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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案例分析 

第一節 案例基本資料 

 

一、天下雜誌簡史 

 

天下雜誌創刊於 1981 年，是台灣第一本專業的財經雜誌，原為月刊，2002

年改為半月刊，目前發行量 9 萬份，是台灣財經雜誌的領導品牌。天下雜誌的訂

戶結構中，男女比例為 68%:32%，大學以上學歷佔 91%，年齡在 36-45 歲的佔

36%。 

 

天下雜誌是由殷允芃、高希均和王力行三人和幾位朋友集資創辦，背後並無

任何財團支持。創刊後又陸續成立「經濟與生活」出版部門（後來改名為「天下

文化」）和遠見雜誌，後來遠見雜誌和「天下文化」合起來另成立一家公司，現

改名為「遠見天下文化事業集團」，由高希均和王力行負責。 

 

天下雜誌則陸續創辦《康健》雜誌、《Cheers 快樂工作人》雜誌、《親子天下》

雙月刊、「天下雜誌出版」、書香花園 cafe 等事業體，合起來稱為「天下雜誌群」，

由殷允芃擔任董事長。另外也成立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積極從事推廣閱讀風氣

等公益活動。組織架構圖則如圖 4-1 所示。 

 

發展至今，「天下雜誌群」和「遠見天下文化事業集團」無論在經營上或是

股權上，都是互不相屬的兩個獨立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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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下雜誌群成員及基本資料 

 

 

 

 

 

 

圖４～1 天下雜誌群組織架構圖 

 

基本資料： 

 

天下雜誌（雙週刊）(CommonWealth—For A Better Society)：1981 年

創刊，台灣第一本深入淺出的財經雜誌，目前發行量 9 萬份，於 2002

年 6 月改為半月刊。 

康健雜誌（月刊）(CommonHealth—For A Better Life)：1998 年創刊，

台灣發行量最大的健康類雜誌，目前發行量 6.5 萬份 

 Cheers 快樂工作人雜誌（月刊）(Cheers—For A Better Worklife)：2000

年創刊，職場類第一大雜誌，目前發行量 6 萬份 

親子天下（雙月刊）(CommonWealth Parenting)：2008 年 8 月創刊，

台灣第一本以國中小家長為主要對象的親職教養雜誌，發行量 5 萬

份。 

天下雜誌出版(CommonWealth Magazine Publishing—For Better Ideas 

and Practices)：1998 年設立，年出版量 110 本新書，包括 50 本叢書，

天下雜誌群成員

天下雜誌 康健雜誌 Cheers 雜誌 親子天下雜誌 天下雜誌出版

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 書香花園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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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本童書。2007 年博客來網路書店商業書銷售額前三大出版社。 

書香花園 Café：1993 年創立，為天下雜誌群全系列出版品門市，並

致力推廣健康飲食，開朗、自然的地中海式建築及繽紛的英式花園是

一大特色。 

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2002 年創立，以推動閱讀及教育為宗旨。 

 

天下雜誌群員工共約 250 人，總公司位於台北市南京東路二段 139 號 11 樓，

發行部及倉庫位於台北縣深坑。 

 

三、天下雜誌代表作品及主要變革 

 

27 年來，天下雜誌在社會扮演的角色不僅止於媒體，同時也成為推動社會

進步的一股力量，這股力量表現在天下雜誌所推出的許多開創性的作品和社會運

動上，包括： 

 

產業調查：從 1985 年就持續製作的一千大企業調查、從 1994 年開始的標竿

企業調查、2003 年開始的卓越服務獎、2007 年開始的企業公民獎等，帶動

企業界不斷向更高的標竿挑戰。 

 

歷史人文特刊： 

 《發現台灣》(1991)上下冊，以追溯台灣三百年政經發展史為經，探討國

家現代化的條件為緯，用簡明流暢的文筆配合彩色圖片，深入淺出地探討台

灣在 1620-1945 年間所經歷的歷史及文化變遷，自 1991 年出版以來已暢銷二

十多萬冊，並成為全省的國中歷史教材（獲新聞局「公共服務金鼎獎」）。 

 《一同走過從前》(1988)專書及紀錄片回顧 1949-1989 年台灣的發展，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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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台灣如何從戰後破敗離亂、孤立無援走到繁榮富足。紀錄片長四小時，張

照堂執導，包含一百位歷史人物專訪和記錄。 

 《環境台灣》(1995)首創以特刊的方式，深入體檢台灣的自然環境，對永

續台灣提出建言（獲「花旗銀行環境新聞獎」首獎）。並製作《看河》紀錄片，

報導高屏溪遭污染的悲歌，喚起社會各界對環境的重視。 

 《影響 200》(1998)為天下雜誌創刊 200 期特刊，報導對台灣四百年的發

展最有影響的 200 個人物（獲新聞局「公共服務金鼎獎」），並發行「為台灣

築夢的人」紀錄片（獲第四屆新聞局金鹿獎「人文社教類」及「企劃類」優

等獎）。 

 《夢想 300 迎接陽光世代》(2005)為天下雜誌創刊 300 期特刊，報導勇於

追尋夢想的台灣年輕的陽光世代（獲亞洲出版協會「亞洲最佳雜誌」特刊獎）。 

 《成長 400》(2008)為天下雜誌創刊 400 期特刊，報導 72 個勇敢走自己的

路、從挫折中成長的人，並發行王建民、周杰倫、謝依旻、潘建成成長紀錄

片。 

 《海闊天空》教育特刊和紀錄片，天下雜誌自 1996 年開始每年製作教育

特刊，廣受家長及教育界歡迎，每期發行量達 12-14 萬份，影響教改方向，

改為以能力為基礎的教學。並成立海闊天空教育網站，建立家長及教育界社

群。（1998 年「希望工程師」教育特刊獲花旗銀行教育新聞獎首獎；2003 年

「閱讀」教育特刊獲新聞局「雜誌專題報導獎金鼎獎」；1996 年「海闊天空

的一代」電視紀錄片獲新聞局「社會建設獎」） 

 

大規模社會運動： 

 1995 年，配合《環境台灣》特刊及《看河》紀錄片發行，連續三年發動

「清淨家園」活動，號召全省數十個企業、社會團體及政府單位在同一天一

起清掃住家及工作場所附近環境，喚起大眾對愛護環境的重視。 

 從 2001 年開始，天下雜誌發動三次「319 鄉鎮護照」活動，每次都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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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以上民眾拿著護照下鄉旅遊蓋章，促進民眾對鄉土的感情並帶動鄉鎮的

進步。 

 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從 2005 年開始推動「希望閱讀」活動，發動企業及

民眾共同參與認養 200 所偏遠小學，已捐贈三萬多本童書，舉辦了數十場校

長研習營，培訓了一百多個志工隊進入校園說故事，讓偏遠地區兒童因為閱

讀而擁有對未來的希望。 

 

從月刊改為半月刊： 

    2002 年 7 月，天下雜誌創刊 21 年時，為了增加和讀者的互動，協助讀者更

快速掌握環境變動，天下從月刊改為半月刊。因為事前充分溝通，也注重訂戶權

益的保障，這個重大轉變進行的很順利，數萬名訂戶無異議接受訂閱期間改變。

改為半月刊後，每月零售總量及廣告頁數總量顯著增加，有效提升營收。 

 

由於這些努力，27 年來天下雜誌已成為台灣社會一個特殊的品牌，擁有極

高的聲望，歷年來獲得國內外無數新聞獎項的肯定，包括金鼎獎、吳舜文新聞獎、

花旗新聞獎、亞洲雜誌大獎(SOPA)等（請參見附錄 1）。《紐約時報》曾專文報導：

「天下雜誌是反映台灣成長的一面鏡子，是台灣首度以嚴謹的態度，推廣經濟新

聞的雜誌。」（請參見附錄 2）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說：「前瞻的眼光、關懷的筆

觸，天下雜誌二十多年來不論台灣面對多少峰迴路轉，從他們的報導中，總能見

到曙光和希望。這份堅持是另一種台灣生命力的展現。」（請參見附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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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用 CBBE 模型分析天下雜誌的品牌權益 

 

根據 Keller 的「以顧客為基礎的品牌權益」(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CBBE)模型，建立一個強勢品牌需要進行四個步驟的工作：建立品牌識別系統、

創造品牌內涵、引導正確品牌反應、建立合適的消費者－品牌關係。這四個步驟

又依賴六個品牌基石：品牌顯著性、品牌表現、品牌想像、消費者評價、感覺和

品牌共鳴。 

 

 

 

 

 

 

 

 

 

 

 

 

 

 

圖 4～2 Keller 的「以顧客為基礎品牌權益」模型 

 

 

1. 品牌識別：你是誰 

2. 品牌意義：你有什麼內涵

3. 品牌反應：你有多優秀 

4. 和品牌的關係：你和我有何關係？ 

品牌發展階段 

深而廣的品牌認知 

相同點和差異點 

正面的反應 

強烈而主動的忠誠度 

品牌建立每個階段的目標 

 

品牌共鳴 

消費者 

評價 

消費者 

感覺 

品牌表現 品牌想像 

品牌顯著性 

忠誠度 

依賴度 

社群感 

積極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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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BBE 的第一個步驟，是用品牌識別系統建立品牌顯著性 

用品牌識別系統建立品牌顯著性，也就是讓消費者認識「你是誰」(Who Are 

You)。 

 

（一）如何建立品牌識別體系？ 

根據洪順慶在《台灣品牌競爭力》中指出，品牌識別體系的要素包括：品牌

名稱(brand name)、符號(symbol)、標幟(logo)、人物(character)、口號(slogan)、短

歌(jingle)等。 

 

以天下雜誌為例，品牌識別體系的建立包括： 

1. 品牌名稱：品牌名稱是非常有效且高度濃縮的溝通利器，在消費者心中

和品牌息息相關。品牌命名的第一個準則是取一個有意義的名字，甚至

創造一個新字，賦予新的意義。天下雜誌取名「天下」，自創刊至今一直

在版權頁 logo 下註明：「『天下』取名自『天下為公』，表示大家對一個美

好社會的嚮往與追求。」這兩個字本來人們就很熟悉，有「世界」、「江

山」、「國度」等意思，感覺有氣勢，很容易記，現在再加上天下為公的

意義，更讓人感受到「以天下蒼生為念」的關懷。英文名稱

CommonWealth，是把兩個字合在一起，創造出一個新字，也就是「均富」

的意思，和中文「天下為公」的意思相吻合。 

 

2. 品牌符號和標幟：品牌的視覺要素重要性不在品牌名稱之下。好的品牌

符號必須讓消費者輕易認出來，並能誘發特定且明確的感覺，甚至造成

消費者對此一品牌符號的情感反應。天下雜誌在創刊時，logo 設計即採

取國父墨寶中的「天下」兩字，右邊加上「雜誌」兩字，然後劃上五條

線，以創造獨特感和平衡感。顏色取大紅色，表達熱情、溫暖、大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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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  

 

 

由於雜誌的 logo 和刊名是一樣的，而天下的刊名在雜誌封面佔約四分之

一的位置，非常醒目，每月定時出現在所有書店和便利商店中，因此天下

的品牌符號很容易被辨識出來，國父墨寶帶來的莊重、大氣感，也讓消費

者對這個品牌產生尊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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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牌口號：品牌口號是企業在和消費者對話時描述性或說服性的短句，

是強化品牌定位、傳達品牌形象不可或缺的利器。很多知名品牌已創作

出不少膾炙人口的「金句」例如 Nike 的 just do it。天下雜誌從一創刊，

就在雜誌封面刊名旁邊加上「觀念領先」四個字，強調這本雜誌的與眾

不同之處，強化品牌形象。同時每當使用 logo 時，下方如果不是放「觀

念領先」四個字，  

 

 

觀            念          領         先 

 

就是放 CommonWealth—Taiwan’s leading magazine，藉此強化「台灣雜誌

第一品牌」的品牌定位。 

 

 

CommonWealth—Taiwan’s Leading Magazine 

 

 



 32

（二）如何衡量品牌顯著性？ 

  根據 Keller 的 CBBE 模型，衡量品牌顯著性應包括深度和廣度兩部份。 

深度是指消費者是否很容易想到某品牌。 

廣度是指在多少可能使用的場合會想到該品牌。 

 

顯著性高的品牌，應該兼顧深度和廣度，也就是在不同情境，總是會想到該

品牌並經常購買。Keller 指出，許多品牌經營者都忽略了在許多情境中都可能使

用該品牌，例如可以宣傳某個品牌的果汁不僅適合在家中飲用，也很適合在歡樂

派對中使用，或送給病人當作營養品，這樣加強品牌使用情境的廣度，就可以增

加消費和營收。 

 

   天下雜誌自創刊以來建立起了相當深度的品牌顯著性，因為天下是台灣第一

本深入淺出的財經雜誌，在創刊前幾年幾乎沒有競爭者，讀者想到財經雜誌就想

到天下。 

 

   關於品牌顯著性的廣度，天下雜誌在早期似乎做得不夠。天下雜誌定位自己

為決策者看的刊物，是決策者增加財經知識、獲得前瞻的觀念、提升競爭力的夥

伴，所以使用情境大多是在家中書房或辦公室閱讀。近年來漸漸增加其他的使用

情境，例如在學校中。由於天下雜誌經常深入報導國內外企業案例，所以也常為

國內大學商管學院列為參考教材。 

 

除了讀者之外，雜誌的另一種顧客是廣告客戶，由於天下雜誌的編排精美，

為廣告客戶創造了很好的提升品牌形象的機會，成為領導品牌打造形象時很好的

行銷夥伴，例如精品業的喬治傑生是天下雜誌長期廣告客戶，如果天下推出生活

風格相關特刊，經常成為獨家贊助者，互相為彼此的品牌加分。另外，由於天下

雜誌舉辦活動的品質很高，許多客戶都希望和天下雜誌共同舉辦活動，成為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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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例如天下雜誌每年固定舉辦的國際大師論壇，IBM、中華賓士等優質客戶都

經常贊助。天下雜誌品牌被使用的廣度因此而增加了。 

 

二、建立品牌的第二個步驟是創造品牌內涵 

 

創造品牌內涵，就是讓消費者知道「你有什麼內涵」(What Are You)，其中

包含品牌表現(brand performance)和品牌想像(brand imagery)兩部份。 

 

（一）品牌表現是指品牌內在的產品或服務特徵，具體而言，品牌表現的維度有

四項：包括 1 主要和附帶功能特徵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and supplementary 

features)，2 產品的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務性(product reliability, durability and 

serviceability)， 3 服務的效果、效率和服務人員的同理心(service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empathy)，4 產品風格和設計(style and design)，5 價格(price)等。 

 

以下檢視天下雜誌在品牌表現各個維度的實際作為： 

1. 主要和附帶功能特徵：天下雜誌於 1981 年 6 月創刊，一炮而紅，創刊

號兩天內銷售一空，一個月內再版了三次，銷售了一萬多本，主要是

因為天下雜誌是台灣第一本深入淺出的財經雜誌，滿足了當時社會對

於財經知識的需求。分析天下雜誌為什麼能滿足當時社會的需求，可

發現天下雜誌內容的主要特色有四： 

 

(1) 用生動的方式寫枯燥的財經新聞：在天下創刊以前，財經新聞報導充

滿了專業術語，讓人無法親近。天下雜誌由資深國際新聞從業人員殷允芃

創立，引進亞洲華爾街日報、紐約時報的報導手法，將枯燥的財經新聞背

後的故事、財經事件對社會各階層帶來的影響、財經舵手的真實面貌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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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出來，讓財經新聞不再艱澀難懂，而跟每個人息息相關。例如創刊號封

面故事即以「細數財經首長的背後」為主題，把當時三位財經首長孫運璿、

俞國華、李國鼎當作封面人物，這在當時是創舉，之前沒有人敢這麼做。

創刊第二號即以「企業家的第二代」，將殷琪、苗豐強、徐旭東等人當作

封面人物，同樣引起讀者高度興趣。（請參見附錄 4） 

 

(2) 引進獨立、客觀的新聞專業報導方式：由於天下雜誌創辦人殷允芃原

來擔任亞洲華爾街日報、紐約時報及合眾國際社等國外知名媒體駐台特派

員，因此在創辦天下雜誌之後，便引進國外一流媒體的新聞獨立專業做

法，包括兩點：第一是嚴守編輯、廣告分開作業，廣告客戶不能影響編輯

內容，廣告部也不能為了求取業績而送客戶回扣。第二是報導方式追求正

確、公正、客觀，每一篇文章都注重查證，沒有嚴謹查證的文章不刊登。

每一篇文章也都要進行當事人、競爭者、第三者三方以上的採訪，以求公

正客觀。這種專業的新聞報導方式，很快就贏得口碑，也贏得讀者的信賴。 

 

(3) 以「開闊的視野、前瞻的觀念」領先國內媒體：天下創刊初期就以「放

眼天下」為己任，希望能協助國人打開國際視野，和世界接軌，因此在創

刊第二年就把編輯部整個開到日本，製作「探索日本」專輯，和 Times

雜誌同日推出，此後每年都製作不同的的國家競爭力分析報導。而早在

1986 年，天下雜誌就訪問策略大師麥可．波特，將他的策略管理觀念引

進台灣。這些做法都遙遙領先當時其他國內媒體。 

 

(4) 以「有人文關懷的財經雜誌」獨樹一格：天下雜誌雖然是財經雜誌，

但她的創刊宗旨是「天下為公」，所以跟其他財經媒體有很大的不同，內

容除了涵蓋台灣經濟的起飛、企業的起落、經營管理知識等，對於制度的

變革、成長的痛苦等，也都提出批判、反省，所以在創刊早期就製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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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大污染、大責任」、「黑金政治」、「土地之怒」（1992 年獲新聞局「最

佳雜誌金鼎獎」）等專題，呼籲大家關懷在快速經濟成長下社會的不正常

發展。天下雜誌也一直秉持「積極、前瞻、放眼天下」的態度，堅持「理

想與溫暖的必要」，使得天下的內容經常讓人讀了有激勵人心的作用，這

也是天下雜誌的獨特之處。 

 

2 產品的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務性 

關於可靠性，天下雜誌因為創刊理念很清楚，對編輯內容或廣告內容

的要求很嚴格，很注重編採人員的培育，因此產品的穩定性很強，可靠性

高，使得每一期雜誌都有穩定的零售量，創刊數年後即達到一、二萬本，

訂戶數更是零售量的四、五倍，可見讀者認為產品有一定的可靠性。 

關於耐用性，天下雜誌是一本期刊，期刊有一定的使用期限，通常月

刊就是一個月，但天下雜誌因為內容深入而富參考價值，所以通常讀者都

會長期保存，有些人甚至會保存數年，甚至數十年之久，可見耐久性頗強。 

對讀者的服務性包括三方面：內容滿足讀者的需求、雜誌寄送和售後

服務。關於滿足讀者的需求，天下雜誌每期都針對核心讀者進行讀者調

查，了解讀者的喜好及需求。調查的項目包括每篇文章的閱讀率和參考

率，以及對攝影品質、版面設計和封面設計的滿意度，藉此了解讀者的興

趣。而天下每年一度的讀者大調查，也會詳細詢問讀者希望天下加強報導

哪些議題，並參考每期雜誌零售狀況，以提供最符合讀者需求的內容。 

關於雜誌寄送，天下雜誌訂有嚴格的品質標準，收書時間定為，在雜

誌出刊後第二天大台北地區訂戶要收到書，其他地區三天以內。 

關於售後服務，天下雜誌有十幾位專業客服人員，專門處理訂戶的售

後服務，包括更改地址、徵詢對內容的看法等。並訂有幾個業界少有的做

法，包括 

(1) 允許換書，訂戶如果收到破損的瑕疵雜誌，客服人員接到電話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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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刻補寄雜誌，不另外收費。 

(2) 允許退訂：訂戶在訂閱期間如果不滿意，隨時可以退訂並退費，這

在國內其他主要雜誌中是很少見的。 

 

   對廣告客戶的服務性包括確保廣告刊登的品質、雜誌出刊後的寄送、

以及廣告效果的追蹤等。許多廣告客戶都很重視印刷的品質，尤其是精

品、汽車、房地產等客戶，因此天下雜誌很早就備有專業的印務人員，不

斷研究改善紙張和印刷的效果，確保廣告刊登的品質。內部也訂有嚴格的

獎懲制度，如果廣告刊登品質有誤，相關廣告業務及印務人員必須接受懲

處，因此大家都非常謹慎。天下每年也舉辦讀者票選最佳廣告，增加讀者

對廣告的好感和重視，並藉此鼓勵廣告客戶製作更精美的廣告。 

 

    為了確保整體廣告的品質，天下也訂有嚴格的篩選標準，例如為了維

護社會善良風氣及鼓勵健康的生活，天下與一般雜誌不同，一直拒絕刊登

香煙廣告、以及內容不實或不雅的廣告。 

 

    天下也很重視和廣告客戶的溝通，出刊後立刻快遞樣刊給客戶，定期

製作讀者意見和生活形態調查，讓廣告客戶了解天下讀者是否適合該客戶

的產品，廣告是否有效等。另外，天下更獨樹一格地每年在台灣各地舉辦

二至三天的客戶營，邀請國際級人文學者及行銷專家為廣告客戶上課，為

客戶提供一個難忘的進修兼休閒的機會。 

 

3 服務的有效性、效率和服務人員的同理心 

 

(1) 服務的有效性是指品牌是否滿足了客戶對於服務的所有需求。關

於天下雜誌對讀者服務的有效性，如上所述，天下很重視讀者對內容的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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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度以及讀者收書、換書和退訂的權益，整體的服務有效性應是不錯。至

於對廣告客戶的服務，如上所述，服務品質應該也是不錯。 

 

(2) 服務的效率是指這些服務的提供是否迅速確實。天下原是是一本

以財經為主的月刊，2002 年改版為半月刊，更加強提供讀者既深入又有

時效的報導內容。而讀者也可以透過每期雜誌的讀者意見調查，或透過客

戶服務專線，即時反應對內容的意見，讓編輯部迅速調整報導議題。 

關於訂戶服務的效率，可以從是否有制定服務品質標準及是否嚴格執

行可看出，天下雜誌處理發行業務的部門對訂戶收書時間訂有嚴格品質標

準及獎懲制度，客戶服務部門也定有嚴格品質標準，包括來電等候時間、

處理改地址、換書的時間等。 

 

而對廣告客戶的服務效率，因為幾乎所有的廣告都是在最後一刻才會

進稿，因此天下廣告部和印務人員已養成超高的效率來滿足客戶的需求，

出刊前總是不眠不休的做稿和盯廠，確保正確和最高印刷品質。出書後當

天立即送書給客戶也是必要的服務了。 

 

(3) 服務人員的同理心是指顧客是否認為他們把顧客的權益放在心

上，關懷客戶，值得信賴等。天下雜誌客戶服務部門也嚴格管理客服人員

和讀者應對的品質，主管會定期抽查監聽電話並評分。由於對客戶服務品

質的重視，天下經常接到讀者寫信來讚揚某位客服人員的優異表現，而天

下內部也予以表揚。 

 

對廣告客戶，天下雜誌定位自己是客戶的行銷夥伴，因此廣告業務人

員必須定期主動拜訪客戶，了解客戶在行銷上的需求，並不斷提出創新的

做法，滿足客戶的需求。天下雜誌也定期進行廣告客戶意見調查及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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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評分，以自我督促。 

 

4 產品風格和設計 在天下雜誌以前，財經雜誌的編排都像是學術專業

期刊，讓人無法親近。天下雜誌從創刊以來，就希望創造一種財經雜誌的

新風格，希望擁有英國 Economist 雜誌的內容和美國 Fortune 雜誌的外

觀，所以從創刊之初，除了文字記者，更聘請專業攝影記者和美術編輯製

作圖文並茂的版面，並聘請李男、霍榮齡、吳毓奇等平面設計大師擔任美

術指導，首創利用插畫、書法、紙雕等做封面設計，讓天下雜誌一創刊就

以典雅而大氣的創新風格而引人注目。  

 

5 價格 天下雜誌從創刊開始就採取比較高價的政策，創刊時每本雜誌

零售 98 元，高於所有相關雜誌；創刊時廣告訂價每頁 6 萬元也大幅高於

市場行情。因為天下雜誌定位為決策者看的雜誌，這樣的定價策略有利於

打造高品質、高檔的定位，對吸引決策者的讀者和廣告客戶有所幫助。 

 

（二）創造品牌內涵，除了品牌表現，另外就是品牌想像，包括四種方式(1) 使

用者描述(user profiles, gender, age)，(2) 購買和使用情境素塑造 (purchase 

and usage situation) (3) 品牌個性和價值觀 (personality and values) (4) 歷

史、傳統和經驗 (history, heritage and experience) 

 

1 使用者描述：天下雜誌很早就對心目中的目標讀者畫出一個形象──好像年

輕時期的國父，胸懷世界，熱愛學習，有理想與熱情去改造社會。不過為了讓讀

者更容易想像，天下雜誌還是用比較具體的人物來做代表，首先是視野恢弘的企

業界高階主管，其次是想要力爭上游的年輕幹部。因此天下雜誌創刊初期就針對

高階主管，做了這樣的廣告：「觀念領導，閣下不會寂寞」（請參見附錄 5），表

達對高階主管的讀者的關懷，讓讀者想像看天下的人就是這樣的高階主管。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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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也做這樣的形象廣告：一位年輕人和年長的上司同搭電梯，上司手裡拿著一

份天下，旁邊廣告文案寫著「Up or Down」，表示上進的年輕人應該和主管看一

樣的雜誌，可獲得向上晉升的機會（請參見附錄 6）；另一個廣告天下也刊登女

性員工和主管在辦公室談話的照片，女性員工手裡拿著天下，廣告文案寫著「妳

一點也不遜色」，表示上進的女性如果和主管看一樣的雜誌，也可以有同樣的晉

升機會（請參見附錄 7）。除此之外，天下雜誌也經常請企業家或社會賢達來做

證言式廣告，表示看天下讓他們成長，藉此強化天下雜誌是決策者都會看的雜誌。 

 

例如華新麗華董事長焦佑倫曾說：「對於企業經營者而言，天下雜誌是掌握

趨勢、拓展視野的窗口；是嚴謹的觀察與監督者，更是企業自我惕勵、成長的標

竿。」（請參見附錄 8）。富邦金控集團董事長蔡明忠則說：「見證台灣走過的每

一個起落變化，忠實地反映時代與這個社會的脈動，希望天下雜誌這個老朋友可

以繼續扮演你我忠誠的『鏡子』，針砭眾人向善、向上、向前。」（請參見附錄 9） 

 

2 購買和使用情境：如上述廣告所顯示，天下在一創刊時，就在形象廣告中表

示天下雜誌會出現在主管辦公室和主管會議中，是一本企業必備的雜誌，成功地

塑造了在企業內的使用情境。為了開拓更多讀者，天下近年來也常在畢業季或開

學時，籲請中高級主管的讀者訂閱天下贈送給年輕人，當作很好的禮物，藉此增

加讀者購買的動機，也強化天下雜誌是最好的知識夥伴的形象。 

至於購買環境，天下雜誌的發行量很廣，算是一個大眾媒體，因此在全省大小

書店和便利商店都會陳列銷售，因此並沒有塑造一個特別的購買情境。 

 

3 品牌個性和價值觀：經由廣告行銷活動的塑造和消費者的使用經驗，品牌可

以形成自己的個性。根據 Jennifer Aaker 指出，品牌個性可以分為五種： 

真誠（sincerity, 直率、誠實、健康、輕快） 

興奮（excitement, 大膽、有朝氣、富想像力、跟的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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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competence, 可靠、聰明、成功、負責） 

典雅（sophistication, 上流社會、有魅力、羅曼蒂克） 

堅實（ruggedness, 戶外、堅韌、強壯） 

 

天下雜誌是否有品牌性格？如何塑造品牌性格？如上所述，天下雜誌有獨特

的產品特色，因此很快就形成強烈的品牌個性和價值觀，如果以這五種個性來

看，天下雜誌較偏重「能力」和「真誠」的個性。能力是指天下雜誌一直強調天

下「觀念領先，放眼天下，掌握趨勢，是權威人士和決策者必看的雜誌」，所以

從讀者使用經驗和行銷廣告訴求都強調這種「能力」的個性。真誠是由於天下雜

誌一直強調「天下為公」的理念，內容不只探討經濟議題，也關懷社會整體發展，

從產品到後來發動規模龐大的社會運動，都形成強烈的「真誠」關懷的媒體形象。

此外，由於天下雜誌的版面一向精緻、清爽、大氣，有大幅留白，帶有菁英的品

味，因此許多人也認為天下具有「典雅」的品牌個性。 

 

4 歷史、傳統和經驗：品牌可以訴諸消費者過去的經驗、品牌過去的成就及貢

獻、或創辦人的權威性和重要性，來創造一種感性的歸屬感。天下雜誌是台灣第

一本深入淺出的財經雜誌，這個歷史紀錄是一項重要的品牌資產。另一項歷史性

品牌資產是發行人兼董事長殷允芃女士，因為她過去是紐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

報駐台記者，任教於政大新聞系二十年，在新聞界桃李滿天下，是新聞專業的代

表，1987 年獲得有亞洲諾貝爾獎之稱的「麥格塞塞新聞文學與創意傳播藝術

獎」，得獎評語中肯定天下雜誌是「目前推動台灣經濟發展，唯一最具影響力的

刊物」、「建立了台灣的新聞專業標準」。可見從創刊至今，不論是她因堅持新聞

專業而對社會產生的影響力，或是推動社會公益的貢獻，都強化了天下雜誌「關

懷社會」的品牌性格。此外，天下雜誌的創刊編輯團隊中大多是新聞科系畢業，

具有強烈的新聞理念，其中多人在天下雜誌工作歷程中將理論和實務相印證後，

後來紛至國內各新聞傳播科系兼課，更加深了天下雜誌在新聞專業領先的地位。 



 41

 

  此外，天下雜誌每年進行一千大企業調查、標竿企業聲望調查等重要調查排

名，形成一種傳統，因為製作過程嚴謹而有公信力，成為企業界期待的成績單。

天下雜誌也經常將這些調查的結果做歷史性的回顧，讓讀者感覺天下雜誌是一路

相隨的好朋友。 

 

三、第三個步驟是引導正確的品牌反應 

品牌內涵會引導消費者對品牌產生反應(What About You)，可分為消費者的

評價(judgement)和感覺(feeling)兩部份。消費者評價包括：品牌品質(brand 

quality)、品牌可信度(brand credibility)、品牌考慮購買度(brand consideration)、品

牌優越性(brand superiority)。 

 

（一）消費者評價 

1. 品牌品質：指消費者認知的品牌整體品質如何，通常可以從消費者調查

得知。根據歷年來年世新傳播學院「台灣民眾媒體使用調查」（＊）結果

顯示，天下是台灣民眾認為最好、最公正客觀、最具國際觀、對社會最

有正面影響力的雜誌（如表 4-1, 4-2, 4-3, 4-4）。可見消費者認知的天下雜

誌的品質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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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最好最優質的雜誌排行 

最好最優質 2007 

雜誌名 百分比% 

天下 14.51

商業周刊 11.89

時報周刊 9.11

遠見 5.80

壹周刊 3.33

非凡商業周刊 2.25

國家地理雜誌 2.13

商業時代 1.79

Smart 理財生活 1.77

花草遊戲 1.34

經典雜誌 1.34

獨家報導 1.34

理財四季報 1.33

smart 智富月刊 1.31

美麗佳人 1.30

空中英語教室 1.29

VOGUE 時尚雜誌 1.29

卓越 1.25

讀者文摘 1.22

講義 0.99

今週刊 0.93

資料來源：2007 世新傳播學院台灣民眾媒體使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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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最公正客觀的雜誌排行 

最公正客觀 2007 

雜誌名 百分比% 

天下 21.52 

商業周刊 11.77 

時報周刊 9.75 

壹周刊 6.32 

遠見 5.88 

非凡商業周刊 3.86 

TVBS 周刊 3.64 

錢雜誌 2.95 

讀者文摘 2.70 

國家地理雜誌 2.53 

行遍天下 1.84 

財訊 1.83 

新新聞 1.79 

經典雜誌 1.37 

PC DIY 1.33 

花草遊戲 1.24 

商業時代 1.24 

美麗佳人 1.24 

新台灣新聞週刊 1.22 

TIME 時代雜誌 1.19 

獨家報導 1.09 

資料來源：2007 世新傳播學院台灣民眾媒體使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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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最具國際觀的雜誌排行 

最具國際觀 2007 

雜誌名 百分比% 

天下 21.84

商業周刊 18.19

遠見 11.69

TIME 時代雜誌 4.66

國家地理雜誌 4.58

時報周刊 3.93

非凡商業周刊 3.51

世界地理雜誌 2.28

TVBS 周刊 2.13

哈佛商業評論 2.07

壹周刊 1.98

財訊 1.92

世界經理文摘 EMBA 1.71

資訊新聞週刊 1.34

VOGUE 時尚雜誌 1.29

行遍天下 1.29

牛頓 0.86

萬寶周刊 0.79

大地 0.76

經典雜誌 0.72

新新聞 0.71

資料來源：2007 世新傳播學院台灣民眾媒體使用調查 



 45

表 4～4 對社會影響最大的雜誌排行 

對社會影響最大 2007 

雜誌名 百分比% 

壹周刊 61.93

天下 8.67

商業周刊 7.09

時報周刊 6.48

TVBS 周刊 3.44

遠見 1.82

新新聞 1.49

獨家報導 1.48

Career 就業情報 0.58

TIME 時代雜誌 0.57

經典雜誌 0.48

新少年快報 0.31

亞洲週刊 0.31

萬寶周刊 0.31

家庭月刊 FAMILIES 0.31

Bang 0.30

非凡商業周刊 0.30

COCO 哈衣族 0.30

讀者文摘 0.30

財訊 0.29

行遍天下 0.29

資料來源：2007 世新傳播學院台灣民眾媒體使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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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根據更細項的分析，以對社會最有正面影響力的項目來看，天下雜誌排

名第一。） 

 

 

2. 品牌可信度：Keller 指出，品牌可信度包括專長的程度(expertise)、信任

感(trustworthiness)、喜好度(likability)。 

 

(1) 專長的程度包括產品是否具有能力、創新、是市場領導者。 從上述

世新台灣民眾媒體使用調查結果，可看出天下雜誌在消費者心目中是

具有能力、創新、且是市場領導者。而根據歷年天下雜誌的讀者調查，

讀者喜歡天下雜誌的理由依序是「觀念領先」、「分析深入」、「提供實

用資訊」、「可信度高」（如表 4-5, 4-6 所示）。 

 

表 4～5  讀者最喜歡天下的原因排行 

 

 

資料來源：2007 天下雜誌讀者大調查 

您喜歡天下的主要原因是（可複選，最多

選三項） 2007 2006 

1.觀念領先、富啟發性 80.0 76.7 

3.分析深入，能掌握事件的本質 64.5 66.2 

6.能提供實用的資訊 46.1 41.9 

2.報導公正、可信度高 42.8 41.7 

4.題材吸引人 31.5 27.3 

5.寫作生動，引人入勝 5.9 6.9 

7.其他 0.9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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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讀者對天下的看法一覽表 

您對天下雜誌的看法 (請給 1-10 分) 2007

對趨勢的掌握 8.0 

對新聞事件及社會動態的掌握 7.7 

題材的多樣性 7.5 

對個人工作上之幫助 7.0 

資料來源：2007 天下雜誌讀者大調查 

 

 

(2) 信任感：信任感包括可靠度和是否把讀者利益放在心上。根據上述

2007 世新傳播學院調查，在「最公正客觀」的雜誌選項上（表 4～2），

天下雜誌得分 21.5，商業週刊得分 11.7，時報週刊得分 9.7，壹週刊得

分 6.3，遠見得分 5.8，可見天下雜誌公正客觀的形象和讀者的信任感，

遠超過其他雜誌。 

 

(3) 喜好度：指產品是否有趣，消費者願意花時間在它身上。跟據世新傳

播學院調查，台灣民眾最常閱讀的雜誌中，天下雜誌排名第四，可見

消費者願意花時間閱讀天下雜誌（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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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7  最常閱讀的雜誌排行 

最常閱讀雜誌 2006(複選題) 

雜誌名 百分比% 

壹周刊 18.89 

時報周刊 13.21 

商業週刊 10.72 

天下 7.63 

COCO 哈衣族 4.24 

柯孟波丹 3.78 

VOGUE 時尚雜誌 3.48 

財訊 3.10 

今週刊 2.63 

獨家報導 2.55 

甜心穿 Sugar 2.38 

新新聞 2.30 

熱門少年 TOP 2.25 

遠見 2.23 

'ef 衣芙 2.05 

TVBS 周刊 1.88 

職棒雜誌 1.73 

薇薇雜誌 1.71 

常春 1.70 

康健 1.65 

空中英語教室 1.64 

資料來源：2006 世新傳播學院台灣民眾媒體使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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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牌考慮購買度：要讓消費者考慮購買，品牌如果只獲得尊敬還不夠，

更要讓消費者覺得有攸關性。根據世新傳播學院的調查，天下雜誌是台

灣民眾最常閱讀的雜誌之一，也是最能提供專業知識的雜誌之一（如表

4-8 所示）。而根據全球十大市調公司之一 IPSOS 的 2006 年 Asian Business 

Readership Survey（＊＊）顯示，天下雜誌是台灣高收入主管閱讀率最高

的雜誌（如表 4-9 所示）。可見不論對於一般民眾或是企業領袖，天下的

內容均和個人專業上的成長有攸關性，會考慮購買。 

 

表四～8 最能提供專業知識的雜誌排行 

最能提供專業知識 2007 

雜誌名 百分比% 

商業周刊 16.49

天下 10.75

遠見 5.27

財訊 4.43

非凡商業周刊 4.40

時報周刊 3.05

國家地理雜誌 2.61

壹周刊 2.39

PC HOME 電腦家庭 1.75

卓越 1.75

汽車購買指南 1.72

今週刊 1.47

商業時代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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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與母親 1.42

TVBS 周刊 1.36

康健 1.30

實用空中美語 1.08

亞洲週刊 1.08

Smart 理財生活 1.07

VOGUE 時尚雜誌 1.07

常春藤解析英語 1.07

資料來源：2007 世新傳播學院台灣民眾媒體使用調查 

 

 

表 4～9 高收入主管閱讀率 

不同年收入主管的財經雜誌閱讀率 

 US$25,000-49,000 US$50,000-74,999 US$75,000-99,000 

天下雜誌 56% 73% 84% 

商業週刊 59% 64% 63% 

遠見雜誌 44% 55% 58% 

財訊 32% 41% 48% 

今週刊 21% 31% 41% 

資料來源：2006 ABRS 調查 

 

4. 品牌優越性：指消費者認為品牌具有獨特性，而且整體而言優於其他競

爭者。從上述的各項調查中可以明顯看出天下雜誌在一般民眾和企業領

袖心目中已建立起品牌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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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費者感覺：消費者評價是從消費者頭腦而來的理性判斷，而消費者

感覺則是從消費者的心而來的感覺。根據 Keller 指出，品牌主要可以創造出六

種感覺： 

溫暖（如 Hallmark） 

有趣(如 Disney) 

興奮(如 MTV) 

安全感(如 Allstate 保險公司) 

社會認可(如賓士汽車) 

自我尊重如（Tide 洗衣粉） 

 

天下雜誌從創刊就強調對一個美好而公平社會的嚮往與追求，所以一直關

注提升社會整體競爭力。不僅是在報導內容方面，陸續推出發現台灣、環境台

灣、海闊天空教育專輯、319 鄉鎮報導，並推動微笑台灣 319 鄉鎮護照、希望

閱讀等大型社會公益活動，過程中都主張「讓改變看得見」、「堅持理想與溫暖

的必要」，所以綜合來說，天下雜誌在消費者心目中已建立起強烈的「溫暖」、

「社會認可」、「自我尊重」的感覺。 

 

根據 2007 年天下雜誌讀者調查，請讀者對以下敘述給予 1-10 的認同：「閱

讀天下，讓我感到獲得提升與學習」，結果獲得 8.07 分（如表 4-10 所示）。而

問讀者為什麼想要閱讀天下雜誌，結果排名第一的理由是「自我提升，擴展視

野」，可見讀者對天下雜誌有強烈的「自我尊重」的感覺（如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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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 閱讀天下帶來的好處一覽表 

以下對天下雜誌的描述，請依您贊同的程度給予

1~10 的評價：（請圈選） 2007

天下雜誌比其他雜誌更有權威與公信力 8.20 

在天下雜誌中我閱讀到其他雜誌沒有的創新觀念 7.70 

相較其他雜誌，天下提供了更多有價值的國際視

野 8.12 

我信任天下雜誌的內容與評論超越其他雜誌 7.96 

閱讀天下，讓我對事情的看法更深入、更有獨到

見解 7.93 

閱讀天下，讓我感到獲得提昇與學習 8.07 

2007 天下雜誌讀者大調查 

 

表 4～11 讀者會閱讀天下的原因一覽表 

請問您為什麼會閱讀天下雜誌？（可複選） 2007

自我提昇，拓展視野 86.0 

想了解社會脈動 74.7 

天下傳遞的積極與公正的價值觀 33.0 

喜歡雜誌內容 32.3 

為了支持一本好雜誌 25.0 

代表社會清流聲音 12.4 

希望在工作獲得更好發展 11.1 

解決工作上的困惑 5.9 

.因為成功人士都閱讀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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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師長推薦或指定 3.0 

其他 0.8 

資料來源：2007 天下雜誌讀者大調查 

 

    而對廣告客戶來說，因為天下雜誌擁有很高的讀者評價，因此在天下雜誌

刊登廣告，也有很好的「社會認可」的效果，可以讓品牌加分。企業也不只是

刊登廣告，還經常訂閱天下雜誌，當作饋贈客戶或員工的禮物，表示對客戶或

員工的關懷。 

 

 

四、CBBE 模型的第四個步驟是建立合適的消費者和品牌的關係，創

造品牌共鳴。 

Keller 指出，品牌共鳴可以分為四種：忠誠的行為(behavioral loyalty)、態

度上的依賴(attitudal attachment)、社群感(sense of Community)、積極參與

(engagement) 

 

（一）忠誠的行為：最明顯的就是重複購買性。目前天下雜誌的訂戶中，有一

萬多人訂閱期間長達十年以上，可見許多讀者對天下雜誌的忠誠度非常高。天

下雜誌在 2003 年從月刊改為半月刊，當時必須把所有訂戶的訂閱期數換算成

半月刊的期數，也就是到期日會提前，結果所有數萬名訂戶都無異議的接受這

個期數的轉換，可說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忠誠度的展現。 

 

（二）態度上的依賴：消費者會重複購買產品，還不足以產生品牌共鳴，必須

「愛」上品牌才行。根據 2007 天下雜誌讀者調查，曾向親友推薦閱讀天下雜

誌的讀者比例有 63%，可見讀者對天下雜誌深具好感，願意推薦給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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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群感：包括建立網路和實體的社群。因為多年來在某些議題上的關

注，天下雜誌已成功建立起好幾個緊密的社群，包括「微笑台灣 319 鄉社群」、

「海闊天空教育網站」社群。 

 

（四）積極參與：讓讀者有高度共鳴的品牌會吸引顧客積極參與和品牌相關的

活動，如上網討論或參與實體活動等。天下雜誌的網站已有十年歷史，會員人數

已將近六十萬，因為有許多網路獨家資訊及影音資訊，早已成為非常受歡迎的知

識類型網站。天下雜誌也經常舉辦讀書會或大師演講，優先讓訂戶參加，如麥可．

波特、大前研一、科特勒、安藤忠雄等，都成功聚集數千人熱烈參與，讓讀者感

受到和天下雜誌更親密的關係。而當天下雜誌舉辦「台灣 319 鄉向前行」這樣的

社會運動時，更吸引了數百萬人積極參與，企業夥伴也熱烈贊助，可見天下雜誌

和消費者已建立起高度的品牌共鳴。 

 

＊：「台灣民眾媒體使用調查」是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辦，從 2004 年開始每年製

作一次，調查對象是台澎金馬 15～64 歲民眾(依內政部公佈之台灣人口性別與年齡比例

進行配額抽樣，先依據人口比例抽出 55 個鄉鎮市區，再於各鄉鎮市區抽出 20 位受訪者)，

調查方法是家戶面對面訪問（約需 1 小時），成功樣本為 1100 份，抽樣誤差在 95％的信

心水準下不超過 2.95％，受調查媒介包括電視、報紙、網路、雜誌、廣播。 

 

＊＊：「亞洲企業閱讀率調查」(Asian Business Readership Survey, ABRS)是由全球前十大

市調公司 IPSOS 製作，從 1985 年開始，每兩年製作一次。調查範圍涵蓋 8 個國家、13

個城市，調查規模約 6400 人（台灣約 1000 份），員工總人數在 100 人以上的企業主管，

台灣區共調查了 9 份報紙，一本周刊、一本雙週刊、5 本月刊，調查方式是電話篩選加

上書面問卷調查。ABRS 調查結果經常被許多權威媒體引用，包括金融時報、經濟學人、

亞洲華爾街日報、時代雜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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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天下雜誌建立品牌後產生的利益 

 

根據 Keller（2003）的研究指出，建立品牌可產生非常多利益，主要利益可

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 可以獲得較大的顧客忠誠度 

(2) 可在競爭市場的活動與危機下，暴露較少的弱點 

(3) 可以有較高的利潤貢獻 

(4) 可以對價格調降，具有較多的價格彈性 

(5) 可以對價格調漲，具有較低的價格彈性 

(6) 可以得到較高的經銷商合作與支持 

(7) 可以增進行銷溝通的效率與效果 

(8) 具有可能的授權機會 

(9) 可以獲得較有利的品牌延伸機會 

 

從上一節天下雜誌建立品牌的過程，可以發現品牌讓天下雜誌受到讀者和社

會大眾的高度肯定。事實上，品牌也已成為天下雜誌的競爭優勢，帶給天下雜誌

許多實際的利益，可以從天下改半月刊的過程和優質廣告客戶的長期支持兩方面

來看： 

一、從月刊改半月刊順利成功 

天下雜誌從創刊以來一直是月刊，進入 2000 年後，因為政經環境變化速

度加快，月刊似乎已無法跟得上外界的變化。同時，讀者愈來愈忙，商務

旅行的時間增加，閱讀的時間減少，需要更輕薄短小的雜誌，以便於隨身

攜帶及閱讀。因此天下雜誌決定調整出刊頻率，從 2002 年七月開始從月

刊改為半月刊。在改版之前，天下雜誌做了許多的準備，先跟讀者做充分

的溝通。天下雜誌製作了一系列的平面廣告和捷運車站廣告，告訴讀者天

下雜誌要改變了，但不是本質上的改變，而是形式和速度上的改變。例如

推出一個形象廣告，把書房和汽車結合在一起，標題是「隨時坐享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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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說明讀者「不管在何時何地，可隨時翻開天下，就像國際大師們

立即為你加滿能量，開啟前進的動力。天下半月刊以更輕更薄的質感編

排，深入淺出的解題分析，切身易讀的具體內容，為你掌握未來趨勢。」

（請參見附錄 10） 

 

這個大動作的改版，對訂戶的忠誠度是個很大的考驗，因為一年從 12 期

增加到 24 期，訂閱價從 1800 元調高到 2980 元，讀者的負擔增加，必須

要讓讀者覺得真的滿足了他們的需求，他們才會接受這樣的轉變。透過信

函和廣告的溝通，天下首先要讓讀者了解改變的原因。接著天下雜誌也規

劃了對現有訂戶的優惠，以維護訂戶的權益。天下通知訂戶第一年會先贈

閱幾期，讓到期時間跟原來差不多，等到期後，再改用新的訂閱價。結果

數萬訂戶幾無異議全部同意訂閱期的改變，而到期後續訂率也無太大變

化，整體訂戶數維持穩定成長。而從每月零售總量來看，改版半月刊後較

原來月刊大幅成長，可看出因為品牌，讓天下雜誌的讀者對於訂閱價格調

漲或每月零買總費用增加，有較低的價格彈性。 

 

二、從廣告客戶的忠誠度來看 

對媒體來說，廣告客戶和讀者一樣重要，必須要設法滿足兩者的需求。天

下雜誌從創刊以來，就非常重視廣告的品質，雖然堅持品質的結果，會損

失一些客戶，但長期而言，也會吸引一些重視形象的優質客戶長期支持天

下。天下對於廣告品質的堅持包括： 

 

1. 不接受編排不雅以及有害健康的煙類廣告 

廣告主的水準參差不齊，有的做出來的廣告非常高雅，有的卻很粗俗。

對於不雅的廣告，天下會請客戶重新製作，或代為重新設計，如果客戶

無法接受，天下也只好放棄這次機會。至於香煙廣告，為了維護國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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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天下從二十多年前就不接受香煙廣告。 

 

2. 厚卡廣告及其他特殊版面廣告有限制 

許多廣告主認為平面媒體能提供的廣告創意，就是在版面及材質上做花

樣，所以坊間許多雜誌裡面厚卡廣告一大堆，廣告裡還有夾帶的東西或

突起的卡片，或者要求把廣告放在封面上等等。但是這些廣告太多之

後，會干擾讀者的閱讀，妨礙到讀者的權益。因此天下雜誌除了對於每

一期的廣告和文章頁數比例有限制之外，對於厚卡廣告數量、特殊製作

方式、特殊版面也有嚴格限制，務求將對讀者的干擾減少到最少。事實

上，所有國際一流雜誌也都有類似的限制。 

 

3. 不接受置入性行銷廣告 

近年來置入性行銷的歪風盛行，許多客戶都要求將付費的廣告偽裝成報

導版面，或者做看起來很像文章的「報導式廣告」，卻未標明為廣告，

大部分報章雜誌及電視都無法抵擋這股潮流。天下雜誌一直努力和客戶

溝通，告知天下因為堅持公正客觀的報導，才贏得讀者的信任，所以不

應該讓文章廣告化。如果客戶還是要用報導式廣告呈現，則天下雜誌一

定會使用明顯不同於內文的字體和版型，並在廣告頁最上方打上「廣告

部企劃製作」，以做區隔。 

 

在這種種的堅持和限制之下，天下雜誌難免會損失一些客戶，但由於天

下的品牌宗旨很清楚，有助於釐清客戶的期望，可以增加行銷溝通的效

率與效果，有助於過濾不好的廣告客戶，吸引優質的客戶。從天下雜誌

廣告客戶所屬產業的分布，可以看出天下廣告客戶的結構十分健康。隨

著台灣產業景氣的變化，前幾年天下廣告客戶以汽車、資訊通訊為大

宗，近年來則以建築、精品、金融服務為主。這些廣告客戶都非常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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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形象和廣告呈現的美感，所以對於廣告所刊登的媒體的整體品質也

十分看重，天下因此能贏得它們的青睞。例如精品業的歐米茄、LVMH、

喬治傑生等，都是天下長期而忠實的客戶。 

 

事實上，許多客戶同時也是多年的讀者，因為認同天下的理念而長期支

持天下。例如喬治傑生台灣分公司執行董事徐嘉鴻女士是天下很重要的

廣告客戶，她說：「在工作與人生，天下給我不一樣的養分，它積極正

面，堅持品質，很有自己的想法與風格，具有一種正派的氣度，開闊、

寬厚與人的教養。天下給我們一個開闊的世界觀、企圖給台灣人國際的

視野、了解國際脈動，在知識份子心中具有無比份量，我突然明白，天

下讓台灣人如此榮耀！」（請參見附錄 11） 

 

許多廣告客戶長期支持天下，也跟天下廣告部對客戶提供的額外服務有

關，包括： 

1. 經常替廣告客戶對讀者進行溝通。天下會提供讀者調查資料，讓

優質廣告客戶相信天下雜誌讀者對廣告接受度頗高。表 4～12 顯

示天下讀者不看廣告的比例只有 12.8%，其他大多會看。 

 

表 4～12 讀者閱讀天下雜誌中廣告的比例 

您是否會閱讀天下雜誌中的廣告？ 2007

1.經常看 19.8 

2.偶而會看 57.8 

3.有購買需求的時候看 9.6 

4.通常不看 11.7 

5.完全不看 1.1 

資料來源：2007 天下讀者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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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廣告客戶覺得受到重視與肯定。表 4～13 顯示設計得有創意的

廣告會吸引讀者閱讀，所以天下雜誌多次舉辦創意廣告票選活

動，請讀者選出刊登在天下的最具創意的廣告，給予客戶表揚。 

  

     表 4～13 廣告吸引天下讀者閱讀的原因一覽表 

請問雜誌內廣告吸引您閱讀的原因為何？
2007

1.希望獲得產品資訊 43.7 

2.廣告設計有創意 48.5 

3.產品符合需要 31.0 

4.廣告文案生動 16.5 

5.公司品牌形象好 12.0 

資料來源：2007 天下讀者大調查 

 

3. 經常舉辦成長營，回饋客戶。天下會邀專家為客戶進行溝通或團

隊運作課程，並安排休閒活動，讓客戶有機會進修、放鬆和聯誼。 

 

透過種種的努力，天下雜誌的廣告營收表現一直很穩健。品牌也讓廣

告客戶對天下廣告價格調降，具有較高的價格彈性。改版半月刊後因為刊

期縮短，所以廣告價格從一頁 21 萬降到一頁 18 萬，結果廣告總頁數果然

大幅增加。改版前一年廣告總頁數約 1300 頁，改版第二年廣告總頁數即

增加到 1900 頁，連續三年維持不變，只有 2007 年因受到市場不景氣而略

微衰退。 

 

整體而言，天下雜誌創刊 27 年來，經營一直非常穩健，小心地維護

讀者和廣告主的權益，使得發行收入和廣告收入均衡發展，一直維持

45%：55%的比例。這樣的比例非常穩健，在媒體中十分難得，這也是堅

強的品牌實力所打造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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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CBBE 模式之使用評估 

 

從天下雜誌案例中，可以發現 Keller 的 CBBE 模型，的確有效地解釋了天

下雜誌品牌建立的過程。經由將個案資料和理論的比對，本研究發現 CBBE 模

型有二大特色： 

 

一、模型的結構和邏輯非常清楚。六個品牌基石排列起來像個金字塔，每一個

基石都是建立在前一個基石之上，結構非常穩固。它主張有了品牌顯著性，才能

展現品牌表現和品牌聯想；有了品牌表現和品牌聯想，才能讓消費者產生好的評

價和不同的感覺；有了好的評價和感覺才能讓消費者產生共鳴，創造忠誠度。可

見這個理論的邏輯性非常強，各個研究變項環環相扣，能讓實務界了解為什麼要

打造這些品牌基石，並了解如何循序漸進。 

 

二、探討的面向嚴密而完整。這個模型的每個基石又分成許多細項，鉅細靡遺

地探討到影響品牌建立的每個環節。企業如果按照每個細項檢視自己打造品牌的

作為並加以改進，一定可以建立起堅實的品牌資產。 

 

不過，因為媒體是 David Evans 和 Richard Schmalensee(2007)所說的「觸媒

型企業」，同時擁有讀者和廣告客戶兩種顧客，必須在兩者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因此在做品牌分析時，如果每個細項都要從讀者和廣告客戶兩方面來探討，會變

得非常複雜。因此，當我們用 Keller 的 CBBE 理論來分析媒體品牌時，可能要

在所有細項中做些選擇，針對一些影響媒體品牌影響較大的變項，做更進一步的

研究。其中「品牌想像」中的「品牌個性」，不論是對讀者或對廣告客戶都非常

重要，值得更進一步探討，下一章就會以此為討論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