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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題目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第二十一屆臺灣廣告史研究小組   用創意點亮公益的大女子：大好傳播有限公司王念慈創辦人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第二十一屆臺灣廣告史研究小組   以理性務實與感性浪漫演繹廣告志業：志上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施劍塵創辦人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第二十一屆臺灣廣告史研究小組   膽識有為，獨樹廣告行業新價值：林文河企管顧問公司林文河創辦人 

羅文坤   失智、汙名與健康促進：評析我國對老人的健康宣導策略 

蕭素翠   他山之石－與時代共鳴的廣告 

楊錫彬   動畫的品牌行銷之探討－以小小兵動畫為例 

 



    刊物名稱：《動腦》 

出版者：動腦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00 號 12 樓
電話：(02)2713-2644 

 
 

期刊號 主題 主要内容 

477 期 

(2016.01) 

看見未來！全球行銷下一步 從趨勢看

商機 

創新觀點     
 編者的話                      11       啟發與警惕                                                                 王彩雲 
 動腦為公益                  12        總統，你贏了，人民也要贏																					  謝冠雄 
 職場觀點                      14       跟比你優秀的人一起工作                                            丁菱娟 

行銷風向球     
 生活中的行銷教室 1    16        記得自己也是消費者                                                   婁山觀 
 日本流行快報								20        新年新玩意 讓你創意一整年																					 翟南 
 農產品行銷                  28        地產地消 日本靜岡郵局、圖書館用創意推廣蔬果！   方子維 
 廣告風雲                     31        日本品牌由衰而興                                                      賴東明 
 每月精彩品牌              36         8大策略、社群聆聽 麥當勞如何經營社群媒體？       郭彥劭 
 長青品牌											 41          111年文具老店伊東屋 如何挺過時代洪流？             吳恬儀 

Cover Story                                            48         看見未來！全球行銷下一步 從趨勢看商機                 曾郁涵 
 2016趨勢預測						 58         全球 5大行銷趨勢預測                                               邱品瑜 
 創意突圍											 64         創意再進化 物聯網、虛實整合、原生廣告                 張維仁 
 健康醫療											 70         洞察民眾需求 健康行銷也能很有趣                            張維仁 
 發燒商品											 78         以人為本 話題商品持續延燒																					 曾郁涵 
 日本精髓											 86         日本 4大消費新走向！																										龐惠潔 
 前車之鑑                     92         可能活不過 2016的 10個品牌                     朱灼文、畢南怡 

創意藍海     
 人物：時勢造英雄			98          黃燕玲：虛心、 誠懇、努力，增長「智慧」和「勇氣」	

																		英雄造時勢																																																				                  邱品瑜 
 一則廣告大家看					 104       主題社群 BAND新秀崛起！																					 邱品瑜 
 2015亞洲廣告會議		 108       聚焦創意 亞洲廣告會議在台北！																	 張維仁 
 創意下鄉            116         2015冬山創意論壇  創造在地特色 加值發展	

																																																																 張維仁、曾郁涵 
業界風雲     

 產業發展‧客戶動態     122                                                                                         編輯部 
 創意人多變化							 128                                                                                          編輯部 



478 期 無趣產業的 30 大動人創意  創新觀點     
                           編者的話                      13       讓無趣變有趣的創意																									     王彩雲 
                           動腦為公益                   14      最讚的時機，最爛的時機                                           謝冠雄 
															職場觀點                      16       組織裏的三個角色                                                      丁菱娟 
行銷風向球     
                             東洋注入                       18      日本罐裝咖啡重振旗鼓                                                蕭掬今 
                                                                  19      「複合」新概念 創造餐廳「心」經營模式                  蕭掬今 

 媒體趨勢                       20      對每位讀者單獨服務                                                   那福忠 
 行銷小教室 2                 24      讓我們把品牌擬人化吧！                                           婁山觀 
 日本流行快報                28      讓生活時時充滿新鮮感																										翟南 
 廣告風雲                       34      年末歲終 日本報紙廣告創意無限                                賴東明 
 每月精彩品牌								 40       50年奇士美 專注眼妝開創品牌新路                           邱品瑜 

Cover Story                                              44      無趣產業的 30大動人創意																							張維仁 
 媒體平台                       54      遊戲、互動、家外 展現新聞媒體影響力                     張維仁 
 因材施教												 62       潛移默化的創意教育 讓學習充滿想像                         邱品瑜 
 環境保護												 70       創新環保技術 讓生活乾淨美好                                   朱灼文 
 健康醫療												 76       融入生活情境 冰冷議題也能溫暖溝通                        郭彥劭 
 銀行金融												 82       金融、保險產業 如何擁抱科技開創新商機                 龐惠潔 
 前車之鑑												 88       2015年 5大失敗廣告案例                                        張維仁 

Special Report                                         94      全通路時代 虛實整合風潮再延續                               曾郁涵 
                                      102     2016台灣通路行銷服務公司大調查                          編輯部 
                                      108     年度通路創新案例精選																							    曾郁涵 

創意藍海     
 人物：時勢造英雄					112     詹岳霖：食品產業 前途看好！																     邱品瑜	
	英雄造時勢 
  2015貢獻獎										118   2015行銷傳播貢獻獎 行銷傳播人共享榮耀             曾郁涵 

業界風雲     
 產業發展‧客戶動態    122                                                                                       編輯部 
 創意人多變化                128                                                                                       編輯部 

 

(2016.02)  

  

  

  

  

  

  

  

  

  

  

  

  

  

  

  

  



 
479 期 

(2016.03) 

搶攻她經濟：品牌解構女力商機 創新觀點    
     編者的話                  11      女性撐起一片天                                                           王彩雲 
     動腦為公益              12      「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														      謝冠雄 
     職場觀點                  14   .  你人生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丁菱娟 

 行銷風向球      
     行銷小教室 3            16      如果品牌是一個人                                                        婁山觀 
     日本流行快報           18      日本新年新鮮事                                                           翟南 
     廣告風雲										 24     品牌拜年廣告 是祝福，更是承諾                                  賴東明 
     每月精彩品牌           30      大金空調 故事行銷出奇致勝！                                     邱品瑜 
     熱門話題                  36      搶攻她經濟	 品牌解構女力商機                                   張維仁 
     少女                         54      洞察需求 品牌也能讀懂少女心                                     曾郁涵 
     輕熟女                      60     品牌如何瞄準輕熟女市場？                                          曾郁涵 
     熟女														66      突破心牆 品牌如何打動熟女                                         曾郁涵 
     銀髮族                      72     新銀髮女性 消費威力不容小覷！                                  龐惠潔 
     女性公益                  78      讓人拍案叫絕的「為女發聲」創意                               朱灼文 
     前車之鑑                  84      廣告中女性角色的反省與思考																					 張維仁 

 Special Report                                       90      2015台灣總廣告量成長 4.43%                                     編輯部 
                                92      行動、直效、網路、展會 廣告量明顯成長								     編輯部 

 創意藍海    
     風雲人物                 104     王興：轉型的定義是，有沒有把「數位」											邱品瑜	
																											當成經營核心？  
     一則廣告大家看       110     為兒童發聲 幫助受虐兒早日脫離魔爪！                     邱品瑜 
     TAA消費大趨勢			 116     從 2016消費趨勢找商機                                             曾郁涵 

 業界風雲    
     產業動態                  122                                                                                         編輯部 
     創意人多變化           128                                                                                         編輯部 

 



480 期 品牌慶週年：看各產業用創意 創新觀點     
 編者的話                  11      怎麼樣為自己過生日？                                                  王彩雲 
 動腦為公益								12      台灣新政府需要「解盲」？                                           謝冠雄 
 職場觀點                  14      不要白做工                                                                    丁菱娟 

行銷風向球     
 行銷小教室 4           16      全方位了解品牌性格                                                       婁山觀 
 廣告風雲                  20      日本廣告公司 創意賀猴年！                                          賴東明 
 長青企業                  26      創業 450年 寢具品牌西川的軟實力                               吳恬儀 

Cover Story                                            32     品牌慶週年 看各產業用創意歡慶紀念日													 曾郁涵 
 食髓知味                  42      歐美食品業 大玩創意過生日                                          朱灼文 
 時尚美妝										50      抓緊時機 時尚美妝不忘以人為本                                   葉閔宏 
 長青品牌                  58      日本老品牌 如何創新慶週年？                                      龐惠潔 
 事件紀念                  63      事件週年 品牌與民眾一同紀念歷史														      曾郁涵 

Special Report                                       72      廣告代理商	 數位浪潮下的蛻變重生                             張維仁 
                                  Taiwan's Top Ad     79       Taiwan's Advertising Agencies Are Reborn 
                                                                             in the Digital Age Editor Agencies  

 市場報告									  84       2015台灣綜合廣告代理商排行榜                                 張維仁 
 產業異動          90      台灣地區行銷傳播集團 競爭地圖                                  編輯部 
 20大廣告主             94       2015台灣 20大廣告主 花王攀升第一															葉閔宏 
 動腦嚴選                  100     2015台灣年度十大創意廣告																						張維仁 

創意藍海        
 人物：時勢造英雄		108      許禾杰：無欲則剛！只想做別人沒做過，											邱品瑜	
																									或做不好的事	

 英雄造時勢 1  
 新春團拜										 114     傳播界新春團拜 重返學生時代拜好年														曾郁涵 

業界風雲     
 產業發展‧客戶動態   122                                                                                         編輯部 
 創意人多變化						 126                                                                                          編輯部 

(2016.04)   歡慶紀念日 

  

  

  

  

  

  

  

  

  

  

  



 
 
 

481 期 單身經濟無可限量：創意創造新

商機 

創新觀點     
                               編者的話                  11      台灣單身人口與日俱增                                                  王彩雲 
                               職場觀點                  12      我熱愛工作不是因為成功                                              丁菱娟 
行銷風向球     
                               行銷小教室 5           14      突出的角色造就明星																														婁山觀 
                               廣告風雲                  21      有些話 孩子來說更貼心！                                              賴東明 
                               長青企業                  26   .  近畿大學拚人氣	 校園水產成熱門商機														吳恬儀 
                               日本流行快報           30      瞄準宅經濟 日本企業各出奇招                                      翟南 
                               每月精彩品牌           38      不是只賣紅豆水 易珈還想拯救世界                               葉閔宏 
Cover Story                                           46      單身經濟無可限量 創意創造新商機                               葉閔宏 
                               智慧飲食                  58      獨自吃飯不孤單 餐飲品牌瞄準單身族群                        張維仁 
                               享樂一族                  72      新科技當道 單身休閒也能很精彩                                   葉閔宏 
                               品味生活                  78      多功能設計 單身居家 4大商機                                      郭彥劭 
                               借鏡日本                  83      花招百出！ 日本企業拓展獨身經濟														      龐惠潔 
                              全球樂單                   88      品牌玩創意 單身行銷樂趣多																							朱灼文 
Special Report                                       94      全媒體時代 媒體代理商轉型品牌顧問                          曾郁涵 
                               Taiwan's Top  
                               Media Agencies      100     Entering the omnimedia era, media agencies  
                                                                          have to shift into consulting roles Editor 
                               市場報告                  104    2015台灣媒體代理商排行榜																			       編輯部 
                               動腦嚴選                  108   台灣年度媒體創意案例                                                   曾郁涵 
                               決勝關鍵									 116  . 李奧貝納為何能 連續 10年拿下台灣第一！                   邱品瑜 
創意藍海     
                               人物：時勢造英雄		120    鄧博文：即使只有 1%的機會，也要有 100%                葉閔宏 
                               英雄造時勢                        的努力！		
業界風雲     
                               產業發展‧客戶動態  126                                                                                          編輯部 
                               創意人多變化           129                                                                                          編輯部 

(2016.05)  

  

  



482 期 熟齡商機：擁抱新科技，觸動赤

子心 

創新觀點    
    編者的話              11      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                                                   王彩雲 
    時事剖析              12      公共關係?業向新政府的建言                                          黃玲憶 
    職場觀點							 14      一次誠實的回饋                                                               丁菱娟 

行銷風向球    
    每月精采品牌       16      創新、研發、融合	 台灣菸酒長保青春的秘訣               張維仁 
    日本流行快報       22      值得學習的日本企業 創意不設限！															     翟南 
    廣告風雲							 30      挖掘在地珍寶 促進地方繁榮                                            賴東明 
    行銷小教室 6       36      是領導品牌，卻不是大多數人的最佳選擇										     婁山觀 

Cover Story                                          39      熟齡銀髮商機 擁抱新科技 觸動赤子心													     張維仁 
    健康照護             50      智慧健康產業 瞄準銀髮商機																								 曾郁涵 
    樂活人生             55      翻轉刻板印象 退休生活精彩繽紛																		    朱灼文 
    網路洞察             62      熟齡銀髮族 網路行為大解析																								 曾郁涵 
    行銷關鍵							 70     商機熟了！如何讓銀髮族愛上品牌？																	 張維仁 
    向日取經             78      銀髮產品、服務 貼心致勝！                                            龐惠潔 

Special Report                                     84      踏出下一步 數位行銷走入眼球世代                                 葉閔宏 
    市場報告             90      2016台灣數位代理商大調查                                            編輯部 
    動腦嚴選             100    台灣年度 10大數位行銷案例																							 葉閔宏 

創意藍海    
    一則廣告大家看  106    老幹新枝 80年老協珍長保年輕的關鍵！                        邱品瑜 
    2016亞太廣告節 111    第 19屆亞太廣告節 ADFEST科技產生絕妙好創意！		張維仁 
    風雲人物  黃逸甫：讓天賦自由，勇敢做自己 葉閔宏 

業界風雲    
    產業動態              125                                                                                           編輯部 
    創意人多變化			 129                                                                                           編輯部 

(2016.06)  

  

  

  

  

  

  

  

  

  

  

  

  

  



483 期 追蹤數位足跡：追蹤消費者洞察 創新觀點     
 編者的話							 11      大數據的價值                                                                  王彩雲 
 動腦為公益          12      阿里巴巴的痛，馬雲更痛！                                             謝冠雄 
 職場觀點              14      實習不是玩耍																																		     丁菱娟 

行銷風向球     
 行銷小教室 7       16      所謂的產品，到底是甚麼？ 婁山觀 
 日本流行快報			 20      道地日本風創意商品 點燃你的購物欲！                          翟南 
 創新企業              28      廢棄蔬果變黃金 蔬菜蠟筆大獲好評																		 吳恬儀 
 廣告風雲							 34      人生 60 歲，是另一起點 賴東明 

Cover Story                                          40      追蹤數位足跡 挖掘消費者洞察                                        曾郁涵 
 跨螢行銷              50      解析跨螢足跡 掌握消費者動向                                        曾郁涵 
 社群內容							 58      無聲的秘密 全部藏在內容裡                                            葉閔宏 
 歐美經典							 66      零售大數據 如何各顯神通精準行銷？                             朱灼文 
 日本精髓              72      善用數據 打破困境創商機                                               龐惠潔 

Special Report                                     76      社會設計	 設計成為最具潛力的商業模式								         張維仁 
                                  市場報告							 84      2016台灣設計服務公司大調查                                        編輯部 
                                  動腦嚴選              94      2016台灣年度十大設計作品                                           張維仁 
創意藍海     

 人物：時勢造英雄 100  白友烺：健康產業，絕不能以不變應萬變！                    葉閔宏 
  英雄造時勢  
 亞洲廣告周          106    獨特東方文化 2016亞洲廣告周東京首辦                        葉閔宏 
 一則廣告大家看   112    新光三越展現社會關懷 不一樣的媽媽 一樣無私的愛       葉閔宏 
 2016龍璽廣告			117    2016龍璽創意獎賞析會	 幽默、公益創意最吸睛！       張維仁	
	賞析會  
 2016LIA賞析會   122    2016倫敦國際廣告獎 品牌從「心」出發								          曾郁涵 

業界風雲     
 產業發展‧							125                                                                                           編輯部	
	客戶動態  
 創意人多變化       128                                                                                            編輯部 

(2016.07)  

  

  

  

  

  

  

  



484 期 超強品牌互動：社群、直播、

VR不容小覷 

創新觀點     
 編者的話              11      在接觸目標對象越來越難的時代  品牌有什麼好方法？   王彩雲 
 動腦為公益          12      找回台灣的地平線                                                           謝冠雄 
 職場觀點							 14      年輕人把握問笨問題的時機                                             丁菱娟 

行銷風向球     
 行銷小教室 8       16      品牌經營者也可能成為品牌殺手                                      婁山觀 
 趨勢話題							 20      晉級新聞                                                                          那福忠 
 廣告風雲							 24      團結的力量 超乎想像！                                                   賴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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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傑出設計公司 120 注入創意 設計與廣告主的跨界交流                                 曾郁涵 

業界風雲     
 產業發展‧客戶動態 124                                                                                         編輯部 
 創意人多變化					 128                                                                                         編輯部 

(2016.09)  

  

  

  

  

  

  

  

  

  

  

  



486 期 品牌好 YOUNG：與未來顧客對話

的 5 大秘訣 

創新觀點    
      編者的話            13      品牌老化時你怎麼辦？                                                      王彩雲 
      動腦為公益				 14     「蘋果」被咬了一小口？                                                   謝冠雄 
      職場觀點						 16      換位置當然要換腦袋                                                          丁菱娟 
      生活美學						 18     「與時俱進．自求多福」創新不斷                                     楊勝雄 

行銷風向球    
      行銷小教室 10   20      不要把廣告當作救贖                                                          婁山觀 
      每月精采品牌		 24      洞察台灣高齡化  納智捷福祉車讓愛無礙                           葉閔宏 
      廣告風雲						 32      愜意的夏天廣告                                                                 賴東明 

Cover Story                                        38      品牌好 YOUNG 與未來顧客對話的 5大祕訣                     曾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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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奧美宣布 2016 重大人事升遷(第 72 頁) 

陳慶煒加入 CatchPlay 擔任亞太區行銷長(第 73 頁) 

黃逸甫蟬聯 IAA 國際廣告協會理事長(第 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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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2015 台灣地區廣告數字(第 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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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管理」市場潛力巨大，印度創業家顛覆傳統處方藥產業(第 29 頁) 

報導(第 30 頁) 

數位行銷進化二部曲 讓成效翻倍成長的關鍵(第 30 頁) 

歐米爾用社群打造品牌力(第 32 頁) 

雪芃廣告 立足台灣 佈局大中華 放眼全球(第 34 頁) 

層層把關 嚴密監控 顛覆網路廣告成效標準(第 36 頁) 

莫忘初衷 與時俱進 MAA 理事長盧炳勳的存在論(第 38 頁) 

靈智以《記憶的紅氣球》 橫掃中國金瞳 9 大獎項(第 40 頁) 

陶淑真的成功心法(第 42 頁) 

我們 近在找人 你有推薦的人嗎？(第 44 頁) 

深夜寫給品牌內容的情書(第 46 頁) 

抓住消費者的 佳覓食點 《雲講堂》月聚會：不來梅麵包屑理論(第 48 頁) 

奧美團隊攜手遠傳電信 贏得台灣首座「金鉛筆」(第 50 頁) 

2016 THE ONE SHOW 大中華區獲得 1 金 4 銀 3 銅(第 52 頁) 

特別企畫 2015 臺灣地區風雲廣告代理商－智威湯遜(第 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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