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小AE到CEO
鄭資益活躍廣告與電視四十載
堅持把節目做到最好

　　鄭資益，高雄旗山人，世新廣電科畢業，退伍後進入台灣

最大的廣告公司聯廣，後任職於華商、奧美、華懋、聯眾等知

名廣告公司，現為緯來電視網總經理。在師徒制年代，鄭資益

在賴東明、楊敏雄、宋秩銘、莊淑芬等前賢帶領下，累積實戰

經驗。從業務、課長、主任、副理、經理、協理、副總，一路

當到總經理，活躍廣告與電視圈近40年。鄭資益為人處事不
徇私，器量恢弘，至今以其深厚人脈，為廣告與媒體公協會組

織間調和鼎鼐，廣受各界敬重。面對網路衝擊傳統電視，觀眾

流失，他的存活之道就是和新平台策略競合，堅持把節目做到

最好。他也以過來人的經驗提醒後進，廣告人學無止境，需要

好奇心與耐心，應趁年輕打好基礎，按步就班學習，經驗值就

能寓於無形。

電視業經典人物

鄭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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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旗山父母開明 
 考取瀛海磨練嚴格

我是出生在高雄縣的旗山鎮，在那邊念小學。我小學成

績全校來講，應該都是在十名左右。小學有一個很好的同學，

也是世新畢業的，就是林清玄。我先講林清玄，是從小學、初

中，到念世新，到退完伍，我們都住在一起的，你看這時間有

多長，很難得、很難得。因為小學的成績還OK，所以我也參

與了很多的運動，如果你要問我參與了哪些運動，我在小學曾

經代表高雄縣棒球比賽，我也是躲避球比賽選手，但是我常常

講，自己在一個小範圍還可以，但至少我對運動是非常熱愛的。

那個時代沒有國中，只有考初中。除非你到高雄還有台

南，其實我很想去台南考初中，但那個時候年紀比較小，我

媽媽比較擔心，所以就留在旗山這個小區的聯考。那時旗山聯

考的第一志願是旗山初中，第二志願是美濃，我初中三年級也

都在旗山待。我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我從頭到尾都在當幹

部，我小學一直都在當班長，不然就是副班長，到了初中也都

在當副班長。我身高很高，都排第一個。

旗山初中的學生們，照道理應該要到高雄初中去考，因

為那時候的英文課本不一樣。高雄是萬國音標，台南是KK音

標，他們用遠東的書，通常我們的人都是去高雄考。我啊、林

清玄，還有一個同學，我們比較三八說，不要，我們要去考台

南，結果我們就去台南了。所以我剛說林清玄跟我離不開的

事，考了台南，當然我朋友兩個考了台南一中，一個考了長榮

中學，我們兩個考了我們自己號稱三中啦，台南的私立瀛海中

學。它其實在台南蠻有名的，可是因為在安順比較偏僻的地

方，照道理那個第三志願應該是新化、善化，但是比較多人想

在市內，所以就去填瀛海中學。

其實我爸爸媽媽對於我的工作，從來都不會有意見。當

然鄉下小孩，他們會希望你書讀得好，然後做醫生。但是因為

你成績不是那麼好，所以不可能做醫生，所以他們對於我做什

麼，倒也還好，家長對我們還是比較自然型的。因為我們在鄉

下念書，家長會比較在意你快不快樂。我覺得這點蠻重要的，

因為我小時候念書是屬於中等群，不會太差，稍微花點功夫，

成績就能還不錯，所以都很輕鬆在唸，所以家長都會很放心。

當然啦，我們去考台南，他當然會希望我考上一中呀，但我考

上瀛海，他們也都覺得好呀！當然考大學也希望你考很好啊，

但考到世新，也很好呀！這都很自然，我覺得每個學校，有每

個學校的優劣點。

這個學校其實是個蠻嚴格的學校，我如果沒記錯，我們那

個時代想要考大學的話，大概只有13%的升學率，我們學校大

概有60%都考上大學。這學校也很特別，可能考到台大的只有

一個，但是上淡江、世新呀，就非常多，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情

況。我讀瀛海的時候，它只有三班。我記得我們那時候進去，

五班進去，三班畢業，就是留級很厲害的意思。因為留級厲

害，它升學率才會好。我們其實要去念這個學校之前，完全不

知道，是聽別人講才知道，這個市內學校很好。

那時很多學校可以留平頭了，我們學校是一律剃光頭的，

有點軍隊的樣子。我們高中三年，沒有熱水可以洗，其實當

兵的什麼痛苦，我們高中早就經歷過。在宿舍女生有熱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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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沒有，那怎麼辦，常常到了周六日，就到台南的澡堂好好的

洗。我個人覺得，現在想想真的是個磨練，我們必須在5點多6

點就要起床了。我們的教官就是我們的指導，他等於是軍人一

樣，非常的嚴格，六點就要起床，你的臉盆要怎麼放，他也都

是有規定的。而且還沒熱水，男生當兵什麼戰鬥澡，高中就洗

過了，很冷！你一定三分鐘要洗完，不然太冷了，所以叫戰鬥

澡。這種的磨練讓我在想，是不是在對辛苦的認定其實是有幫

助的，那時高中要上個廁所要走差不多四、五百公尺才能上，

在籃球場旁邊，黑黑的一片，你要走過去。在廣告公司，做很

辛苦的工作，想想之前的磨練，倒又還好。

 讀世新修習廣電與廣告 
 空軍服役比賽常勝軍

我在瀛海中學大概有三年，成績也在中上，也考上世新。

我是廣電科，林清玄是電影科。在世新三年，我覺得我後來

會進廣告界，其實也跟世新有很有關。雖然我在世新念廣播電

視，但是我有修廣告學的課。在世新當然我們也做了很多實

習，也練了口音的矯正班，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本省人，都以

為我是外省人，以前在台北也不講台語，很多人都是過了一、

二十年才發現，我是本省人。我想這是跟在世新訓練上有相當

大的關係。我在世新這三年成績，也大概都是在中上的，中間

上面一點點，也不是特別好的。那個時候我們除了念學校的

書，也會參加很多外面的活動。尤其是世新以前就有《新聞

人》呀，我們也都參與。

我很喜歡講一個事情，就是世新的同學有兩種，一種就

是他不用念，就會考到世新的人，底很穩，腦筋不錯，這樣講

會不會對不起人家；還有一種就是他很努力，努力完就是只能

讀世新。其實世新有很多很棒的人才，坦白來講世新在大學聯

考，在我們那個時代是比較後面的，但後來有越來越多學生表

現都很優異，這就是我剛講的，其實他們很棒的，但就是不想

念書而已。

其實有些影響的是，我雖然是高雄人，可是我在台南念

高中，大學在台北讀，我在台中當兵，當了一年十個月，這個

區域性對我後來的工作是很有幫助性的。我後來在廣告公司，

我的客戶遍佈全台灣，我的客戶在高雄，我就會跟他說：「我

是高雄人耶！」像統一在台南，我就跟他說「我在台南念高中

耶！」所以統一有很多是我的學弟。當然我客戶在台中，就跟

他說「我在台中當兵耶！」那台北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我個人

覺得，一些經歷對你來講，都是很有幫助的。

當兵我是空軍，其實也很好玩，你知道世新的學生要考預

官不容易。不是考不上，是你連操行成績都不一定會過報考門

檻。我們那時候最有名的是很嚴的點名，我記得那時世新有一

半的人都不能考。世新真的很嚴格，你蹺課，操行就是不過，

我們就是屬於蹺課所以操行門檻不過，所以根本沒辦法考。後

來我到台中當兵，大概一年十個月，我是空軍，我在軍隊也算

是輕鬆。所以我組了很多東西，譬如說我組了一個棒球隊，在

台中還參加比賽。基地常有活動，我也常常弄一些康樂的東

西，寫論文、演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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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小區域裡面我們都算突出，但大的可能就沒辦法，

所以在軍隊演講比賽，我幾乎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論文比

賽也都是，但我都開玩笑，論文比賽你寫30張第一名、20張第

二名、寫10張就是三名，這樣子。所以我們就一定會把它寫到

30張，所以當兵也是在這樣的情況。

 應徵首份工作進聯廣 
 負責「黑松」學習市調

之後我們出社會，當然是很想進電視台，那時電視台只

有華視、台視、中視，僧多粥少的情況之下，後來我們就決定

來考廣告公司。剛好我有一個學弟，低我一、兩屆，在聯廣實

習，我就想說來考這間。其實很快一個禮拜就通知錄取了，聯

廣就成為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其實也就只應徵過這一次工作，

我後來的工作都是因為有人找你，然後也覺得差不多該換了，

剛好做連結。我常常很驕傲的說，我沒有一天沒有工作過，我

從進聯廣開始到現在，大概都連接在一起，沒有一天沒有工作

過，後來又回聯廣就牽涉到現在的一些工作了1。

1　  聯廣公司成立於1970年，是由徐達光所創辦的「東海廣告公司」，經1974年5
月增資改組而成。當時因中信集團資金挹注，故由辜振甫擔任董事長，總經理

徐達光。1977年5月聯廣改組，葉明勳出任董事長，楊朝陽擔任副董事長，徐
達光任總經理。1989年6月聯廣再改組，辜濂松任董事長，賴東明副董事長，
徐達光任創辦人，葉明勳任名譽董事長，葉文立接任總經理。2009年2月中信
辜家因不堪虧損，將聯廣賣給群邑集團董事長余湘。聯廣自創立以來，迄今仍

是台灣100%本土經營的廣告公司。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我對於一個做廣告的人來說，你的經

驗值是很重要的，你的運氣也是很重要的。我進聯廣第一個工

作就是「黑松」，我另外一個夥伴就是鄭松茂2。那時候有「黑

松」跟「吉利果」，他比我早兩年，但他其實年紀比我小。他

那時是在大同工專畢業的，五年制的，他好像不用服役，年紀

比我小，早我快三年進聯廣，我進去後就和他一起。我覺得負

責黑松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在三十幾年前「黑松」就是一個很

大的公司，所以在那個時代的廣告公司坦白講，並沒有很專業

的東西，都是師父帶徒弟，後來有楊朝陽博士《廣告的科學》

一書，才開始有一些廣告的事情。是用科學能去印證的一些觀

念和思考模式，楊博士也是在聯廣作顧問3。

為何我覺得做「黑松」是一件幸運的事？因為它是個大客

戶，它願意花很多錢去做很多資料。在每一年，我們會有一個

叫水頭和水尾，水的意思是在七、八月的時候旺季。因為是飲

料，所以它的旺季是在七、八月，所以在七、八月之前，可能

也許是在三月或四月就會做個調查。水後就是旺季以後，這調

查一個叫是「消費者調查」，另一個就是「店家調查」（store 

check）。以前有個好處，你能到柑仔店去問問老闆，他們接

觸客人拿東西、跟你說些什麼話，你就能從中了解，他對「黑

2　  廣告人鄭松茂，20歲畢業後進入聯廣廣告，1987年創立臺灣意識形態廣告公
司，製作過許多風格獨特廣告作品，如司迪麥口香糖、中興百貨形象廣告，引

領時代潮流，形象深植人心。現移居上海，創辦質館咖啡。

3　  楊朝陽，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博士，是台灣廣告的國際化先驅。1966年被美國
《廣告時代》選為十大風雲人物之一，返台後創設聯廣、聯中、博陽、聯網等

多家廣告公司與展新事業。其早年任職日本博報堂常務董事，並出版《廣告的

科學》日文書，在1973年奪得日本非文學類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中文本則於
1991年1月由朝陽堂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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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有什麼樣的看法。消費者調查就是到每個地方訪問，「黑

松」幾乎每一年都會做這個東西。事實上對其他的客戶來講，

他們不可能會花很多錢做這個東西，但事實上你花時間、花錢

做個一趟，你就會非常的有概念。

比如說店家調查（store check），我們當然不會親自去做，

我們是做複查（Re-check）。可能到了台中，會請東海大學的學

生類似的科系，請他們去做店家調查。做這些調查我們當然要

看這些東西有沒有標準，我們通常隔幾天會抽樣複查，我自己

要跑所有的店，然後去問問題有沒有一樣，因為你要真實性，

那時候只能做這樣的東西，其實我們也都親自做這些東西。

 進廣告圈學無止境 
 廣告AE累積實戰經驗

在聯廣很幸運的是，它讓我學習到很完整的東西。當然

很多人會問你「進廣告的目的是什麼？」其實我想的很簡單，

因為我有唸過廣告學，我想進廣告大概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你

要學心理學、社會學、廣告學、行銷學⋯⋯等等，甚至於你想

像不到的東西。調查就不用講了，是很完整的東西。其實一開

始我有想過，我大概做三年五年我就要去做其它的東西，至於

其它東西我還沒有想是什麼，只是覺得在這方面有些許研究就

好。至於為何會一直做下去，因為發現它們永無止境。你這次

做了十類客戶，你到了另外一間廣告公司又做了十類的客戶，

譬如說我幾乎都做飲料的，但我也曾經做過，小孩子的紙尿

褲，但你幾乎完全沒有印象，所以要從零開始學。你下一次又

不一樣，那又是個從零開始，一直無止境下去，我就很自然的

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在聯廣做一做，我到華商4，到華商是上面的主管帶

著我們一起走，就是楊敏雄董事長5，帶我們一起到華商。過去

的「業務」（Account Executive, AE），跟現在的「業務」不太

一樣，過去的「業務」你是要對所有東西都了解，對「文案」

（Copy）、「美工」（Art），對「調查」更不用講。以前做「美

工」的人很多可能都是復興美工畢業，所以很會畫，可是通常

他們比較不願意講；以前的廣告文案（Ad Copywriter）也是中文

系畢業的，可能他們也不願意出去講；所以以前到客戶那邊都

是「業務」在講，都是我們去面對客戶。我們常笑說為何「業

務」（AE）能帶走客戶？因為客戶只認識你啊！像我做個伯

朗咖啡，定價啊、包裝啊，我們都參與在裡面，所以客戶會對

「業務」（AE）相當信任，你等於是協助他們行銷思考的人。

譬如說每次要去提案，也是我們自己去，美工也沒去，因

為你要去提案，所以你就要懂為何美工要這樣畫？要必須先溝

通，還有文案怎麼寫，甚至於媒體購買公司，以前都是業務自

己發明的，我今天要登哪一個都是業務自己處理的。以前的媒

體是我要登這個，那你幫我買，然後就去買。所有的媒體計畫

4　  華商廣告公司於1962年3月10日，由聯合報副總經理兼廣告部主任錢存棠先生
所創立。「華商廣告」成立之後，與香港華商廣告公司、日本五洲報業株式會

社、日本國際廣告公司進行國際合作，成為台灣最早的國際合作廣告案例之

一。

5　  楊敏雄，民國32年生，建國中學初中，師大附中高中，政大外交系畢。楊敏雄
從文案出身，成為傑出廣告人，1967年擔任台灣廣告公司主任；1973年歷任聯
廣公司經理、處長、協理； 1979年擔任華商廣告公司總經理，1984年5月出任
華商廣告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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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業務做的，你可能覺得沒有那麼完善，但在那個年代就是

「業務」（AE）主導一切。

 歷練不同公司與客戶 
 從基層當到總經理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我發現「業務」（AE）要做的事情

好多，要懂的事情好多，所以你就會永無止盡的學習。而且有

人講說以前的廣告公司常常會換，這也不是個負面的說法。我

在這個公司做了五類型的客戶，你也知道廣告公司它要換客戶

類型不容易，我如果要做另外一個類型的客戶，我就必須要換

個公司，常要有這樣的因素。所以我也是因為這樣，我從聯廣

到華商，後來到奧美，又到華懋，又回聯眾等等，其實在這個

過程，就是歷練不同客戶的過程。

另一個就是自己做小主管、中主管、大主管的一個過程。

我常講我是一個從課長、主任、副理、經理、協理、副總經

理、總經理全都待過的人，我絕對知道哪個位階的人，他們想

要的東西是什麼樣的東西。我常講一句話，「沒有那個屁股就

不要坐那個位置」，因為這是一個很專業的行業，當你坐上了

一個位置，不是比下面的人更厲害的話，那你就會很辛苦。你

一定要做到比他厲害，他問的東西你都能了解，所以我覺得這

個是我在廣告業，很重要的地方。

 會議記錄見微知著 
 揣摩客戶獨當一面

我覺得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過程，我在聯廣算是一個

新的開始，我在聯廣有三個月到半年，我是每天在那邊寫會議

記錄的。這也是我告訴人家，你在會議記錄的撰寫，對你幫助

也是非常大的。那為什麼寫會議記錄，所有人在開會，不管是

高階、中階、低階，你都聽到了，隔了三、四個月快半年的時

候，到客戶那邊，也不會讓你一個小AE去呀！一定是你的主管

帶你去，那時候我也是在想一件事情，我什麼時候可以獨立，

可以我獨立面對客戶？因為你到客戶那邊他會問你很多市場和

商品的東西，可是那時剛開始，可能沒那麼有經驗，結果就被

問倒了。他會覺得，那你就不要來了啊！我問你你又不懂，所

以當然你也會怕。

我是在有一次隔了四、五個月之後，剛好我們主管有什

麼事情，他臨時不能去，我就過去了，我發現客戶在問我事情

時，我都對答如流，我認為我是歸功於那些會議記錄得到的，

因為我聽，在這聽之下，我就會自己在想，如果是我，我會怎

麼回答。譬如說客戶開始問這個問題，我的主管在想要怎麼回

答時，我心裡也會跟著思考該怎麼回答，之後我再對應看看，

我的主管是不是跟我有類似的想法，然後也會看看客戶，對於

我們這樣的答案，他同不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主管的，可能我

心裡想的觀念可能不對，如果他同意，可能就我想的也OK呀！

那次剛好主管有事沒去，我自己去，然後我對答如流，原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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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了。我覺得這是我在聯廣學習到的，當然我

做黑松也讓我學習很多，我剛也講過，也不用特別提了。

 華商業務經理全省跑透透 
 建立客戶深厚交情

後來我到華商，華商也是很有趣的例子，我做到業務經

理（Account Director），我有一個客戶，雙鏢運動鞋，是那時

候台灣願意花最多錢做廣告的人，那時侯Nike、Reebok都還沒

來，那時候只有台灣一些本土的品牌。在那個年代，他一個月

花500萬的廣告預算，當然他是以當初的台視、華視、中視為

主，三個月做了快1500萬的廣告預算。在那個年代一個月花500

萬，三個月花1500萬真的是不得了。

後來我跟這個客戶，跟他做一個建議，那時候已經知道，

國外的品牌他們要過來了，我說他們只要一過來你就慘了，因

為你是本土，現在只有一個就是把你的生命延長，佔通路。怎

麼佔通路？人家一個鞋店不可能全部都是你的啊，我就說你就

佔一個櫃子，我們就做一個櫃子給他，至少客戶進來還是能看

到。這講完，他說我覺得你這個意見很好，麻煩你過來做，所

以我就過去做。可是最後結果，還是國外品牌，因為年輕的朋

友還是比較注重國外品牌。

我有一陣子大概一年的時間，我做雙鏢運動鞋的行銷兼

業務部經理，做那個業務其實不容易的，我說的要幫他做通路

（channel）的東西，每間店佔通路。我要自己開車到全省各

地，他們當然各地有他們的業務，他們陪著我一個一個去說服

鞋店的人，寫一個案子給他們，為何要做專櫃的東西，我給他

們什麼好處，我就先佔一個這樣的東西，也許國外品牌進來，

沒辦法佔到這麼大的地方。談完他們說好好考慮一下，我就回

來，等他們覺得OK，我再下去一趟。

每家店其實我都跑了大概至少兩次以上，開車還開到車到

田裡面去，為什麼？因為很鄉下，跟老闆談好，他說要回家一

趟拿個印章，我就載他回家。他也不指大路，他帶我走小路，

就田的小路，那個時候已經開車開得昏頭昏腦的了，就真的開

車開到田裡去了，這些真的都是很磨練的地方。

後來我用一年時間，把這個事情做完，簽都簽完，後來

我又回到華商了，我意思說可以做客戶做到這樣，直接幫他去

做，以前客戶和業務AE真的是非常緊密的。以前在高雄有一

個客戶，叫做愛樂美電子鍋，也是一個國產品牌，他也有很多

東西都是我們向他建議的。有一次我們攝影師陪著我去高雄，

要拍他所有的東西，結果他跟我去到高雄的時候，那時候搭飛

機，他們的老闆親自到機場接機，然後開車載我到他家別墅，

開始聊聊天吃吃喝喝，然後攝影師拍完，然後再送我們到機

場。意思是說，你可以做客戶到他整天陪你、帶你，那時候這

樣關係是非常深。

 台灣奧美訓練扎實 
 廣告聖經案例薰陶

我在華商的時候跟幾個客戶都蠻深入的，後來因為宋秩銘

和莊淑芬他們都到奧美去，為那時候我們從聯廣過來是楊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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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我、宋秩銘、莊淑芬、楊大鵬⋯⋯等等幾人一起過去的，

所以我們的革命情誼是還在的。後來我在華商做一做，奧美的

前身叫做國泰建業，其實國泰建業跟華商都是蔡辰威的6，後來

蔡辰威就把宋秩銘調去國泰建業當協理，也把陳信雄調去做副

總，後來國泰改奧美，我和莊淑芬同時離開到奧美去，所以我

就開始到奧美。

在奧美我覺得學習最多的是，奧美的訓練是很扎實，我們

以前叫做Bible是聖經，它全世界有這麼多客戶，他們在全世界

要求你寫7。我舉例，在這個地區，做這個商品，成功跟失敗

的例子；然後集合全世界相同的商品，譬如說你是專門做汽水

的，集全世界各地的汽水成功跟失敗例子，做出來之後，把它

形成一個所謂的準則：成功是什麼原因？失敗是哪些原因？所

以將來要做的人就不會那麼痛苦，我在這個部分的訓練學到蠻

多東西的。

奧美是第一家訓練學徒，以前都是師父帶徒弟這種方式在

學習，但在奧美給的訓練，很多都是從美國帶來的觀念，畢竟

在美國他們廣告比較厲害，也有他們的聖經，我不用再多花時

間自己試，只要拿來套用在這上面再看成不成，就能很快速完

成，奧美在訓練上面他們真的是很不錯。

6　  蔡辰威，國泰集團創始人蔡萬春五子，曾任尼鼎企業公司董事長、國泰建業廣
告（奧美廣告前身）總經理、大世紀傳播董事長、來來百貨董事、臺北喜來登

大飯店總裁等職。

7　  1985年，國泰建業廣告公司因應國際化重要，和奧美集團（Ogilvy & Mather）
共同創立了「台灣奧美廣告公司」，是台灣第一家有外商投資的廣告代理商，

由宋秩銘擔任第一任董事總經理。經過30年的發展成長，奧美建構了奧美廣
告、奧美公關、世紀奧美公關、奧美互動行銷、奧美數位媒體行銷、經緯行動

策略行銷以及Hogarth & Ogilvy等專業分工單位，已成為台灣最大的整合行銷
傳播集團。

 深入市調拿下「保力達」 
 開創罐裝「伯朗咖啡」市場

其實我好像都做很多辛苦的工作，但是這些辛苦的工作，

對你後來作為大主管的代價是非常好的。我在奧美做過兩個

比較有名的大客戶是「伯朗咖啡」，一個是「保力達」。我先

講保力達，保力達這個客戶也蠻好玩的，其實在我們的工作來

講，你不會去接觸到保力達，你不會去喝它，照道理應該不

會。他們的老闆陳老闆，他以前保力達的影片都是滑翔機，就

很好笑，他的商品是個很在地（local）的商品，但他影片每次

都是很高級的。

這是有原因的，我的印象是，因為這個陳老闆，夏天他

沒有辦法在台灣，太熱，所以夏天他就會回到美國去，冬天再

回來台灣。他回來時會經過日本，他會到日本找這些片子，回

來再剪一剪，然後再放上保力達，所以你看他的片子都是國外

的片子。後來因為維士比慢慢從南部攻上來，確實越來越好，

所以他就開始緊張，竟然找到奧美。我記得那時是六、七家

比稿，那時文案指導（copywriter）是王念慈，我是業務經理

（Account Director），一樣的道理是這個客戶你從來沒看過，

你從來沒做過，一樣的方法就是市場。

所以我帶著我的AE，全省跑了兩趟。到各地的麵攤店、檳

榔攤、藥房更不用講，甚至到原住民的山上，我們還申請入山

證，魚市場等地方，繞了兩圈，然後寫這個案子。當然比稿我

們贏了，你觀察後寫出20%的人在喝80%的市場，這是個觀點。

它就是重級使用者很重，輕級使用者偶爾喝一下，所以他那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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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都是20％的人在喝，所以我們就講80/20的理論8。

很多客戶會說，我們為何要找你們廣告公司？譬如來一

個品牌，人家老闆自己想，他們東西也賣的嚇嚇叫啊，這也是

80/20理論。你有經過代理商，廣告公司幫你做精心的策劃，你

有80％成功的機會，20%失敗；你不經過廣告公司自己來想，你

也有20%成功機會，80％會失敗。因為你商品好，或是你價格

低，有競爭力，就看你要80還是20。一樣的道理，回過頭來講

保力達80%的市場都是來自20％的人。

我那時候問到原住民很厲害，他下山說要買保力達，買了6

瓶，還不到山上6瓶已經全都喝完了，因為他邊走邊喝。從市場

還能知道，保力達能夠配什麼伯朗咖啡，很多種喝法。其實保

力達不可以在麵攤賣的，因為它有一點藥的東西，所以應該在

西藥房賣。可是為什麼西藥房不太願意賣，因為他一瓶可能是

60塊，他面積佔很大，但我藥賣一小包就有120塊了，所以一般

藥房不太願意賣，第二個，因為他是玻璃，它很容易破，第三

很重要的一點，利潤的問題。當然維士比賣和保力達他們利潤

給差不多，有一個特別，差在哪裡？你在搬一定會破，維士比

說破沒有關係，你只要拿一個瓶蓋來，我就換一個給你；保力

達那時候他因為很紅，所以它不賠。那時候還有開玩笑說，那

時候在工廠還熱熱的時候，這個經銷商已經排隊在外面等著要

拿去。

8　  80/20理論，最早由義大利經濟學者帕列托（Vilfredo Pareto）發現，又稱為帕累
托法則（Pareto principle）。根據該法則，公司的營收來自於百分之二十的產品
或客戶，同時，你的業績也是來自於最重要的幾個客戶，找出是哪些客戶造成

了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業績，與他們建立更好的關係，提供他們更好的服務。

你知道黑松那時在做的時候，所有的經銷商是拿著支票

放在那邊，你出多少貨，自己填，這些廠商風光的時候就是這

樣，我們做了市場，就了解到保力達在各地的狀況。我印象很

深刻，記得那時提完案之後，我們拿到了，然後陳老闆就有一

次在開會講，他說鄭先生只做了兩個月，比你們做了這麼多年

還瞭解市場。

這不公平啦，因為我是直接在市場看的，所以就很直接的

了解當時市場上的東西。而且那時候更好笑，我和王念慈，我

們每個禮拜一或是三，都要到他們的公司。老闆在美國，直接

跟他們自己公司遙控開會，他如果問到有關業務的事，我們兩

個就要直接回答他。但是我一直說做這樣的客戶，你不管再怎

麼樣的苦，你願意親自在市場這樣調查，親自了解，事實上我

個人認為，這對我們幫助是很大的。

在做伯朗咖啡之前有別的品牌做過罐裝咖啡，可是失敗。

罐裝咖啡怎麼會是冷的呢？不是咖啡就熱熱的泡出來的嗎？

所以在那個時代做的時候不被那麼接受，可是伯朗咖啡做起來

了，而且名字還叫伯朗，是一個金車很本土的品牌，叫伯朗咖

啡。當然是因為它很好喝，市場也到了。伯朗咖啡我所知一瓶

20塊，它一年也賣出1、20億。我做伯朗，也做到跟他們李董很

好。市場變化很大，開喜婆婆好的時候，可以做到3、40億，那

時候黑松好的時候所有商品，加起來不過4、50億而已，所以市

場是很恐怖的，成功起來很恐怖，但其實掉的時候也很快。茶

也是一樣，在開喜之前，也有人做罐裝茶飲，但也失敗了，因

為那時市場的時機還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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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懋擔任副總 
 學習高階管理引進跨國合作

後來離開奧美到華懋，事實上也是對自己的一個歷練，在

奧美我只是一個業務部的經理，我到華懋，它願意給我管理所

有的東西，我覺得這對人生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所以我就到華

懋了9。因為我想在管理上面做更高階的訓練，所以我到華懋是

做協理，後來升副總，當然就管所有的業務創意，因為你管所

有的東西，所以你所有的理念又不太一樣了，甚至經營速度。

後來到華懋，他們有三大客戶，華航、YAMAHA山葉機

車、一個就是金車的系列。我到華懋去了，金車的李董拿了

6000萬的預算給我帶過去，當然跟奧美沒有關係，他還有其它

的商品，我意思是我們跟客戶互動的關係，做這個可以做到客

戶，可以因為我們離開，他願意把預算挪到我這邊去，表示你

跟客戶的相處上都還不錯。大概很少客戶會對我有意見的，第

一個我們很努力做事，我們也知道怎麼平衡一些事情。

在華懋對我有兩個很大的幫助。第一個是做華航，它在全

世界有各個點，我必須帶著我們相關人員，巡迴各地去了解他

們各地的需求，我們那時候不只做國內的，也有做到國外的廣

告，有配合香港一個DDB公司來跟我合作華航的東西10。坦白講

華航比較國際性的公司，還是香港那邊比我們還進步，所以我

們那時候是請DDB陪著我們一起做，所以也讓我對國際的東西

有進一步的了解。

9　  華懋國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86年，以自有資金，結合跨國公司為合作
夥伴，經營國內外綜合廣告代理業務30餘年，有豐富的國際及本土品牌經驗。

10　  DDB的全稱為 Doyle Dane Bernbach，是傳播公司Omnicom集團的子公司，於
1949年創立，是一家具有六十多年歷史的世界頂極4A廣告公司。

我後來在聯眾也是做紙尿褲，我們的女生文案為了要感受

小孩子紙尿褲濕的感覺，她晚上就睡覺直接包著，然後不上廁

所，然後尿在裡面，直接感受在裡面的感覺是什麼，這非常了

不起。

第二個是YAMAHA山葉，它讓我學到日本人的龜毛到什

麼程度。他們要做一個訪談，所有的桌子椅子是從日本來的，

他可以做到這個樣子。我在華懋的時候做紙尿褲，日本的AE過

來，晚上要拍廣告片，他整天關著會議室，把所有紙尿褲攤開

來，然後一個一個用水滴，他在看那個水是怎麼跑的，因為他

要讓攝影師知道怎麼跑才好看，怎麼跑才會感受到它的吸收力

很強，他龜毛在這裡，整天都在做這個事情。攝影師當然是不

知道怎麼拍才能表現的出來，因為他也不是做這個，也不是要

拍好看，是要拍出來能表現它的吸收力很強。從這邊倒還是那

邊倒，還是正上方倒，然後它的高度要怎麼樣。

後來要拍一部車，他都試的好好的，這是一個，另一個

是我們要拍一部車，可能我們要拍平面時，就拍東西南北四個

點；但是日本人是360度拍，意思就是360度拍就是1度拍一張，

從360張他去找一張他覺得最漂亮的一張。我們做YAMAHA是

跟電通合作11，做華航是跟香港DDB公司合作，所以讓我們有機

會學習到國外代理商的作業方式。當然我在華懋學習更多的是

管理，那時我是副總，管理了所有部門，在華懋學習到很多。

11　  日本電通集團成立於1901年，總部位於東京，是當今日本第一大也是世界最
大單一廣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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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和信集團 
 歷任聯眾、緯來總經理

後來因為葉文立的關係12，我就到聯眾去做總經理，我最大

的客戶是統一，我那個時候稱呼自己是大AE。華懋當時是一個

100多人的公司，可是聯眾那時才30幾人，30幾人你當然不能用

華懋的方式去做，因為沒那麼多人，所以你要自己下來做。我

叫大AE是因為我每個禮拜，就帶著我們的團隊跑統一，我們每

次到機場，到統一都會坐計程車，我們有個小姐坐前面，常常

忙到沒有睡覺，有次那個司機問說：「妳今天怎麼沒有睡⋯」

意思是看她來的有多勤！後來我到聯眾，主要做統一，我那時

比較管理階，各組也有各組的主管，我們也做桂格。

後來為何到了緯來？那時候聯眾跟聯廣的體系，是屬於中

國信託的，後來我們就成立一個和信傳播集團，傳播集團的大

總經理是葉文立，上面是辜啟允13，鍾芳程也陸續過來，叫和信

傳播集團14。從聯眾到緯來其實很單純，聯眾是一個10來億的廣

12　  葉文立為報人葉明勳之子，母親是作家華嚴，姨丈是中國信託集團董事長辜
振甫。葉文立曾任聯太國際公司總經理、聯廣公司總經理、和信國際傳播公

司總經理、凱絡媒體服務公司董事長等，現為電通安吉斯媒體集團董事長。

13　  辜啟允（1953年－2001年）為辜振甫之長子，1988年出任中國人壽總經理，
1996年成立緯來電視網，1997年成立和信超媒體，是台灣第一家在美國上市
的網路公司。2001年5月衛視集團投資台灣有線電視系統業，與和信集團合資
成立中嘉網路公司，辜啟允亦擔任中嘉網路董事長，2001年12月罹癌病逝，
得年48歲。

14　  1990年9月，和信集團宣布成立「和信傳播集團」，並且在1991年1月正式運
作。這個傳播集團是以「和信國際傳播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軸，旗下有聯

廣、聯眾、聯旭三家廣告公司，還有聯太、聯翔、緯來、行健等事業體。

告營業額的公司15，可是在緯來，辜總已經花了一百多億買所有

系統了，因為緯來沒有行銷業務的人，以前陳繼業是比較負責

節目的東西16，因為這樣的機會，辜總和葉文立想說，把我調過

來。我其實是被調過來的，不是換工作，調到緯來17。

 整合行銷企劃 
 穩紮穩打建立緯來基礎

所以緯來一開始有兩個總經理，我是行銷業務總經理，一

個叫做節目事業總經理就是陳繼業，大總經理就是葉文立，旁

邊還一個常務，劉篤行。後來我到緯來就是從業務開始做，廣

告公司對我到緯來做，當然有很大的幫助。我第一個觀念是，

所有緯來的業務，你們不能只是業務，你一定要有專案的能

力。今天你到客戶那邊，你要有話跟客戶可以談。像廣告公司

的AE，當然沒有要這麼專業的，至少一定有概念，不是說到客

戶那邊說廣告多少，錢多少就結束了，那這樣誰都會做。所以

我一開始就要求所有業務要對專案的東西，除了數字以外，概

念要很清楚，我們叫做「整合行銷」。

15　  聯眾廣告公司成立於1986年，原屬和信傳播集團旗下的廣告公司，現為聯廣
傳播集團之一員。

16　  陳繼業1982年創設緯來企業公司，之後擔任緯來電視台總經理23年，2004年
出任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2007年底東森電視台董事長唐子明邀請
陳繼業擔任董事，並兼任代理總經理，2008年5月真除，2014年10月自東森退
休。

17　  緯來電視網成立於1996年，是台灣主要的衛星頻道供應商與代理商。緯來原
為「和信傳播集團」旗下事業體之一，辜啟允過世後，已由中信集團家族接

手。目前旗下有七個自營頻道，包括緯來體育台、緯來日本台、緯來電影

台、緯來綜合台、緯來戲劇台、緯來育樂台、緯來精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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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行銷企劃，你不可能每次都帶企劃去，作為業

務你要對人家商品有一定的了解，當然要深入，要寫時可以

請公司的企劃幫忙，前面這些和客戶互動的東西，當然要你們

來做。後來有沒有擴散出去我不知道，所以我要求他們要有這

些能力，這一定對他們是有幫助的。因為做CPRP做到最後18，

每個月數字都是固定的，可是公司每一年都要成長，怎麼辦？

就從企劃開始，從專案開始，業務必須要開始做企畫專案的構

思，或是和企劃部開始討論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做。而且我們有

各種不同類型的台，你就有辦法組裝，尤其是體育。

當然做企劃比較辛苦，業務比較偷懶，我一張廣告排程表

（CUE）可能就100萬了19，但我跟你做一張50萬的我可能要花2

個禮拜跟你討論。可是很簡單啊，別人也是100萬啊，但你50萬

是多的，所以後來慢慢有成效，企畫專案一年有3000萬、4000

萬、5000萬、1億，你的成長有一部分就是來自這些。當然收視

率好壞也看運氣，這個部分穩紮穩打是能拿到的。我也是給他

們這個觀念，即使是一個媒體的業務，也是要做到這樣的，這

個是我在業務方面提醒他們的。

18　  收視點成本（Cost Per Rating Point，CPRP）是指每得到一個收視百分點所需
花費的成本，是電視台廣告成本效益的一種指標。台灣目前多數是以CPRP來
購買電視廣告，廣告費會隨著收視率上漲。

19　  主要是列出廣告的檔期、版位、價格甚至預估曝光和點擊數的一張表格。

 頻道家族成本不一 
 互通有無發揮綜效

後來是我連節目也管了，要求比較不一樣了，你看到比較

有名的頻道，它可能是虧錢的，你看到比較不有名的台，它可

能是最賺錢的。譬如說我常講的，你們認識我們最大的台就是

體育台吧！但體育台從來沒有賺過錢，我們賺錢的可能是電影

台、戲劇台、日本台，我日本台可能只有1、20個員工，可是我

體育台需要7、80個員工，成本也不成比例，可是好笑的是他廣

告收入搞不好也差不多而已，當然系統收入不一樣。

因為廣告公司的訓練，因為很多分析的思考，到了這邊各

台也有各台的需求。而且還有一點，我到緯來管了全部，做了

一件事，一個各台互通有無的問題，你如果各台自己做自己的

事情 沒有那個組合，可能就也失去了競爭力。能譬如說《新三

國》、《甄環傳》，戲劇台也播、綜合台也播，其實每個台播

的收視群眾是不太一樣的。後來我們也有嘗試，這麼長的劇，

台灣人又愛看劇，有沒有可能我一天播5、6個小時，所以《新

三國》、《甄環傳》，我們曾經嘗試過在過年的時候，一天至

少播6、7個小時以上，可以的話讓它在過年期間播完。我常笑

說，我在播《新三國》的時候很多的太太就抱怨，因為先生都

躲在家看《新三國》，不帶他們出去玩，我在播《甄環傳》的

時候換先生抱怨，說太太都在看《甄環傳》，先生沒有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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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即時轉播成本高 
 購買賽事版權考量多

到緯來後做了一些改變，因為我們沒有新聞台，競爭上會

比較辛苦一點。體育台是我們的最大宗，可是成本太高了，收

入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台灣對於體育賽事的費用，不曉得為

何限制，它的比例不是很高。其實在台灣你看到很多即時轉播

（live）的賽事，其實都是不便宜的。我們NBA一個禮拜八場，

一年都要付出的成本，是很恐怖的。職棒，除了權利金還要製

作。最近「世界12強棒球賽」四地開打，分四組在打，一組就

要有兩三部轉播車了，但我沒辦法只有兩組而已，但你也得

做。還有一點，哪些台能播？受限於NCC規定四個台要播，戲

劇台不能播、電影台不能播、日本台也不能播啊，我們就體育

台、綜合台、育樂台，再加一個精采台可以播，這些成本是非

常恐怖的。

像職棒或是SLB也是我們長期在播的，必須讓緯來有一定

的突破，我們也想了很多方式。舉個例，像現在也很多新的平

台，其他平台也互相跟你競爭，我們以前買權利的時候都只買

有線電視系統，但是現在，你只買有線電視應該不會賣給你，

所以你必須要去做一個整合，你可能要買一個「全部授權」

（all rights）的東西。但「全部授權」其實也是有風險的，萬

一別的平台都不買怎麼辦，你會增加成本。還好我們有一個好

處，就是說，因為我們自己家台多，可分配播出，所以我就必

須去做一個整合。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買來，我是各台有分配費用的，因為一

個台買不來，他沒有辦法一個台獨自付費，他必須有兩個台、

三個台去做分配分擔費用。在緯來來講，我們當然有一個不同

的經營方式，至少目前到現在為止，我們在經營上來說還算穩

定。可是坦白說，即將實施的頻道「分組付費」的問題，然後

新興平台越來越多。你看Netflex也來了，然後視頻一大堆全部

都來了，Line TV也來，Line TV現在也在跟你搶節目，這也是一

個對於我們主管者來說，對這個東西要有看法啦。

 買劇成本水漲船高 
 經驗法則判斷觀眾喜好

舉例好了，韓劇一開始來的時候，500塊都沒有人要。可是

呢，到現在為止，稍微好一點了，不是15000就是20000美金，

這個成本是很恐怖的。我常舉這個例子，就是說，當他5000塊

的時候，我的收入是8000塊，可是當他變成10000塊成本的時

候，我的收入還是8000塊啊！你只成本比較貴而已啊，但你沒

有因為比較貴，你的片子就比較好啊，並沒有啊，只是賣貴而

已啊，那為什麼賣貴？因為大家都在搶啊，那你怎麼辦？變成

我們開始要去思考一些模式，就是說，那除了這個競爭以外，

你必須要去尋找什麼來滿足？

你看我們日本台最近我們有木村拓哉的一系列的東西，這

也是我們特別安排出來的。當你日本的戲沒有特別強的時候，

我必須要找一些，比較懷舊的東西，發現收視也不錯，也沒有

罵我們重播這個東西，因為大家其實還是很想再看這樣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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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後來我們有發現，我去買一個劇，我買A，他說要帶B。可

是你知道嗎，有時候B的收視還比Ａ好！有時候會這樣子。所以

這個東西變成我們要按照過去多年的經驗值，在判斷這個東西

就要很小心。當然你可以說越貴越好，但越貴風險就越大啊！

不是說你貴就一定好，不見得是這樣子看的啦。

坦白說，《甄環傳》我們總共播了八次，都在我們台下輪

流播，收視率一樣還是一直維持著，這表示說，它還是沒有被

汰換掉。我們其實這樣說，因為競爭變多了，它容易讓我們成

本變高，因為本來這個東西是值10000塊的，也合理的，可是因

為競爭的關係，它變成15000塊，我剛剛有講，變成15000塊不

表示它值15000塊，是因為競爭的關係，這個成本上的提升，對

我們變成一個可能會比較辛苦的地方。

 防止年輕觀眾流失 
 「12強棒球賽」與網路電視合作

而且觀眾的口味一直在改變，當然現在對我們最大的壓力

是來自於年輕的族群不見了！這很現實嘛，年輕的族群到網路

去、到手機去，其實這是無可厚非的。所以我們也開始去做一

些改變，那你怎麼去面對這些問題？那就只好合作啊，不然能

怎麼辦？像2015年首屆「世界12強棒球賽」，我們就跟「麥卡

貝網路電視」合作，我也很想知道這個東西到了網路電視，它

的收視狀況到底如何？其實它的收視是不錯的！聽說有超過20

萬戶在看，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給我們一個經驗值。

網路確實影響到年輕的族群，這是事實，包括手機。確實

我們現在是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正在解決。我也沒辦法說，我

要用什麼方式來解決，我知道我們正面臨這個問題。當然，好

的賽事，好的劇，再怎麼樣還是有人在看。譬如說「世界12強

棒球賽」，我們跟古巴還是跟波多黎各，收視率事實上都是5點

多耶，真正的年輕的目標觀眾也都是快到10耶；所以對於大的

賽事，也是有它不可抹滅的地方，當然也跟麥卡貝網路電視合

作，它也收到不錯的效益。當然好的東西它有辦法這樣分享，

就怕你東西不夠好。

 存活之道：把節目做到最好  和新平台策略競合

當然，做更好的節目，這當然是基本的，新的平台，我

覺得你也不能摒棄它、不能不理它，我們就找機會做一些新的

搭配跟合作，我們現在是有幾個個案在合作，那當然我們電影

台，我們自己也是有拍電視電影，我們就要求自己一年要拍6、

7部以上，當然綜合台我們自己製作，體育台的賽事這些東西。

應該這樣講，過去的東西要做修正，內容上來講要去做修正。

新平台來講，就是要想辦法怎麼去跟他們做一個結合。坦白

講，現在還在努力之中。

我跟我們人員講說，你節目要夠好，電視節目也是個M型

社會啊，你要一個品質中間的，將來可能也沒辦法活，你就要

求最好的。我的觀念是，對我來講，我能解決的地方是第一

個，我要把節目做到最好；第二個，我們不否認再怎麼好，年

輕族群還是跟以前有差，可是你也救不回啊，因為網路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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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問題，看要怎麼搭配，我們這邊也難享受什麼樣的好處。

我現在能做的就是，我只能和這些平台，有某些地方的合作，

那是我們現在能做的，你不能不理它，這個是跑不掉的。

 電視與手機各擅勝場 
 失去的從新平台補回來

我們的電視是數位HD將來是4K，可能有一天會變8K，我

們工程部的副總跟我講說，其實到8K就比較沒有什麼意義了，

為什麼？因為4K你要看就可能要到60吋電視了，那8K你要有意

義，螢幕就可能要到120吋才有辦法。你們家誰有辦法放那麼大

電視，120吋的至少客廳要30幾坪啊。所以，再好的電視，我認

為4K就是極限了。從看電視的4K和從網路上看的，畫面品質還

是差很多，除非你人在戶外，我相信在家裡不會說不看電視。

像12強賽，我相信你若在家，不可能用手機看，不用電視看

的，不可能！因為還是電視的畫面比較精細，比較好看。

當然人家會說，若只是畫面品質問題，人家可能接東西

（如智慧電視盒）到網路，再接到螢幕上也是可以。那這個也

沒辦法，也不是無解，就是你要怎麼面對它，然後想辦法跟它

配合，一起合作。我從這邊失去了，要從哪邊補起來？譬如說

我MOD也有一個「緯來精采台」，因為我們也知道MOD也會影

響我們。當然，對於我們的經營來講，新的平台我們也應該去

關注它，電視永遠不會失去，電視永遠不會是零，它可能從80

變到70有可能，可是它不會變到30，我不認為。至少我知道失

去的東西，可以從新的平台這邊補回來。

 NCC推「分組付費」 
 影響頻道普及率難生存

最近在台灣，NCC在推廣電三法所謂的「分組付費」問

題，甚至於台聯最近在講「有線電視月租費100元」，這會有壓

力。壓力來自於是當你分組之後，你的某些頻道普及率可能就

不是100%了，譬如說你的普及率從100%變成50%的時候，它不

是單價100塊變成50塊，它可能只剩20塊而已，因為沒有人要買

啊，你只剩下50%普及率，這個是會有風險的。

「分組付費」制度對我們來講會影響比較大，所謂「100

元看全部頻道」的，我們怎麼辦？我們要不要放到基本頻道組

去？放到基本頻道組去，100塊錢也不夠付我們的版權費呀！如

果基本頻道組收100元，又變成以放無線多台為主，也不可能。

因為看無線台本來就是不用錢的！怎會又變成要收費？我不知

道到底會變什麼樣子，我們當然很關心這個事情。

我個人認為「分組付費」的事情，在美國其他國家都有。

像我們在台灣，應該二十幾年前就實施分組是對的，二十年後

現況坦白來講也相安無事，幹嘛多此一舉？像現在觀眾500元

月租費付的很好，500元包括很多頻道，當然會有很多重播，其

實並沒有去理解，一天24小時，怎麼可能沒有重播？後來我們

證實一件事情，我八點播，我十點再重播，我有時候十點收視

比八點收視還高，為什麼？因為我們在符合不同時段的觀眾需

求。各位要知道以前收視率動不動就10幾20幾，現在就只有0點

幾，一定要多個時段加起來服務觀眾，才是真正服務所有觀眾

群。確實有很多上班的人，八點怎麼可能回到家呢？一定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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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點才能夠看，或者有人是做生意的，他一定要中午才能看

啊！所以重播就是來自這些原因。

坦白講其實我們成本一點都不低，所以如果二十年前推分

組付費，我認為合情合理，讓大家自己選擇，我要A我要B我要

C（套餐）。可是一開始就是吃到飽的方式，二十年來說真的

也還算相安無事，觀眾和客戶也都習慣了。且月租費也都越來

越低，以全世界來說，500元看那麼多頻道是沒有的啦！分組付

費我是同意啦，應該給不同的人不同的選擇，只是我覺得可惜

是，你為何不要二十年前就做這件事情？二十年後大家已經習

慣了，你現在突然跳出來要分組。

對電視台來說，我有六個台，你一分組後，我這樣沒辦法

買片，那我的生存就會有問題，那就是把電視台整個又再洗牌

一次。現在的方式有這麼差嗎？除了政論節目，大家可能有些

意見不同不喜歡，大家在看電視，看體育賽事有不喜歡嗎？看

電影有不喜歡嗎？電影電視的引進都很快，全世界也有很多好

的劇都在台灣啊！坦白講，我們後來是自己競爭得很厲害，所

以我們花的錢也都比以前更多。為什麼？因為我不比你好，我

就沒收視率啊！然後現在收視率又很不容易，只要有0.5就高興

的不得了。

其實生存是不容易的，就是在靠廣告。廣告收入大概是

70%，靠廣告還可維持收入，你這樣一弄普及率大家變低了，

這樣有些台都沒辦法生存了。他沒有錢怎麼去買，怎麼去製作

好的節目？這個真的很難，加上台灣又受到大陸影響，大陸隨

便一個節目都好幾百萬，一、兩千萬，我們還在二十萬、三十

萬。在生存條件都很差的情況下，我覺得這樣一做，可能會讓

有些電視台無法生存。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我不知道，可能劣

幣逐良幣。因為現在各個頻道的狀況，我倒覺得也還好，該體育

的該戲劇的，每個人看你自己想看的東西，都有自己的選擇了。

當然我不是因為在電視業，所以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就有

偏差。我是覺得說，譬如說500元月租費看所有的東西，大家會

覺得你是強迫我來看這個東西，所以一定要分組比較公平⋯等

等。可是全世界真的沒有500元月租費看那麼多東西的！你知道

這500塊你看到什麼東西？你看到所有的NBA的即時賽事、MLB

的即時賽事，看到HBO、所有全世界級的，像那個高爾夫球也

是一樣，全部都是即時轉播的東西，這個若在國外不曉得付多

少錢了。

 跟日方溝通談判 
 日本台戲劇與網路幾近同步

你看像我們日本台幾乎都是即時的。日本過去對節目非

常嚴格的，它甚至於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海報，這個畫面都要

經過它同意，日本對這個是很嚴格的。日本的嚴格一開始也造

成我們很大的困擾，因為這個劇，它很短，它都十幾集，它在

日本要全部播完以後，大概兩三個月時間，然後他可能有發行

DVD，我還不能拿，可能我要隔個半年以後我才能拿到它的

東西。可是問題是⋯以前還好，現在網路是大家一上去就看到

了！所以我後來也跟日本談判說，你這樣對於日本節目根本是

死路一條，抓不到觀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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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們就要求說我希望同步，所以你現在看到我的禮拜

六，幾乎都是同步。同步的意思就是說，我慢一天、慢三天也

有可能慢五天，可是終究它還是即時的，它不是三個月以後、

半年以後再看。後來日本也慢慢就改變了，日本的作業方式很

好玩，就是說很多台，一開始大家都不同意，只要一台同意，

其他台就會跟著同意，這個是一個突破。我覺得這點也是我們

在市場環境碰到問題的時候，我們也提出這樣一個作法，希望

他們能來配合我們，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日本台，至少我們有

配合到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廣告內容管理 
 衛星公會啟動自律機制

因為我是衛星公會廣告委員會的主委，所以我跟NCC有

一些互動；我們自己也有成立自律委員會，像有些廣告可能

超過等級，是輔導級，但製作人員卻以普通級處理，我們委員

會會處理這類的事情。我個人覺得我自己在跟政府溝通上面倒

還好，除了我們自己成立廣告委員會以外，我們在公會也有成

立自律的小組。因為片子來，我們電視台會先審查，覺得有違

規，可能就會和客戶溝通。當然廣告公會的人會說你憑什麼說

它過不了？這個東西，當然我們電視台也有審查人員，如不幸

被罰錢記點，我們電視台得自己負責，所以當然會審慎。所以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互通，就是說什麼樣的片子，會需要做什麼

樣的修改。

我們跟政府之間，NCC最近還不錯，如認為有問題就是

「先請你們自律」。雖然政府還是有不夠的地方，就是只要

觀眾有檢舉意見，它就丟給你。我是認為說你政府可以先把關

啊！有的觀眾是不能講說無聊，可能是很可笑的意見，通常很

多人會認為這樣的檢舉意見沒有道理，就不應該再丟給我們。

其實有時候公會收到也很為難啊！可能會說這個東西我們建議

你不要播，或通常我就會建議直接改到晚上9點去播，或是11點

播，不要在白天播等等，不然也是會沒完沒了。

以前和現在又不一樣，現在的媽媽是很在意小孩子的東

西，稍微有一點什麼風吹草動，就會寫過去。我們幾乎每天都

會看到這東西，那就啟動自律委員會來處理這些東西。至少在

廣告這邊，NCC還算滿意，因為我們也沒有太離譜的東西來讓

NCC為難，我們也沒有讓客戶為難，變成我們自律委員會要來

判斷這些東西，這部份和政府互動還好。

 廣告前賢器量寬宏 
 成人之美影響深遠

影響我一生中重要的人，當然第一個是賴董，賴東明20。

賴董給我的印象是他那種一直努力，一直要更進步的學習態

度。他一直在看書，一直要給大家上課訓練，我覺得他這種精

20　  賴東明，知名廣告人，1962年起進入廣告圈，從基層做起，先後成為國華廣
告、聯廣公司的總舵手，在廣告界逾五十載，素有「廣告教父」尊稱。賴東

明平日積極投身廣告公共事務，推動廣告團體組織，栽培人才赴日，引進國

際廣告獎，創辦動腦雜誌等，受到台灣與國際社會高度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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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讓我在年輕就看到。之後他年紀比較大，那種大大的氣度

更不用講。我其實在廣告公司有幾個人包括楊董楊敏雄、宋秩

銘，他們給我學習到的是那種大器。譬如說我要離開奧美要到

華懋，宋秩銘跟我談21，他也鼓勵我，他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機

會，他不會自私覺得說你不要走啊，我需要你！他覺得這是對

我來講是有幫助的。這些例子，包括楊董也是一樣，如果他覺

得這對你個人是有幫助的，他不會那麼自私，我覺得這個氣度

讓我知道，後來我當了大主管，所有的人要走，說他要出國唸

書，如果是真的，我一句話都不用講，就讓他去，覺得很好，

因為你努力要更精進自己。

以前有人說要到別的公司，我會分析給他聽，你到那裡但

後來還不是一樣。你如果說你要去奧美，我可能覺得還不錯。

我會覺得很多大型公司都差不多，因為後來外商都會有他們自

己的聖經。這些大主管就跑來跑去，然後他們又自己整理自己

一套東西，由這些經歷整理出來的。你二十年後和二十年前是

不一樣的，因為二十年前沒有這些聖經，二十年後聖經一大

堆，大家已經把它融合了，差距不會太大，除非他薪水給你高

很多，這我無法控制。這個氣度我有學到的是，如果當我們的

人要離開，如果他是正面的，我反而是會鼓勵他，那是因為我

學到我前面的主管是這樣對我的。

21　  宋秩銘，知名廣告人，1974年進入國華廣告，1980年進入國泰建業擔任協
理，1985年擔任台灣奧美公司創立的第一任總經理，1991年成立中國奧美廣
告公司並擔任副董事長，1994年擔任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大中華區董事
長，2006年7月成為WPP集團（Wire & Plastic Products Group）大中華區董事
長，有「中國的大衛·奧格威（David Ogilvy）」之美譽。

還有一個，我在聯廣、華商，一進廣告公司我學到很多市

場的東西，這二個地方的主管莊淑芬22、莊智仁，他們在這方面

非常強，我們對市場有一些概念，年輕的時候我學到了很多。

以前是師父帶徒弟嘛，師父對市場概念是非常棒的，那我們很

幸運跟他們，因為有這個基礎，後來在很多的作業上面，我覺

得這個部分在影響我是比較大一點的。我覺得就是說大器不計

較，這部分是我在這個行業，看到很多主管有這樣一個胸襟，

是我比較有學習到的地方。一直到現在為止，我對待所有的同

仁，都是用這樣的心態，過去的同事，很願意再回來跟我們相

處，都是因為我們用這樣的態度對待人家，是有相當大的關係。

 自我檢討不做濫好人 
 按部就班能力自然形成

以前我常常講一個事情，如果一個好人說你好，你是好，

如果一個爛人也說你好，那不是好，那叫做濫好人。意思就

是說如果一個不好的人說你好，就是你跟他有一個不好的互動

關係。這個很重要、很重要。我在年輕的時候我是比較屬於濫

好人，就是我跟人家的相處，我從來不計較，我書上也有稍微

22　  莊淑芬，知名廣告人。曾任報社記者，進入聯廣從基層AE做起，歷任華商、
國泰建業主管，1985年加入台灣奧美廣告公司，1991年3月升任台灣奧美總經
理，2000年1月升任台灣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董事長。2003年莊淑芬從台灣
奧美調任北京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董事長，以10年時間重整中國廣告業生
態，自此在奧美集團不斷升任要職，現為奧美大中華區副董事長。莊淑芬是

台灣外商廣告公司第一位女性專業經理人，也是台北市廣告經營協會（4A）
首位女性理事長，曾被富比世（Forbes）雜誌評為「2013年亞洲50位最具影響
力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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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我不會跟人計較這些東西，我只懂得去幫助別人。所以

你看得到我掛了很多的一些協會的頭銜，其實那個目的是在於

說，既然我有能力、既然我有這麼多人認識，也許我來幫忙

做，會比你們做輕鬆，你們就不用那麼辛苦，其實主要目的是

這樣。

回過頭來講，所謂的好人是，我年輕的時候是不分⋯就是

這個人不怎麼樣，他來跟我好，我也會跟他好。後來年紀比較

大以後，就發現說這是不對的！好人說你好，你是好，爛的好

人說你好，你就要檢討。為什麼他會說你好？因為他本身就是

有問題的人嘛！那他會說你好是不是，你給了他什麼不該給的

東西。這個觀念上我也去做修正。所以我說「沒有那個屁股，

就不要去做那個位置」，我很在意這個東西。所以我有很多過

去的一些主管，他可能會跟我抱怨說，咦∼誰跟他同期的，結

果他一出去啪啪啪跳好幾級，搞不好都要跳到副總，我還在當

經理。但是我說「那你等看看嘛！」雖然不是百分之百，但他

最後結果也不是太好吧！

這個就是標準的：你沒有那個屁股，就不要去做那個位

置；你沒有那個能力就不要去坐那個位置；你有那個能力，

自然而然就會形成。而且為什麼要工作這麼辛苦？就是因為你

坐了不該坐的位置，結果你每天被挑戰，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情。你為什麼不去做一件，就是挑戰你，你都很容易解決的，

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所以對於這點我個人人生中，也是

很在意這個東西。

 為人處事不徇私 
 組織跨界調和鼎鼐

像葉文立講我說，好像很少人講我不好，我跟人家相處都

是好的相處，因為像我常常講，其實你只要不計較，大概別人

也都會喜歡你。第二個，你不爭功，我相信別人也會喜歡你，

但是我相信別人總會在旁邊還是會看到你。不管我今天坐這個

位置，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因素，確實我做很多事情我也不會去

和人家爭功。可是旁人看得到，我一直做事的個性，就一直是

這樣子。

其實我做緯來總經理也是很久才做到的，以前也是陳繼

業升上來，我們也是一直很努力在做，突然有一天有人叫我們

做，我們也是自然而然就做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說，當我做這

個總經理的時候，我在緯來已經十幾年了，我一點都沒有任何

懼怕，我也沒有任何一點點的擔心，因為我做這個位置不會有

任何不當的地方，因為我太熟悉了。我太了解這個公司，我覺

得很多事情處理起來對我來說是不困難的。

第二個對於這個大環境，我就是在這個大環境裡面，我

也太了解這個大環境，再說這個大環境裡面所有人我也都很認

識。譬如說，現在很多台北市廣告業經營人協會（4A）、台北

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MAA）的公司高階主管，這些做總

經理的，我常開玩笑說，很多根本可能是我從前在廣告公司的

徒弟的徒弟了。所以說對我們來談一些東西，其實是比較容易

談，也是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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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剛說北中南我都待過，其實一樣，在很多廣告公司我

都待過，但因為這樣因素，其實很好笑，現在我是在電視台上

班其實不是在廣告公司，但他們一直認為我是廣告人。所以我

後來像在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TAAA）、在國際廣告

協會台北分會（IAA）23，其實是因為我們過去的資歷，我們在

處理很多事情，就會比較容易處理，大家也比較會相信我們講

的話。

當然我們處理事情，我們絕對不會徇私，像我一直是頻道

商廣告聯誼會的會長，這個主要是各電視台負責廣告的主管及

團體，已經快十幾年了，我一直是會長。一樣的道理，當我們

的這個電視台的業務跟4A或者MAA，就是媒體購買公司，有任

何的衝突的時候，其實，以我過去有待過這兩個地方，我來處

理這個事情的時候，大家都會比較能接受。

我們開過很多會，我們曾經有7、80人一起開過會，那時候

為了CPRP單價問題，MAA是說：「你們很過分，一到旺季價錢

調高不打緊，還不讓我上，然後今天6000怎麼明天變8000？」

他講的很有道理，是說：「我跟客戶講6000，你要變也要一

個禮拜前跟我講啊！我已經跟客戶講了，結果你跟我說明天變

8000，那不是我要承擔損失嗎？」所以種種這些東西就發生很

多的爭執，這幾年都還好了，就比較穩定。但前幾年這些東

西，坦白講這些人也都跟我很熟，所以我就出來幫大家去協調

這些事。

23　  鄭資益雖為緯來電視總經理，仍被認定是資深廣告人。長年擔任台北市廣告
代理商業同業公會（TAAA）常務理事，並獲選擔任國際廣告協會台北分會
（IAA）第14、15屆理事長，現為台灣公益廣告協會副理事長、頻道商廣告
聯誼會會長。

 40年經驗值 
 貢獻台灣與國際社會

坦白講，為什麼大家願意來跟我講這些事？因為我們資歷

夠深啊！像我們這種年紀，還在業界、還在線上，其實已經不

多了。除非你是老闆，老闆我不敢講，但是如果你是專業經理

人的話，你是經理人的話，其實不多，像我已經60幾歲了，這

些經驗值都還在，對這整個台灣。

像亞洲廣告年會，台灣是第三次辦，第一次辦是1966年的

時候，第二次是2001年，第三次是2015年，我是副會長兼執行

長24。這個東西很麻煩的，花了我們不曉得多少時間，我不曉

得開多少會了，因為你需要捐款嘛！我們要去拜會所有廣告公

司、拜會所有媒體購買公司以及所有媒體公司，還要拜會一些

客戶。那還好，因為我有講過因為我資歷夠深，所以我們去到

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算熟，所以比較容易談。我是覺得，這個

東西我是可以做的，那我當然就義不容辭。

所以後來我掛了很多東西，其實主要原因就是，大概還有

能力可以幫忙的話，我當然就無可厚非啊，還好公司的事情，

該做的事情我們就把它做好，我們當然就有多餘的能力可以做

這些事情，否則有些老闆一定會生氣，說你花那麼多時間做這

24　  亞洲廣告會議（AdAsia）由亞洲廣告聯盟（AFAA）主辦，2年一屆。2015年
11月22-25日在遠傳、泰山、建碁、義美等企業支持下，台灣再次舉辦2015年
第二十九屆亞洲廣告會議，以 「Clouidea雲創台北」為主題, 將涵蓋廣告行
銷、數位社群與五感生活等三大領域, 邀請30位全球頂尖大師擔任講者，希望
燒起各行業的廣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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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事情。所以你看到我在那邊掛了很多頭銜，沒辦法，因為每

個人就需要你來做，所以就是我講的，這樣資深的人不多了，

所以只好請你來擺平一下了。

 廣告業需好奇心與耐心 
 小AE也能成為CEO

做廣告業其實讓你學到很多。我個人覺得，做廣告，它不

只是你事業上的一個東西，它其實對你的人生、生活上是很有

幫助。為什麼？你會懂得數字、你會懂得分析，你會有一些看

法出來，所以對你生活上，我也認為是很有幫助的，不是只有

在事業上。比如說我現在也是一樣，生活上我碰到什麼問題，

我會用我的一個思考模式去做思考，我會有看法出來，不見得

說你的決定是對或是錯，至少你有一些基礎，你不會是沒有基

礎，就去決定一個事情，一定是有思考過才去決定這個東西。

當然我們也希望80/20理論是贏嘛，因為我有經過思考，所以80

是不會失敗。

在學校上課有很多的老師，很多老師有不同的經驗值，其

實這些也給學生在初級的時候就有很好的態度跟觀念。我覺得

這個滿重要的，進這個行業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態度跟觀念，你

可能會比較容易迷失、失望。如果你在學的時候，老師有給你

輸入這些觀念，我覺得你進來這行業，對你的幫助是滿大的。

當然你還是要靠自己的一些好奇心才行，也要有一些耐心才

行，這個行業很奇怪，就是說你需要一點耐心。坦白說，現在

各位看到的Yahoo奇摩董事總經理王興、Yahoo亞太區董事總經

理鄒開蓮、安索帕（Isobar）的全球首席執行長林友琴，全部都

是從奧美廣告公司出來的，後來因為有機會所以他們跳的新的

平台，這個是很了不起的。

 鼓勵年輕人打好基礎再創業 
 累積歷練寓於無形

我最近幫我一個朋友的小孩，介紹他去一家廣告公司，其

實這個小孩家非常有錢，是在美國念設計的，他根本不需要做

這樣的事情，只要跟家長說給我多少錢，我要開個公司，這是

非常容易的。後來我朋友找他兒子來跟我聊聊，最後結論是，

我鼓勵他去當AE。我說如果有一天，五年、十年，你還是有

機會去開公司，那是以後的事，可是你要有一些基礎的東西，

一定要有一些磨練，所以我鼓勵他去。他唸設計，但他要做

AE，因為你做AE才有辦法看到很多東西，學習跟人家相處的事

情。因為太有錢的小孩了，他很多生活方式跟我們不一樣，不

愁錢。即使是這樣的環境，我會告訴他，你要重新學起，你要

從零的地方，也許三、五年你學習到夠足的東西，可以去做別

的。但這些基礎的經驗夠你一輩子，因為有一天你當老闆，就

不會再回來了嘛，你一定是有這個基礎才能做。

另外一個例子是說，也是一個朋友的小孩，想做一些剪接

和製片的東西，其實也是一樣，你必須要從基礎開始。你不懂

得剪接，不懂技術，你有再好的想法也是不實際。他也聽我講

了，之後在我們這個行業做了三、四年，後來自己開公司了。

後來他開公司，他媽媽來問我說，「他就穩穩做的就好，你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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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要鼓勵他開公司？」我說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他已經把基

礎的東西學到一個程度了，他想去碰，我鼓勵他去碰；第二個

是因為你們家的環境，也不需要靠他薪水，讓他去碰一碰回

來，你們還是有機會幫忙他。因為他的環境讓它有機會，不要

擔心明天沒有飯吃，不至於那麼嚴重，既然他有這個心理想要

試試，何不讓他試試？

我自己是一個沒有想要開公司的人，你看我做了將近四十

年也沒有想要開公司，其實跟我個性也有關係。我們在這個

過程中有很多經驗，也有很多客戶，他們常常會叫我出去開公

司，要支持我，我從來沒有動心過。就像抽煙，我從來沒抽過

煙，我們這個廣告行業，100個有90個抽煙，那1個就是我不抽

煙，但我抽了很多二手菸，以前開會在會議室裡頭。

我是鼓勵年輕的朋友自己碰碰看，我其實蠻在意你基礎的

學習。我也看過例子，看過大老闆，家裡環境很好的，才20幾

歲就當常務董事，因為很有錢。有的家長很有錢，可是他讓他

小孩接班的時候，是讓他40幾歲才讓他接班的，這是有差的，

因為二、三十歲人生歷練終究是不足的，儘管你再怎麼聰明，

人生的歷練長短跟成長還是比較有相關的。

當然有些例子屬特例，那是不在此討論範圍，一般人是這

樣子的，人生歷練是很重要的，有些20幾歲你就當大老闆，我

會覺得比較不支持，還是認為你要有比較多的學習。我鼓勵不

管你家裡環境如何，可是我覺得基礎的學習是必要的，否則你

抓不到是什麼東西。隱形的東西在你心中是會形成的，因為有

這些基礎的學習，我今天願意做這些很基礎的東西，是因為這

些東西我本來就會做了，我不會因為我今天是總經理，所以很

多東西我只用嘴巴講，我知道怎麼分工，那是因為基礎的學習

有養成的一些習慣。

 從零開始無須挑公司 
 科班生不努力優勢僅半年     

很多念這個科系出來的朋友，我到底是要進報社、電視

台、廣告公司，還是網路公司，一定很多人會這樣想。他會覺

得說，將來是網路世界啊，我就進網路公司就好了，我幹嘛進

電視台和報社，這些傳統的地方，但我覺得各個領域學習的東

西還是不一樣。我們年輕進廣告公司，有大公司跟小公司，大

家都是公平的，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優點，它也有它的缺點，小

公司也有優點、缺點。大公司你可能一進去就要寫三、四個月

的會議記錄，你就會那麼快就能扎實學習到細部的東西。但我

在小公司因為人少，老闆會說這個要做，那個也要做，就學比

較多多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說這是公平的。

其實我們剛講的，你先去廣告公司基礎的歷練，再到媒體

來，幫助也是很大的。那如果你直接到網路公司，就沒有廣告

公司的經驗值啊！對你來講會有一些缺失的。任何地方都OK，

你不用跳。像我剛才說介紹一個朋友，他說他想去李奧貝納，

我說不用啊！你可以去另外一家。我問他為何要去李奧貝納？

他說因為那裡比較大。我跟他說一個觀念：五年、十年以後，

你想挑一個比較大的公司，你那時候再來跳。我說你是一個新

人，對你來說大不大沒有關係，因為你只會做一個客戶或是兩

個客戶，你還是從零開始學習，所以大跟小，跟你現在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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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是沒有關係的。所以我給他一個觀念，不要挑大的，只

要能進去都是對你有幫助的，之後抉擇是在三、五年之後。

我會覺得請年輕朋友，一開始不用挑的那麼細。我舉個

例子，這個專業科系畢業的人，來我們這間公司，他的優勢只

有半年。因為他這半年之內，比較其他非專業科系的人多懂得

一些相關的名詞，專業優勢只有半年。半年之後，你若自己不

進步，其他人如果比你用功很快就趕上來，也不會輸給你。我

常舉例我國小升初中，那時候老師就會請初中的英文老師來挑

學生，找他們去補習。我記得我國小六年級已經提前在學英文

了，進了初中之後發現，那些本來沒在小六學英文的人，隔沒

一學期他的成績都比你好。為什麼？因為他比你用功啊。所以

我說你的優勢只有一點點時間。這也是一樣，你在學校念東西

只有半年優勢，你如果一直有在努力的話，你永遠多他半年，

你如果不努力的話，很快就被追上。

我會覺得對年輕朋友，你一開始就是不要計較，你就像海

綿一樣，全部吸收，你不知你三、五年以後會怎樣，這一兩年

的任務就是吸收。任何一個經歷，對你未來都有幫助，不要計

較你只想學什麼，不要說你只想要A客戶不要B客戶；B客戶也

有A客戶學不到的地方，這是相對的。所以我是蠻鼓勵年輕人，

你畢業不管如何，不管學習什麼東西都一樣，都要先學習個

三、五年，當然很多年輕朋友就獨立開公司，我個人覺得你應

該要有幾年的經驗，再來想你是不是要開公司，因為現在開公

司容易，跟我們以前不一樣，但我覺得很多基礎東西還是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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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0年2月2 I日AA台北分會理事長交接儀式在台灣電
通胡榮董事長（中）的監交下，由第13屆陳榮明理事長
（右）正式交接給第14屆新任理事長鄭資益（左）。 

02   2010年5月12日《廣告雜誌》邀請廣告相關媒體人，並
由《廣告雜誌》發行人段鍾沂擔任主持人，於5月12日
在台北市廣告公會進行了一次座談，針對目前台灣失序

的電視廣告市場現象，提出看法與解決之道。

03   2013年2月27日傳播界新春團拜，左起：IAA理事長兼
STBA理事緯來總經理鄭資益、台灣變形蟲設計協會理
事長動腦雜誌發行人吳進生、動腦俱樂部會長麥肯廣告

總經理紀緻謙、科見主任侯光宇、TMCA理事長電通資
深副總陳榮明。

04   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103年度
「傑出媒體暨媒體代理經營人」。

05   2014年6月4日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舉辦
「CEO名人開講」講座，邀請兼具校友與
緯來電視台總經理雙重身分的鄭資益重回

母校演講，他特別以15個故事，分享自身
從廣告到電視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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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2015年1月5日韓劇【沒關係，是愛情啊！】女主角
孔孝真來台灣 緯來電視網總經理鄭資益準備上面印
有孔孝真韓文名字、Q版圖案的鳳梨酥送她。

07   2015年11月23日左起貴賓：大會秘書長鄧博文、
奧美中國首席執行長暨奧美廣告亞太區總裁Chris 
Reitermann、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智威湯遜亞太
區首席執行官Tom Doctoroff、大會理事長許益謙、
大會副會長鄭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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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   2015年3月19日義大領隊謝秉育（左起）、緯來總經理鄭
資益及兄弟領隊楊培宏。

09   2015年3月20日緯來宣布與兄弟、犀牛簽下3年主場轉播
合約，左起為緯來副總經理何孝齊、犀牛領隊謝秉育、

緯來總經理鄭資益、兄弟領隊楊培宏、中職副秘書長王

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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