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周 無界傳播



三十而立
商周始終堅持
獨立客觀的報導

2018金鼎獎/假新聞撕裂歐洲 2018金鼎獎/八百根煙囪的家



數位整合 用最互動的方式
帶讀者看見台灣 預見趨勢



跨載體、跨國界的
說故事能力
接觸讀者 每一個行動時刻



線上傳播 線下動員
台灣唯一o2o無界媒體
締造小巨蛋萬人影響力



商周 成功者社群生態系



跨螢多媒體o2o生態系

14萬
有費發行量 全台第一

120萬
平均每期讀者人數 全台第一

18萬
主管級讀者數，全台第一

(基層主管、中高階主管、
雇主、自營商) 

137萬
網站有效會員數

1,880萬
網站單月不重複造訪數

58萬
有效EDM 網站會員名單

200萬
FB 粉絲

(商周.com+良醫健康+
商周財富網)

24萬
Line@會員

(商周.com+良醫健康+
商周財富網)

53萬
商周隨身讀APP

500人
每年2場圓桌趨勢論壇

700人
商周CEO學院菁英

1萬人
每年商周之夜參與人數



商周.com 最海量的垂直媒體網站

* 資料來源：Google Analysis Oct. 2018

>2,193萬

單月不重複瀏覽量UV

網站閱覽者以女性讀者居多

單月總瀏覽量PV

>1,880萬

男女比例約 4:6

全年度排名持續領先雜誌類媒體網站

Alexa 網站排名前37名
單月頁面流量PV>1,100萬

單月不重複瀏覽量UV>900萬

單月頁面流量PV>639萬

單月不重複瀏覽量UV>547萬

單月頁面流量PV>318萬

單月不重複瀏覽量UV>281萬



資料來源：商周會員資料庫 、Google Analysis Oct. 2018

商周.com  質量俱佳的數位媒體平台

Male 

45% 

Female

54%

商周.com 使用者年齡分布

商周.com 
使用者性別分布

Mobile  

73% 

商周.com 
載具來源

企業負責人

高階與中階主管

基層職員

6%

15%

79%

白領上班族及企業決策者 台灣中高收入社會中堅 橫跨濁水溪的全國影響力

50萬以下

51-100萬

101-200萬

200萬以上

58%

25%

13%

4%

北區

中區

南區

60%

19%

21%



台灣媒體唯一 精準高端客戶社群

頂級卡消費族群

12,421／16,516

豪宅區族群

3,172／11,811

根據內政部公布的豪宅定義。實價登錄交易路段金額兩
者為基準，進而蒐集豪宅區或交易金額達標等社區名單

企業負責人族群

8,194／61,933

比對統編資料，現有資料庫中訂戶為公司負責人的名單，
其中上市公司約佔161間

＊頂級卡定義: visa在台發行最高等級信用卡-無限卡(Infinite)及
master在台灣發行最高等級信用卡-世界卡(world)。
＊頂級卡最低年收入依各卡不同(有100萬, 也有200萬門檻)一般
無限卡參考年收入為200萬以上(有些銀行門檻略低)

商周集團現訂戶/ 商周集團關係戶 商周集團現訂戶/ 商周集團關係戶 商周集團現訂戶/ 商周集團關係戶



不同世代分眾，精準線下動員

企業家二代族群
商周CEO學院 700位菁英

35歲以上創業家、家族事業接班人(總監級以上)
或高階專業經理人(公司規模300人以上之總經
理、500人以上之副總級職階)，經邀請審核後
加入。

新創企業家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創創大學堂，自2017年計畫推動起，
兩年來巡迴全台舉辦48場「創創小聚」，邀請超過
100位創業家講者與超過1,700位青年互動交流

學生/年輕族群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創創大學堂，聯合各大院校，接觸超過1,600位
全台潛力種子



2019

商周年度議題/ 活動



2018. 11月 重點新書

她，甘於平凡，也敢於不凡 ─ 

她不只是前美國第一夫人
她是蜜雪兒‧歐巴馬

台灣與全球24國同步上市
2018 Q4 - 19 Q1 最矚目著作
*博客來新書排行榜TOP 1

全球唯一中文版，紙本書、電子書同步開賣
獨家收錄64幅歐巴馬家庭的珍貴照片
歐巴馬伉儷與企鵝藍燈書屋締造美國總統回憶錄的最高
競價記

Becoming 

成為這樣的我

客戶合作方式

• 數位特別企劃 內容結合

• 延伸活動 如讀書會、名人分享



3月 國際大師來台

投資界最令人期待的盛事，
除了巴菲特每年的波克夏股東大會，
就是霍華．馬克斯的備忘錄！
──彼得‧拉特曼（Peter Lattman）/《華爾街日報》

與查理．蒙格 及 瑞．達利歐齊名

連股神巴菲特都敬重的投資大師

華爾街最受尊崇的意見領袖

全球投資市場預測風向球

橡樹資本管理公司總部在洛杉磯，已在紐交所上市。截至

2018年中，旗下管理資產逾1,200億美元，其平均複合報酬

率更高達19%。

霍華德 Howard Marks
橡樹資本董事長及聯合創始人

新書上市 / 來台開講

客戶合作方式

• 論壇合作/贊助/包場

• 延伸活動 如讀書會、名人分享



1月 |造局者．啟動O型商業

台灣高階菁英 直效行銷平台
7月 |年中賽局覆盤

20%
購票者持
頂級卡

70%
購票者

為法人戶

2017/01/12  決勝平台時代 2017/07/20  決勝新製造

62位企業負責人/C Level、
138位高階主管

76位企業負責人/C Level、
159位高階主管

金融/醫療.生技/製造/科技/通路物流
餐飲/批發零售

製造/科技/工具機/通路物流/金融/零售



由玩遍70國的商周執行長王文靜帶路，跟著alive 搭乘頂級河輪，從歷史、文化及在地

美食，玩出與眾不同的深刻體驗。

• 每人團費NTD 280,000 / 限定50位 頂級商周讀者

• 商周執行長全程親自領路

頂級河輪主題之旅，接觸高端族群最佳平台

四月/十月
跟著alive去旅行

客戶合作方式

• 品牌置入體驗 / 直效行銷

• 旅程結合 / VIP包船



時間⎮2019/06   

人數⎮ 160人

地點⎮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06:00-06:40 活動報到

06:40-07:00 球賽開球儀式暨大合照

07:00-12:00 球敘活動

12:00-12:30 休息換裝

12:30-14:00 交流午宴

15:00-15:30 技術獎頒獎典禮

6月 BW GOLF OPEN

客戶合作方式

• 現場品牌露出/商品展示

• 獎項贊助

• 延伸活動





商周長期性系列報導，看台灣企業、年輕人如何在大亞洲新興

市場，憑著夢想與汗水，戰勝逆境，打開夢想的新大陸

Q2  台灣哥倫布 系列



11月商周之夜
從牛肉人、VR、AR、AI 革命；

從科技到溝通，從設計到互動

商周創新之夜，告訴你下一個改變未來的趨勢

全台唯一萬人創新論壇，2019即將再度與你見面



A. 數位內容
數位原生內容 幫客戶打造吸引人的品牌故事



2018. 味全x商周
古釀尋味數位影音內容 (連結)

客戶需求：

• 改善品牌形象，曝光2018新醬油商品

• 增加潛在消費者客群

商周解決方案：

• 以【古釀尋味之旅-探訪隱藏在老街中的米其林】為主軸，製作３支品牌影片，以店家

的傳味故事帶出新醬油的厚工美味，並翩轉品牌形象。

成效:

• 每支影音達20萬次觀看，FB正價比例從50%增加至100%

線上
影音

數位
專區

數位
廣編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270soy/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270soy/default.aspx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270soy/default.aspx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5770&type=Indep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5770&type=Indep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270soy/default.aspx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270soy/default.asp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PeqnLvwv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PeqnLvwvc


2018. Microsoft Surface
數位行銷專區 (連結)

客戶需求：

• Microsoft Surface新產品上市，分為Surface Pro、Laptop、Book2、

Studio四種產品線，以行動高效能為主溝通力，希望觸及精準商務菁英族群。

商周解決方案：

• 以系列數位影音及專區溝通，針對不同產品線及溝通TA，推薦合適的KOL拍

攝證言影音，成功企劃精彩的數位影音專題。

用戶實證
採訪

Event
site

線上
影音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video.html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video.html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mind-1.html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mind-1.html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mind-2.html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surface/mind-2.html


數位
event site 

線上互動
名單

數位+
影音廣編

2018. 亞帝芬奇年度數位行銷操作 (連結)

客戶需求：

• 規劃年度專案，強化品牌客製服務與大克拉鑽商印象

商周解決方案：

• 利用證言式系列廣編、影音與實體活動全方位的進行擴散式宣傳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7/vividventure/customized/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7/vividventure/customized/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7/vividventure/customized/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7/vividventure/customized/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7/vividventure/customized/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7/vividventure/customiz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yyc9UrAw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yyc9UrAwo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7/vividventure/


數位廣編 數位專區

2018. 商周X必銳錡科技
數位突圍之路 特企專區 (連結)

客戶需求：

• 提升品牌知名度與品牌高度。

商周解決方案：

• 企劃製作「未來CEO – 數位突圍之路」數位專區，從CEO身為專業經理人

的高度談電商趨勢，並加入輔佐客戶轉型的成功案例分析，強調品牌的專

業與競爭力。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BVG/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BVG/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6358&type=Indep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6358&type=Indep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BVG/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BVG/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8/BVG/


2017.商周30 X 安聯投信
讓世界聽見台灣 online campaign (連結)

客戶需求：

• 希望透過商周，將所資助偏鄉樂團挑戰「維也納國際青少年音樂節競賽」的過程紀錄成影音，運用整合媒體資

源，擴大傳播效應及社會關注度，並帶出「主動，讓世界美好」的品牌精神

商周解決方案：

• 由商周影音中心將樂團挑戰維也納的前後過程，拍成三支主題影音及系列圖文、短影音，運用商周.com、粉

絲團進行社群擴散及互動遊戲(選歌、集氣、抽獎、直播)，引發關注，並結合實體快閃表演、實體音樂會

成效:

• 兩支主題影音《啟程篇》 《讓世界聽見台灣》在商周FB粉絲團均逾百萬觀看， 《讓世界聽見台灣》在

YOUTUBE 取得 376 萬觀看數，榮獲YOUTUBE 2017 最成功廣告影音之一

FB 
PO文

線上
影音

直播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7/Allianzgi-Chinaimusic/
https://www.facebook.com/bwnet.fans/videos/10154737933746837/
https://www.facebook.com/bwnet.fans/videos/10154737933746837/
https://www.facebook.com/bwnet.fans/videos/10154557069491837/
https://www.facebook.com/bwnet.fans/videos/1015455706949183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2lhrX4aip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2lhrX4aip0


B. 精準名單
線上傳播 線下動員 幫客戶找出對的族群



2018. 微軟人資長高峰會
客戶需求：

• 期待接觸上市上櫃企業人資長，從人資長在企業內角色重要性，溝通微軟數位轉型解決方案的優勢，進而

帶動企業數位轉型。

商周解決方案：

• 結合微軟亞洲人資長年會，邀請國際講師舉辦人資長高峰會，現場應用微軟最新人工智慧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ranslator，設置微軟Surface，讓人資場體驗行動辦公室Modern Workplace的工作場景，

並用內建軟體(Teams)功能及時與講者提問互動。

成效:

• 現場70位(邀約80位，出席率近9成)企業人資長到場，如台積電、宏碁、友達、日月光、統一、微風廣場、

長榮、中鋼、中信、國泰、台新等台灣前500大上市上櫃企業。



2018.中華電信
Being Online CEO讀書會

客戶需求：

• 期待接觸資本額1000萬以上中大型企業C-Level，直效性溝通中華電信數位轉型解決方案。

商周解決方案：

• 結合商周出版，阿里巴巴集團首席技術長王堅博士趨勢新書《Being Online 》，規劃「CEO讀書

會」，邀起台大機器人中心羅仁權教授導讀。

成效:

• 客戶KPI 60位 C-Level到場，商周成功邀約80位貴賓，共計64位出席。企業負責人占比4成。



2018. 安本投信
CEO公司治理讀書會
客戶需求：

• 透過接觸上市櫃公司CEO/大型金融機構法人/證交所/中華治理協會，加強推廣安本是一

家以企業ESG為選股標準的投信公司。

商周解決方案：

• 規劃兩場公司治理系列活動，上半場為「CEO讀書會」，邀到台大EMBA榮譽教授為來

賓進行專書導讀；而下半場為ESG前瞻論壇，透過專家演講剖解最新公司修法、區塊鏈

技術如何影響公司治理。

成效:

• 33位「CEO讀書會」來賓全為上市櫃公司董總，而130位論壇來賓的公司總股票市值高

達1.7兆，當天來賓滿意度也高達95%。



2018. AWS CEO 讀書會
客戶需求：

• AWS 雲端服務平台，希望接觸各產業的企業決策人，進一步溝通雲端平台之策略布局。

商周解決方案：

• 以數位轉型題材-超級用戶時代此書，舉辦CEO讀書會。在會中邀請台大商學院教授導讀，

以及商周總編輯分享趨勢觀點，成功邀請到企業決策人55人與會，為客戶成功創造最佳銷

售及成交機會。



C. 一站式整合行銷
橫跨內容、活動、集客的載體整合行銷專家



2018. UBS人生財富學
系列論壇(年度四場)

客戶需求：

• 期待接觸企業主及高階讀者，開發潛在客戶名單( 流動資產 USD25萬 以上族群 ) 。

商周解決方案：

• 全年規劃四場論壇(每季一場)，議題包裝成軟性議題 - 企業家逆境成功心法及該產業趨勢分析，而

非UBS產品介紹

• 每場論壇採訪主題演講者，會前影音一支及會後影音一支，除了實體活動，數位宣傳也擴大效應

成效：每場成功邀約出席300位來賓(主管級以上)



2018. 商周X賓士
Future Talks 
客戶需求：

• 全新服務品牌Mercedes me 在台宣傳，藉由Future Talks這個平台，邀請大家一起討論及想像未來，

並與潛在車主產生連結。

商周解決方案：

• 創意企劃「六大主題：未來行銷/娛樂、未來共享經濟、未來金融、未來能源、未來移動及未來住宅」

連續三天Event，邀請三百位商周菁英讀者參與想像未來的新可能。



2018. BMＷ X InnoVex 智動未來論壇

客戶需求：

• 協助 BMW X InnoVex 論壇講師邀約，並由商周總編輯擔任主持人

商周解決方案：

• 規劃「智動未來論壇」，製作招生網站，並邀約自駕車相關企業，包括台灣高通、喜門

史塔克等企業代表，一同進行對談分享



2018. 中國信託
新台灣未來年表(論壇+數位專題)

客戶需求：

• 期待接觸主管級&退休讀者，推廣退休財務規劃相關產品 。

商周解決方案：

• 針對台灣高齡化議題包裝，邀請日本暢銷書《未來年表》作者河合雅司來台演講。

• 製作「臺灣未來年表」網路專題 ，邀請台大社會學系教授薛承泰顧問並採訪各世代廣編證言，議題宣傳

成效: 成功邀約316來賓(中信152位，商周164位，74%主管級以上)



2018.中國信託
中小企業新賦能系列講座
客戶需求：

• 加深中小企業主繼續使用中信的服務，於北、中、南部地區依照產業屬

性舉辦講座，進而提升品牌形象。

商周解決方案：

• 結合商周2018年度議題－未來CEO概念，規劃「中小企業新賦能系列講

座」，透過不同產業成功轉型的企業家實戰分享，邀請目標對象參加。

• 現場使用線上即時QA，讓與會來賓與講師問答交流零距離，增加互動性

並提升對中信的品牌好感度。

成效:

• 現場問卷回饋，來賓對活動內容給予高評價。

• 會後系列報導皆高於8000人次瀏覽數。



2018. 新光徵才專案

客戶需求：

• 協助規劃北中南共4場講座，吸引轉職年輕族群參加

商周解決方案：

• 結合商周年度議題造局者，邀請職場專家與藝人包括沈玉琳、郭子乾、徐展元、劉傑中

等跨界名人分享

成效: 連續三年與客戶合作，且每場參與人數200人以上，均超越預期



2018. 皇翔百創圓夢計畫

客戶需求：

• 藉由舉辦新創徵件競賽，宣傳建案的特色優勢，並將潛在客群帶到建案現場。

商周解決方案：

• 活動 – 在建案中心規劃2場初審、決審頒獎典禮，表揚新創團隊外，邀請國際新創講者，透過議題行

銷，吸引潛在消費客群至建案中心了解建案產品。

• 數位 ─ 建置數位專區，規劃採訪製作徵件新創團隊系列報導(共27篇)、影音(2支)、票選活動，搭配數

位宣傳(商周本網、FB&LINE系列性推播)。

成效：

• 每篇系列報導皆有6000PV數，創造總量近20萬瀏覽人次。成功為客戶引進國際新創團隊─ 500 

Startups的進駐合作。尚未掛牌販售，即成功賣出3戶。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