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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思媒體 整合行銷部｜企業服務組 數位Sales kit



混亂破碎的數位環境 重建 品牌意識 刻不容緩

後疫情巨變，產業板塊位移、典範轉移、數位轉型、音頻崛起…

巨思媒體始終在戰前第一線，提供最新消息，為企業領導人、經營者、創業家、資訊

科技專業人員等，開創新路、注入新能量，引領前行。

數位訊息更加破碎散亂的時代，傳播溝通不再循規蹈矩

唯有搭上影響力媒體品牌，掌握精準用戶 X 擴大數位接觸點 X 品牌意識重建

在精準且真實流量環境即時提供解方，持續創造深度對話的機會。

元宇宙崛起，疫情生活成為新常態，數位變革、顛覆過往視角。

劃時代創新以倍數增長，巨思媒體仍是獨角獸先鋒，不僅站在最前方、更是領航者，

為品牌重塑屬於自我價值的藍海。

2022

2021

2020



數據洞察

內容定錨

體驗規劃

結案分析

執案過程持續優化
數位全渠道溝通、不間斷傳遞品牌價值

獲得新行為數據
挖掘隱藏高潛力用戶

精準用戶x第三方分析工具
痛點需求一次洞察

數位企劃小編親自操刀
優質內容品質保證

2022 數據驅動x全渠道溝通 決勝數位接觸點





1999年創立

長期聚焦於全球、台灣、中國等世界各地最新商業發展

快速掌握趨勢報導，持續創造新議題的動態



台灣新商業的發掘者與促成者

第一家以網路和科技為報導核心的媒體，引領台灣社會對網路話題的關注與討論，

跟著產業一起成長，持續站在時代的浪潮之前，以豐沛的知識能量，帶領新世代

從容、自信的航向未知的時代。

INFLUENCE

影響力溝通平台

• Future Commerce 未來商務展

• Meet Taipei 創新創業嘉年華

• Digital Innovation Forum 數位創新論壇

串聯領域專家，引領對新商業的討論聲量



CONTENT

速度感新聞報導
不只講求時事速度感，更堅持深度趨勢分析
• 創立23年

• 專業時事報導，新商業科技挖掘與促成者

• 精準社群深耕經營

優質內容 即時搶佔年度熱搜關鍵字
#區塊鏈#淨零#電動車#無代碼



DIGITAL

新型態內容體驗 瀏覽動線全新包裝，創造破萬瀏覽量

產業生態鏈拆解

科技娛樂數據解析 企業競爭力總體檢

產業解析聲音體驗
數解社群版圖



SOCIAL

跨產業菁英凝聚
從線上深度內容長期經營，到線下培養2大忠誠菁英社群

年度展會擴大影響力，累積號召100,000+名↑產業潛力領袖齊聚分享、交流最新科技趨勢

《數位時代》開啟跨界知識碰撞融合的新契機，並身體力行，為台灣產業開出新商業獲利模式！

25-34歲創業世代、未來潛力企業領導者

創新創業媒合平台！推動新創的所有可能
資通訊網路/零售/金融投顧/整合傳播產業
專業人才、主管菁英

創新商模、商業科技、未來行銷趨勢平台



數位資源全渠道溝通 擴大品牌能見度

創業小聚社群資源
未來商務社群資源

獨家內容定錨後
從注意力到耳朵經濟、從廣宣聲量到精準社群
《數位時代》廣宣策略操作，擴大品牌能見度！

官方網站版位資源
百萬級流量不間斷全曝光

每日報EDM 150,000+
每日早報，開信25%~35%，高價值會員直效溝通

Podcast 單集下載量 5,000+
每週更新商業科技時事
搶佔零碎時間持續溝通

讚數288,931+｜追蹤301,672+
內容貼文、圖解大圖、Chatbot留言
高品質觸及精準社群，即刻互動

10+分眾頻道經營
精準流量凝聚溝通

133,905+
個人化訊息發送
精準受眾x編輯情境直接溝通



資料來源：數位時代 2021 Google Analytics

2020

2021

7,000,000 /月

單月新高紀錄
2020.6 全站瀏覽量近千萬

7,50,000 /月

2021逆勢突圍！
全站流量正成長，精準掌握知識需求

250萬↑/月 使用者
✔ 即時內容不定期發佈

✔ 吸引數位使用者不間斷造訪

62.3% ↑ 使用者來自搜尋流量
#clubhouse #popcat #元宇宙 #NFT #疫苗

78.2% ↑
✔ 時事新聞、速度感報導內容、新型態數位體驗

新訪客持續進駐

02:55↑網頁停留時間
✔ 深度報導分析、數據圖解視覺化

✔ 優質內容吸引用戶停留閱讀



10+精準分眾頻道
時事新聞/前端科技/2B產業應用/3C生活/創新創業…

數位資源 固定置底 精準曝光

LINE 個人化訊息推播
原生內容吸引到站，分眾用戶瀏覽偏好

精準受眾 x 編輯情境 直接溝通

頻道鎖定

品牌曝光

編輯產製時事新聞
內容吸引到站瀏覽

分眾瀏覽歷程
社群系統全記錄

客製品牌訊息
精準推播，有效溝通！

抓緊數位足跡、洞察用戶偏好！數位訊息精準溝通



定期追蹤最新時事新聞、渴求最新商業科技知識、積極參與數位轉型、創新科技等年度論壇

男女比約48:52，有別以往男性多於女性，可見在創新領域女性群體關注度已逐年提升。

19.18%

21.43%
22.96%

16.62%

9.32%
10.49%

資料來源：數位時代 2021 Google Analytics

25-44歲 台灣主力上班族群 產業決策者X新世代意見領袖

【年齡】 【性別】



商業焦點、產業應用、新科技發展、創新解方
位居《數位時代》全站年度分眾頻道流量前四大

25-35熱門瀏覽文章
#蘋果 #特斯拉
#iPhone
#百大網紅影響力

創新產品意見領袖

產業工作決策者
35-45熱門瀏覽文章
#台積電 FinFET 決策
#特斯拉 電子控制系統
#Gogoro法律合約

新技術早期採用者

25-35熱門瀏覽文章
#使用教學 #隱藏功能
#百大網紅影響力

資料來源：數位時代 2021 用戶樣貌分析



FB貼文觸及、文章瀏覽

25-34歲喜愛點擊瀏覽數位時

代原生內容，為FB貼文較常

觸及對象。

資料來源：數位時代Facebook洞察報告

FB貼文參與互動

35-44歲男性較主動，常於數

位時代貼文下方留言、分享、

tag朋友等。

25-34歲喜愛點擊瀏覽內容、35-44歲為社群互動留言主力！



#圖解分析#時事討論

#Podcast 節目 #商業經營實例

焦點時事討論、最新科技發佈、商業經營實例，引發社群高關注！



2011年創立

創業新世代精準社群

最新報導、創業小聚、產業沙龍、年度展會

凝聚各領域創業家、未來企業領導者交流平台



創新創業媒合平台

65,000↑會員191,333↑粉絲

19,000↑好友 網站月流量 600,000 ↑新創x數位轉型x國際徵才
創業新聲帶Podcast  EP破百集！

洞悉話題 音頻搶佔創業趨勢話題先機

精準社群 100+ 新創團隊主動參與交流分享

100+ 新創團隊匯聚交流
推動新創與企業合作的所有可能



男女性別比率約53:46

年度Meet Taipei 
破萬人次聚集互動影響力號召

12.6%

34.9%

25.1%

15.1%

8.8%
3.6%

25-34 創業世代，未來潛力企業領導者

資料來源：2020 Meet樣貌分析



《數位時代》新商業模式精準社群

FC Talks、產業沙龍、未來商務大型特展

跨產業技術、商管人才高度匯聚



全台最前瞻！ 創新商模、商業科技、未來行銷趨勢平台
一年一度大型科技展會



資通訊網路/零售/金融投顧/整合傳播
產業專業人才、主管菁英高度匯聚！

影響力號召

資料來源：數位時代 2021未來商務年會報名樣貌分析



2004年創立

全台最大職場專業經理人匯聚交流平台

商業新知、工作心法、職涯提點，陪伴領導者管理組織、帶領團隊、提升績效



INFLUENCE

品牌號召力
產官學領導者齊聚平台
擁抱轉型、突破困境，堅忍理念負重前行
《經理人》長期深耕高階領導，連結各領域經理人管理生態圈

持續為台灣企業界持續注入新能量！



透過連結各大EMBA、公協會、五千大企業等， 《經理人》聚集超過破百萬
企業菁英及經理人， 長期持續活絡全台專業、高階管理階層社群！

SOCIAL

全台最大經理人社群平台
超過1,000,000+以上跨產業經理人聚集關注



CONTENT

職場時事 職涯管理
職場如戰場，一刻不容懈怠
《經理人》提前洞悉專業經理人工作痛點，搶先提供管理解方
引領台灣企業經理人負重前行、應變轉型，帶領組織奮力突圍



DIGITAL

數位議題聲量

從企業數位轉型、供應鏈智慧製造、上雲資安危機，到經理人健康知識

《經理人》分析熱門內容，洞察用戶痛點，重量級包裝數位議題

透過優化內容體驗，創造破萬造訪流量！

不只工作軟性能力，更為經理人持續灌注職場硬實力！



數位資源全渠道溝通 高品質觸及精準用戶

深度內容定錨溝通
滲透管理階層工作者每天的日常作息

《經理人》數位廣宣策略佈局，讓品牌高品質觸及精準用戶！

每日報EDM 130,000+
每天一早報，工作開信即收到
開信率 35%~40%。

官方網站版位資源
近千萬流量精準曝光

讚數819,259+｜追蹤851,658+
上午發佈圖解分析、下午分享職涯故事
精準時刻引起共鳴，強化社群心佔率

455,160+

直接、有效! 圖文搭配創造情境溝通



2020

2021

9,000,000 /月

優質內容高度信任

忠誠用戶持續回訪

衝高全站瀏覽量

9,050,000 /月

資料來源：經理人 2021 Google Analytics

255萬↑/月 忠誠使用者

✔ 時事新聞即時發佈

✔ 吸引數位使用者持續造訪

77%↑
✔ 深度內容採訪，經理人新生活議題頻道發佈

新訪客持續進駐

67%↑ 回訪者貢獻瀏覽量

✔ 信任、優質、專業內容

✔ 年度回訪者網站瀏覽量貢獻

03:41 網頁停留時間
✔ 成功心法深度分析

✔ 優質內容吸引用戶停留閱讀

2021引領職場新常態！優質內容穩定創流量

優質內容吸引不斷回訪！
2021年度高品質流量穩定成長



聚集25-44歲青壯年企業菁英、管理階級決策者

資料來源：經理人2020user樣貌分析

ü 35-45為經理人主要關鍵用戶

ü 75%↑為企業主管階級 (商業經營者、新世代意見領袖)

ü 51%↑年收入破百萬

ü 時刻注意產業動態、長期追求自我提升

21%

30%

31%

18%

201萬以上 101-200萬 51-100萬 50萬以下

企業負責人 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
一般職員 其他

12% 18%

21%

7%

42% 中階主管

其他

一般職員
企業負責人

高階主管

資料來源：經理人 2021 用戶樣貌分析



每日一句學管理

#逆境突圍 #自我精進

自我管理 / 工作術

#升遷 #職場 #工作技術

經營管理 / 領導帶人

#團隊管理 #財報 #晉升 #影響力

25-35歲熱門瀏覽文章

#職場真心話 #高效工作術

35-45歲熱門瀏覽文章

#每日一句學管理 #台積電 #組織領導

經營管理/領導帶人/工作心法 經理人都愛看

資料來源：經理人 2021 用戶樣貌分析



資料來源：經理人Facebook洞察報告

社群佳績！2019-2021 FB粉絲團讚數急速成長

2021年疫後重創、產業巨變， 《經理人》持續與粉絲團創造互動
自2020年提出「每周一問」模式，每則貼文破千人投票！
規劃「圖解資訊索取」模式，互動次數近5萬，自然觸及突破30萬！



35-44 歲經理人用戶，不只點擊瀏覽、更積極留言互動

FB貼文觸及、文章瀏覽

25-44歲粉絲為瀏覽貼文、點擊文

章大宗，其中35-44歲粉絲佔比最

多，熱愛《經理人》原生內容。

FB貼文參與互動

35-44歲佔比最多，常於《經

理人》貼文下方留言、分享、

tag朋友等。

資料來源：經理人Facebook洞察報告



職場實例、工作技術、人物故事，經理人最在意

#管理思維 #領導統御 #職涯實例 #自我精進



ü 單月流量破百萬
ü 經理人衍生需求尚未被滿足

紅酒怎麼挑？ / 露營帶什麼？ / 如何招待外國客戶？ / 怎麼有效增肌減脂？

2020 年度新分眾頻道 「八分生活」上線
「精進自我之外，也追求生活品質的享受！」



數位專案合作

5策略執行 x 7大合作模式

優質內容
獨家規劃

Insight
深入探勘

品牌訊息
精準呈現

用戶觸及
全渠道佈局

數位行為
分析報告



A.
數位客製廣編

深度專業內容撰寫
原生環境精準溝通

即時提供用戶解決方案

D.
影音製播

結合巨思數位環境
創造影像故事畫面

傳播精準用戶

E.
Podcast音檔播送

碎片化時代
不容錯過的耳朵經濟

精準社群播送

F.
社群直播互動

影響力話題線上擴散
即時互動對話
社群強力曝光

B.
數位專題報導

議題包裝
創造網路聲量

系列內容一次享有

G.
問卷調查

優質內容
引導用戶互動填答

C.
客製活動網站

視覺,架構,內容
社群互動機制

全站客製



Cross Targeting

跨平台精準行銷

渴求最新商業
科技時事的數位工作者

追求職場精進
自我提升的高管經理人

創業世代
未來潛力領導者

溝通素材多元
讓用戶體驗串聯

破框思考
資訊科技專業菁英族





A. 客製廣編-深度內容溝通 詮釋品牌信念，編輯口吻切中社群需求痛點
化被動為主動！掌握用戶關鍵字，讓企業最新資訊、轉型服務成為讀者主動汲汲渴求的好內容！

內容優質好閱讀，切中社群需求

即使是廣告贊助，也能獲得用戶喜愛！



[加值] 官網包頻道露出 – 搭上原生內容 直接觸及精準族群

※此為示意圖，實際依合作期間版面調整為主

品牌包版 精準頻道 置頂露出

編輯新聞、深度內容 不間斷持續更新

品牌包版 精準頻道 置頂露出

編輯新聞、深度內容 不間斷持續更新

不只精準溝通，更即時提供用戶專業解方！

選定包版露出頻道頁，讓品牌置頂固定露出

搭配編輯不定期更新原生內容，強化品牌領域專業及心占率



[加值] 客製廣編頁面-內容瀏覽體驗再升級

※此為示意圖，實際依合作期間客製規劃版面為主

內容瀏覽過程中，加深強化品牌印象

品牌視覺

整體形象強力露出

各段落溝通佈局

加深錨定品牌亮點

link



[加值] 文章頁瀑布流頁面連續瀏覽

※此為示意圖，實際依合作期間版面調整為主

ü 一頁式瀑布流排版設計，延伸閱讀體驗



[特殊] 年度官網包頻道/包量 曝光 不間斷溝通品牌重要訊息

手機x桌機 跨網、跨裝置包頻道露出
品牌重要訊息 整年度持續高曝光露出

《數位時代》新零售 / 《經理人》經營管理

手機x桌機 分眾頻道包版露出
品牌重點解方 集中火力精準溝通

#前端科技#程式開發#產業應用



B. 數位專題報導-深度連結，強化品牌溝通
搭上精選編輯議題內容，聯名製作專屬於品牌調性的主題式報導！

ü 深度文章、品牌客製文章相互串聯，搭配策略性宣傳走期曝光，精準用戶有效溝通

※此為示意圖，實際依合作期間版面調整為主



[加值] 編輯專題置入版位

PR

ü 全新加值版位

ü 搭配編輯深度內容，露出於專題文章列表



C. 客製活動網站-影響力議題策展
全客製活動網頁，將品牌精神完全展現。透過專業議題包裝、客製視覺設計、網站

動線及互動機制線等內容體驗規劃，提升用戶對品牌的信任。



C. 客製活動網站-品牌專屬內容策展
決勝亮點X品牌優勢X媒體報導成功故事 Podcast節目X側錄影音X媒體報導成功故事X品牌形象露出



讓專業的客製影音內容行銷，成為你行銷規劃中的一記全壘打，贏得目光也帶動實際銷售。

但並非任何需求都適合用影音溝通，我們依據需求提供最適合的傳播方式，達到最有效的傳達目的。

客製影集系列內容
《CxO請上車！挖掘卓越企業轉型》

與創新長對談
Anchor Taiwan–用行動力激
發你的創業能量

前進企業，為品牌說故事
全球商戰開打！企業如何吸引新世
代科技人才？

系列影音-真心酒吧
想朝向雲端轉型，該如何輕
鬆達成？

D. 影音製播 – 為品牌說一個動人的故事 不只共鳴感動，更觸發用戶行動



教育互動觸控顯示器用「說」的也
可以操作！BenQ導入微軟Azure 
AI LUIS打造智慧教室新樣貌

FC 尋找100種創新的可能
Omnichat對話行銷工具 | 一套完整顧
客旅程的Message MarTech

新書快讀置入
《造局者》畫面置入
Nespresso商用咖啡機

『鄭文燦市長快問快答』
為東京奧運選手加油！帶你了解桃
園運動城市新樣貌



E. 音頻 PODCAST
在聲音經濟時代，品牌攜手媒體內容做無縫整合，抓緊用戶零碎時間，播送優質音檔內容，聚焦強化溝通效益。

【創業新聲帶】MEET創業小聚 媒體原生Podcast品牌
破百集錄製成功故事訪談，集結全台創業家、年輕創業世代

【新商業塔台】 巨思媒體首創獨家Podcast頻道
聲音經濟崛起X產業數位轉型，即刻回應企業求救訊號，領航趨勢觀點

link
link

不容錯過的注意力商機！



【數位時代Podcast】
主頻道由數位時代總主筆 王志仁主持，白話解析新商業與新科技
《數位關鍵字》單元由數位時代創新長黃亮崢James主持，探索新模
式、解析新概念、學習新名詞

【經理人Podcast】
經理人月刊總編輯 齊立文帶領編輯團隊，五大頻道解答職場難題、說管理
趨勢、訪職場專家，提供下一個世代工作者更多新鮮觀點及職涯提點



F. 社群直播、線上互動
搭上媒體品牌社群號召力，從線下到線上擴大參與用戶，內容雙軌同步溝通！



G. 數位問卷大調查

精準名單一次觸及
透過調查、發問互動等過程，以最直接的與精準用戶接觸。

依照調查方式、溝通呈現、互動填答等內容，反應在實際調查結果

及數據中。不論是專業調查報告，或是輕鬆系列短調查皆可合作，

並依需求提供最適數位宣傳建議。

數據資料X編輯原生內容X問卷調查
不只內容體驗，更驅動資料索取需求

收集近千份精準名單！



百大品牌新主張！首席體驗長都該掌握的顧客體驗 五星雲端大主廚



Business  Now &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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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思媒體 整合行銷部｜數位Sales k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