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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NOWne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EETIAwzDA


聽見 ‧ 多元 ‧ 聲音

年輕人的聲音

新聞娛樂節目

新聞熱焦現場

真實民意呈現

多元

聲音

見

聽

傳遞專業、深度、娛樂性的新聞內容



NOWnews

推出全新使用者介面
活潑、順暢的新聞閱讀體驗



吸睛首頁頭條大特寫
掌握即時重大資訊

特色頻道深度報導

即時、熱門、讀者都在看
編輯精選新聞議題特輯

聽見 ‧ 多元 ‧ 聲音

今日新聞新官網正式上線

專業、影響力，將開啟全新視界

最受關心頻道
輕鬆點閱追蹤

最火熱直播影音



讀者輪廓
Female

45.4%
Male

54.6%
男女年齡分布平均



讀者輪廓

18-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35~54歲
為主要閱聽族群

年齡分布以35~54歲為主要閱聽族群，此族群多為社會中堅族群，樂於網路上瀏覽資訊並分享，極具影響
力及購買力！

Source from： Google Analytics 2020.01~03



流量表現

突破千萬
單日流量

1000萬+

單月不重複瀏覽人數

超過300萬

單日造訪次數

85.35%
Mobile裝置占比

4.57%

Tablet裝置占比

10.08%
Web裝置占比

Source from： Google Analytics 2020.01~03



18-25歲
年輕族群

熱愛電玩、影視娛樂、體育新聞



25-34歲
小資上班
族群

熱愛生活、影視娛樂、消費新聞、新奇新聞



35-45歲
高端含金
族群

熱愛金融、政治、房地產新聞



新聞聯播10平台
話題觸及範圍最廣



新聞流通不分國界
5大社群平臺

總追蹤數破200萬

WeChat

Facebook

Weibo

Line Instagram1.7萬87.5萬47萬

46.3萬20萬



官方FB粉
絲專頁

新聞推播高擴散

高互動

高留言

高分享



新聞成功擴散至LINE TODAY

與各大合作平台

入口平臺首選NOWnews新聞
能見度第一

12:06 POLLY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JkLmJJ?utm_source=copyshare
12:06 POLLY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JkLmJJ?utm_source=copyshare


NOWnews分眾夥伴

今日新聞NOWnews分衆頻道家族
更加精準鎖定TA喜好訊息同步露出



鎖定女性TA 暢談兩性話題 再推出全新單元淘時尚、淘旅食

多元廣告合作模式行銷活動效益更加倍！

 讀者群以女性25-35歲為主

 每月60萬不重複訪客，偏好美妝保養及流行服飾商品

 每月1,000萬瀏覽量，喜愛兩性、美妝流行內容

78萬網站粉絲會員、59萬Facebook粉絲

粉絲專頁每月200萬次互動

讀者黏著度、互動率高

babyou姊妹淘
全新改版

網址：https://babyou.nownews.com/

FB:https://www.facebook.com/babyou.com.tw/



姊妹淘編輯部/部落客

針對客戶商品，結合感情

或生活話題撰寫軟性文章

廣編文章

專屬客戶的專題頁，包含商

品主視覺的圖文介紹、廣編

文呈列、TVC置入

專題Event

姊妹淘專屬團隊客製化製

作網路影片，短期快速加

深網友對客戶商品的印象

影音製作

社群行銷的主流，包文字

貼文、影音貼文、置頂留

言、贈獎活動、直播分享

FB粉絲團

1 2 3 4

依據客戶品牌商品的需求，

搭配節慶話題，規劃適合

的行銷團購活動，刺激姊

妹淘網友對商品的購買欲

望！

短期內觸及百萬網友，包

含電腦版位、手機版位，

影音廣告版位

AD Banner

5

商品團購

X特殊合作X



姊妹淘人生難題大募集！客座大來賓將解惑你的疑難雜症，

為你把脈找出哪裡有事，邀請到知名DJ馬克與瑪麗幫你消

災解厄。

 觀看者族群以女性居多

 在每集結束都能在影片下方留言，下集節目再幫大家解

惑。

方案一：30.000元(未稅)

-節目左上品牌Logo露出
-產品露出(服飾、桌面/背景)

※保證觀看次數3萬※

方案二：50,000元(未稅)

-節目中產品宣傳
-社群抽獎活動
※保證觀看次數5萬※

方案三：150,000元(未稅)

-內容置入、主題設計
※保證觀看次數15萬※

※觀看次數為Facebook與Youtube加總計算

加購方案：40,000元(未稅)

-廣編文乙篇(原價50,000元)



台灣獨立媒體
新頭殼newtalk

 讀者群男性居多以35-54歲為主

 族群偏好旅遊 對教育、3C議題也感興趣

 每月瀏覽量 1300萬+不重複訪客每月400萬+

社群
經營

電競潮頭殼、現場直播、粉絲活動

電競潮新聞、電競潮明星

重點新聞、賽事現場、人物專訪

影音
內容

新聞
報導

官網：https://newtalk.tw/

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Newtalk.Page



台灣第一英文新聞媒體
TheChinaPost

 讀者群以25-35歲 高收入菁英族群

 台灣讀者60% 國外讀者40%

 28%讀者為公教職業、34%讀者研究所學歷

 22%讀者月薪超過8萬元以上

每月瀏覽量 200萬+

不重複訪客每月 20萬+

官網 : https://chinapost.nownews.com/

粉絲團 : https://www.facebook.com/Chinapost/



Discover Taiwan 季刊雜誌

Discover Taiwan 

季刊雜誌

Discover Taiwan是一本結合台灣在地文化、購物及藝術的焦
點季刊。深刻見解的報導加上引人注意的攝影組合，深入台
灣時尚、科技、旅游、設計、藝術和娛樂之中，提供讀者空
前未有、身入其境的體驗。

發行量 : 30,000本/季
讀者族群 : 21-54歲、男性60% 女性
40%



四方報
四方皆朋友

四方報秉持著這樣的精神，成為東南亞移民/工朋友們在臺灣發聲

及重要資訊的媒體平臺。

 讀者群男性居多 以25-35歲為主

 族群偏好在地生活 對旅遊、政治議題也感興趣

 每月20萬不重複訪客

 每月400萬瀏覽量，喜愛旅遊與時事內容

官網 : https://4wayvoice.nownews.com/

粉絲團 : https://www.facebook.com/4wayvoice/#



保庇NOW

好神好保庇有拜有保庇

傳承台灣宮廟文化，主要介紹台灣各地宮廟及神祇，不論

是要求財、求事業、求桃花、求姻緣…讓你一看就上手。

官網 : https://bobee.nownews.com/

粉絲團 : https://www.facebook.com/BobeeNOW/

 讀者群男女比例各半，以30-55歲為主

 每月不重複訪客30萬，族群偏好宗教與節慶文化，對旅遊、政

治議題也感興趣。

 每月700萬瀏覽量，大型宗教活動期間更高達100萬/日PV



毛爸毛媽的好幫手，到寵毛網就對了！毛小孩的大小

事、實用生活資訊及解讀毛小孩行為問題….等，各種專

業知識、有趣新聞影音，通通與你一一分享。

寵毛網
療癒力就是他們的超能力

官網 : https://petsmao.nownews.com/

粉絲團 : https://www.facebook.com/petsmao

 讀者群以女性為主 21-39歲年輕族群

 每月不重複訪客 60萬

 平均每月千萬瀏覽量，Facebook分享擴散力高！



NOW電玩
即時新電玩資訊

最新、最即時的電玩新聞

遊戲實況+賽事轉播讓電玩迷目不轉睛！

網址：https://game.nownews.com/
FB:https://www.facebook.com/NOW-%E9%9B%BB%E7%8E%A9-417086258835044/

 讀者群以男性 18-35歲為主

 每月不重複訪客10萬，興趣以電玩動漫、影視娛樂

為主。

 每月50萬瀏覽量，以影音、直播類型內容為主。

 平均停留時間5分鐘，直播互動率高！



電競直播主電玩實況網友即時互動+高在線

Twitch實況

節目主題遊戲置入

• 節目主題遊戲介紹及實玩
• 提供節目大綱及腳本確認
• 節目來賓邀約(費用另計)

• 精華VOD剪輯，僅提供轉發

節目中場廣告影音

• 中場首隻廣告影音30”

宣傳資源

• NOW電玩首頁大頻Banner 三天。(直播前)

• NOW電玩站內廣告版位。（依業務Cue表）
• NOW電玩新聞廣編，內容同步上刊NOWnews，並提供外送及社群平台資源。

節目佈景置入 節目中場廣告影音

• 節目佈景置入商品
• 內容置入 5Min，提供置入內容腳本。

• 中場第二隻廣告影音30”

宣傳資源

• NOW電玩首頁大頻Banner 一天。
• NOW電玩站內廣告版位。（依業務Cue表）
• NOW電玩新聞廣編，內容同步上刊NOWnews，並提供外送及社群平台資源。



網址：https://onepage.nownews.com/

透過新聞角度的懶人包，精準提供知識及掌握最新消息

提高易讀性，方便以簡單視角消化繁瑣議題

讓讀者清楚掌握懶人包關鍵內容，對議題留下更深的印象。

懶人包
發生什麼事讓我來告訴你

 讀者群以男性為主 25-44歲族群

 族群偏好在地旅遊 對時事、政治議題也感興趣

 每月不重複訪客20萬，每月瀏覽量500萬

懶人包圖文專題

1檔10萬
+

NOWnews廣編
1篇

懶人包影音專題

1檔15萬
+

NOWnews廣編
1篇

* 專題1檔至少8張
圖卡，最多10張。
* 影音合作非出機
攝影，根據內容剪
輯短影為主。

(報價依視實際規格與內容)

保證外送3平台

+

今日新聞FB推播

1次



體察生活大小事，全民意見報你知！各式議題的民意調查，客觀呈現不

同聲音與想法，蒐羅所有時下趨勢的意見報告，盡在NOW民調。

 政治時事每週更新，探討網民最真實的感受

 不定時推出生活、娛樂等民調，邀請網民一起表達最忠實的意見

 主要用戶以男性為主 25-44歲族群，每月不重複訪客15萬人次

 每月瀏覽量200萬，以時事話題最容易吸引網友互動。

NOW民調
全民意見報你知民調廣編1篇

10萬

保證外送3平台 民調票選

執行1周

(報價依視實際規格與內容)





永遠搜尋
得到新聞

記者撰寫
廣編稿1則

NOWnews

FB貼文1次

案例參考

記者採訪

YT影音崁入

商品圖

Q&A

其他導流

✓

✓

✓

✓

✓

47萬粉絲

案例參考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1122/3767041/
https://www.facebook.com/nownews/posts/10157229234822663


平台 連結

NOWnews今日新聞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1119/3757471/

NOWnews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102884532662/posts/10157221395047663/

Line Today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9C%B0%E8%A1%A8%E5%B7%A8%E5%9E%8B%
E7%8E%AB%E7%91%B0%E8%8A%B1%E3%80%80%E3%80%8C%E5%B0%8F%E7%8E%8B%
E5%AD%90%E3%80%8D%E6%95%85%E4%BA%8B%E8%B2%AB%E7%A9%BF%E6%96%B0
%E7%A4%BE%E8%8A%B1%E6%B5%B7-5n3WaE

Yahoo

https://tw.news.yahoo.com/%E5%9C%B0%E8%A1%A8%E5%B7%A8%E5%9E%8B%E7%8E
%AB%E7%91%B0%E8%8A%B1-%E5%B0%8F%E7%8E%8B%E5%AD%90-
%E6%95%85%E4%BA%8B%E8%B2%AB%E7%A9%BF%E6%96%B0%E7%A4%BE%E8%8A%B
1%E6%B5%B7-070012645.html

PChome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nownews/20191119/index-
57414681267016207009.html

Match生活網 http://m.match.net.tw/pc/news/life/20191119/5095492

Hinet https://times.hinet.net/times/mobile/news/22659523

MSN

https://www.msn.com/zh-
tw/news/living/%E5%9C%B0%E8%A1%A8%E5%B7%A8%E5%9E%8B%E7%8E%AB%E7%91
%B0%E8%8A%B1-
%E3%80%8C%E5%B0%8F%E7%8E%8B%E5%AD%90%E3%80%8D%E6%95%85%E4%BA%8B
%E8%B2%AB%E7%A9%BF%E6%96%B0%E7%A4%BE%E8%8A%B1%E6%B5%B7/ar-
BBWYmCI

新浪Sina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1119/33368874.html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1119/3757471/
https://www.facebook.com/102884532662/posts/10157221395047663/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9C%B0%E8%A1%A8%E5%B7%A8%E5%9E%8B%E7%8E%AB%E7%91%B0%E8%8A%B1%E3%80%80%E3%80%8C%E5%B0%8F%E7%8E%8B%E5%AD%90%E3%80%8D%E6%95%85%E4%BA%8B%E8%B2%AB%E7%A9%BF%E6%96%B0%E7%A4%BE%E8%8A%B1%E6%B5%B7-5n3WaE
https://tw.news.yahoo.com/%E5%9C%B0%E8%A1%A8%E5%B7%A8%E5%9E%8B%E7%8E%AB%E7%91%B0%E8%8A%B1-%E5%B0%8F%E7%8E%8B%E5%AD%90-%E6%95%85%E4%BA%8B%E8%B2%AB%E7%A9%BF%E6%96%B0%E7%A4%BE%E8%8A%B1%E6%B5%B7-070012645.html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nownews/20191119/index-57414681267016207009.html
http://m.match.net.tw/pc/news/life/20191119/5095492
https://times.hinet.net/times/mobile/news/22659523
https://www.msn.com/zh-tw/news/living/%E5%9C%B0%E8%A1%A8%E5%B7%A8%E5%9E%8B%E7%8E%AB%E7%91%B0%E8%8A%B1-%E3%80%8C%E5%B0%8F%E7%8E%8B%E5%AD%90%E3%80%8D%E6%95%85%E4%BA%8B%E8%B2%AB%E7%A9%BF%E6%96%B0%E7%A4%BE%E8%8A%B1%E6%B5%B7/ar-BBWYmCI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1119/33368874.html


A方案
含FB推播

$60,000 (未

稅)

記者撰稿* 1篇

粉絲團推播*1則

B方案
新聞聯播+FB推播

記者撰稿 * 1篇

新聞聯播保證3平台

粉絲團推播*1則

$80,000 (未

稅)

曝光載具： PC 、 Mobile





強化產品重點，凸顯品牌優勢
讀者於潛移默化間對產品有認識，進而有購買行為

●內容包含：
[拍攝/製作]

1.品牌活動出機_自影音-約3分鐘*1支/式
[曝光]

2.今日新聞FB影音推文*1則/支
3.今日新聞Youtube*1/支

[加值曝光]

1.記者撰稿一篇

單筆委刊合作金額需在8萬以上，製作金額：依規格報價
(單筆委刊金額僅可刊登一則影音，剩餘預算供NOWnews廣告
使用)

Ps.商品/食譜客戶提供，指定演員、場地、特殊道具/食材，另加價。

案例參考影片格式：mp4、avi

影片長度：90秒-120秒

※須經NOWnews內部審核，並保有最終審核權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iduJ7mqsdo&feature=emb_title


平台 連結

NOWnews今日新聞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1108/3741978/

NOWnews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ownews/posts/10157189421317663

Line Today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nk3RpK?utm_source=lineshare

Yahoo https://tw.news.yahoo.com/

PChome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nownews/20191108/index-57320544391891207009.html

Match生活網 http://m.match.net.tw/pc/news/life/20191108/5083489

Hinet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643233

MSN https://www.msn.com/zh-tw/news/living/雙11進入倒數計時-燦坤３ｃ推破億降價挑戰市場新低/ar-
BBWsL4a

新浪Sina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1108/33252590.html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1108/3741978/
https://www.facebook.com/nownews/posts/10157189421317663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nk3RpK?utm_source=lineshare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nownews/20191108/index-57320544391891207009.html
http://m.match.net.tw/pc/news/life/20191108/5083489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643233
https://www.msn.com/zh-tw/news/living/雙11進入倒數計時-燦坤３ｃ推破億降價挑戰市場新低/ar-BBWsL4a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1108/33252590.html


透過產品認識，提高購買慾望
增加產品好感，喚起客戶潛在需求
幫助客群瞭解産品，省去查詢、搜尋産品時間

●內容包含：
[拍攝/製作]

1.依客戶需求_自影音-約3-5分鐘*1支/式
[曝光]

2.今日新聞FB影音推文*1則/支
3.今日新聞Youtube*1/支

[加值曝光]

1.記者撰稿一篇

單筆委刊合作金額需達30萬以上
製作金額：依規格報價

Ps.商品/食譜客戶提供，指定演員、場地、特殊道具/食材，另加價。

影片格式：mp4、avi

影片長度：90秒-120秒

※須經NOWnews內部審核，並保有最終審核權利

案例參考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1031/3723841/


影音新聞

$100,000/檔

 影音出機採訪(含訪綱、拍攝、製作..)

 文字新聞(配合影音新聞，撰寫)

 粉絲團推文
 新聞聯播外送

合作規範：
• 影音新聞(含出機採訪)-舉例如記者會、店頭活動、活動出席採訪(２

小時內，限一次出機)，且每超過4小時加價五萬(不折扣；不足4小
時，以4小時計)，若需外縣市執行-差旅／交通等費用-另計。

• 不出腳本／可提訪綱（客戶需先提供新聞資料及相關資訊）、不審
帶、所有受訪者／模特兒／場地／場景，由客戶提供。

• 文字新聞以節錄影音重點呈現，若有指定平面攝影記者，費用另計。
• FB推文-以推廣新聞及資訊提供為主(非社群廣告)，引言/新聞標-不

可凸顯廣告促銷形式，若因過份廣告呈現而經FB下架，廠商自行負
責，不再另行重推。

客製影音

$150,000/檔

 影音新聞(含訪綱、腳本、拍攝、製作..)

 文字新聞(配合影音新聞，撰寫)

 粉絲團推文
 新聞聯播外送

合作規範：
• 特定演員、道具、場景等,須另加價)

• 外縣市差旅／交通等，另計。
• 可出腳本，特殊需求、指定演員、指定場地、道具等費用，另加

價。
• 文字新聞以節錄影音重點及影片截圖呈現，若需指定平面攝影記

者出席拍照，費用另計。
• 新聞雲FB推文-以推廣新聞及資訊提供為主(非社群廣告)，引言/

新聞標-不可凸顯廣告促銷形式，若因過份廣告呈現而經FB下架，
廠商自行負責，NOWnews不再另行重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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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推廣品牌、活動屬性，於相關頻道下加開專欄

專欄廣編+廣告推廣效益面面俱到

廣編上刊配合其他廣告版位導入人流，單周最高約可創造
20萬以上PV，更可帶動品牌本身推廣活動、產品說明網
頁點閱率。

 集中收錄新聞稿及搭配專欄主題，收入站內其他相關領域新聞
 強化目標TA對于議題的關注4

委刊金額

20萬以上

新聞4篇以上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