絕過早閉合、不尋常的觀點、整合性、幽默

「數位」一詞譯自英文「digital」，乃指一個數

感、豐富與多彩的印象、幻想、情感表達、移情作

位系統，且使用不連續的離散值(0 或 1)代表訊息，

用、挑釁問題與未來定位；Mishra和Henriksen(2013)

藉以輸入、處理、傳輸或貯存(維基百科，2014)。

則提出三個評量創造力的構面：新穎的、有效的和

是故，所謂「數位媒體」是指將數字、文字、圖形、

整體感的。若從廣告產業探究創意的本質，其乃泛

圖像、聲音轉換成電腦可判讀的 0 與 1 形式，並且

指廣告公司創意團隊依據目標市場與目標受眾需

能夠編碼、儲存與還原的傳播媒體，而常見的數位

求發展策略並執行的結果，此亦意謂廣告創意是人

廣告媒體形式則有橫幅廣告、直立廣告、按鈕廣

為所製造的產品，就如同點子和發明。學者

告、彈出式廣告、方形廣告、插播式廣告、漂浮廣

Campbell(2011)追蹤價值品牌長期的廣告策略和發

告、不煩人廣告、背景廣告、唬弄式橫幅廣告、影

展趨勢指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品牌之所以能夠獲

音廣告、行動廣告、浮動廣告、電子郵件廣告、贊

得正向的品牌資產，其皆源自於偉大的廣告創意；

助廣告、關鍵字搜尋、部落客廣告等(Strauss & Frost,

也就是說，廣告創意對品牌態度短期或長期的回

2009/洪慧芳譯，2010)。而數位時代發展至今線上

憶，具有正向影響(Sheinin, Varki & Ashley, 2011)。

(on-line)與線下(off-line)媒體的界線已變得愈來愈

心理學理論亦將創造力定義為發展具有新穎的和

模糊，且打破了傳統媒體一對多的傳播模式；加上

社會價值的想法，且多位學者延伸此一概念，將廣

網 路 超 鏈 結 (hyperlink) 與 多 對 多 的 資 訊 結 構

告創意解釋為擴散性與意義性：其中擴散性含有新

(Hoffman & Novak, 1996)，更使得數位廣告具有即

奇、新穎、與眾不同以及完美的美學；意義性又稱

時性、彈性、消費者導向與線上交易的特性

為相關性，指廣告創意的表現和連結市場環境、廣

(Hawkins, 1994)。學者榮泰生(2014)認為「數位」

告目的或者是消費者使用經驗(El-Murad & West

具有程序性、參與性、虛擬性與博學性四個特性，

2004; Ang, Lee, & Leong 2007; Smith & Yang 2004;

廣告行銷人員必須利用電腦程序性本質滿足消費

Smith et al. 2007)。廣告大師Ogilvy(1983)提出五項

者需求，例如連結速度太慢，應避免呈現過多的圖

衡量廣告創意的準則：(1)是否在第一眼有屏息吃

片，僅提供適當的文字說明；再者，數位環境下企

驚的感覺？(2)希望自己也能夠想到這樣的想法？

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是直接且單獨的，藉由互動

(3)這是獨特的？(4)是否合於策略，完美地達成目

除了可以公告大眾，還可以私訊小眾，消費者所做

的？(5)是否能歷經30年而不衰？英國D＆AD認為

的選擇或要求若能獲得企業的回應，消費者必然對

創意是好奇的、求變的、故意作對的、商業精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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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以及時而浪漫、時而憤世嫉俗的或進一步

創意除了從觀念創造的面向觀察，亦可由廣告執行

列出三個評選廣告作品創意的標準：第一個是廣告

時的創意表現探討之，例如版面使用創意編排的形

創意的作品必須具有高度原創性，可以鼓舞人心的

式、請名人代言、或是使用特殊圖案等，也可以是

想法；第二個廣告創意的作品必須具有良好的執行

指廣告對品牌訊息的元素，例如有創意的文案、展

力；第三個廣告主題的脈絡必須與創意表現具有相

示產品新的使用方式、和產品特殊的變換形式

關性(McStay, 2013)。Kilgour、Sasser和Koslow(2013)

(Smith & Yang, 2004)。換言之，致勝的創意可能是

認為獲獎的作品經常被視為研究的對象，因為得獎

廣告概念的溝通傳達，也有可能是技術的解決方案

作品的創意是經過專家公認的優良作品，具有原創

(Creative Social, 2010/ 小 魚 廣 告 網 工 作 室 譯 ，

與獨特性；然其研究也發現這些獲獎的作品有時只

2012)。綜上所述，本研究所謂的數位廣告設計創

反映了獨特性，卻常常忽略作品的策略與適切性。

意評價乃針對數位廣告豐富媒體創意表現整體性

因此，Kilgour等人提出適合衡量得獎作品創意的指

的評價。

標，包括「策略」與「原創性」兩個面向。Stuhlfaut
和Yoo(2013)則針對美國廣告公司藝術總監與文案

3.研究方法與流程

人員進行創意評估調查，結果得出4個面向與13個

3.1 取樣設計

特性的廣告創意評估工具，4個面向包括新穎性、

本研究為建構數位廣 告創意設計 之評量準

影響力、實用性和幽默。

則，首先藉由專家訪談瞭解實務界如何評價一則具

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和生活型態的變化，科技

創意之數位廣告設計作品，而專家訪談取樣調查乃

已深植並改變了人們和品牌之間的關係，也因此，

考量基於目前數位廣告正蓬勃發展，傳統廣告公司

廣告產業對廣告創意適時地提出了不同的定義與

的業務型態已經轉型為承製數位廣告設計。因此，

見解。林友琴(2015)認為數位廣告的創意表現必須

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以台灣數位新

得以解決商業問題，且能將商業挑戰化成品牌正面

媒體或傳統廣告公司現任創意總監職等以上，且累

體驗、強化品牌故事、擁抱資料與科技；另一方面，

積之廣告設計實務經驗達 10 年以上專家進行訪

也能改變消費者、改變文化或行為；當然，由人相

談，詳細 5 位專家之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由表 1

互連結的經驗所創造的關聯性，更必須是令人感到

可知：5 位專家分別任職於四家公司，其中 C 公司

有意義的。日本D2C數位廣告公司創意總監長尾啟

為國際性跨國公司，於目前台灣數位廣告產業中規

樹(2014)認為數位廣告應該透過創意感動人們的

模最大者，故本研究邀請該公司兩位創意總監接受

心靈，並且可以聯想到商品。他提出創意的衡量準

訪談。此外，5 位專家中工作年資達 15 年以上者

則，包括 2 個構面和 6 項準則，第一個構面是令人

共計有 4 位，達 25 年以上者有 2 位，工作經驗橫

悸動、且興奮不已的，第二個構面是令人欣然接受

跨數位廣告與傳統廣告者有 3 位，僅具數位廣告經

的。高野文隆(2014)則提出視覺、結構和故事三角

驗者則是 2 位。

關係的構面以審視數位廣告創意，更具體地說，廣

表1：受訪專家基本資料與經歷

告行銷人員應該為客戶的產品或服務創造需求的

編號

創意，而創意至少要達到教育 、娛樂 、參與 和 交
專家 1
專家 2
專家 3
專家 4
專家 5

換價值 中的一項指標 (Creative Social, 2010/小魚廣
告網工作室譯，2012)。
就廣告產業而言，隨著時代變遷，創意的定義
不再只限於個人思維的運行與創造，外在環境的涉

性
別
女
男
男
女
女

年
資
13
17
16
25
26

公司頭銜

經歷

A 公司創意總監
B 公司執行創意總監
C 公司資深創意總監
D 公司創意總監
C 公司執行創意總監

數位+傳統
數位廣告
數位廣告
數位+傳統
數位+傳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入使得創意考量因素變得更加寬廣且複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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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順利完成；(4)互動體驗：運用故事、科技技

3.2 訪談問卷設計與進行
本階段採用半結構式問卷，內容共計三個題

術或是影片形式表現，可以令人感動的一個簡單接

項，第一題探討如何判斷一則好的數位廣告創意；

觸。專家 4 衡量創意的準則有：(1)目的：有沒有

第二題瞭解實務界於提案前是否有評量廣告創意

解決客戶行銷問題的創意；(2)洞察：以目標消費

的標準或模式(創意評量表)；第三題蒐集不同學者

者的洞察，轉換成不同切入點；(3)流程：操作過

們對廣告創意評量的論述，綜合萃取 87 項評估項

程是否能夠讓消費者順利完成；(4)互動體驗：運

目，由專家勾選那些項目比較適合做為數位廣告創

用故事、科技技術或是影片形式表現，可以令人感

意評量因子。訪談結束整理資料，首將專家訪談內

動的一個簡單接觸。專家 5 認為評量一則好廣告創

容整理成逐字稿，且 email 給專家，請專家確認訪

意時應該考量下列幾項，(1)符合目的：創意表現

談內容是否正確，資料全數整理後續進行內容資性

必須能夠符合客戶期望的目的，達到客戶訂定的目

分析；另以次數統計方式統計第三題衡量數位廣告

標；(2)消費者洞察：創意是否清楚表達品牌概念，

創意的形容詞。

打動人心，以及與消費者的連結性高不高，創意表
現的精準度、記憶度和是否能引起共鳴；(3)使用
者旅程(user journey)：數位廣告和傳統廣告最大的

4 結論與建議

不同在於數位廣告必須包含資訊工程的專業，專家

4.1 專家訪談分析與結果

5 認為傳統廣告中的消費者稱為目標對象，在數位

專家 1 評斷廣告創意會注意下列各項：(1)策

環境中則稱為使用者比較精確，網路是互動的，要

略：釐清廣告的問題與目的，仔細確認策略是否正

讓消費者對品牌產生好感度、好印象和共鳴度，必

確解決商業目的；(2)相關性：創意表現有沒有跟

須瞭解使用者使用這個網站的旅程是否順暢，能不

目標消費者具有相關性，或者跟產品相關性，可不

能全程參與達到目標，使用者旅程必須思考兩個觀

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連結；(3)創新：所有的創意

點一個是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 UX)，另一個

表現不論使用比喻法或誇飾法應該具有原創；(4)

為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4)擴散性：創意

消費者洞察：消費者會關心這件事嗎?他為什麼會

是否能夠引起使用者轉發訊息或者是於社群網站

關心這件事?他使用這個產品的情境，對產品的需

上討論。由上述的訪談內容分析觀之，5 位專家雖

求?；(5)互動分享：創意的表現是否讓消費者真正

然分別服務於不同的四家公司，但是對於如何評量

有感覺，有可能分享給好友，有可能馬上採取行

數位廣告創意卻有類似相同的看法與共識，他們共

動。專家 2 評斷數位廣告創意時他會從理性與感性

同認知的準則包括：目的、策略、消費者洞察、互

兩種層面加以思考，理性層面包括：(1)符合策略：

動分享、原創性和使用者操作旅程。

客戶的廣告目的與任務，有沒有正確傳達訊息，屬

4.2 專家問卷調查統計結果

於商業邏輯的思維；(2)消費者洞察：洞察是消費

本研究以次數統計方式統計第三題衡量數位

者內心的認同，也就是共鳴點；感性的層面包括：

廣告創意的形容詞，87 項評估項目中，5 位專家勾

(1)原創性：創意是不是有亮點、是否能夠記憶，

選達 2 票者共有 28 個題項，其中得票 5 票者有 2

有沒有獨特性；(2)創造品牌內容：商品不是內容，

個項目：
「符合策略的」和「能夠解決商業問題的」
；

內容是指要跟消費者有連結的交集；(3)說故事：

得票 4 票者有 4 個項目：「原創的」、「與品牌具

消費者不喜歡聽品牌故事，他們喜歡聽自己的故

有相關性的」
、
「具有影響力的」和「具有參與的」；

事，跟自己生活經驗或過往的故事。專家 3 表示衡

得票 3 票者有 8 個項目：「有魅力的」、「具有娛

量創意的準則有(1)目的：有沒有解決客戶行銷問

樂性的」、「與眾不同的」、「與產品有連結的橋

題的創意；(2)洞察：以目標消費者的洞察，轉換

樑」、「互動性的」、「創意與媒體之間具有好的

成不同切入點；(3)流程：操作過程是否能夠讓消

58

選擇性的」、「有感染力的」和「有故事性的」；

「富有想像力的」
、
「令人吃驚的」
、
「可以理解的」
、

得票 2 票者有 14 個項目：「有邏輯的」、「富有

「具有資料與科技的」
、
「具意義性的」
、
「具有品牌

想像力的」、「令人吃驚的」、「可以理解的」、

正面體驗的」
、
「新鮮的」
、
「有說服力的」
、
「運用科

「具有資料與科技的」、「具意義性的」、「具有

技的」
、
「具有改變行為的」
、
「具有記憶性的」
、
「可

品牌正面體驗的」、「新鮮的」、「有說服力的」、

操作的」和「情感動人的」。

「運用科技的」、「具有改變行為的」、「具有記

本研究主要貢獻有二：(1)文獻中數位廣告創

憶性的」、「可操作的」和「情感動人的」，如表

意評價構面的描述，源自於創新、創意和廣告創意

2 所示。觀看專家訪談內容的準則共識再比對專家

多元資源匯聚而成的結構，對於數位廣告創意評價

勾選的準則項目，可以發現專家訪談內容的準則共

的準則較模糊不清，本研究透過實務經驗豐富的專

識均包含於 28 項準則之內。

家，透過訪談調查，獲得具有客觀性的評價標準；

表 2：5 位專家勾選達 2 票之構面項目

(2)本研究取樣對象為台灣數位或傳統廣告代理商

票數
5票
4票

數量
2
4

各部門的專業從業人士，他們是一群目前正在產業

3票

8

2票

合計

14

項目
符合策略的、能夠解商業問題的
原創的、與品牌具有相關性的、具有
影響力的、具有參與的
有魅力的、具有娛樂性的、與眾不同
的、互動性、創意與媒體之間具有好
的選擇性的、與產品有連結的橋樑、
有故事性的、有感染力的
有邏輯的、富有想像力的、令人吃驚
的、可以理解的、具有資料與科技
的、具意義性的、具有品牌正面體驗
的、新鮮的、有說服力的、運用科技
的、具有改變行為的、有記憶性的、
可操作的、情感動人的

界在職的高階創意總監，實際執行數位廣告創意設
計與製作，對於數位廣告創意的優劣表現自有一套
評斷準則，本研究結果得出適合數位廣告創意的評
價因子，可提供於從事數位廣告設計者於創意發展
階段之參考準則。本研究初步得出評量數位廣告設
計創意的準則，未來可進一步針對不同工作年資與
不同職稱之數位廣告設計者，進行量化構面因素分
析，萃取精確分類構面，使其評量標更趨簡潔容易
操作。本研究所定義的數位廣告是指數位時代下網

2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路廣告中的豐富媒體(rich media ads)，一種整合文
字、圖片、音樂、動畫、影片等媒材的整合傳播模

5.結論與建議

式，至於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其他媒體載具之創意

雖然科技日新月異、媒體環境驟然改變，惟廣

評價，則有待後續深入之探討和研究。

告創意是廣告主與廣告代理商熱衷且關注的議

參考文獻

題，面對全球化高度的競爭和知識與技術日益複

1. 方菁容、衛萬里(2013)，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雜，企業期望以創意取代資本，倘若能於廣告設計

環保公益廣告創意效果與觀者認知差異」，設

前端作業時，建立一套評估創意的準則，協助創意

計學報，18(2)，頁 71-91。

團隊、品牌經理和研究人員運用評量工具有效地篩

2. 方菁容、衛萬里、鄧成連(2015)，「渴望延遲閉

選創意並進行決策，必能尋得符合商業需求之適切

合需求對創意廣告效果之影響」，設計學報，

創意表現。本研究結果界定評量創意數位廣告的準

20(1)，頁 69-85。

則有 28 項準則：
「符合策略的」
、
「能夠解決商業問

3. 林友琴(2015)，「創意與代理商該做哪些改變？

題的」
、
「原創的」
、
「與品牌具有相關性的」
、
「具有

創意如何被解放？」，動腦新聞，上網日期：

影響力的」
、
「具有參與的」
、
「有魅力的」
、
「具有娛

104 年 4 月 15 日，取自：http://www.brain.com.tw。

樂性的」
、
「與眾不同的」
、
「與產品有連結的橋樑」
、

4. 長尾啟樹(2014)，「只有行動，才有愛！」，2014

「互動性的」、「創意與媒體之間具有好的選擇性

Digital Love TIDAF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滾石

的」
、
「有感染力的」
、
「有故事性的」
、
「有邏輯的」、

文化，台北，取自：2014 Digital Love TIDAF

59

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 研討會，日期：103年 08

15. McStay, A. (2013). Creativity and Advertising:

月 27 日。

Affect, Events and Process. Routledge, New

5. 高 野 文 隆 (2014) ， 「 OLD DAYS→NEW

York.

DAYS」，2014 Digital Love TIDAF台北國際數

16. Mishra, P., Henriksen, D., & the Deep-play

位廣告節，滾石文化，台北，取自：2014 Digital

Research Group (2013). A New Approach to

Love TIDAF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 研討會，日

Defining and Measuring Creativity: Rethinking

期：103年 08 月 28 日。

Technology & Creativity in the 21st century.

6. 榮泰生(2014)，圖解網路行銷，五南圖書，台北。

TechTrends: Linking Research & Practice to

7. 維 基 百 科 (2014) ， 數 位 ， 取

Improve Learning, 57(5), pp.10-13.

自：http://www.wiki.com，上網日期：104年 04

17. Ogilvy, R. (1983). Ogilvy on advertising. Canada:

月 13 日。

Wiley.

8. Ang, S. H., Lee, Y. H., & Leong, S. M. (2007). The

18. Sheinin, D., Varki, S., & Ashley, C. (2011). The

Ad Creativity Cube: Conceptualization and Initial

differential effect of ad novelty and message

Validation.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usefulness on brand judgments. Journal of

Science, 35(2), pp.220–32.

Advertising, 40(1), pp.5–17.

9. Campbell, E. (2011). Evidence proves the future is

19. Smith, R. E., & Yang X. (2004). Toward a

now: Why great creative needs great research.

general theory of creativity in advertising:

Journal

Examining the role of divergence. Marketing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March,

pp.222–223.

Theory, 4(1/2), pp.29-55.

10. Creative Social

(2012)，數位廣告：過去、現

20. Smith, R. E., MacKenzie, S. B., Yang, X.,

在、未來(Digital Advertising：Past, Present, and

Brchholz, L. M., & Darley, W. K. (2007).

Future)(賴治怡譯)，小魚廣告網工作室，新北

Modeling

市。(原作 2010 年出版)

creativity in advertising. Marketing Science, 26(6),

11. El-Murad, J. & West, D.C. (2004). The definition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and

effects of

21. Strauss, J. & Frost, R., (2010)，網路行銷概論(洪
慧芳譯)，華泰，台北市。(原作 2009 年出版)

44(2),

pp.188-201.

22. Stuhlfaut, M. W., & Yoo C. Y. (2013). A tool for

12. Hawkins, D. T. (1994). Electronic advertising on
online

determinants

pp.819-833.

and measurement of creativity: what do we know?,
Journal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Online,

evaluating

18(2),

advertising

concepts:

Desirable

characteristics as viewed by creative practitioners.

pp.26-39.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19(2),

13. Hoffman, D. L., Novak, T. P. (1996). Marketing

pp.81-97.

in Hypermedia Computer-Mediated Environments:

23. Torrance, E. P. (1987). Using the Torrance Test

Conceptu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of Creative Thinking to Guide the Teaching of

60(July), pp.50-68.

Creative Behavior. Bensenville, IL: Scholastic

14. Kilgour, M., Sasser, S., & Koslow, S. (2013).
Creativity

Awards:

Great

Testing Service.

Expectations?

24. West, D. C., (1999). 360 of Creative Risk.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5(2), pp.163-171.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39(1), pp.39-50.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