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學年第 1 學期世新大學業界師資演講補助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壹、業界師資之教師資料表
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 政治公關
授課教師姓名：吳春成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汪和寧
戰國策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監

學歷

--

業界背景

--

演講主題

選舉新聞戰
談到台灣選舉許多人腦海中就浮現”奧步”二字，也為有
所謂奧步容易激起新聞衝突點，因此談起選舉新聞戰就不
得不從奧步認識起。此外，在策略面上，最常見的第一個

授課內容
是慘字訣，因為悲劇英雄較能賺選民熱淚，也容易衝高新
聞收視率，第二個是快字訣，無論是快打、快守都很重要，
因為慢到選舉投票結束後，任何真相都不重要了。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0/17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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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民意研究
授課教師姓名： 楊意菁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王業鼎
TVBS
TVBS 趨勢發展部總監/TVBS 新聞部民調中心主任
美國西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學碩士

學歷
東吳大學社會系學士
【主要經歷】
華懋廣告公司業務協理
聯迅行銷顧問公司總經理
業界背景

李奧貝納廣告公司媒體部及市場調查部總監
奧美廣告公司企畫部研究員
【專長】
民意研究、民意調查、媒體民調、趨勢分析、行銷調查

演講主題

你所應該知道的民意調查
內容主要分成兩大部分，首先介紹何謂民調，民調在做什

授課內容

麼以及什麼樣的問題與時機適合做民調報告。第二部分則
是拿出一些 TVBS 曾經做過的民調報導來與同學分享。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0/23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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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 品牌傳播
授課教師姓名： 黃光玉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陳建銘
米蘭經營策劃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學校)名稱
(Medialand Digital Strategy Limited)
現職職稱
學歷

策略總監
-【主要經歷】
曾任職於 JWT, Draftfcb, Euro RSCG Taiwan 等廣告公司
共 10 年 ， 2009 年 轉 至 數 位 行 銷 代 理 商 " 米 蘭 數 位

業界背景
(Medialand)"負責該公司為客戶提出的策略。
【專長】
數位行銷策略規劃、廣告策略規劃
演講主題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From “Born to die” to “Born to live”
由早期和信電信“輕鬆打”帶出 IMC 整合行銷傳播的概
念。並開始介紹 IMC 的規劃和流程，進行案例分析。接續
以新聞事件比擬成品牌傳播，解釋數位行銷在品牌傳播中

授課內容
的應用和影響。由前述數則案例引導出在「數位時代中做
廣告」的重要及變革，提出數位行銷在各領域中所造成的
改變，達到更有效的傳播效果。

5-3

102 學年第 1 學期世新大學業界師資演講補助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0/30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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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民意研究
授課教師姓名： 楊意菁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范凌嘉
udn tv /聯合報採訪中心
udn tv 政治中心主任/聯合報採訪中心副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2001/09-2010/07)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碩士 (1994/09-1999/06)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中心研究 (1998/10-1998/12)
【主要經歷】
聯合報記者、資深記者、政治組召集人、政治組長
(2003/06-2012/03)
總統府記者聯誼會會長 (2008/06-2009/06)
全國公信力民調公司研發部經理 (2000/03-2003/05)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政教組少尉教官 (1999/12-2001/02)

業界背景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1996/07-1998/09)
立委競選助理 (1995/10-1995/12)
第十三屆、第十五屆兩岸新聞報導獎報紙新聞報導優勝獎
2008

East-West

Center

Jefferson

Fellowship

(2008/09-2008/11)
聯合報系傑出表現獎 (2005, 2006, 2007)
2000 選舉研究碩士論文比賽第一名 (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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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連教育基金會出國進修獎學金 (1998/02)
全國大專院校租稅盃辯論賽最佳辯士 (1993/09)
【專長】
新聞採訪, 政治競選, 民意調查報導, 民調解讀
演講主題

民意、民調 媒體與公關操作
民意可以代表目前社會當中大多數民眾對某些議題的看
法，但大聲民意真的能代表真實嗎？講者提出多種實際例
子(選舉制度的不合理處、公投的盲點)來與同學進行討
論。而講者提出媒體對議題的關注程度及關注的重點，也

授課內容

可能會誤導民眾對當前民意走向的態度，因此，究竟應該
如何儘量探知正確民意，講者提出「科學化的民調」
，可以
得知民意的分布，但民調亦會有一些迷思出現，而民調也
可以成為媒體公關操作的工具，因此民意是有被操弄的可
能性，那麼如何知道民意，值得深思。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1/13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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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品牌傳播
授課教師姓名： 黃光玉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蔡昆錡
趨勢科技

行銷經理（Marketing Manager）

-【主要經歷】
台灣微軟整合行銷傳播經理
靈智廣告業務副總監

業界背景

桔實活動行銷專案經理
引起創意工作室 創辦人
【專長】
數位行銷、品牌管理、廣告溝通、活動企劃執行

演講主題

趨勢科技的雲端旅程
蔡經理主要是以其所服務的公司趨勢科技公司為例，向同
學介紹高科技品牌如何建立品牌、重新定位、調整品牌策
略。演講內容包括：
（1）趨勢科技公司原本的品牌定位；
（2）

授課內容
公司自成立以來每一階段如何針對行銷挑戰而調整品牌策
略；
（3）趨勢科技的新定位；
（4）歷年來代表性的廣告；
（5）
公司在產業上的定位、產品策略、行銷策略、品牌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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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活動等之間的關係；（6）科技公司的行銷經理之工作
內容。
由於蔡經理是本系 1997 年畢業的系友，他也分享了畢業
15~16 年來的職涯發展歷程與心得，告訴學弟妹應放大視
野，重視跨界能力的培養。由於他除了第一份工作是自己
找的之外, 其他都是別人引薦或「事求人」而獲得新工作，
這等於告訴學弟妹職涯上的辛勤工作，在人生後面的階段
有時會有非預期的豐收。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1/27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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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媒體關係研究
授課教師姓名： 邱淑華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黃東烈

公司(學校)名稱

彰化縣政府

現職職稱

新聞處處長

學歷

-【主要經歷】
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副社長
正中書局總經理

業界背景
城市快報社長
【專長】
政府公關、媒體關係
演講主題

地方政府城市行銷經驗分享
彰化的城市行銷主要分兩個方面進行深耕：
1.文創扎根
彰化政府積極地培養彰化的小朋友們學習小提琴，打造藝
文之都。

授課內容
2.舉辦具產業特色的活動
例如：葡萄公主選拔，得獎的葡萄公主可獲得公部門約聘
工作機會，
以及請金氏世界紀錄的評審員來評比巨無霸雞肉飯、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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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肉圓，藉此機會讓在地產業曝光，提升在地產業能見度。
主講者經營媒體關係上非常用心，他提醒我們：
1.危機發生時，危機處理應由專業人士出面，主管級人士
補充說明
並且要注意「魔鬼藏在細節裡」
，預測危機、建構危機應變
計畫、發現危機、隔絕危機、處理危機
2.平時培養與媒體主管間的良好默契，不要求媒體撤新
聞，而是要求提供版面刊登正面的新聞來平衡負面報導
平時培養與傳播媒體的良好關係，單位內設置媒體接待室
提供新聞採訪，並建立專業發言人制度，訂定溝通程序，
以應緊急之需。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1/27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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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 廣告學概論
授課教師姓名： 蕭湘文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林德昌
台達電子
全球行銷與銷售部部主管
-【主要經歷】

業界背景
國華廣告行銷研究員 / 數位行銷課長 / 營業經理
演講主題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as a Global Brand
講者和同學分享自身經驗，從一個只負責 promotion 的小
AE，如何達成自己的目標—4P 一手在握。透過自己剛踏入
職場摸索過程，讓學弟妹瞭解自己應該加強什麼樣的實
力，未來在職場上能更有競爭力；而後談到如何將台灣產
品、品牌推廣到世界各地，除了行銷的能力之外，能接觸

授課內容

產品、了解製造過程也是很大的關鍵因素。而進入不同的
產業後有不同的 TA，在廣告、整合行銷等方面，需要有更
廣闊的視野。老師也勉勵學弟妹們，不要害怕英文，在每
次上課、聽演講時，有不懂的專有名詞就作筆記，利用網
路資源先自我學習，必能夠累積更多資本，於未來派上用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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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1/28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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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互動式廣告
授課教師姓名： 曾鈺涓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杜建興
天工開物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台灣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
天工開物股份有限公司研發總監;設計科系出身，曾任職資
訊業 10 年，歷任程式黑手到專案總監，擅人機介面與系
統規劃。 2006 年起加入天工開物，從事科技與創意的整
合， 2009~2011 年並擔任經濟部商業司「展示科技先期研

業界背景

究計畫」計畫主持人，推動我國服務業創意地運用科技發
展創新應用服務。天工開物成立於 1997 年，是台灣著名的
多媒體互動裝置設計公司，擅於完美結合科技與藝術，屢
獲國際互動多媒體設計大獎。近期執行的專案，包含上海
世博會、台北花卉博覽會、北京科技館、Nissan 互動行銷
等

演講主題

「關於行動夢想館這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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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動夢想館的創作概念分享
授課內容

2. 夢想館應用技術介紹
3. 行動應用對未來展示的影響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1/28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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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互動式廣告
授課教師姓名： 曾鈺涓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楊子江
不來梅創意
策略部執行總監
-【主要經歷】
1996 擔任撰文，開始遊歷廣告。
2003 遠赴洛杉磯 2 年，深入亞裔族群行銷。
2010 投入數位創意至今。
多元化的作品，在台灣和中國贏得好評。
目前服務世界上備受推崇的品牌：

業界背景

NIKE、HITACHI、Skittles、Sony Music 和 BMW…等。
除了做創意，他也開始創造。
2 年內，開發 6 個數位商品。
2 個 APP 商品，登上 Apple store 免費排行第一。
其中，文青相機更引領風潮、蔚為話題。
【專長】
數位媒體行銷

演講主題

Context shapes content（來自一位滑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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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場
平台 idea
生活的改變
be a context player
你要跟人類互動
在哪個地點/時間說？
人們在參與的過程中會主動幫你傳播
what I have done before
二、案例分享
日立冷氣數位行銷案例：將臉書的虛擬互動轉變為現實見
面，朋友相約見面。
猛鬼拍立得：鬼月打造實體拍立得相機台，在華山與人互
動。
dreaming girls：改造 dreaming girls 的形象，不再只是
授課內容

宅男女神。
三、實務經驗
流浪狗問題：與九把刀的十二夜一同合作
發展新的 app：天使
四、結論
不是一直講數位技術多麼高深，而是要真的從人的角度發
想創意，真正要觸動人心。
五、問題
Q1.平時接到任務，如何發想創意？
A1.專業的創意人前幾年用到的是你的天份，接著是你需要
後天努力的素養，並且不斷的訓練你的專業。
Q2.未來向進入數位行銷產業，需要怎樣的特質？
A2.我們缺的是創意人才，一種是 thinker 一種是 maker，
但其實每個人都是 thinker 也是 maker，現在的創意人只
有一項功能是非常薄弱的，我們公司的 art 一定要對程式
編寫有一定的涉略，先決定路，再看自己需要的能力是什
麼？該會的東西都要會。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1/29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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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新聞傳播學院
授課課程名稱：媒體識讀
授課教師姓名： 陳一香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蘇在誠

公司(學校)名稱

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現職職稱

業務部整合行銷中心 主任

學歷

-【主要經歷】
中天電視、堤麥策略行銷有限公司

業界背景
【專長】
電視媒體企劃購買、整合行銷傳播、運動行銷
演講主題

節目收視率調查的應用與迷思
因應媒體結構轉換，有線電視該如何在此環境下生存，蘇
在誠先生特地帶來目前業界的生態分享，帶同學看電視收
視率與廣告的關係。由介紹早期有線電視史發展開始，接

授課內容

著揭露有線電視革命的收視率策略，也是為吸引不同閱聽
眾，造成電視台分眾化與家族化的現象。然而收視率是隨
產業變革下產生的標準，還是得在節目製作上精進，也呼
籲同學支持好節目，才是改善節目品質的根本方法。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02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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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廣告學概論
授課教師姓名： 蕭湘文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金明怡
日光啟藝行銷公司
行銷總監

學歷

--

業界背景

--

演講主題

網路廣告的應用
講者在演講中分享了現在數位行銷產業的發展趨勢，業主
在網路廣告的投放比例逐年的增加，已成為僅次於電視廣
告投放預算的媒體平 台。其中分享了一個 國外立可帶
Tipp-Ex 線上互動廣告的有趣案例(hunter and bear)。網

授課內容
友可以自由填上 youtube 影片上被立可帶塗掉部分的關鍵
字，而都會依照你所填寫的關鍵字而有不同劇情演出，是
一個相當有趣的案例!從此案例也可看出在網路上作廣告
創意性及互動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04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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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廣告學概論
授課教師姓名： 蕭湘文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黃瓊儀
創異整合傳播集團
執行長兼創集團發展長
--

業界背景

達彼思等廣告公司總監與副總經理

演講主題

廣告策略與企畫
講者在演講中帶來許多他們公司幫忙製作過的廣告作
品，並且從中講訴其企劃和策略內容!如她將廣告分為兩大
重要元素，為 Key visual 和 Key Word。在製作廣告策略
過程中，都要想盡辦法將上訴兩種元素植入消費者腦中，
使其對產品或品牌有記憶點。
也有分享廣告代言人費用計算方式和其有趣的合作過

授課內容
程，如代言人算法都為 1+1+1 的代言方式來洽談價錢，為
電視廣告+平面廣告+公開活動的代言方式。而刊播地區又
分為台灣區，大中華地區(大陸、臺灣、香港、澳門)或是
世界版權，而通常越大咖的藝人除要求費用越高之外，也
會要求越高的刊播地區播放版權。
從本次的演講當中獲得很多業界的實務知識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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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場非常精彩的演講!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04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5-20

102 學年第 1 學期世新大學業界師資演講補助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互動式廣告
授課教師姓名： 曾鈺涓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吳冠穎
木天寮互動雜工作宅
技術總監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班
【主要經理】
木天寮互動雜工作宅/技術總監

業界背景
【專長】
互動影像程式，數位藝術創作
演講主題

翻轉影像
當影像不再只是單純的記錄與播放，我們可以把更多的創

授課內容

意帶入現實之中，實體投影結合科技、藝術、舞蹈、建築
等不同領域後，所能建構的夢想將大過你的想像。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05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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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廣電系
授課課程名稱：傳播史
授課教師姓名： 邱慧仙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簡子軒

公司(學校)名稱

9x9.tv

現職職稱
學歷

專案經理
政治大學廣電研究所
【主要經歷】
台灣科學傳播計畫專任助理
9x9.tv 專案經理

業界背景
【專長】
數位影音策展
雲端電視產業分析
雲端電視與數位策展
演講主題
文化大學傳播學院 X 華視
因應數位匯流的來臨，簡經理介紹傳統類比電視到數位電
視以及 IPTV、OTT 的現況以及未來趨勢。由於現今數位發
展日新月異，內容產製者分家必爭閱聽眾的市場；閱聽人
授課內容
收看行為已從被動轉為主動，在頻道內容多樣化的選擇
下，簡經理講解內容如何與收看管道做結合，例如 Google
TV、電視 APP 等…。在技術上尚未成熟，不過，未來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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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人才，扶植內容產業。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10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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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 公共關係概論
授課教師姓名： 邱淑華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楊鎮全
TVBS 電視台新聞部節目專案組
資深文字記者
-【主要經歷】

業界背景

TVBS、東森電視台記者
【專長】新聞製作

演講主題

媒體公共關係
1. 講述媒體人、記者的工作為何?
- 拼速度

授課內容

- 拼線人多線索廣
- 有業績壓力要回饋觀眾讀者 沒新聞要生新聞
2. 媒體想要什麼新聞?
- 新的事物
- 有用的資訊
- 衝突的人事時地物
- 一樣的新聞找不一樣
3. 誰跟媒體打交道?
- 政府
- 公司宣傳人員
- 公眾人物
4. 如何打好交道?
- 充足設計好的畫面
- 有用的資訊
5. 公關的危機處理
- 遇到緊急狀況：第一時間處理，不要掩蓋說謊，展現
5-24

102 學年第 1 學期世新大學業界師資演講補助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誠意
- 遇上爆料內搜
6. 網路新時代
-真誠互動溝通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10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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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創作專題
授課教師姓名：丁菱娟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張裕昌
世紀奧美公關
副總經理

-【主要經歷】
張裕昌在各個不同領域當中服務過數個公司，這其中包含
金石堂書店、淘兒唱片行、金獅影音超特店、百視達、
eolTaiwan 及師德企管顧問公司(敦煌書局集團旗下子公
司)。張裕昌針對娛樂(特別在電影及音樂)、運動、文化及

業界背景
一般消費品產業有相當豐富的產業經驗，他有 10 年以上的
零售通路資歷及 8 年的企業管理顧問資歷。
【專長】
公關策略發展、議題發展與危機管理/處理、以及媒體關係
的發展與建立。
演講主題

經典案例分享
本次的課程中邀請到了奧美集團的張裕昌先生和我們

授課內容

分享三個公關的經典案例：海尼根白趴、長榮航空 I see
you、飛利浦睡眠呼吸終止症治療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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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尼根白趴的案例中比較了廣告公司與公關公司在
策略層面中扮演的不同定位，也提到這次案例成功的關鍵
是在於能夠引薦海尼根與高雄市政府溝通，透過協商使雙
方在本次活動合作並互相滿足需求。
另外，透過飛利浦及長榮 I see you 的案例中，一步
步帶領同學探尋公關策略背後的消費者洞察，並提供如何
在短時間內呈現成果影片的重要元素。
講者也於課程中不斷鼓勵同學提問，提到「只有透過
問問題才能得到你要的答案」
，這樣的特質也是職場主管在
識人首要看重的特質。這三個經典案例的分享，帶領同學
有邏輯的思考問出好問題，看見公關與廣告的門道。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12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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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公共關係概論
授課教師姓名： 陳一香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廖舒雁

公司(學校)名稱

先勢傳播集團

現職職稱

集團公共事務經

學歷

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 行銷傳播碩士
【主要經歷】
先勢傳播集團-集團公關事務經理/台灣台北
K&L 廣告公司(揚雅品牌傳播集團 Y&R Brands)-客戶業務主
管/美國紐約

業界背景
聯太國際公關顧問-特別專案助理/台灣台北
【專長】
企業行銷策略、公關活動規劃、公共關係、廣告企劃、簡
報提案
演講主題

公關企劃：互動行銷案例探討
「互動」為數位行銷公認的核心價值，然而設置於傳統的
技術與觀念的限制，業界將互動視為消費者利用單向廣告

授課內容

的方式，連結至網路留下名單，因此點擊率、點擊次數成
為網路行銷常用的績效指標。然而有品行銷才是現今最能
與消費者互動的數位行銷方式，透過來自品牌最原始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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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來與消費者進維持長期穩定的雙向溝通。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17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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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公共關係概論
授課教師姓名：陳一香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趙 琰

公司(學校)名稱

先勢行銷傳播集團

現職職稱

先勢事業群營運長

學歷

-【主要經歷】
先勢行銷傳播集團 先勢事業群營運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行銷傳播處處長
天下雜誌群行銷副總
奧美共關係顧問公司副總經理
【專長】

業界背景

擁有二十年行銷與公關的工作經驗，產業經驗豐富，領導
包括政府、科技、消費、觀光、精品、媒體等產業多元化
之品牌傳播、行銷、公關、企業形象、企業識別、危機與
議題管理等整合性傳播工作。服務企業包括國際型公關公
司、媒體，以及類政府機構（財團法人）
。除擔任行銷與公
關專業顧問外，並擁有公關獎項評審與品牌行銷與公共關
係講師之資歷。

演講主題

兩岸公關趨勢與人才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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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發展與媒體環境的關係緊密連結，台灣自解嚴以來公
關產業起飛(1987-1995)，直到受全國金融海嘯影響，進入
公關的震盪期至現今，因企業行銷預算削減採取低成本的
公關，也為公關產業帶來新的機會。趙營運長做為公關業
授課內容
前輩，引領同學觀看現今因網路與行動通訊發達所帶來的
趨勢：數位溝通的重要性、微創意的分眾行銷時代來臨。
而對岸的公關產業開始時間較晚，毛利高達 303 億人民
幣，急需公關人才，也是同學未來發展的機會。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18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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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公關專題研討
授課教師姓名：阮昭雄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林芥佑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
局長
師範大學大眾傳播所碩士班
【主要經歷】

業界背景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 局長
演講主題

政府組織的公關運作

授課內容

一、政府組織的公關運作
二、記者採訪的角色
三、記者在國內、國外採訪所扮演的角色
四、記者在新聞中扮演的角色
五、擔任競選團隊發言人的角色與定位
六、擔任政府組織發言人的角色與定位
七、與媒體互動的技術與忌諱
忌『四不一沒有』
 『不知道』
 『不清楚』
 『不便說明』
 『不便透露』
 『沒有這回事』
八、政治人物與媒體互動的機會
九、政府與媒體互動的機會
十、當前的政府部門如何進行媒體溝通？
十一、危機處理體系的建立
十二、面對 負面新聞處理原則
十三、發布新聞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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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新聞發布處理技巧
十五、跨局處機制資源整合運用，分層負責的層級角
色突顯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23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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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廣告與社會
授課教師姓名：戚栩僊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吳鄭賢
第一企劃（三星集團－綜合廣告代理商）
策略總監
世新公廣所碩士
【主要經歷】
新極現（電通集團－台灣高鐵媒體代理商）總經理特別助
理
群環科技（聯強集團－3C 產品代理商）行銷企劃部主管

業界背景

台灣電通（電通集團－綜合廣告代理商）行銷企劃部課長
PHILIPS（筆電研發）應用工程師
【專長】
品牌規劃、媒體通路規劃、市場調查、廣告策略規劃、消
費者研究、接觸點分析、e-Commerce、e-Learning、CRM

演講主題

廣告自律
由於廣告媒體生態丕變，從大眾媒體、到網路互動媒體、
社群媒體、行動媒體，消費者從被動消極的閱聽人轉變為

授課內容

積極主動的品牌訊息創作及傳散者。廣告與消費者的關係
也由過往的單向影響轉為雙向、互惠的對話形式，因此廣
告人的自律更應著重：（一）不作假、不欺瞞，（三）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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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經驗值，並尊重消費者觀感，
（三）品牌善因的倡導者，
而非產品銷售，（二）正向思考將企業社會責任(CSR)導向
「企業價值分享」(CSV, Corporate Shared Value)。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25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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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公廣系
授課課程名稱：危機傳播與議題管理
授課教師姓名：楊意菁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公司(學校)名稱
現職職稱
學歷

吳玳瑩
GROUPON 渥奇數位資訊
編輯部經理

-【主要經歷】
地圖日記客服、GROUPON 團購 PM、編輯部 marcom、編輯部

業界背景

副理、編輯部經理
【專長】
網路公關、網路行銷

演講主題

70%完美的關係—談團購企業的公關運作與危機處理
本次講者為 groupon 的編輯部經理吳玳瑩，演講當中提到
了兩大部分，第一主要是 groupon 的經營模式、與消費者、

授課內容
店家之間的關係，第二部分則是提到經理在加入 groupon
公司之後，工作的點點滴滴分享。
共 1 次，
上課日期

102/12/26

總次數及時數
共 2 小時

5-36

102 學年第 1 學期世新大學業界師資演講補助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貳、業界師資成果資料
原授課老師：吳春成
業界師資：汪和寧
演講日期：102.10.17
講師簡介

我的工作
類別

汪和寧

戰國策
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監
復興廣播電台
「兩岸櫥窗」 主持人
世新大學口傳系講師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講師

委託單位
經濟部

計劃名稱
經濟部整體政策宣導行銷案

期程(年度)
2010-2012

食品藥物管理局 「建立食品風險議題良好溝通機制」案 2012
言論溝通暨
危機處理類

危機處理及策略研擬、府會溝通、演講辯論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研究所碩士
戰國策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監(2007-迄今)
立法院國會法案助理(2000-2001、2005-2007)
台北縣議員服務處主任(2001~2005)

媒體溝通暨
公關操作類

圖片說明：演講 PPT

能源局

國內能源相關輿情分析及因應策略

2011-2012

考試院

考績法修法暨言論形塑

2010

衛生署
經濟部

全民健保法修法暨健保費率調整
兩岸經濟合作文宣小組

2011-2012

疾病管制局

H1N1新流感防治與疫苗接種宣導案

2009

疾病管制局

媒體溝通暨政策行銷案

2008-2012

衛生署

衛教列車

2009-2012

能源局

成果發表暨研討會

2011

衛生署

全民洗手運動宣導計畫案

2008-2010

2009-2010

圖片說明：演講 PPT

辯論資歷

辯論資歷
1991 蘇州盃辯論比賽季軍
1993 文化大學新生盃辯論賽冠軍
文化大學新生盃辯論賽最佳辯士
精英盃辯論賽冠軍
1994 精英盃辯論賽冠軍
保育盃辯論賽季軍
台北市議會盃辯論賽殿軍
1994 大專盃辯論賽冠軍
大專盃辯論賽冠軍最佳辯士
2004 海峽兩岸盃亞軍
海峽兩岸盃優秀辯手














圖片說明：演講 PPT

1993-2012歷屆金陵盃蘇州盃裁判
1994-2012歷屆精英盃裁判
1995-2012歷屆大專盃、租稅盃、獅子盃、大政盃
大法盃、青年盃、親民盃、科技盃裁判
世新口語傳播系辯論學助教
文化大學演辯社指導老師
松山高中演辯社指導老師
金陵女中演辯社指導老師
竹林高中演辯社指導老師

圖片說明：演講 PPT

選舉入門第一課認識奧步

這些只是例舉~
變相賄選：組織動員旅遊、開會吃飯、領取贈品
調虎離山：投票日辦理旅遊
黑函攻擊：司法判決、八卦故事
圍點打援：佔造勢場地、行政介入、攻佔媒體
深入敵營：策反敵將、培養臥底
嫁禍栽贓：幫對手賄選、破壞敵營形象作為

散布謠言：編故事、假民調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圖片說明：演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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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策略-慘字訣

候選人或團隊就比一個慘字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圖片說明：演講 PPT

選戰策略-快字訣

錯過一點就失去很多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圖片說明：演講 PPT

至今未解的謎團？




生病、被打、下跪，要的都是同情票

政策行銷的兩個層次

319槍擊案-民進黨險勝寶座
連勝文槍擊案-國民黨穩守三都

有科學
的層次

政策
有哲學

的層次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圖片說明：演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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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行銷建議具體作為
類別

建議項目
說明
宣導行銷策略規劃 每年需要行銷策略規劃
包括平面、電子媒體報導；
每日輿情觀測及焦
政論節目相關評論、網路輿
點議題分析建議
情
輿情觀測、
觀測範圍包括平面、電子媒
危機處理及 每週輿情觀測及公
體報導、網路輿情；分析後
媒體互動
關操作建議
檢討因應作為
輿情小組危機診斷後提出因
危機處理
應建議

哲學層次爭議
將使危機升高
科學層次爭議

容易消除危機

建立媒體互動平台 定期舉辦媒體溝通會議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圖片說明：演講 PPT

類別

執行項目
說明
規劃及舉辦具新聞
爭取媒體版面擴大政策成效
議題性宣導活動
舉辦議題活 規劃及執行(例行)
定期與媒體互動並提供資訊
動及記者會 記者會
按宣導主題視實際需求，發
其他政策行銷活動
揮創意提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類別

執行項目
說明
海報、廣播帶、卡
配合廣宣通路及活動印製及
宣導品製發 片、布條、DM、手
發送
冊………等

圖片說明：演講 PPT





1. 中國時報、經濟日報態度最友善
統計就去年度偏好在標題引用新聞的報別觀
之，報導量最高依序為
中國時報(21.2%;n=20)
經濟日報(21.2%;n=20)
聯合報 (15.9%;n=15)
工商時報(14.8%;n=14)
自由時報(13.8%;n=13)
聯合晚報(9.5%;n=9)
報導量最少為蘋果日報(3.1%;n=3)。

圖片說明：演講 PPT

2.媒體重視A議題甚於B
根據統計結果，同樣是與民眾相關的議題，
B相關新聞露出30則，該單位A議題相關
新聞露出64則，顯示媒體重視A議題甚於
B。
 別於其他六報，特別是統計自由時報的
13則報導中，顯示A與B報導呈現持平
(7:6) 。


3.負面新聞以自由、聯合最多，甚用特稿
與社論處理
 監測期間，統計負面新聞有9則，其中以
自由時報負面新聞有4則，其次為聯合報
有3則，而聯晚和中時各報導1則。尤其
在分析自由、聯合和聯晚負面新聞報導版
位，發現自由皆出現特稿，聯合和聯晚甚
至以社論處理，建議針對上述報紙，今年
須特別加強媒體中高層溝通。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圖片說明：演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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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時報以ooo的報導量最多
統計記者報導數量，發現尤其以中國時報
ooo報導數量最多，多著重在A。建議未
來如有高風險議題須加強宣導，可針對該
記者作為重點預先溝通對象，降低危機發
生時的情形。





圖片說明：演講 PPT

5. 蘋果日報須強化新聞操作，突顯單位觀點
蘋果日報若標題搜尋相關報導，數量僅有3
則，但若以內文關鍵字搜尋，則出現的新聞
量則較多(如：2011/12/1-2011/1/19，新聞
量就有8則)。顯示蘋果普遍仍呈現不偏好引
用官方報導，即使蘋果屬性喜好報導與民生
消費相關高的新聞，建議處理新聞業務窗口
或發言人，可透過個別提供詳盡A或B比較
製表方式，主動提供記者，加強露出可能性。

圖片說明：演講 PPT

衝突感的吸引力也是重要的

一副畫面是不可少的

2010-2011 CDC「世界愛滋病日」政策議題宣導記者會
新聞宣傳效益無價！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圖片說明：演講 PPT

搭上名人更是家常便飯

類別

數位行銷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執行項目
說明
建置及維護政策廣
設計、改寫及更新政策訊息
宣主題網(部落格)

建置及維護單位及
facebook為主
首長社群網站
入口網站、搜尋引擎、相關
議題行銷
網頁或社群網站刊登廣告
危機處理
緊急事件宣導或澄清
網路活動
企劃、執行、通路及廣告
新聞熱字、話題廣告－即時
回應
首頁即時廣告－緊急訊息
創意特色通路規劃 部落格廣告及部落客合作－
輿論議題
facebook等－社群網路
內容聯播網－特色媒體

圖片說明：演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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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局寶寶合成器
•

寶寶合成器

上傳男女照片，即可合成寶
•

寶，高度個人連結
•

亦引發媒體高度關注

上傳過程中置入訊息，

•

不著痕跡的政策宣導
•

即便沒有實體活動，

超過21則的新聞露出，
8家電子媒體報導。

先玩（合成寶寶）
再分享（分享到臉書）
再授權（進一步抽獎）

•

結合知名部落客圖像內容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圖片說明：演講 PPT

類別

2010勞保局「挺你的幸福-寶寶合成器」網路案，兩個月
內突破兩百四十萬次瀏覽量。

圖片說明：演講 PPT
類別

執行項目
國會及政黨溝通協
助
媒體溝通與公關課
程

其他作為
數位行銷

效益評估

執行項目

說明
除採購頻道時段託播外，亦
可提供戶外大型屏幕、車站
CF拍攝及託播
月台電視或公益時段、網路
影音平台等播出
分影音新聞、影音白板(專題
自製影音新聞(白
報導型及政策說明型) 、記
媒體訊息產 板)
者會紀實等類型
至及通路採
購
全國性、聯播網或特定電臺
廣播媒體
託播廣告
報紙及雜誌等委刊廣告或廣
平面媒體
編稿
公車車體、車站燈箱、戶外
戶外媒體
大型屏幕、車站月台電視等

圖片說明：演講 PPT
說明
國會觀察諮詢與政黨黨團溝
通
媒體互動溝通技巧、新聞稿
寫作優化等
1.重要網路論壇資訊操作
2.強勢入口網：知識平台操
作、線上民調、話題專訪/
政策專題、公共消息平台
上稿、消除負面熱門關鍵
字搜尋、編輯台溝通等
3.建立影音平台頁面

宣導成效或施政滿
透過電話民調
意度調查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圖片說明：演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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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楊意菁
業界師資：王業鼎
演講日期：102.10.23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1

圖片說明：王業鼎老師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講者演講內容豐富

圖片說明：老師、學生皆認真聽講

圖片說明：楊意菁老師為演講做結論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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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黃光玉
業界師資：陳建銘
演講日期：102.10.30

圖片說明：本次演講主題

圖片說明：黃光玉老師介紹講者

圖片說明：陳建銘先生

圖片說明：老師、學生都勤做筆記

圖片說明：演講現場情景

圖片說明：陳建銘先生演講內容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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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楊意菁
業界師資：范凌嘉
演講日期：102.11.13

圖片說明：本次演講主題

圖片說明：范凌嘉先生演講情景-1

圖片說明： 學生皆認真聽講

圖片說明：范凌嘉先生演講情景-2

圖片說明：范凌嘉先生

圖片說明：老師、學生聽講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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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黃光玉
業界師資：蔡昆錡
演講日期：102.11.27

圖片說明：黃光玉老師介紹講者

圖片說明：蔡昆錡先生自我介紹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他系老師也前來聽講

圖片說明：學生提問情景

圖片說明：講者用心回覆同學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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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邱淑華
業界師資：黃東烈
演講日期：102.11.27

圖片說明：邱老師與講者、學生合影

圖片說明：邱淑華老師介紹黃東烈先生

圖片說明：黃東烈先生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黃東烈先生

圖片說明：演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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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蕭湘文
業界師資： 林德昌
演講日期：102.11.28

圖片說明：林德昌先生

圖片說明：林德昌先生演講情景-1

圖片說明：林德昌先生演講情景-2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1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2

圖片說明：蕭老師與講者、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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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曾鈺涓
業界師資：杜建興
演講日期：102.11.28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講者案例分享

圖片說明：學生認真聽講

圖片說明：杜建興先生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學生除了聽講也邊做筆記

圖片說明：演講現場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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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曾鈺涓
業界師資：楊子江
演講日期：102.11.29

圖片說明：演講

圖片說明：楊子江先生

圖片說明：楊子江先生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1

圖片說明：案例研討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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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陳一香
業界師資：蘇在誠
演講日期：102.12.02

圖片說明：演講 PPT

圖片說明：蘇在誠先生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陳一香老師與同學認真聽講

圖片說明：同學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蘇在誠先生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演講內容精彩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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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蕭湘文
業界師資：金明怡
演講日期：102.12.04

圖片說明：金明怡小姐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台下同學認真聽講

圖片說明：講者分享許多案例

圖片說明：講者演講內容豐富

圖片說明：蕭湘文老師做最後結論

圖片說明：蕭老師與金明怡小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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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蕭湘文
業界師資：黃瓊儀
演講日期：102.12.04

圖片說明：黃瓊儀小姐

圖片說明：黃瓊儀小姐演講生動、有趣

圖片說明：講者分享精彩的案例

圖片說明：講者與蕭老師互動情景-1

圖片說明：講者與蕭老師互動情景-2

圖片說明：黃瓊儀小姐演講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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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曾鈺涓
業界師資：吳冠穎
演講日期：102.12.05

圖片說明：吳冠穎先生

圖片說明：台下學生勤作筆記

圖片說明：學生皆認真聽講

圖片說明：演講現場情景

圖片說明：吳冠穎先生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曾鈺涓老師為演講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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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邱慧仙
業界師資： 簡子軒
演講日期：102.12.10

圖片說明：簡子軒先生

圖片說明：本次演講主題

圖片說明：台下學生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講者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演講現場情景

圖片說明：簡子軒先生案例分析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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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邱淑華
業界師資：楊鎮全
演講日期：102.12.10

圖片說明：本次共有兩位講者一同前來

圖片說明：講者自我介紹

圖片說明：講者提問讓同學回答

圖片說明：演講現場情景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講者提供學生不同的思考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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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丁菱娟
業界師資：張裕昌
演講日期：102.12.12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張裕昌先生

圖片說明：講者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張裕昌先生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台下學生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講者與同學互動情景

5-56

102 學年第 1 學期世新大學業界師資演講補助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原授課老師：陳一香
業界師資：廖舒雁
演講日期：102.12.17

圖片說明：本次演講主題

圖片說明：演講現場情景

圖片說明：同學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廖舒雁小姐

圖片說明：廖舒雁小姐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講者與學生互動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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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陳一香
業界師資：趙琰
演講日期：102.12.18

圖片說明：趙琰小姐

圖片說明：演講現場情景

圖片說明：學生認真記錄演講摘要

圖片說明：趙琰小姐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台下同學聽講情景-1

圖片說明：台下同學聽講情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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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阮昭雄
業界師資：林芥佑
演講日期：102.12.23

圖片說明：阮昭雄老師開場

圖片說明：林芥佑先生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林芥佑先生分享自身經驗

圖片說明：老師、學生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林芥佑先生

圖片說明：講者與學生互動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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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戚栩僊
業界師資：吳鄭賢
演講日期：102.12.25

圖片說明：戚栩僊老師介紹講者

圖片說明：學生專心聆聽

圖片說明：吳鄭賢先生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

圖片說明：台下學生認真聽講

圖片說明：吳鄭賢先生演講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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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楊意菁
業界師資：吳玳瑩
演講日期：102.12.26

圖片說明：演講現場情景

圖片說明：吳玳瑩小姐演講情景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1

圖片說明：學生與講者互動情景

圖片說明：講者作經驗分享

圖片說明：學生聽講情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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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擴大業界師資演講活動回饋表
原授課老師：吳春成
業界師資：汪和寧
演講日期：102.10.17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2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3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3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2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3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3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選舉策略
 主題
 CSR
 老師講述關公成為神祉的由來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政治選舉新聞戰，及認識奧步
 案例
 案例分享
 藉由關公，讓我反思社會現象與歷史演進及集團利益的問題。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對選舉策略的認識與看清
 故事分享



案例分享
了解這個世界人外有人，計中有計！

4.其他意見與建議：
 No
 老師負責的課太少了，希望多些課，能來一些秘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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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楊意菁
業界師資：王業鼎
演講日期：102.10.23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3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1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0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3.7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0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0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講師會以熱絡的態度演講，且常破音，很有趣
 是 TVBS 新聞台來演講
 民調如何幫助客戶達到目標
 民調的準確性
 民調分析準確性
 幸福指數的調查和社經地位的關係











民調的實際操作
民調數據是活的，從這些數字可以得有趣的結果
實務分享
選舉民調預測，和選完結果之間的差距如何控制到最精準
對民調操作方式有所了解
民意調查的系統
案例分享
電子媒體的民調機構背後營運方式以及範圍
政治人物選舉民調部分 ex：顏清標
案例分享






民調形成
了解民調實際的運作狀況
廣告播放
除了民調外，還有一些關於公關方面的東西，才知道所學的東西其實都息息
相關
民調產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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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不同的民調題目











民調對社會的影響
統一蜜豆奶廣告剖析
如何進行民調增加準確度
顏清標請演講人做民調
市場在媒體報導中看見民調，能聽其中故事相當有趣。
民意調查實際案例分享愛
民調實際操作方法
TVBS 的調查系統
案例分享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多了解到民意調查的重要性









民意調查的真實狀況，運作模式
案例的分享
TVBS 民調中心的民調過程、訪談過程
no
領導品牌不易被超越，取代
Big Data！數據的力量
很多來自業界的案例
實際的案例去了解民調的重要













演講者經驗配合課程
民調的產生以及應用
實際案例
實際經驗
台灣選舉、政治任務各式民調研究的案例
民調常會遇到的狀況
講者經驗由廣告策略和民調問的關聯
Big Data ->策略
了解民調實際的運作狀況
統一蜜豆奶
民調所遍及的影響，還有許多有趣的案例跟應用








案例分享
未表達意見的選票才是真正重要的
民調的案例
例子很多
民調也可提供政治候選人發想策略
民調結果可以提供策略給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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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咖啡、華航、蜜豆奶的廣告案例






能知道數字背後的故事，數字背後的運作。
好的民調能使策略更精確的對中問題核心
數據是策略後的 support
廣告內容與消費者調查的重要性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讓我多了一些智慧
 無
 更了解民調中心的工作內容
 運用民調清楚知道民意心態，做有效策略



no
更了解民意調查的重要性










數據的力量
了解 TVBS 民調中心的運作
得知民調相關案例
了解民調的應用
民調及相關發展的策略分析(危機議題管理)對實際事件發展的影響程度
知道民調的實際情形
趨勢觀察
了解民調實際的運作狀況












縮短時間
業界的許多案例對以前所學的東西有整合的效果
了解民調與策略的關係
了解民調
數據對於策略非常的重要
更了解民意調查的調查過程是個有趣、具挑戰性的工作。
了解民調數字不僅是數字，除了掌握民調所向，更能對症下藥逆轉勝。
善用民調是很重要的
學好統計學
廣告訊息聚焦

4.其他意見與建議：
 無
 無
 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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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無
no
good
no
great
圖表太多，希望 PPT 可以簡單一點
無
政治民調的地方比較悶，想聽更多廣告方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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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黃光玉
業界師資：陳建銘
演講日期：102.10.30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3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5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5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4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4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5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最後的問題跟案例
 對於策略上的一些 idea
 案例
 廣告的變化
 很多案例，使我更容易了解
 分享案例











了解職業生態，企劃案的方法
分享 Cross Media Commercial 的案例分享
正式的企劃案大概長怎麼樣
廣告的演進
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famous for 15 min.
廣告從以前到現在的差異
數位科技與廣告之間的關聯
IMC
大部分都還認真聆聽
老師說的"創造經驗"!








案例
看之前的提案
分享案例
實際案例分享
案例介紹發想
創意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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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案例分享
廣告&101 的案子
廣告案例
夜電廣告
講者本身的經歷、想法、觀點
應該多關注"人"
案例分享
這是什麼鬼?
講者本身的真實案例
從頭到尾都很白話好懂，很實用
講者針對各廣告公司給同學的一些建議




案例部分
他說了業界的很多事







競品不光只是同性質，是網路上各式各樣的內容
提案(Taipei101)
未來系上同學可以進入何種公司或部門工作
101
輕鬆打的廣告案例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最後的問題跟案例










知道現今數位廣告的形式
很多案例，使我更容易了解
對未來更有打算，對相關行業比較有了解
了解職業生態，企劃案的方法
更了解數位行銷的生態，以及說了一些實用的應用媒體觀點。ex:Creating
born to live, not born to die...
看到幾個很好的案例
老師問的內容跟講師分享的經驗
活動設計
Creating things born to live, not built to die.








如何洞悉消費者
數位科技與廣告之間的關聯
廣告私底下的一面
AISEC
"經驗"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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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些現在職場的狀況













想法-多讀書多聽多看
案例介紹發想
創意發想
Great!
廣告(80 年代)
講者本身的經歷、想法、觀點
對以後的工作有幫助
創意是為了創造出來能生存，而不是創造出來很快就消失了
對實際在跟業主做 present 時的呈現方式
案例部分
Creative things, born to live, not born to die




廣告結合數位，互動
無





保障世新每年兩名可進入米蘭公司
業界人才需求習性
了解如何從 Born to Die 轉變為 Born to live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激發其他的思考
 對未來就業的幫助












相信未來對自己更有幫助
了解職業生態，企劃案的方法
一定要爭取實習!
數位公司
要有夢想
策略的重要
與傳統不同之處有更深的了解
經驗的重要性
思維方向
考慮要去實習的公司
給同學的意見








對職場生態了解許多
案例介紹發想
創意發想
Great!
101 網站
對業界了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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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目標，了解自己的方向









更了解公關公司的運作
要多看書，多看一些人事物，將來面對客戶設計廣告時會較有經驗
老師對講師的提問很精闢，講師的回應也很經典!
多看書
無
台灣電通的評價
對數位必須更了解才能進入這樣的研討

4.其他意見與建議：


good




Good!
無



無









no
案例介紹發想
水!!!
沒有
無
無
無




可以再多一點經驗分享
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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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楊意菁
業界師資：范凌嘉
演講日期：102.11.13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5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6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2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2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3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4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舉例的地方
 民意的操作
 民意
 案例分享
 演講內容精彩!
 案例分享



民意的多樣式及意涵
何謂民意










no
民調
民調進行方式不同，會造成完全不同的結果
選舉制度中的缺口
過去各種知名案例之解析
民意洞察方式
如何操作民意
選舉制度中的缺口




選舉是否代表民意？這部份讓我更了解各國有趣的選舉制度。
探求民意，不僅只因求精確數字，如挪威總理當小黃下鄉親近民眾，更有機
會聽到不同的聲音，同時個好威，也是一種公關手法。
各國的投票方式
演講者生動的講評，內容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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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民意的意思
 許多案例的分享
 民調
 民意有四種面向
 民意強度
 了解許多不同國家選舉制度
 民意有很多操弄的可能
 民意多面向
 瞭解民意本質
 業界實際操作方式










民意是複雜的，有許多地方可以操弄
更瞭解我們民意投票的內容和過程
民意的各種面向(民意的數量與音量&強度)
釐清民意的基礎概念如何應用
更了解民意與民調的差異
民意調查
民意的特質俱兩個面向：強度與數量，而大聲不代表即是多數的聲音，例如
許多弱勢(不論少數多數)都是小聲的。
選舉民調差異影響
實際案例的說明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民意初一十五大不同
 民調如何做
 了解民意之內涵
 原來選舉和民調可以如此多樣性
 各種民調法對民意的影響
 了解民意調查
 民意聲音越大不代表多數
 民意是相當有趣的，且探求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結果也截然不同。






思考如何讓沒有辦法發聲的團體發聲？
透過實例解析更加瞭解民意的現況
知道民調實際之操作影響的力量
民意其實是政治公關最大的核心，但民調在技術性差別上就會出現不同結
果，所以公關應利用此操作。
更了解民調的方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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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角度認識民意

4.其他意見與建議：
 謝謝
 很有內容的一次演講
 老師很風趣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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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黃光玉
業界師資：蔡昆錡
演講日期：102.11.27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1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1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3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3.9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2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3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兩支廣告的比較
 對就職路程的經歷分享
 講者親身的歷練故事
 系友經驗傳承，跨界思考方法
 關於職場應對
 不同企業的經驗分享








LOGO 選擇的想法 T-ball
本科系學長演講，有親近成
職場經驗分享
職場經驗
講師經歷
Q and A 的部分
創業





Q&A
經驗分享
企業生態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對就職的意見
 講述有關訊連的事
 了解趨勢科技
 網路駭客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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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機會走





職場經驗分享
同上
現實




Q&A
經驗分享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實習是很重要的
 對未來的方向，對自己的信心
 了解所學在實際工作中的運用
 知道很多企業內容



考慮實習
要認真學習









重新思考工作的狀態
實習很重要
職場經驗分享
同上
未來思考
了解職場
經驗分享

4.其他意見與建議：




Good
太多專業術語
開頭講述趨勢和 QA 的狀態有頗大的差距




good
學長人很好，分享很多東西，但趨勢科技的部分還是聽不太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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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邱淑華
業界師資：黃東烈
演講日期：102.11.27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7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7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8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5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7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7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城市行銷
 政府與媒體的互動，地方行銷
 結合實例的分享，老師生動的演講
 地方行銷
 介紹政府的行銷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政府與記者的溝通方式、模式
 講師的實務經驗非常豐富，讓人受益良多，尤其在於地方特定行銷部份
 了解了部門設置及具體行銷案例的分享
 創意地方行銷
 彰化縣府行銷之實務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危機處理的處理方式，與媒體的相處方式，要以專業的角度及人才切入
 行銷技巧、媒體關係
4.其他意見與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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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蕭湘文
業界師資： 林德昌
演講日期：102.11.28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1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2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4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3.9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1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5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求學的過程






B to B
職業生涯的轉變和經驗分享
在各個公司不同職位所需要的專業
一個新品牌的發展
Pelta 的品牌，brand 的走向和表現，品牌的功能和背後的功能，











Branding&Marketing、CI 的轉換
演講者的工作經歷和成功的案例
學長的人生經驗，轉換職頁的過程
Delta 品牌營造
公司選擇新鮮人"激烈"的過程，學長姐給的建議(實習..)
台積電子一個非直接行銷於大眾的公司是如何對公司 or 特定群眾行銷
講者闡述他的工作歷程
IBM 的行銷
講者職場經歷
演講者的豐富的經歷，以及勇於追求自己想要的目標








職場實務的分享
B to B 跟 B to C 的概念
主講人職場經歷
認識各種領域多樣化的品牌
Delta 品牌的相關介紹
內容，品牌大多都是科技電子相關，始對這方面不熟悉的我備感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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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實務，生涯歷程













品牌建立的步驟(包含個人品牌)
如何將一個品牌從小名聲推廣到大名聲，甚至從國內自己推至全球知曉
4P、BtoB 雨 BtoC 的不同
他平常所作的工作內容和他的自身經歷
演講者的職業歷程
就算只是新鮮人，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到好的機會
學長姐的職業工作內容
產業界的現況與未來社會的現實面
了解相關產業，以及本科系未來可行的道路
B2B 和 B2C 的不同，IBM 買網球四大公開賽的獨家贊助的案例
演講者的職涯




行銷策略
講師之生涯歷程分享










講述職場生涯歷程
品牌行銷(國際)
與不同的公司之中可以學到什麼
講者的個人歷程
業界老師的職場經歷分享
講品牌台灣的競爭過程
學長從業經歷的多元與始終不變的目標追求
學長對經歷的介紹和建議











了解 B2B 商品的傳播方式
學長從 4E 到經理的職業生涯
工業廣告的操作過程
一開始秀的情感/功能性利益的部分，正好與現在上課內容契合
影片
企業轉方向發展
知道公司如何運作
喜歡最後品牌行銷的 PPT，從核心內容到利益價值，所有品牌都具有它背後
研究的難度
了解廣告業的運作








講者的經歷
因為講解者也是從事廣告職業的，因此會很想聽聽他的職場生涯
主講人是學長及剛畢業的新鮮人
行銷部門的分工項目
BtoB or BtoC 演講是工業產品做促銷所以跟我們一般接觸的不一樣
把台灣形象品牌推展出去的概念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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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東西




講解人把自己工作歷程說出來
講者的工作歷程，如何把主要從事代工的公司轉換為以品牌為主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求學的過程
 語言+專業
 雖然演講的內容中提到的名詞有許多聽不懂，但不至上還是能了解案例分享
和職業介紹
 一個品牌要推向讓大眾所知是需要整個團隊的努力
 提高自己的能力，私立學生要更加油












演講人在職場上的心路歷程，在職場中遇到的事情，和介紹自我公司
知道更多關於廣告，產品行銷，品牌操作的內容
多了對"全球化"的概念
對職場新鮮人的建議
業界生態
對於全球競爭市場中台灣所擔任的角色仍處弱勢
接觸到品牌行銷及品牌經營的知識
英文要好
B to B 及 B to C 之間的不同
市場行銷的不同
了解未來的競爭力，如何提升自我






繼續努力提升自我競爭力
B to B 跟 B to C 的概念，Consumer vs Client
如何推廣本土品牌
對於職場的概念雖有些距離和含糊，但確實讓我更了解和激起對廣告公關更
大的興趣
多了解產品的訂位，競爭者實力來對產品進行宣傳
學長的積極度，現在的成就來看實在難以想像學長是哲學系畢業
IBM、台達 Delta，策略分享
深刻的了解語言的重要和專業的結合的互動，如何去找到目標群眾和訴求方
向











我們平常所接觸的都是民生消費的周邊產品，今天聽到了平常不會碰到的偏
工業產物
確認品牌核心內容與價值，BtoB 與 BtoC 存在不同的操作方式
不一樣產業(品牌)的工作內容和策略
了解廣告公司的分工，每個單位應如何配合
雖然可能學歷不是最頂尖的，但是多充實自己，多去學習，還是有可能會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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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絲的機會












該多充實自己，提升自我競爭力
全球化社會來臨，眼光要更宏亮寬廣
講者說明個人的職場歷程，其過程與經驗感想
大中華地區中，台灣的衰退和邊緣化的事實
英文非常重要
行銷，廣告，與全球性的連結，英文很重要，針對產品 TA 做廣告
行銷策略
英文的重要及業界初視野
認識了好多品牌的定位
4P
關於當廣告人，產品經理一路的追求




行業的具體流程與不同領域的異同
更多的了解關於產品和行銷的流行，感覺到了實際案例









核心利益，台達的行銷策略
了解到銷售的全新部分，對廣告的意涵了解加深
做"打不死的蟑螂"
品牌行銷的方法和品牌的形象建立
了解職場生態和就業現況
對工業領域的廣告有更多的了解
最後同學提問的部分，老師也清楚的回答 TA 的部分，consumer 和 client
的部分，針對主要客群精準回答，而非對全大眾





學長知道自己要什麼所以努力前進並達到
人生一定要不斷的努力
透過演講老師述說他的求職過程，才發現其實我們尋求的工作不只有一種可
能性，指要我們擁有自我提生的能力，也能闖出多樣性
了解不同工業廣告的公司
分享業界的生態
了解如何從大學、研究所過度到工作階段
聽到業界工作流程，品牌塑造的完整過程
一些術語，看到公司對於行銷與品牌的運作
工業產品促銷的行銷












communication positioning & communication. Slogan & core Association
的過程連結
最後的問題和回答
知道出社會後的實況
轉行過程，不是一下子就能形成，可能需要花費數十年，才能完整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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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對業界生態更了解
 推動台灣品牌
 對於未來從事的行業雖未有明確決定，但聽了演講後有了更多的方向和想法
 知道目前在業界中的競爭力所在
 語言對於未來傳播業界走出國際的重要性，讓品牌 Marleting 提升致 brand
loyalty 的重要性
 希望自己也能像演講者一樣多方嘗試、增加自己的工作歷練
 明確了自己需要如何為就業作準備
 更加了解自己時間不多了，要更積極，準備更充份
 外文能力十分重要，且處事須放眼全球












讓我更確立原本的目標─為台灣品牌效力
要具有英文能力才會有競爭力
未來可以有更多機會把能力提升而進職場
認真到現實社會所需具備的能力不單只有課堂上所學，實質經驗才是累積實
力所在
了解工業產業的背景故事和策略
理解職場現實面
覺得廣告真的很強大:)
了解更多關於廣告
啟發了我對這行的想法，讓我更有動力去走這條路
多找一些實習機會，學習相關知識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視野的寬廣，一直以來自己都把未來想得太窄，世界想得太小，但學長的經
驗讓人拓大視野
了解實務面，增視野 SCOPE
對未來的走向會有更深刻的了解與目標
學長一路走過很多不同的領域，現在落腳在此，他的「打不死的蟑螂」稱號，
令我佩服
需多求得實習機會，英文能力要提高
讓我更了解職場生態
之後的工作不一定跟本科系有關，最大的差別在於己身的努力
了解以後的職場生態，並且知道在現在的時代下，所需要的自身條件是什麼








對未來的更多的想法，要多充實自己
英文很重要，未來是全球化的世界，英文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對未來就業有更深，更現實的理解
再次體會到語言能力的重要性
對工業產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英文要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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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加強英文













語言能力超級重要
DELTA 工作生態、流程
更好規劃人生
要主動出去，掌握自己的職業規劃，勇於接受挑戰
對廣告行銷的理解更加深入，對自己的未來求職方向進行了初步考慮
廣告人要做 4P
拓寬了我對廣告的認識面
要在未來的學習和職場中不斷挑戰
非普通受眾的傳播
再次了解英文重要性
增加新的知識



了解廣告並不單是對大眾的溝通，而是也有區分性的針對某客群，一個相當
大的改觀









了解非消費性產品該如何運作
英文能力很重要
一定要增加自己的英文能力
一個品牌的呈現背後是非常龐大的團隊齊心努力，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
力，獲得的利益也一定是最大價值
英文要學好
對廣告公司有初步的運作
影響我往後工作的選擇和走向








外語能力很重要，創作品牌印象的操作，工作內容的理解
這學長的經歷很豐富
了解 DELTA 的目前現況以及未來目標，還有就是外語能力要非常強
I have to learn Engliah well
讓我現在要更努力為以後的路準備自己
多多累積專業知識，在職場才可以靈活運用

4.其他意見與建議：
 主講人自我介紹有點太多
 希望還有更多的演講







有許多英文名詞不了解
希望時間可以長一些
中英並同的 ppt(雖然是自己不夠多專業用詞)
感謝老師的用心安排
時間拿捏可以更好，非常滿意
很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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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很多專業術語不懂，需要更努力












英文太多
希望下次可以聽有關創意發想
可以減少專業術語的使用(英文簡稱)
希望能配合 PPT，因內容難以在第一時間吸收
有些英文專有名詞聽不太懂
專有名詞聽不懂，也對自己太遠，對商品時在不了解，有些英文聽不懂，4P
是什麼，B to B、B to C
希望演講內容不要那麼多英文，我看不懂
英文詞翻譯，專業詞語不能完全理解
希望多辦類似演講
可以簡化內容陳述




希望有時間能安排更多演講
有許多專業的名詞還聽不太懂









有些英文聽不懂
有些比較專業方面知識聽不懂
我認為內容可以更多元化及有趣一些
時程規畫
演講內容應事先通知，好回家做一些功課，更能深入了解
講者把自己人生說得很完整
有些專業名詞，希望在做些大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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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曾鈺涓
業界師資：杜建興
演講日期：102.11.28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2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2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3.7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3.9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1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2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個人化的互動模式
 用影片和照片展現高科技
 Videos
 講的很詳細，行動館內容很有趣
 對行動夢想館的介紹
 行動夢想館各廳介紹、AR










台北夢想館各種手機互動式的活動很吸引人
行動夢想館
光雕投影
科技技術的實際運用、創意的發想過程
夢想館的每層展示
行動夢想館的活動介紹、設計原理
行動裝置的應用與藝術技術的結合
夢想館的神奇行動裝置
夢想之島的單車，去不了阿里山，感受不到阿里山的美景就去夢想之館的單
車之行








沉浸式行動指揮體驗，創造個人化展覽故事線，夢想夥伴、Ubike 環島
行動夢想館的設備與應用科技
夢想館的行銷手法
擴增實境的應用
志向的廣場
科技和夢想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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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館的互動科技運用













行動夢想館裡一切有趣的行動裝置
夢想館的設計是由什麼東西所形成
展覽的詳細介紹，擴增實境的應用
夢想之島
客廳的介紹
台北夢想館的互動科技
奇幻設計的概念
場館的概念發想起始
行動夢想館之介紹
夢想館的 U-Bike
應用的廣度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科技專業領域
 認識許多高科技的設計
 夢想館
 知道夢想館在幹嘛
 夢想館建造前的問題解決
 科技技術、藝術結合，創造互動裝置
 知道最新、有趣的互動科技
 科技技術的實際運用、創意的發想過程















人是自戀的，客製化，個人化展覽型態
互動公司所作的企劃，與互動公司發展
夢想時光儀的設計
行動夢想館的內容不只是行動裝置的應用，更加深了故事的內容
數位科技和互動式行動裝置的發展狀況
行動裝置應用軟體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也就是夢想之島的雲端延續體驗經
驗
了解許多行動裝置的科技與使用方式
了解夢想館內部營運情況
結合時事&創意
用手機做淋漓盡致的互動，迎合消費者的想法做一個互動(ex.Survey 出大
家最喜歡的還是自己)
用更多元的方式來推展科技
案例分享，我最喜歡華碩的記者會，運用投影科技
對於行動裝置的運用
了解了更多行動藝術是什麼，又是如何組成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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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是需要有人，不是只靠高科技，這樣才能有不一樣的火花









行動科技的突破，ex：AR,G-sensor
互動、創意與雲端分享是未來廣告發展的必由之路
互動裝置的應用
場館困境的解決
活動執行之內容與流程
夢想也可以這樣玩，也可能這樣呈現
追尋夢想的勇氣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互動媒體的發展












可以去參觀夢想館
知道不曉得的資訊
行動裝置結合展覽、藝術，發展出新的科技與人互動的型態
想去夢想館參觀
了解到設計到實踐的不容易
互動裝置與行銷的結合
粉專不只是粉專，給予 TA 更多的利益，也是個人化的！
技術對加入廣告公司的重要
對夢想擁有了一定的認識與了解
以目標眾的角度做設計
會想去夢想館看一下











不管做甚麼都需要付出 、精力、汗水的辛苦、500 部手機的行動裝置、500
部華碩的贊助、背後的辛苦很心酸
清楚如何將 APP 的行動行銷發揮的很好
開啟我對夢想館的興趣
未來
了解到手機竟然可以做這樣的互動
讓我對科技更了解
數位科技與行銷創意的緊密關係 in the future
知道更多有關行動裝置的訊息
讓我知道台灣人也能做出這樣的展館








創意的發想來自生活，ex:漫畫、U-Bike、Facebook、夢想
廣告產業必須與互動和分享相結合，只有雙向的互動才可能創造更大的效益
了解行動夢想館的籌備、裝置運用、相關故事..等
互動式行銷的崛起
如何在有限的經費與場地下，締造出一座極具趣味的夢想館。
想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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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意見與建議：
 創新裝置有趣
 good
 無
 更希望拿兩個小時實際去體驗！
 無
 多做一些行銷，讓消費者更多的了解夢想館的活動
 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現場使用過程
 很棒！！
 Good Job！




無
Perfect！
很可惜如果講太多驚喜就會稍減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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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曾鈺涓
業界師資：楊子江
演講日期：102.11.29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2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4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0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3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4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4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猛鬼拍立得，因為做得很驚悚，有引起觀眾注意的點。
 猛鬼拍立得
 行銷的靈感來源及執行當中遇到的困難或發生沒預想到的情況。
 數位行銷
 數位創意文案呈現的部分
 廣告創意可以是天馬行空，超越空間想像。例如：機器>球>QR code>表達東










西(苦水)
Banksy 創意的想法
廣告案例，猛鬼拍立得，減嘆活動
Context Shapes Content
廣告
各國有趣的案例
很多實際的例子讓我們了解創意的執行、想法
Be A Context Player !
Banksy 街頭藝術家
context,shapes,content,舉例街頭藝術家,不萊梅行銷案例








廣告的互動創意
案例
行動藝術、全民減嘆日記、猛鬼拍立得
不萊梅公司的已經執行的案例以及公司名稱我覺得蠻有趣的
CASE 的分享
“全民減嘆日記”中的彈珠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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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行銷







創意設計
個案分享
提供很多互動廣告的案例都很有趣
講者所帶來的案例分享
有許多有趣的案例，尤其是 banksy 他表達了自己所關心的，最好玩的是“惹
毛港務局張”
上這堂課以來第一次了解到互動式廣告的意義。
很多很好的創意
數位公司的工作內容
藉由藝術家及其作品解釋抽象理論部分
講師提供許多真實案例。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在創意發想的部分（在牆壁上做畫）
 猛鬼拍立得
 “創意”及“對的時間、地點”能讓人更留下深刻的印象。
 很多不一樣的案子分享
 廣告創意可以運用在許多方面
 案例分享
 要讓受眾幫你傳播訊息
 平台與陳述內容的關係











行銷
context shapes content
創意發想
時間點對廣告也很重要。Idea，地點也需注意。讓人願意主動替你傳播出去。
context & content 的差別
與人溝通，在對的時間與對的地點
廣告的創意方法
回到最基本-與人的溝通
與人溝通（時間、地點）
context,shapes 二、有 idea 就要趕緊找合作夥伴








CASE 的分享
創意無遠弗屆，可用各種形式呈現
看到許多有趣的案例
發想的方式、重點
廣告最終還是要與人類互動
數位要結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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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Shapes Content”這句話也有很多意涵，也讓我發覺原來







Context 的改變能使強度更大。
老師分享了很多案例，實體化了很多鬧鐘天馬行空的創意。
看到很多很好的創意，讓我了解很多
素養要靠後天努力
須培養多樣專長
從案例中有更多創意的發想，很多以前沒有想過的 idea.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引起我走向創意之路-音樂
 “創意”及“對的時間、地點”能讓人更留下深刻的印象。



引導我如何去對的時間和地點，做適當的廣告策略
流浪狗的案例










擁有企圖心，開拓自己不可以只會一樣
讓人們參與傳播，實踐在生活中
行銷
有創意的與人進行互動
重新思考廣告和人的互動關係
要跟人類互動
多了一些對創意的構想
每個人都應該是 thinker and maker







廣告的互動性很大
對廣告創意的發想有更多想法
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讓我明白，選對平台，選對的時間地點，創意才可以 heat
到人們的心
CASE 的分享
創意無所不在，如何讓人主動？
如何找到 Insight 跟人類互動，在哪個地方說？人們在參與的過程中會主動
幫你傳播
我們必須跳脫原有的思維，並且選對情境，一個好 idea 搭在對的時間地點
比任何方法來得更有廣告效益。
體會到創意是沒有極限的。





對的案例用在對的地方，效果會達到就好的
有想到怎樣的創意就要立即去做
對創意有更多的想法。






4.其他意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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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太多關於演講者的成就，但幾乎未提及怎麼發想及如何執行等“方
法”，較期望是聽完意見作品再搭配其背後的靈感發想及執行過程。
影片的結尾可能是因為畫面和 music 的關係，所以 ending closing 有點突
然
內容有點沒節奏和順序
很棒！
想知道更多創意發想的過程，是如何發想的。
希望下次還能安排相關講座，謝謝
今天所說的內容很棒！可看見更多不同創意構想！
我覺得此次演講很有趣，也受益良多，期待下一次還有類似的講座。
很棒。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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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陳一香
業界師資：蘇在誠
演講日期：102.12.02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5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5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3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2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4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5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收視率真正的用途
 收視率與廣告出售的關係
 說明機器可以調查觀眾的喜好和年齡層，但也有許多利與弊！
 收視率探討的部分
 演講者解釋收視率的計算方式，及各大電視台的收視率
 實際案例的分享











各種收視率的調查報表，如何買廣告的時段
CRRP & HBO 的系統
收視率與廣告的關係
收視率的介紹
如何針對客戶群及利用收視率較高的檔去做廣告
媒介雙元市場
可以真正了解到電視圈收視率的運作和生態
關於收視率與觀眾、媒體之間的關係
內容詳細豐富，講了許多關於電視節目的安排
平時很常接觸電視，不過對收視率這些很模糊，這次有幸可以了解這些








收視率
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有線電視產業，收視率如何提高與賺錢
了解收視率
收視率對電視的發展影響
案例分享
收視率對於電視產業的影響以及如何操作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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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率原來有分很多種，也因不同因素有不同結果













電視收視率的比較
了解神秘的媒體生態
內容豐富，案例是眾所皆知的節目
小數點，大戰爭。雙元產品市場。收視率要怎麼賺
有線電視收視的戰略
媒體生態型態、歷史、演講
都還好，有點死板
收視率對於電視傳播產業的影響和操作
收視率的分析
收視率的使用及辨別
各個電視台收視率的分佈及分析，收視率排行榜，電視平台的電視史




全部 XP
深入










收視率的統計方式，以及 DATA 呈現的方式
各家電視台節目收視排名
Nielsen 收視率的報表、案例分享
收視率
一天的節目收視率列表
電視台的收視率
收視率與廣告的雙元市場
電視台的演變進化











收視率與廣告之間的關係
職場生態
從以前到現在的台灣媒體生態的改變
收視率部分，電視圈的演進
收視率如何影響節目編排和廣告操作
何謂收視率，收視率如何創造，各電視台如何為收視率努力！
對於從早期到現今電視傳播的方式不斷更新，甚至有了網路的加入，未來電
視型態會如何轉變
知道收視率對電視台所造成的效益
介紹收視率的部分





有關電視頻道收視率的部分
對電視媒體之運作的解說
台灣廣告史上最大競標遊戲(經典賽) 4 萬>8 萬>12 萬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收視率的成長和對世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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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收視率對電視台的影響很大，但節目的製作播出在實務上仍有許多其他












因素要納入考量
有線電視的銷售模式
掌握遙控器的我們才是老大
了解電視台運作方式
收視率的計算方式
收視率的調查方式，有線電視的發展興衰
CPRP
收視率的影響
製作電視節目的策略、方法
更加了解收視率對於電視台的影響
閱聽人商品論




台灣廣告史的競標遊戲，和 WBC 經典賽的結合，真的非常有趣！
了解到收視率的操作






了解電視廣告，節目的規劃、發展
就是可以接觸平常未必知道的電視問題
清楚了解到現在的媒體環境
商業電視特質：觀眾極大化，電視節目形式不斷輪迴；分眾化：術業有專攻，
家族化：團結力量大
了解收視率如何產生
了解緯來電視家族
收視率對所有廣告的行銷以及節目內容都會有所影響














更了解電視節目收視率的運作和目前媒體的型態
電視製作圈的生態
原來我們所看的節目背後有這麼多的考量，沒那麼簡單
觀眾特性的介紹
收視率是廣告主的依據
了解有線電視帶起的電視廣告銷售模式和多頻道的特性，真實案例分享
收視率報表、觀眾特性
無
了解電視產業的收視率，對節目型態造成了什麼影響，而我們才是操作收視
率重要的推手








更了解電視收視率的經營方式
了解實務方面的做法
多頻道的觀眾特性，收視率造成電視台的戰略影響，收視率怎麼賺
收視率操作實力
操作方式
了解原來廣告對電視節目的相關性，以及收視率與閱聽人對節目播放商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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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不同節目對於不同年齡層，分配的時間以及收視的影響
新知類型節目的收視率 1 正在上升
收視率的形成/如何賺錢
收視率如何影響廣告主及業者
觀眾與電視台的關係
收視率與廣告之間的關係
收視率和廣告之間的關係
收視率的用處&重要
收視率=生計來源
節目為了收視率的改進，很生活化的內容卻有很多為了收視的思考
將課堂聽學內容結合電視台操作分享，更深刻了解課程所學，收視率的影響




以前對於有線台是和衛星電視不太了解，經過這次演講，更明白了！
對於電視的收視率更加了解，對於媒體、閱聽眾、廣告商間的關係，媒體雙







元市場，閱聽人商品論
身為閱聽人我們所看到的電視節目都可以自行選擇
更了解收視率對各方面的影響
了解台灣電視媒體的運作，以及收視率的操作
對電視媒體之運作的解說
分眾化，家族化，媒介雙元市場。收視率是證明媒體的受歡迎程度，是一種
風潮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在電視台裡生存的現象
 不要被收視率操控，而是要去操控收視率
 了解觀眾們深深影響了媒體，不論是電視內容、廣告等等
 收視率的影響
 電視人很辛苦，要迎合觀眾口味每天絞盡腦汁想新點子
 對電視圈幕後的事有更多的了解
 原來統計是那麼重要的工作
 Media 改變而影響收視率
 對電視台的形態有所了解，可與廣告相關知識結合







在這個科技時代，要製作年輕人喜歡收看的電視節目是需要花費很多時間的
對收視率的作用更深一層地了解
增加對電視節目的識讀
了解電視圈的操控模式，會發現有許多操控的部分，還有實務面的方面
閱聽人的權利。懂得收視率的作用
下次收看劇基時，會更有觸覺的去留意電視的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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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我們看電視並不會知道的事，今天全部都清楚了，實在非常不一樣












媒介雙元市場，閱聽人商品論顯出電視人與收視率之間的關係和相互影響，
媒體人要學會操縱收視率
知道電視台如何經營
了解觀眾對視對電視製作和廣告主的影響
了解電視收視生態
如果想要改變節目的形態就從控制自己的遙控器開始
讓我學到一些業界專有的東西
對於收視率有更多了解
收視率真重要
了解收視率的重要性
了解電視市場生態，收視率到底有何重要




了解媒體產業，現況和結構
了解業界，實務










好像要對數字很敏感
對電視圈感興趣
掌握遙控器的是閱聽人
了解收視率對電視台的影響
了解到收視率對各個不同頻道，觀眾的巨大影響
想更深入了解電視圈(幕後操作)
更多了解，分類了細節
了解節目雙元的效益變化，以及電視結構族群的改變










能夠看到收視率各種實際面的操作
電視節目快成了黃昏產業
掌握遙控器的我們才是老大
收視率對電視台的影響
多多看點不一樣的電視節目
掌握遙控器的自己才是有選擇權的老大
透過節目選擇，我們有權改變節目品質
在過去幾十的收視率，到現在只有個位數的數字，轉變很大！節目型態是一
個輪迴，過去高收視的節目下滑了！
對於電視台的系統運作有些許了解






掌握遙控器的我們才是老大
隨著不同性別，不同的年齡層，電視媒體會依照各個不同的需求給予不同的
節目，並不只是有什麼播什麼
知道了很多課堂上沒提到的專有名詞

4.其他意見與建議：
 可以再補充案例，時間掌控非常好，內容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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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非常棒的演講
演講的語調更有起伏一些
整體不錯
很好
很棒
這種演講可以多一點
好棒
無
I hope the more this thing in the future
一堆數字跟理念，太繁瑣了
No




多辦一些講座
PPT 字型可再放大，重點部分可熒光標出



可以有在更多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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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蕭湘文
業界師資：金明怡
演講日期：102.12.04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5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5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5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3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4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7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案例介紹
 案例分享
 網路廣告的形式
 網路的行銷手法
 網絡媒體的發展歷程
 youtube 互動廣告











網路廣告的呈現手法
關於網絡廣告的操作步驟與各種形式
巴西富家
看到有趣的網絡廣告
獵人與熊互動式廣告
案例分享
網絡廣告的形式案例介紹
yahoo 在台灣的佔比跟國外原來頗有落差
原來在台灣，使用網路人口這麼高
網路廣告








分享的網路廣告，非常有趣味
Tipp-Ex 廣告
網路廣告的工作類型(廣告形式)
互動廣告
修正帶廣告、富豪、阿信的那部分
網路廣告的生態，雖然我們常接觸網路，但卻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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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更了解廣告與網路的結合與未來的市場













網路創意
互動式網路廣告
案例
網路實體廣告呈現
案例講解
主題(網路的廣告操作)
廣告分享
案例分享
接觸到一種全新，有別於電視、雜誌等紙質媒體的廣告形態
網路行銷的案例
網路互動廣告




Hunter and bear's birthday party
Rich Media









分享案例
網路廣告的創新
介紹的案例都是很獨特的
報告內容與現今趨勢相符
網路生態
網路 AD 分享
案例部分，案例分享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案例介紹
 認識網路媒體
 國外多媒體互動式廣告的創意
 新式的行銷是如何運作
 對網路行銷、廣告有了更深的了解
 多樣化廣告內容
 網路廣告的呈現手法
 了解業界怎樣操作，了解現狀
 了解到現時不同類型的網絡廣告







原來廣告不是只能死板的一個小方格還可以多一點和消費者的互動
理解網路廣告的未來發展性及影響力
網絡廣告案例展示
負面性廣告造成的效果
巴西富豪的器官捐贈廣告，使我更願意做此舉動發揮大愛
對網路廣告的行銷手法有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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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網絡廣告的四大注意點，也打破我認為網路廣告較便宜的迷失













廣告的趨勢
網路的普及性、影響，還有很多廣告創意的分享
從網路崛起到現在的發展，廣告所創造的收益
國外廣告的呈現方法與方式以及未來的走向
網友心理
網路廣告的創意案例
讓我更加了解網絡廣告，不同的網絡廣告有不同的方式呈現
看了不同類型的創意廣告
認識網路上不一樣的廣告手法
學習有關網絡行銷的東西
了解不同媒體的行銷手法




網絡廣告很有前景，而且趣味性很強
網路行銷的多面向










了解其他廣告傳播方式
網頁廣告的呈現
AD<-->game
網路廣告的各種形式和可能性
了解台灣網路行銷的現狀
讓我吸收到更多有關網路行銷的東西
對於網絡行銷有更進一步認識
網路行銷的近況




網路 AD 形式多變
了解更多相關知識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None
 有了不同面向的創意思考
 對創意的啟發
 多增加一些創意可能性
 廣告創意可以有多種多樣的方式
 增進知識







接收到現時網路使用的程度，可以知道未來的網路廣告市場
對網絡廣告有所了解
對網路廣告的產業模式有更加了解
思考廣告的創意策略
對網路廣告感興趣
了解網路媒體的極大重要性，數位化是不可忽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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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廣告更有興趣













讓我回想多去注意網路上的廣告
認識網路廣告生態
未來市場的走向，以及國外不同的手法呈現方式
獲得更多資訊
了解現在網路廣告的趨勢
可以更加去了解網絡廣告，在 youtube or yahoo 不同的 banner
了解網路廣告的影響力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擴大學習領域！
了解網路廣告的手法與類別
有興趣去了解更多的網絡廣告的操作模式




案例的發想
讓我更了解網路傳播和廣告的關聯









網絡廣告市場份額如此真大，創意取勝
發現和了解到有更多種的廣告形式
多創意是廣告的靈魂
對於廣告的形式的表現有更深的了解
更了解網路行銷
瞬息萬變的網路世界
Hunger bear 的廣告手法，富豪的廣告手法，衝擊很大

4.其他意見與建議：
 None
 延長時間吧，舉些個人經歷的案例
 可以增加與聽眾的互動
 覺得講師對電腦的操作有點不熟悉
 無希望未來更多機會聽到更多的相關演講
 時間不夠長
 環境透風
 基本上很好，時間也很剛好
 多安排


影片放大全熒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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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蕭湘文
業界師資：黃瓊儀
演講日期：102.12.04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6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9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7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7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7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9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創意的活用
 演說廣告策略的創意發想、執行的部分
 演講者所分享的案例及創作
 案例有各種操作手法，還有我們如何製作下一則廣告。
 廣告的運作、表現
 廣告的創意表現和如何發想"有效的創意"











不同廣告案例製作之經驗
廣告業務與廠商之間的互動
廣告個案介紹
講師在介紹找代言人時的選擇和艱辛
完成一個 case 中間的執行過程
廣告人創意發想的地方
企劃廣告策劃過程
一部廣告的誕生過程。
如何構想廣告
業者分享實際製作的廣告








有創意的想法
了解「創」集團之特色
講師播放他們曾為企業做的廣告並描述製作的過程
創意的發想
拍攝 AD 的過程，AD 的想法構建
講者帶來自己參與製作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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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分享












哪位明星最難搞
黃總監用他們實戰中的經典具體案例"一款日本飲料"打入台灣市場的廣告
行程來引導我們進行關於廣告的思考與學習
解說廣告製作的經過
有關於許多業界案例的過程
拓展視野
做一支廣告的程序
企劃書
廣告與創意
有關業界的分享
創意訓練的方法




案例
介紹實際案例操作-日本酒〈微醉〉










廣告人本身的經驗分享
分享了很多有趣的廣告案例
廣告創意
廣告公司的實際操作
明星代言、廣告創意
了解廣告提案較細的部分
在廣告業界的運作模式和案例分享
演講者的案例說明






廣告內幕
讓我對廣告行業更加有興趣
演講真正分享了他的工作內容、過程
說到製作廣告的過程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創意部份
 瞭解到廣告業界的發展
 能了解職場所須要的才能和創意
 "創意"是跳脫框架得出的。







廣告的運作
瞭解客戶的需求、創意部和業務部的合作與協調
如何跳脫框架思考
廣告背後的辛苦和有趣
要有有效的創意
一個廣告的出現需要先有多個想法並不好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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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有效的創意













創意沒有正確答案，切勿墨守成規，過度務實。
創意的發想
知道通常代言人買法為"1+1+1"
了解何為企劃書
創意需跳出框框，讓思想不受限
要學會如何創意性思考
AD 提案的內容
瞭解了廣告製作背後的前期準備
明白何謂有效的創意
了解較為深入的廣告製作流程
經典案例分析




更能與業界接觸
得到一些不同的思維










拓展視野
知道一些藝人拍廣告有什麼脾氣和要求
不要讓自己困在框框裡
了解且更加喜愛廣告
都很有收穫
想法
如何創意發想
了解真實廣告人的工作










了解了如何製作與拍攝一支廣告
廣告並不只有商業性，也能改變社會風氣
了解到廣告公司的操作模式
扼殺創意的條條框框
創意不設限
全部
廣告企劃的瞭解
談到思考框架的問題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一則廣告是如何形成
 思考廣告策略及創意
 加深了我對廣告業界的認識
 多了解廣告與廣告人。
 讓我很想做很多有意義的事，讓腦中充滿創意
 對未來的方向有更大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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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喜愛廣告













創意是沒有標準答案，擺脫過去之思維
對 AD 更有興趣
很多個案分享，HEBE 的、心臟的
這個行業要有夠大的熱忱
對於廣告必須依照客戶需求一次次修改
我知道了如何創意的思考
了解廣告提案和創意的形成。
更瞭解廣告產業概況
對廣告業更充滿期待
對廣告愈來愈有興趣
知道現今之操作模式




老師分享了許多他的生活事件，能給予我很好的經驗。
全部!!整堂課










對廣告更有興趣
對於廣告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清楚廣告學習應該加強的地方
了解拍攝、製作之經過，更清楚自己努力之方向
懂得一些業界、工作中的困難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跳脫框架，多元想像。
想像力很重要
更了解業界的情況
讓我對廣告更有興趣












別局限自己，抹煞自己的創意點子
更瞭解廣告
很多
確立志向目標
更喜歡也更嚮往進入廣告傳播界
體會到了參與整個創意發想過程中的心情
對於廣告的興趣大幅提升
提案的過程是不簡單的
激發我創意思維
更了解廣告這一塊的做法






對實際廣告操作方式有進一步的了解
更加了解廣告公司的工作內容
想當廣告人！
更有對廣告業的熱忱

5-105

102 學年第 1 學期世新大學業界師資演講補助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4.其他意見與建議：
 演講時間可更長一點，會更佳！
 希望能夠有多些類似的演講
 希望下次可以有互動
 可多一些這一類活動
 無
 無
 No
 很好，可以從中學習很多
 希望以後常有此類型的演講
 No






這講師太棒了！
可同時請本土和外商廣告公司
希望可以安排更長更完整的時間
希望還能有機會聽到此類演講
非常感動

5-106

102 學年第 1 學期世新大學業界師資演講補助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原授課老師：曾鈺涓
業界師資：吳冠穎
演講日期：102.12.05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1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2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3.8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1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1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1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播放很多酷炫的影片
 之前沒看過的新技術
 影片很酷
 投影互動的部分
 Good!新技術
 科技的進步使人讚嘆











虛擬影像和資訊投影在實物之上，與觀眾形成互動
科技與藝術結合
視頻的播放，牆面的投影太有趣，吸引人
投影技術跟聲音搭配所需要測試的時間
人體投影和表演投影藝術、浮空投影也很特別！
建築投影案例展示
浮雲投影
全部影片都很能引起我對投影技術的興趣
更加了解投影技術的應用
建築投影、人體投影



結合故事書和投影帶來不一樣的視聽感受。一個男子一直走在同一區域卻可
以展現出不一樣的場域裡的呈現 ex：手扶梯、公車等
投射的應用與藝術價值
建築投影
介紹許多的案例非常吸引人，讓我們知道更多手法的運用
對於 3D 投影方面最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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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在建築上的投影、行銷





知道投影藝術可以在這麼多方面使用，而且方法比想像中還多元！
案例讓人印象深刻
相關技術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認識 AR 等特效應用
 得知新科技與趨向
 看到很多沒看過的
 讓我了解原來可以結合投影機做這樣大規模的互動行銷
 學了很多案例




















廣告不單單局限在電視或電腦屏幕上，還可以利用室外建築牆面進行投影展
示，增加趣味性。
案例豐富
用影像與消費者做互動，擴大影響力、吸引力
櫥窗投影，跟舞蹈畫面的投影方式讓我覺得新奇、有趣。Interaction project
投影原來可以做出這麼多有趣的畫面，且不只是商業，更可作為藝術
對廣告形式有新的了解
可以多看看時裝展，應該會有創意的發現
人體投影技術
更加了解投影技術的應用
投影的各種方式
東京、上海有非常多投影的案例。現在很多的說明會都會在東京、上海舉辦。
看到很多新一代技術結合不同的媒介，產製出來的效果。
人與投射的互動應用
投影技術
現在是數位的時代，這樣的技術是非常重要的知識。
了解了最先進及最具創意的 3D 投影技術
原來投影可以這樣玩
更了解 3D 投影是什麼
對互動式投影廣告有全新的了解及認識
新的思維，新的創意手法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得到許多案例
 跟上時代
 見識到創意是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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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多種創意



廣告的互動性必須耀越來越強，才為吸引受到注意，互動性和趣味性是廣告
發展的趨勢。
很有趣
好喜歡 3D 影像的製作，會想要去學習
期待未來進入科技時代，不僅在軍事或藝術。很有啟發性，任何事物都可跟
科技結合。技術是輔助，內容才是主體。
看到很多互動式廣告的實例，瞭解互動式廣告確實是很有趣的。
對投影廣告的認識了解
超酷的！我一直以為就平面投影，未來這樣的互動設計可以更廣泛運用
投影技術在廣告和公關活動中的重要發展
瞭解投影原來有這麼多種方式與呈現方法











投影的變化世代，以經可以結合人或物體創造驚人的感受，但隨著興起，如
果沒有與觀眾互動或創造更多的 idea，終究會有讓人覺得乏味的一天。





更了解這種新的媒介
了解現代有哪些投影技術，如何呈現
科技的日新月異要求我們不斷接觸新鮮事物，發揮創意，將科技運用到我們
的提案中去。
會想去多認識投影
本來以為這種互動投影只能呈現在牆面上結果出乎我意料地廣泛的使用
提升相關知識，新的行銷概念手法





4.其他意見與建議：
 互動方面的影片可以提供多一點
 Good!可再辦
 我認為這次演講很好，很有趣
 希望老師多多邀請業界人士來演講，我們很少經常到華山或松菸參觀。在學
校所學也幾乎是傳播課程。
 投影片配合講說很棒，不枯燥，也更能清楚講解的內容！很好！
 業界師資演講一學期一個科目安排的時間，如果多於兩次，錯開安排比較好。
 可以多論述投影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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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邱慧仙
業界師資： 簡子軒
演講日期：102.12.10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3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3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2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1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2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1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電視產業的未來發展
 台灣電視產業生態
 未來科技與收入
 雲端電視的發展…有限、數位
 現在電視產業的發展走向
 雲端電視的功能和優點











我們畢業後的未來會是什麼呢
新媒體
老師講課方式很有趣，內容也很新奇！
GooGle TV
MOD
雲端電視的介紹
chormecast
相關影片很吸引人，老師講得很生動
GooGle TV & Chrome cast 到底是什麼東西
雲端電視








新媒體形式
未來電視的發展，OTT 很有趣，觀眾生理、心理的分析
數位電視 vs 類比電視
數位電視的發展狀況
數位電視今後的發展，電視產業的生態框架
電視產業發展 OTT(智慧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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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了 Apple TV 和 Google TV，因為之前做的報告，剛好有介紹數位電視，








所以特別感興趣
廣電系就業方向
數位電視 vs 類比電視；Apple TV&Google TV
curator
電視產業發展 OTT(智慧電視)
Google TV
Google TV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環顧電視產業的前後












台灣電視產業生態
了解動態
電視媒體生態，走向趨勢
了解現在電視發展所需改變之地方
了解雲端電視產業生態
IPTV、OTT、電視產業
OTT 的說明
IPTV、P2PTV、OTT(開放網路)，了解其意思，很多名詞是第一次深入了解！
媒體現今的生態
對未來職場生態的了解
未來的趨勢











學到創新媒介項目
GooGle TV & Chrome cast 到底是什麼東西
新的媒介
現今電視生態，新趨勢，新媒體 Curator
在製播分離時代，掌握製作節目的主動權更重要
對數位電視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也對電視產業的運營運作有了了解，對市
場也有了了解
OTT(智慧電視)、開放式網絡、未來電視發展
知道了雲端電視產業生態，還有類比電視和數位電視的差別
媒介生態環境了解







更加了解數位化下的轉變
數位電視的演進與未來趨勢
未來產業發展
了解電視
Google TV、Apple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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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重新思考自己在讀廣電系的路 T-T
 沒上到傳播史
 對未來更有想像
 對相關行業，未來班畢業的出路有更全方位的了解、思考
 想想自身未來發展
 了解雲端電視產業生態
 未來媒體的改變
 感覺以後工作難找！也不會想做這行
 了解更多媒體專業
 會考慮未來的職業











掌握趨勢，把握當下，才有未來
懂得傳播市場的走向
知道自己有更多方向
開發了其他與電視的通道，新的電視走向是十分有潛力的
電視產業的發展，未來走向
無線電視及傳統治的逐漸沒落，無線電視逐漸由類比形式&數位化轉變
對今後的電視媒體有了更多的興趣，對電視產業生態的了解也讓我清晰了就
業方向
了解電視近況，了解未來電視發展，思考未來就業問題
讓我對現在的電視產業有更深得了解
加深對媒介生態的了解







必須更加增進能力，以便應對數位化下的更新速度
電視不只是電視，有網路發展走向
“未來發展”可思考更多
沒有耶
電視形態的轉變

4.其他意見與建議：
 班上部分同學有點吵
 希望大三、大四後仍能有機會接受電視產業發展的最新消息
 老師演講有趣生動




Nice！
演講人蠻有趣
搭配影音

5-112

102 學年第 1 學期世新大學業界師資演講補助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原授課老師：邱淑華
業界師資：楊鎮全
演講日期：102.12.10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5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6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5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3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6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6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怎麼跟媒體打交道，誰要跟媒體打交道
 在媒體人的角度上講述如何和媒體打交道
 做新聞沒有想像中簡單
 運用不同拍攝角度呈現給閱聽眾
 從記者的角度詮釋公關這個角色
 記者這一行背後的情況以及公關如何製作很好的新聞










怎麼跟媒體打交道?必須要有充足設計好的畫面，給予媒體不同視野，多種
拍攝角度
脫序新聞
如何獲取有用的資訊，還有播放的早事新聞片
主講者聲音好好聽
知道平時記者要如何去採訪或是挖掘資訊來做新聞
怎麼跟媒體打交道
講儀隊採訪時的操作手法
媒體與公關的關係，為新聞找鏡頭
採訪狀況








真實人生經驗，實體化的溝通與了解
有趣的新聞畫面、影片
記者分享許多案例，也改變了原本大眾對記者工作的負面想法
現在的媒體記者尋找新聞的方式
媒體關係
如何從平凡的事中尋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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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的臨機應變













記者的工作
可以了解到一些工作實際的經驗，豐富了課堂知識
媒體與閱聽人的資訊畫面為不同角度
新聞記者如何沒新聞、找新聞
了解職場最新訊息
了解到媒體與公關之間的關聯
新聞價值體現在哪些地方
媒體在做得事
知道如何與媒體溝通和認識媒體
媒體不同視野
該如何跟媒體打交道




新聞照片與影片的拍攝角度等等要與眾不同
新聞業的工作室什麼?新聞是如何產出的?記者與媒體之間的關係










自己以前很相當記者，所以對此次演講的內容很有興趣
媒體和公關間的關係
ALL
記者拍攝不同軍事演習的部分
現在的記者對於報導內容的需求為何
記者如何產生新聞
媒體如何做公關
記者案例分享









記者工作實務
怎麼跟媒體打交道
從媒體的角度重新看這個世界
能夠了解新聞部的製作內部流程，以及他們自己的工作經驗
如何利用公關使媒體來主動採訪，該說什麼才會讓記者來採訪卻又不能誇大
不實
記者的本質，與一位好記者
“給媒體不一樣的視野”讓我看見只要有想法，敢提出要求，就有機會拍到
不一樣的東西
充足設計好的畫面






多種角度拍攝(軍事演習的拍攝)
公關人員應如何與媒體相處
怎麼跟媒體打交道
記者的拍攝過程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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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聞與 PR 的關係













媒體和公關之間的互動合作的關係是真正的新聞之間是有關聯的
了解現在媒體在做什麼
記者的知識需廣泛而深入，與媒體真誠互動
如何讓媒體對時間有興趣以及要對媒體真誠互動溝通
公關事件的危機處理方式，各種危機如何造成單位的損失，危機管理失當
職業道德
如何拍攝好的新聞畫面，找出不一樣的角度
危機處理
得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識訊息。而記者這份工作並非我們看到的那樣
公關事件，處理危機的辦法
記者對於現今媒體報導的評價




學會了如何與記者聯繫的小竅門，把握傳統聯繫
相關事件(與 PR)










媒體的力量，如何接觸媒體，媒體與公關之間的關係
了解如何與媒體打交道
記者的經驗談
工作的時候可以做借鏡
媒體新聞、媒體打交道
公關與媒體的關係是很緊密的，涉及到很多細緻的方面
深入了解新聞媒體的運作流程十分新奇
記者在追新聞的過程中，如何從一樣的新聞，找到不一樣的事物





正面訊息，理解溝通，積極協調，傳達正確即時的訊息給公眾
記者的工作內容
新聞需要有衝突性，因此公關人員在通知新聞媒體時也說明活動的與眾不同
的亮點
給媒體不同視野的內容
如何處理公關危機明知道如何引起媒體的注意，拍攝角度
記者工作的辛苦及和媒體打交道的方法
新媒體、新公關
怎麼跟媒體打交道，公關為媒體充足設計好畫面，提供有用的資訊，細心的
公關才能辦好一場活動













新聞人在從相同中找不同，媒體想要的是衝突的人事物，收視率的來源
可以了解一則背後是記者和很多人事互動下的產物
演講者採掇和我們互動的方式
媒體和公關的關係
了解媒體想要的新聞，並且知道媒體需要的新聞價值
若是身為一名公關人員應如何吸引媒體，與媒體合作而有公關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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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的危機處理，公關與記者間如何打交道












了解公關部門如何與記者打交道
公關危機處理
危機處理
記者對於真實的追求和堅持
公關人員與新聞記者的互動接觸
媒體想要什麼新聞
能夠了解媒體的工作生涯和辛苦
可以知道一些不是太多人知道電視台的運作以及如何採訪更多人感興趣的
新聞
媒體記者不是像在新聞上看到的那樣輕鬆
記者，新聞如何操作，公關人員會怎麼與記者溝通，記者的力量




再思考記者可以在行業做到什麼不一樣的突破
實務






要成為一名合格的記者，要有獨特且敏銳的觀察力，這個很重要！
媒體的需求
準備充分的同時還要站在媒體的立場想問題，提供最方便的條件
對於自己工作的把握尺度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誠美真誠是公關的基本要件才能和媒體經營長久關係
 台灣媒體在新聞製作的入手點的微妙的反差











知道現在仍有認真的記者
了解危機處理的重要性
如何做最好的公關危機處理及如何與媒體溝通對話
了解媒體的做法和媒體公共關係，媒體需要哪些新聞，誰該跟媒體打交道
真誠互動溝通
了解了處理危機的一些對策
對記者的想法改觀
每份工作都有它的辛苦，如何從中獲得更多自己也必須努力爭取才可以
要怎麼與記者溝通
記者為了拍到一段只有一分鐘的精彩畫面可以花上 20 小時與受訪者協調和







做準備
公共能做的，與記者能做的
知道新聞工作有多辛苦
對於媒體生態有更多的了解
了解記者的性質
了解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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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尋找到與眾不同，更有價值的內容是以後工作中很重要的












對記者改觀
正面的職場經驗讓學生對未來有信心，有期待
對於媒體與公關之間的相互配合有很大的了解
作為新聞人要善於發現與眾不同的資訊，並用簡單通俗的方式傳播出來
可以了解教科書外的知識
以後更想從事公關類業務，也對記者反感度下降
對媒體公關有新知識，對媒體擴展新視野
公關事件如何危機處理，忌諱說謊，誠意要打，身段要軟，把事件一次說清
楚忌遮掩
接觸到更加社會化的公關與媒體
新媒體資訊便利，善用新的媒介溝通




了解新聞記者的職場生態和與媒體的互動
身為公廣人，跟媒體需要有密切的互動










公關危機處理
知道如何和媒體溝通，以及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力
公關人員面對危機時應抱持的態度
對記者有更多的了解
了解新聞記者的需求
更了解媒體互動
對媒體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不再只是單方面從電視了解
以後看新聞我會更留意內容及記者的採訪手法



每個媒體工作者都有不同的困難面，許多新聞不是隨手可得，許多有價值以
及觀眾想看的話面試記者辛苦與公關共同合作的
對記者改觀
弄懂記者與公關之間的關係與溝通
更有激情迎接以後的工作
公關和媒體打交道時要注意方式，要有吸引力的話題
懂得如何與媒體溝通和吸引媒體
了解到了危機處理的方法
記者也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應該從多角度去看待任何事物









4.其他意見與建議：
 更有趣一些
 希望還有相關講座可以參與
 可以舉行更多此這樣的活動
 很 ok,more this kind of speak class
 很棒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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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有更多這些機會




很喜歡今天的演講，謝謝
希望多安排一些這樣的演講，覺得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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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丁菱娟
業界師資：張裕昌
演講日期：102.12.12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4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6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6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5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6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6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海尼根跟 I see you.
 分享了有趣的廣告、公關行銷的案例，還有他們 idea 出來的過程。
 I see you.
 長榮航空 I see you.
 Sensation Party & EvaAir
 內部機密











業界經驗
是由知名公關廣告公司總監親自來
安東尼分享經典案子的背景，尤其是 I see you.
"I see you."''s details explatation.
I see you、海尼根
分享的案例都很棒
老師分享的案例
I see you 案例
長榮航空「I see you」案例
sensation 的歷史和在台灣的執行








名案例的手法，海尼根 Sensation party
很實用的案例，充實的內容。
廣告背後團對如何進行及銷售技巧
金城武的廣告片，拍得很好，水準很高
奧美創意人來與大家分享
業界有經驗的老師對我們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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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ee you 的廣告介紹












海尼根去年在高雄的派對活動案例分享部分。
策劃活動的方法與研究消費者的心態。
演講者的實際案例十分吸引。
SENSATION 公關操作
了解 sensation 的幕後企劃、主辦的過程及長榮航空 I see you 的廣告精神
內容。
行銷案例分析和分享
I see you 的案例
實際案例分享、解析
用不一樣的角度分析廣告、公關、策略，讓我更透徹瞭解其中步驟。
討論 I see you 廣告製作




sensation、海尼根
I see you 的案例分享




I see you 長榮航空
I see you, Change your world 令人感動的廣告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如何找 insight
 案例的分享，還有同學的回饋。
 I see you.
 Sensation Party 和政府合作的部分。















行銷手法
業界的案例分享
I see you 分享
企業實際客戶案例的分享，可以知道內幕、幕後！
透過案例分析帶入 Issue、Isight…等角度得剖析，更能快速抓到重點進而
理解。
details of shooting I see you.
I see you 和白色 party 的幕後
如何找到真正的受影響者和顧客，才能做出成功的廣告吸引消費者
案例背後的事
廣告創作思考邏輯架構，從找出問題開始，一步一步往下。
菲利浦呼吸終止器的企劃案，執行上的思考過程。
如何規劃提案計畫
找到 insight 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對於歐客還是評委，抓優點是非常重要
的。
sensation，菲利浦，ever air 的三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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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腦力激盪，激出好的廣告













發想案例的 skill
案例分享
在實際的案例中學到了其他的知識，注意細節。老師很酷^^
提案思考的流程和技巧
I see you 廣告的拍攝策略，其取景地點、配音、故事等。
瞭解各種精彩的案例。
提案過程，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龍頭和其他品牌老大的廣告手法
可以知道這幾個案例更深入的內容
廣告、公關幕後操作要做精準的決策，抓到問題最核心的 key point。
講師很清晰的分享真實案例，也和同學有良好的互動。




I see you 的案例
做廣告，各方面都要有所了解




將產品與其「精神」作扣連，提升附加價值。呈現提案的必須元素。
明白怎麼將客戶的產品推到一個極致，變成當紅炸子雞的話題。
Ex:sensation+瞭解 insight
廣告策略的重要
廣告、行銷細節分享
如何準備提案、要注意的點
要抓出重點中的重點
讓別人覺得我知道他要的是什麼，找到對的 insight、對的問題。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對公關有新認知，對廣告很心動
 用不同角度思考策略。
 提案過程
 實例很有趣！
 更用心生活，去體會身邊每個活動和公關廣告的操作。
 Knowing how to make a good commercial film.
 很特別
 行銷法!!







了解在公關執行上的問題和解決辦法。知道公關案例的成功之處。
行銷手法，了解長榮 I see you 的背景
生活中每一句話都是有意義的。
對案例有更深的了解
如何腦力激盪，激出好的廣告
發想案例的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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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真正、實際的案例擴大眼界。












不曉得客戶比較好還是做 agency 比較好
讓我發現用不一樣的角度看廣告
對一個廣告策略部份得深度了解。
瞭解一個活動舉辦時和舉辦後的方法以及內容，讓我對公關及廣告更為明
白。
有助於提升提案能力。
要如何被看見
知道提案的重點要注意哪些地方
了解公關與廣告幕後操作與選擇的背景。
了解策略發展邏輯
我還有很長的積累實例的過程。




對行銷經營的看法
行銷和公關的定位



想用自己的東西內涵，去感動別人。

4.其他意見與建議：
 非常生動，將全面方向用輕鬆方式使我們了解
 教室太悶了!很熱
 謝謝演講者分享
 希望下次還有更多精彩演講！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會接觸業界的實例分享。
多說執行細項，如何得到爭辯後的結果。
Perfect!!!
收穫良多！
無
無
可多安排更多相關活動
無
多些業界講師談工作內部問題。
內容豐富，講師有吸引人眼球的魅力，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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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陳一香
業界師資：廖舒雁
演講日期：102.12.17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3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5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4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0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3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4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案例分享
 案例介紹
 第一個旅館的案例分享
 很多有趣的公關活動想法，都很有創意如何去創作新聞版面是很厲害的
 不花任何一毛錢達到公關效果
 Hotel Buffet











案例
兩個公關背後的各種策略原因
amba 的公關策略
案例
連鎖企業的成功背後
人體聖誕樹
amba，瓦城
amba 的名稱部分，包括穿 ba、喝 ba 等等，還有瓦城的活動
事件處理方法
人體聖誕樹








案例
經歷分享
了解媒體生態報社的路線並有效運用媒體。使用最正確的媒體策略
amba 的案例，怎樣透過媒體曝光
Hotel Buffet Style 的公關策略
在沒有任何廣告預算下，能夠運用公關活動創造話題以及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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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很多公關操作的實際例子









瓦城廚師標準化，食材規格化
王品與瓦城的比較
瓦城的運作
案例分析
Amba 意舍公關手法
案例介紹
實際分享，深入認識，公關職涯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amba 公關案例



有關瓦城的公關經營
主講人分析案例的策略方式










案例分享，創意構想
如何在無預算情況下打起知名度甚至響名國際
案例經驗
截然不同的公關型態
如何接觸媒體
案例、財金公關
公關媒體操作
如何創造媒體議題，amba 蘋果日報獨家報導，為聖誕樹報導












企業 AD 品牌，並非一定要花錢做 AD
了解台灣餐飲行業
公關活動的呈現
企業形象塑造
企業內部的運作
財經公關
整個公關企劃中規劃的層面包括聯絡媒體，企劃的發想等
瓦城「東方爐炒廚房連鎖化」，11 級臂章，訓練廚師，顛覆自己對瓦城的印
象
一個符合客戶形象及可以吸引媒體報導的公關活動才是一個好的公關活動
對於客戶的新品要提高品牌知名度，不一定要用廣告。可以運用公關手法操







作達到目標
了解公關策略如何運用
每一動作，背後的思考
財經公關
財經公關是做什麼
Amba 意舍公關操作用切割議題，區別媒體種類，與媒體間達到深度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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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媒體作分類溝通，可有更深入的報導




案例介紹
瓦城&Amba 的分享貼近生活，深入淺出，收穫良多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更進一步了解品牌與公關
 小故事、有效的經營理念。一個好公關，可以讓企業成功
 多方面的思考各種創意、公關表現手法和媒體管道
 個案分享和公關精神
 案例
 不用廣告，良好的公關策略也可以提升品牌知名度鞏固品牌市場地位



案例分享
如何給媒體想要的










上市公司需經營的對象不只是消費者，還是整個社會，要經營社會形象
上市上櫃的公司企業的不同
公關手法
要多涉獵各方的書籍及新知，才能應付往後可能會接觸到的各個產業領域
學習到了如何抓住商機與製造議題
未來在市場上能持續進步的行業是首要考慮是否要進入職場的工作
學到實際的公關操作案例
「塑造力」






認識到飲食業中的公關活動要怎麼做
了解公關的各種不同面向，了解實務操作，業界上的經驗分享
公關的實際工作內容及品牌推廣的部分
更確立未來從事公關行業

4.其他意見與建議：
 讚
 演講老師氣勢很強，卻讓我對她所述內容信不起來，案例都是成功的，但是
會有更好的，更令人聽後佩服的
 時間再長一點



(*^ ^*)
希望下次能有相關主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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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陳一香
業界師資：趙琰
演講日期：102.12.18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2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3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4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1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2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5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公關在大陸的未來發展
 老師講的是時下的趨勢，符合我想知道的資訊
 講師對於現今網路媒介的分析及對中國公關的介紹
 公關的發展和趨勢
 公關歷史
 公關的發展和趨勢











現今台灣公關現象
公關步驟
網絡公關與行銷的部分
提到兩岸的公關行業
數位傳播方面的重要性
目前業界生態&需求
兩岸情況對比
公關的兩岸發展
Integrated,Issue management
現在公關產業的趨勢以及過去的歷史








QA 時
行銷手法與市場的改變
數位媒體和多元的公關人員為未來的趨勢
分析現今公關操作手法
網路行銷部分
wechat 的視頻播放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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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hat 短片



公關領域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公關和網路數位化的密切關係
 面試方面的問題
 對網路媒介的重視
 公關未來的發展趨向
 很多資訊
 公關的發展和趨勢
 公關發展











能更了解兩岸公關行業的現況和未來的發展
如何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知道現在的公關大方面的動向
目前業界生態&需求
對未來的思考
未來公關的發展
Issue management
新媒體的使用方式，資訊更新的速度
對於現在公關產業的趨勢和未來的發展有更多的了解，因為雖然在學校有修
公關課程，但對實際社會的公關也少機會接觸
中國的公關生態









了解公關實質作業
網路公關和整合行銷
了解網絡行銷之影響
數位時代為行銷帶來的改變與意義
更加了解公關這個行業
了解國內外公關體制
公關的操作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了解當今公關業的趨向







了解中國公關市場、公司對新人的要求
更加確信往公關發展
中國&台灣公關
公關的發展和趨勢
再次加強外語能力的計劃
了解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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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更清楚了解公關人員的工作情況













應該努力提高英文能力
英文以及數位資訊的重要性
幫助規劃未來
更了解行業分類、異同
了解了公關的未來操作模式
Marketing channel
重新看待整個產業的生態並思考未來該如何脫穎而出
對於行銷有更深的了解
台灣媒體以資訊為主，大陸公關發展起飛
對現今公關生態有更深了解
原對大陸內的公關不熟悉，透過演講更能了解它的發展現況




對公關行業有了一定的興趣
更了解公關工作



對於公關有了更深的了解

4.其他意見與建議：
 超棒！
 希望下次有更好聽的
 公關的發展和趨勢
 No





可多些個人案例，如具體的公關活動
步調太慢，公關背景鋪陳太久
說一些關於自身的經驗
可以多些短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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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阮昭雄
業界師資：林芥佑
演講日期：102.12.23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5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6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5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3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5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5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公務部門的公關危機處理案件
 講師個人相關經歷
 案例研討
 實務分享
 發言人的一日工作內容及流程
 分享新聞案例及操作過程











分享公部門操作內幕
案例的分享，危機的處理
主講人得來歷背景及相關經驗
媒體運作與公部門之間的關係
政策實施周全與否
講師有趣，內容生動
個人經歷
市長慰問民眾，講者如何安排攝影機拍攝。
了解記者所扮演的角色，發布新聞的時機
政府與媒體之間的溝通，媒體行為








政府機關危機處理
危機處理的流程
發言人的功用
實務方面的內容，相關行業的業者對自己親身經歷的講解
演講者過去的實務經驗
新聞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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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公關處理







新聞媒體操作
講師的實務經歷、經驗
老師說自己要拼命騎著腳踏車，拿著投影機拍攝
記者歷程
案例分享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危機處理與面對媒體的作法
 記者與公部門發言人經歷
 危機操作、處理












公部門如何與媒體接觸
公務人員處理事件的公關手法及流程
實際面對媒體及危機的各種應變及挑戰
分享公部門的操作內幕
對於新聞的流程有了解
更瞭解政府部門公關及發言人的職務
危機處理
了解最新動態，給予實際建議
危機處理、妥善快速處理，與媒體良好溝通，危機處理，正面行銷，資源整
合。
增加了對記者的了解










發言人所扮演的角色是資料庫、雷達、防火牆。建議他的上司如何發言，了
解媒體現在關注的議題，並通報其他部門。
了解發布新聞的時機，危機處理要從平時做起
危機處理的流程、危機處理中不可以說的話和不可以做的事
面對媒體不要推諉，重點不是逃避問題，而是面對問題，找重點去解決。
了解發言人的工作內容
與記者的溝通方式
政府的公關處理
認識和接觸到諸多優秀的業界前輩
對於媒體公關的運作與方式





新聞危機處理
議題設定操作
了解一些記者的生態，工作內容，公務人員所做的工作部份。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公關部門、政府部門的秘辛
 對職場及媒體應對更有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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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部門印象改觀













分享公部門的操作內幕
新聞局的工作好有挑戰
媒體公關、危機處理對於公部門的重要性
預防重於治療，分層分工，互相協調。
堅持自己的目標
更了解公部門的生態。
了解政府公關行為，對新聞記者媒體有了更進一步的認知。
與記者的溝通方式
明確自己的職業目標與方向
了解更多公關的實務操作
公部門發言人定位




了解公部門媒體生態
了解了新聞背後產生的過程，原來有些事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候選人，不常露面，影片中只顯現政策就好。
市長危機/議題處理背後的注意事項
對政府運作的模式更清楚

4.其他意見與建議：
 非常精彩的演說！！！希望在這學期可以聽他說行銷的部分(未完成的演
講)
 老師人很幽默







很精采
學生可以事先提出感興趣的主題和講師
無
No!
無
Neil, Ich glaube chon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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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戚栩僊
業界師資：吳鄭賢
演講日期：102.12.25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1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5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4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1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4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4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媒體變遷
 分享案例
 廣告自律
 案例分享
 討論置入性行銷，韓國麻浦大橋








廣告業者的自律
高鐵的業者自律
韓國與台灣的廣告對比
Coway 喝水實驗案例
業界上的趨勢
品牌印象、廣告自律、錯置的廣告、廣告的角度可從社會角度去看，扛起社
會責任，與消費者對話。
在電視中置入性廣告的違法現象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案例
 廣告的了解
 新角度的看法，錯置廣告
 道德自律
 消費者的變化
 廣告案例分享精彩
5-132

102 學年第 1 學期世新大學業界師資演講補助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廣告業從過去到現在如何自律的例子




我們是數位原生的人，要了解怎麼整合資訊。在不舒服的 AD 中做改變。
廣告不要做假，現在的消費者一接收訊息會開始反思、找資料查證訊息是否
屬實。實踐創意不一定要造假。
對廣告的防禦力，廣告在 social media 的自律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案例
 廣告的了解
 廣告與業者的自律，例如高鐵上的要求
 了解現今廣告與過去的不同



了解從事廣告業的同時也要懂得自律
要做 AD 要熱愛 AD。數位科技更進步、訊息很多，不要想欺騙消費者。



對於未來就業市場可能會改變，必須從現在開始思考未來市場面向，多多觀
察。

4.其他意見與建議：
 無
 吃飽聽演講，有點睏…
 有些專有名詞聽不太懂，有點艱澀


參加業界上的演講會很開心，吸收很多。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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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授課老師：楊意菁
業界師資：吳玳瑩
演講日期：102.12.26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演講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3

2

我認為本次演講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5

3

我認為本次演講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4

4

本次演講很符合我的需求

4.2

5

本次演講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3

6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講座

4.3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本次演講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知道了關於實務&理論的學習
 業界的真實情況，與書本不一樣的真實世界
 實務上的經驗分享
 贈品
 職場經驗的分享
 台灣市場生態環境






與實務之接軌
實際執行上遇到的挑戰
Groupon 是我常買的網站:)感覺很貼近
業界真實與消費者的溝通
危機發生時的應變

2.本次演講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見識世界風采
 實務與理論的衝突和結合
 Theory plus 實務







平均滿意度

學術與實務的結合
職場實務的建議
理論&實務之運用
實務和學術理論間的 gap，與解決方式
Groupon 理論，三贏
企業關係之探討，要了解他人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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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真實與消費者的溝通



企業是否應看重「員工」關係

3.本次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演講者的小禮物很可愛
 實務與理論的衝突和結合
 學會深刻思考&看人
 更了解 Groupon
 公司的商業模式需要一直調整企業與員工的關係
 業界真實與消費者的溝通

4.其他意見與建議：
 無
 Good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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