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文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說明

一、實作內容 

 (一)自我介紹 1分鐘。 

(二)針對自我介紹問答 1分鐘。

(三)行銷流通短文閱讀 2分鐘。實作行銷流通短文閱讀之文章共計 3

篇，試題與參考解答於甄選前一個月，公告於本校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網站，採現場抽籤方式抽選 1篇文章，進行現場閱讀並口述

答案評分。

二、實作行銷流通短文閱讀之文章共計 3篇 (如附件)。 

(一)如果人類跟寵物交換靈魂？

(二)挑禮物不用學讀心術 讓泰國電商 JD Central 幫你解決

(三)餐廳三大經營時期，如何選擇最合適的行銷策略？

四、實作評分標準 

 創意與表達 50%、學習潛力 50%。 

五、實作考試示範(影音) 

甄選實作日期：101年6月17日 9：00 - 17：00

甄選實作地點：景文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 A404及A405專業教室

三、實作流程說明

(一)自我介紹 1分鐘、針對自我介紹提問及回答 1分鐘、針對行銷流

通短文主題發表看法 1分鐘，提問及回答 1分鐘。

(二)實作進行方式

考生一場次以 20人進入商管二館四樓 A405教室(教室空間可容納

60人)，報到後採現場抽籤方式抽選 1篇文章閱讀，閱讀時間約10

分鐘，依報到順序唱名至A404教室，進行甄選面試。

https://youtu.be/t4WaKKGZ1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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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jDYb6dOW8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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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實作行銷流通短文閱讀文章

附件 一 
如果人類跟寵物交
換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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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13 如果⼈類跟寵物交換靈魂？美國Petco趣味「換位思考」寵物飼料廣告 - 動腦Brain.com.tw｜⾏銷．廣告．傳播．創意數位平台

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49798

（圖片來源：Petco YouTube）

作者：hsiun@⼤⼈物  更新時間：2021-04-27 11:37

如果⼈類跟寵物交換靈魂？美國Petco趣味
「換位思考」寵物飼料廣告

Petco  寵物

（2021-04-27）不少⼈養寵物，不單純把寵物當寵物，⽽是當成最親密的家⼈。美國
寵物連鎖品牌Petco就推出系列廣告，直接換位思考，想著如果⾃⼰是寵物，會如何照
顧⾃⼰。

（2021-04-27）不少⼈養寵物，不單純只是把寵物當寵物，⽽是把寵物當成最親密的
家⼈，如果從這個⾓度來看，美國第⼆⼤寵物連鎖品牌Petco與廣告商Droga5合作推
出系列廣告《 It's What We'd Want If We Were Pets 》，直接換位思考，把⾃⼰放在
寵物的⾓度思考，想著⾃⼰會如何照顧⾃⼰，是不是還蠻貼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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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13 如果⼈類跟寵物交換靈魂？美國Petco趣味「換位思考」寵物飼料廣告 - 動腦Brain.com.tw｜⾏銷．廣告．傳播．創意數位平台

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49798

在由Harold Einstein執導的廣告《Cocktail Party》中，廣告場景設定為上流社會的⽇
常聚會，聚會中⼤家你⼀⾔我⼀語的分享著⾃⾝的需求與需要，以及健康及保健公司
Petco的產品有多麼好⽤，乍看之下有點令⼈摸不著頭緒，直到廣告的尾聲，才會發現
其實這些⼈並不是⼈，⽽是寵物，接下來就會意識到剛剛廣告中的那些對話，非．常．
有．趣。

（圖片來源：Petco YouTube）

15秒鐘系列廣告更直接了當得讓⼈類模仿寵物的⾏為舉⽌，強調Petco多麼契合他們的
需求，像是《Box》宣傳的是當天下單、當天送貨到府的便利性；《Mirror》凸顯了優
質食物能夠讓男⽣如何從內到外都保持健康，進⽽散發出迷⼈的丰采。

除此之外，廣告還進⼀步推銷特定產品，像是《Twins》便讚揚著原始營養對於維持活
⼒，或是進⾏摔⾓等活動多麼有幫助；《Thief》探討了全食食物如何幫助寵物偷⾛更
多主⼈的鞋⼦；《Good Boy》強調好孩⼦會乖乖吃完三餐；《Bookshelf》揭露哪些
正確的蛋⽩質會幫助寵物跳到新的⾼度；《Curtins》顯⽰出精確的營養可以增加敏捷
度，幫助寵物從⽇常⽣活中的「⼩陷阱」中脫逃。

看著廣告演員以有點讓⼈摸不著頭緒的肢體⾏為，說完廣告台詞，然後畫⾯直接跳到寵
物重複那些⾏為時，真的會讓⼈忍不住發笑。

這些廣告巧妙重新定義寵物的健康保健標準，向寵物主⼈發起照顧寵物的整體健康的挑
戰任務，進⽽帶出Petco產品特⾊，討喜⼜不會有太多惹⼈厭的強迫⾏銷，當然，《
It's What We'd Want If We Were Pets 》所強調的「照顧寵物的責任並沒有那麼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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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只要想著⾃⼰會如何照顧⾃⼰」的最⾼原則，也將會是Petco未來品牌的產品⽅
向和⾏銷政策。

文章轉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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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 
挑禮物不用學讀心
術 讓泰國電商JD 
Central幫你解決 

附件 實作行銷流通短文閱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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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13 挑禮物不⽤學讀⼼術 讓泰國電商JD Central幫你解決 - 動腦Brain.com.tw｜⾏銷．廣告．傳播．創意數位平台

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49826&sort=

（圖片來源：JD CENTRAL YouTube）

作者：張涵妮  更新時間：2021-05-07 15:25

挑禮物不⽤學讀⼼術 讓泰國電商JD Central
幫你解決

天天看⾒好創意   泰國   電商 JD Central   情⼈節

（2021-05-07）為另⼀半挑禮物是件燒腦傷神的事，泰國電商平台JD Central便推出
「Targeted Gift」活動，確保⼈們能以最省時的⽅式購買到合適對⽅的禮物。

（2021-05-07）挑禮物對不少⼈來說是件燒腦傷神的事，送禮時該如何送進對⽅⼼坎
裡，尤其為另⼀半挑禮物更需費⼼思考⼀番。有研究指出，女友們常因害羞、尷尬⽽不
願意直接表明（或暗⽰）⾃⼰⼼儀的禮物，總暗暗期待對⽅有讀⼼術或和⾃⼰⼼靈相
通，然⽽現實往往與期望不符。

為此，泰國電商平台JD Central攜⼿創意代理商BBDO Bangkok，在情⼈節檔期推出
「Targeted Gift」活動，確保男⼠們能以最省時的⽅式購買到合適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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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JD CENTRAL YouTube）

作者：張涵妮  更新時間：2021-05-07 15:25

挑禮物不⽤學讀⼼術 讓泰國電商JD Central
幫你解決

天天看⾒好創意   泰國   電商 JD Central   情⼈節

（2021-05-07）為另⼀半挑禮物是件燒腦傷神的事，泰國電商平台JD Central便推出
「Targeted Gift」活動，確保⼈們能以最省時的⽅式購買到合適對⽅的禮物。

（2021-05-07）挑禮物對不少⼈來說是件燒腦傷神的事，送禮時該如何送進對⽅⼼坎
裡，尤其為另⼀半挑禮物更需費⼼思考⼀番。有研究指出，女友們常因害羞、尷尬⽽不
願意直接表明（或暗⽰）⾃⼰⼼儀的禮物，總暗暗期待對⽅有讀⼼術或和⾃⼰⼼靈相
通，然⽽現實往往與期望不符。

為此，泰國電商平台JD Central攜⼿創意代理商BBDO Bangkok，在情⼈節檔期推出
「Targeted Gift」活動，確保男⼠們能以最省時的⽅式購買到合適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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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JD CENTRAL）

JD CENTRAL Targeted Gift

Suthisak Sucharittanonta - Creative Chairman
 Anuwat Nitipanont - Chief Creative Officer

 Pitha Udomkanjananan - Deputy Executive Creative Director
Thiti Boonkerd - Creative Group Head

 Nuttawee Pisanprechatam - Art Director
 Jutatat Pattanodom - Group Account Director

Napat Wuttijariyakul - Account Director
Klack Film - Film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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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49826&sort=

（圖片來源：JD CENTRAL YouTube）

活動⾸先邀請女孩們進入系統並導向聊天機器⼈，在對話中詢問她們真正想收到的禮
物、伴侶的電話號碼、以及對⽅能認出的暱稱，之後透過Facebook演算法瞄準女孩們
的伴侶，並製作⾃動化廣告。

廣告利⽤暱稱吸引他們的注意⼒，準確顯⽰女友在情⼈節想收到什麼禮物，並能直接點
擊購買，不過參與活動的前提，兩⼈都得是平台會員才⾏。活動最終為JD Central增加
了17％的銷售額，更使品牌的線上參與度增加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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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13 餐廳三⼤經營時期，如何選擇最合適的⾏銷策略？ - 動腦Brain.com.tw｜⾏銷．廣告．傳播．創意數位平台

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49815&sort=

（圖片來源：modernrestaurantmanagement.com）

作者：PreFluencer  更新時間：2021-05-04 13:33

餐廳三⼤經營時期，如何選擇最合適的⾏銷
策略？

⾏銷   策略

（2021-05-04）不管時機好壞，⼤部分⼈⼀定都曾有過老闆夢，但該如何在⼀片紅海
殺出⾎路，是每個經營者都會遇到的難題...

（2021-05-04）不管時機好壞，⼤部分⼈⼀定都曾懷有當老闆的夢，但該如何在⼀片
紅海殺出⾎路，可能是每個經營者都會遇到的難題。

以餐飲業來說，在這個世代如果想經營的⻑久，除了餐點⼝味要合格外，還要借助⾏銷
的⼒量，協助餐廳穩定成⻑，增加產品曝光，吸引更多⼈造訪餐廳。⾄於在餐廳的三⼤
經營時期，該分別利⽤哪些⾏銷⼯具及策略來協助推廣⾃家商品？就讓我們⼀起來看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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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期－利⽤「Google商家」建立對外曝光
在這個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許多顧客選擇餐廳的第⼀步驟就是打開⼿機，上網搜尋評
價，如果商家沒有經營線上宣傳平台，其實已在不知不覺中少掉很多曝光機會。尤其對
剛開業不久的餐廳來說，⾸要步驟就是要讓顧客認識你，因此對外曝光就格外重要。

在導入期，因為營運成本偏⾼、來客數少導致整體利潤偏低，在此時期建議店家可以嘗
試使⽤免費的線上平台來進⾏宣傳。

像是許多消費者在選擇餐廳之前會先透過「Google商家」搜尋查看店家評價，或是餐
廳及餐點的實際照片，上頭的資訊將會決定他們是否前往這間餐廳。因此餐廳若能在經
營初期妥善運⽤Google商家，建立完整資訊，並藉由曾經造訪的顧客所留下的好評
論，讓線上流量轉化為實際來客數。

當然，在此時期可能會因為來客數還不多，顧客⼝碑也相對少，因此除了利⽤線上平台
外，也可以藉由最傳統的⾏銷⼿法，如在店⾯提供免費試吃，或⾄街頭發放傳單，甚⾄
祭出促銷優惠，讓顧客了解：「哦！原來這邊開了家新餐廳。」藉以吸引更多路過客來
拜訪。

⼆、成⻑期－募集網紅，加強宣傳⼒道
當餐廳邁入成⻑期後，因為顧客需求增加，使單位成本下降，也因此創造更多的利潤空
間。在此時期，店家可嘗試將⼀部分的預算運⽤在⾏銷宣傳，除了可以持續累積陌⽣客
創造的餐廳評價之外，也能透過辦理線上或線下活動，募集網紅來參加。

像是舉⾏網紅試吃體驗、辦理餐廳講座等，盡可能在活動中展現出店家最引以為傲的特
⾊，強調你與其他餐廳的不同之處，並利⽤網紅在社群平台的影響⼒，將店家的特⾊資
訊傳遞出去，吸引更多樣的客群。

位於台北東區的「⽊衛⼆醫務所」就曾在2020年成功利⽤網紅⾏銷替餐廳提⾼社群聲
量。透過PreFluencer網紅配⽅募集到30位網紅，邀請他們⾄餐廳試吃特⾊餐點。⽊衛
⼆醫務所店⾯的最⼤賣點是以「診所」為整體風格主題，當他們募集網紅時，案件溝通
項⽬中就指定網紅須與餐廳中最具特⾊的⼿術燈為拍攝背景，並要在貼文中搭配指定
hashtag，以此模式重複創造⼤量的社群曝光。

⽽另⼀家位於台北市中⼭區的「時光⼩酒館」也曾舉辦類似的試吃體驗活動，⼀樣邀請
30位網紅⾄餐廳體驗招牌菜品，並和店內最具特⾊的標語霓虹燈裝潢作為拍攝背景，將
餐廳打造成「網紅必去的打卡特⾊餐廳」。

建議商家在能夠與網紅⾯對⾯接觸的實體活動中，不要只把網紅當成來⽤餐的過客，可
以在活動過程中多與網紅互動，了解他們粉絲客群的偏好，除了可作為餐廳⾏銷的經營
參考，這些資訊在⽇後也許還可以成為你的⾏銷素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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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熟期－結合導購直播，借⼒使⼒
餐廳歷經導入期及成⻑期後，接著就進入到相對穩定的成熟期，此時期的客源通常已較
固定，餐廳販賣品項也更趨完整。但現實是，市場可能已趨近於飽和，在競爭劇烈的環
境中，店家該如何壓低成本，並運⽤差異化⾏銷殺出重圍，是這段時間最先需要⾯對的
難題。

為維持品牌聲量，餐廳可嘗試擴展⾏銷渠道，運⽤時下最夯的「直播導購」來吸引更多
陌⽣粉絲。藉由PreFluencer網紅配⽅與LINE購物攜⼿打造的專業直播團隊，結合網紅
⾼流量及⾼帶貨特性的導購型直播形式，吸引觀眾在觀看直播時快速完成訂單。

另外，餐廳切勿在壓低成本的過程中選擇捨棄餐點品質，畢竟餐廳的精隨所在就是餐
點，要經營的更加⻑久，就更應該對餐點⽤⼼。⽽壓低成本的⽅式有很多種，像是⽤團
購價的⽅式販賣餐券，儘管壓低餐券價格，但同時能利⽤網紅流量與個⼈魅⼒，吸引更
多觀眾在觀看直播時下單，⽤薄利多銷的⽅式，創造銷量及曝光，直播導購的⽅式讓店
家不再受限於現有的客群，創造新客源。

不管是餐飲業或其他產業，不同的經營時期就要⽤合適的經營⼿段。不論是初期利⽤
Google商家建立店⾯資訊，⽅便消費者搜尋；還是成⻑期利⽤網紅媒合平台募集網
紅，替品牌成立⼝碑種⼦隊；或是在成熟期需要壓低成本，⽽建立團購模式等，為的都
是讓商家能經營的更加⻑遠、穩定。

如果你剛好在苦惱傳統⾏銷⽅式很難替你的店家帶來有效轉單的話，不妨改變策略，從
現在開始試看看新餐廳⾏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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