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雜誌 政府專案組 Sales Kit 2018





1987年，聯合國提出永續發展的想法後，
加拿大、澳洲、美國接續成立環境組織；
開發中的中國大陸也在地球高峰會發表
了「21世紀環境行動綱領」。

而台灣，資源更有限的我們卻還在觀望。

天下雜誌為台灣環境總體檢，從生命之
水到貪婪之河；水的危機、山的眼淚，
我們要為下一代留下什麼樣的台灣？



由於不了解，自然不會關懷。不認識，
自然不會產生情感。沒有記憶、欠缺歷
史與故事，自然不會凝聚附著。

2001年，國人出國、移民之盛、哈日哈
韓潮流下，我們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的家。

天下雜誌號召台灣人重新認識鄉鎮，寫
下319個故事、發行100萬本雜誌，時至
今日已18年，沒有停下腳步。



在自由、民主的路上，台灣已領先華人
世界，掙扎先行。政治雖然民主了，但
卻仍欠清明。人民享有高度自由，但仍
在摸索什麼是自由的適當邊際。

台灣對多元的包容、對環境和不同物種
的尊重，也逐漸溶入人民的生活。

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從教育、從觀光、從環境、從生活；
從企業的實力、從城市的格局，用媒體的力量，找回台灣美麗的本質。

走過2017，邁向2018，這一年，再與天下同行。

1,500萬 網站月流量為1,500萬
不重複造訪人次500萬 12萬份 128萬 Facebook粉絲128萬

LINE官方帳號15.2萬
每期雜誌發行12萬
通路上架三個月

農地上的世界冠軍－第16屆SOPA卓越新聞獎新聞報導創新獎







自2015年起，連續三年舉辦「天下城市論
壇」，將幸福城市大調查之權威影響力，
從數據走向實體，連結國際城市交流。

天下更加關注城市發展，從實體活動走上
數位，創建「城市頻道」，擴散議題傳播。

當都市化的發展越具整體規模，城市治理
的成果也越具指標意義。一年一度幸福城
市大調查，面對2018百里侯選戰，天下調
查將預測未來。

#天下城市頻道
#天下城市論壇
#幸福城市大調查

https://youtu.be/Up52Oe38cmo


連續30年的2000大企業調查、持續挖掘
隱形冠軍、探討AI、綠能、工業4.0等產
業趨勢。更走遍全球，找產業動能。

一年一度CWEF天下經濟論壇，以「政策」
為軸線，探討城市、政策與產業的未來。

更將跨國深究美國製造的崛起、科技台灣
的下一步究竟該如何前進。

從產業輔導計畫、政策成果案例、地方招
商到創新創業，善用天下雜誌長期撰寫企
業特寫、人物觀點的特性，為政策寫下深
度專題，協助政府與產業對話。

#產業招商深度專題
#2000大企業
#CWEF天下經濟論壇

http://topic.cw.com.tw/2017amazon/
http://www.cw.com.tw/special/1986
http://topic.cw.com.tw/cw2000_2017/
http://topic.cw.com.tw/2017service/
http://www.cw.com.tw/special/2102
http://www.cw.com.tw/special/2076
http://www.cw.com.tw/special/2140
http://www.cw.com.tw/special/2096
http://www.cw.com.tw/special/2138


首創推出「CSR@天下」網站，舉辦國際
論壇、四季沙龍，延續天下企業公民獎的
影響力，號召企業與在地連結。

*Google搜尋唯一媒體平台

讓社會責任落地，與在地接軌。

奠基在CSR議題聲量，延伸USR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創造平台向下扎根。

2018年將專注於水資源、空汙、海洋垃圾、
減塑等環境議題；青年培力、創新圓夢計
劃、長照等社會議題。

透過主題策展、一張圖看懂ＸＸＸ、CSR
主題影片等整合規劃，擴大影響力。

#CSR@天下數位頻道
#CSR國際論壇_城市沙龍

http://csr.cw.com.tw/earthday2017/


我們出版四本微笑款款行季刊；深入巷弄
舉辦超過20場的分享會；從紙本到網路，
為台灣寫下240個在地故事。

你心中的美麗台灣在哪裡？

池上稻浪、中興新村一萬棵樹、美濃小鎮
客家味、金門古厝洋樓...不管是旅行還是
生活，用來記憶一個地方的，往往是因為
一份熱情對話、一種味道、一道光景…甚
至只有自己發現的視角。

上學等候的舊車站不在、巷口的老麵攤收
了、街道旁的老屋日漸頹圮，但只要記憶
還在，故事就會繼續。

2018，我們要重新訴說台灣的美。

#尋找美村計畫



台灣小吃聞名世界，而台灣食材呢？天下
雜誌走訪全台，精選四季餐桌、60項食
材，用台灣上菜，重塑生活者大國。

天下雜誌與江振誠攜手，用感官、用體驗、
用故事，我們將傳遞的不再只是味道，而
是創造更多「推廣台灣味的 Chef」。

一家三代都生長在士林的江振誠，一個轉
念決定歸還米其林二星。回到台灣，用自
己的本事，讓台灣味在亞洲料理上菜。

讓世界的舞台都重新認識，亞洲料理中最
重要的一味：台灣菜。

#幸福台灣味Ｘ江振誠

在這片土地上，我將傾我所有的氣
力將經驗與知識傳承給台灣與中國
的新世代， 我責無旁貸；給年輕
的廚師們更好的教育與餐飲文化對
我來說更是刻不容緩。



從Cheers雜誌到志氣活動，延續到換日
線的社群網絡。與青年對話、讓青年發聲，
換日線已成為24萬名台青的共同聚落。

每月平均網站造訪超過100萬人次。

換日線擁有台灣媒體數量最多，分佈最廣
的作者：截至2017年10月，專欄作者達
260名，分佈超過60個國家，91個城市。

下一年，我們將開創「自由大學」與「專
家帶路」，善用海外連結，邀請更多外國
朋友來到台灣、行銷台灣、挖掘台灣與世
界不同的特別。

#換日線專題_Facebook
#校園天下
#季刊

https://crossing.cw.com.tw/
https://www.instagram.com/crossingig/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Individual.action?id=654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Individual.action?id=650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Individual.action?id=744


1996年教改，我們以「海闊天空的一代」
開啟了對教育的探討。至今長達二十年的
追蹤，始終在教育上發揮媒體的社會責任。

教育政策溝通的多元，是必然。

對象的多元，從學生、教師、教育現場工
作、家長甚至企業；媒介的多元，整合平
面雜誌、計畫成果專刊、手冊、數位專題、
影片、動畫、成果展。

#天下教育特刊
#海闊天空Facebook

我們持續二十年的耕
耘，是台灣唯一財經
媒體，堅持媒體價值
不間斷關注教育議題。

http://topic.cw.com.tw/journey35/juiceBar.html
http://topic.cw.com.tw/2017edu/




基隆都市再生計畫整合傳播案
CLIENT.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談都市計畫，總習慣訴說規模與藍
圖，卻忘了城市的發展如果沒有人，
再美的建築也只是表象而已。天下
專案團隊策劃，找12個基隆人看基
隆的都市再生，結合論壇、數位策
展、手繪地圖、手冊等媒介，讓更
多的青年願意「在基隆，拼一把！」

亞洲超級團隊海外宣傳影片
CLIENT. 經濟部國貿局、外貿協會

天下雜誌與Meet Taiwan 攜手呈現
製播「亞洲超級團隊：勇闖夢想國
度」三支影音專題，邀請林懷民、
江振誠、吳寶春，分享他與團隊的
故事，以及台灣對創作的養分。作
為外貿協會在亞洲七個國家進行推
廣台灣企業獎勵旅遊的代表作。

關於夢想的18個故事專刊
CLIENT. 中原大學

如果可以在18歲的時候，就找到屬
於自己的未來，那是一種可遇不可
求的完美；但你可以在18歲的時候，
恣意地用青春去探險，為自己的未
來說一個好故事。天下專案團隊策
劃、撰稿、設計，並結合換日線數
位宣傳，創造中原師生的廣大迴響。

臺灣.東南亞跨境電商大會 Party
CLIENT. 經濟部商業司、商研院

談經濟、談產業、談政策，天下雜
誌讀者就是產業政策成果最核心的
溝通對象。
一日大會累計700人次參與論壇；
更打破傳統晚宴形式，以Party舉
辦，讓國內近90位電商夥伴齊聚，
是年度最重要的交流。

扎根台灣302種味專刊.數位
CLIENT. 中華民國農會

美味、人情、家鄉味，農會遍佈全
台，但這個過去台灣地方中心的組
織。在今日台灣農業揚名全球時，
似乎快被社會遺忘。全案透過專刊
編印、紀實影片拍攝，用農會與農
民共好的一則則故事，把農會在台
灣的意義，傳承下去。

關於食事－認識食品加工
CLIENT. 衛福部食藥署 FDA

當食安問題總環繞在生活周遭，民
眾對食品的選用，究竟可以如何找
對資訊、找對解答。
專案以日常生活最常接觸的加工食
品進行專業的解析，透過系列圖像
的設計，以數位策展建立食品加工
觀念、提升機關品牌形象。

2015-2017 借問站整體行銷
CLIENT. 交通部觀光局

從草創、建置到推廣，奠基在天下
微笑台灣的行銷經驗之上，透過品
牌建立、評選輔導、站體建置、故
事行銷、實體活動等多元策略，打
響借問站品牌。
至今已成為國內外觀光服務中，更
勝於旅服中心的台灣特色。

捷運三環三線數位整合傳播案
CLIENT.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在台灣，越長久的政策、越浩大的
工程，往往越容易成為政治攻擊的
標的。新北市捷運三環三線正值建
設、陸續開通階段。專案透過網路
輿情分析，找出行銷切點，並結合
影片、科普動畫、名人邀稿數位策
展，為三環三線紀錄階段成就。



CLIENT.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談都市計畫，總習慣訴說規模與
藍圖，卻忘了城市的發展如果沒
有人，再美的建築也只是表象而
已。天下專案團隊策劃，找12個
基隆人看基隆的都市再生，結合
論壇、數位策展、手繪地圖、手
冊等媒介，讓更多的青年願意
「在基隆，拼一把！」

專案執行
• 政策行銷企劃
• 數位策展
• 原生廣告採訪撰文12篇
• 都市再生手繪地圖
• 都市再生手冊編印
• 青年對話沙龍1場
• 電視媒體新聞露出
• 網路新聞民調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kl/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kl/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kl/


CLIENT. 經濟部國貿局、外貿協會

天下雜誌與Meet Taiwan 攜手呈現
製播「亞洲超級團隊：勇闖夢想國
度」三支影音專題，邀請林懷民、
江振誠、吳寶春，分享他與團隊的
故事，以及台灣對創作的養分。作
為外貿協會在亞洲七個國家進行推
廣台灣企業獎勵旅遊的代表作。

專案執行
• 影片腳本企劃
• 受訪人選邀約、題材設定
• 系列影音拍攝製作
• 天下Facebook貼文宣傳
• 天下Youtube上線
• 天下Video官方網站上線
• 亞洲七國公播授權
• 平面廣編刊登

林懷民

江振誠

吳寶春

https://www.facebook.com/cwgroup/videos/10154579053311930/
https://www.facebook.com/cwgroup/videos/10154564161241930/
https://www.facebook.com/cwgroup/videos/10154574142756930/


線上主打文章 瀏覽數 停留時間

廢烤物教會我的事五個大男孩的夜市人生 16,375 05:29

王有慈用科技傳愛 機器人出發！ 34,650 01:30

180萬人的英文老師 詹益維與VoiceTube 16,365 06:53

攀樹護樹翁恒斌讓孩子跟樹產生共同體驗 7,681 04:57

用服務做外交 用科技「薩」播愛 13,209 01:22

阿宅變暖男 中原電子創造二手電腦奇蹟 8,636 05:02

CLIENT. 中原大學

如果可以在18歲的時候，就找到屬
於自己的未來，那是一種可遇不可
求的完美；但你可以在18歲的時候，
恣意地用青春去探險，為自己的未
來說一個好故事。天下專案團隊策
劃、撰稿、設計，並結合換日線數
位宣傳，創造中原師生的廣大迴響。

專案執行
• 專刊主題企劃
• 專刊定位策略
• 全書編撰、設計、印製
• 名人推薦序邀約
• 天下官網主打文章宣傳
• 天下Facebook貼文宣傳
• 天下LINE訊息推播
• 換日線專題策展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363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389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747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989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1097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1222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Individual.action?id=721


CLIENT. 經濟部商業司、商研院

談經濟、談產業、談政策，天下雜誌讀者就是產業政
策成果最核心的溝通對象。
一日大會累計700人次參與論壇；更打破傳統晚宴形
式，以Party舉辦，讓國內近90位電商夥伴齊聚，是年
度最重要的交流。

專案執行
• 論壇、晚宴策劃與執行
• 媒體、貴賓邀約
• 活動視覺、舞台、網頁設計製作



CLIENT.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在台灣，越長久的政策、越浩
大的工程，往往越容易成為政
治攻擊的標的。新北市捷運三
環三線正值建設、陸續開通階
段。專案透過網路輿情分析，
找出行銷切點，並結合影片、
科普動畫、名人邀稿數位策展，
為三環三線紀錄階段成就。

專案執行
• 原生廣告文章撰稿10篇
• 換日線、獨立評論作者邀稿
• 網路形象廣告製作3支
• 科普動畫
• 數位專輯策展
• 網路輿情分析
• 行銷操作建議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dorts/

https://www.facebook.com/cwgroup/videos/10154589432976930/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dorts/


CLIENT. 中華民國農會

美味、人情、家鄉味，農會遍
佈全台，但這個過去台灣地方
中心的組織。在今日台灣農業
揚名全球時，似乎快被社會遺
忘。全案透過專刊編印、紀實
影片拍攝，用農會與農民共好
的一則則故事，把農會在台灣
的意義，傳承下去。

專案執行
• 農會品牌策略定位
• 專刊採訪、編印
• 手繪插畫
• 數位專輯策展
• 青農／農會形象影片製播
• 部落客文章邀稿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farmer/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farmer/


文章平均瀏覽

8,789次

平均停留時間

2分22秒

CLIENT. 衛福部食藥署 FDA

當食安問題總環繞在生活周遭，
民眾對食品的選用，究竟可以
如何找對資訊、找對解答。
專案以日常生活最常接觸的加
工食品進行專業的解析，透過
系列圖像的設計，以數位策展
建立食品加工觀念、提升機關
品牌形象。

專案執行
• 數位專輯策展
• 原生廣告撰寫11篇
• LINE長輩圖設計
• 天下Facebook貼文宣傳
• 天下LINE訊息推播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fda/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fda/


CLIENT. 交通部觀光局

從草創、建置到推廣，奠
基在天下微笑台灣的行銷
經驗之上，透過品牌建立、
評選輔導、站體建置、故
事行銷、實體活動等多元
策略，打響借問站品牌。
至今已成為國內外觀光服
務中，更勝於旅服中心的
台灣特色。

專案執行
• 整體形象包裝
• 品牌識別設計
• 評選、輔導
• 站體建置
• 記者會舉辦
• 周邊商品開發
• 形象廣告製播
• 部落客邀稿
• 摺頁設計
• 官網建置、維運

http://www.taiwan-askme.tw

https://youtu.be/UHH-3FPoe18
http://www.taiwan-askme.tw/


微笑・心意數位策展
CLIENT. 微熱山丘

從產地到餐桌，微熱山丘以共好概
念，集結台灣相同想法的人，一起
成就這個得來不易的禮物，以12篇
原生圖文故事策展，延續天下36週
年慶幸福台灣味的精神，創造台灣
在地好物職人的文創精神。

微軟人工智慧日整合傳播案
CLIENT. 台灣微軟

重新定義台灣AI資源，培育AI人才
及結合新創團隊。藉由 Microsoft
AI Day 活動與網路專輯，讓企業
組織決策者，資訊中高階主管及專
業人員，瞭解微軟雲端服務模式，
及各項人工智慧應用技術，協助客
戶順利完成企業數位轉型。

全球財經財經現場數位專輯
CLIENT. 施羅德投資

連結施羅德投資與天下雜誌雙品牌
的力量，運用彼此獨到的優勢傳
遞 人生與投資的正面能量給投資
人，搶攻心佔率。同時運用多元理
財面向、名人證言、 infographic
等形式，協助施羅德建立在”多元
資產””退休”等關鍵優勢的能見度。

數位廣告精準效益、完美呈現
CLIENT. 香奈兒

天下數位媒體環境協助Chanel傳遞
品牌精神，展現整體氣勢與獨家風
格，優質廣告環境讓讀者對廣告內
容接受度高，行動版特開全屏展示
廣告，點擊率高於其他廣告10倍，
精準高端TA經濟學人電子報，開
信率和點擊數皆高於其他媒體2倍。

幸福台灣味家宴／數位專輯
CLIENT. 欣葉國際餐飲

欣葉國際響應天下週年慶「幸福台
灣味」從定調「食材、團隊、傳承」
為欣葉說故事，經由天下雜誌全方
位平台的傳播、影音的拍攝，重點
觸及天下讀者。結尾在與行銷部共
同合作的「家宴」，讓幸福台灣味
的感動延續，創造長遠效益。

資生堂化妝療法×天下雜誌CSR
CLIENT. 資生堂

視障者學習化妝，聽起來不太可能，
卻又帶點令人興奮的夢幻色彩。美
容講座何其多，但以美妝專業切入、
以企業之力規劃的關懷美容講座，
讓台灣資生堂的CSR作為不但彰顯
了企業核心強項，透過天下在CSR
影響力，讓品牌有更動人的觸角。

數位創意觸及精準高階讀者
CLIENT. 賓士

接觸高階讀者新方式，在天下經濟
論壇CWEF首頁特開浮動廣告版位,
讓每一位造訪CWEF網站的高階讀
者，都能看見賓士，隨著頁面滾動，
賓士Banner依然常駐。點選後能
夠即時瀏覽影音，讓有興趣的讀者
能夠進一步了解品牌。

新芳春茶行專書代編
CLIENT. 興富發建設

興富發從創立迄今已35年，始終秉
持「開發」與「商業利益」固然重
要，「自然生態」與「城市歷史」
也需要被尊重與保護的態度。因此
在決定投入新芳春茶行旁側土地開
發之際，也毅然決定投身古蹟修復
的漫長任務。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sunnyhills/index.html

CLIENT. 微熱山丘

產地到餐桌，微熱山丘以共好概
念，集結台灣相同想法的人，一
起成就這個得來不易的禮物，以
12篇原生圖文故事策展，延續天
下36週年慶幸福台灣味的精神，
創造台灣在地好物職人的文創精
神。

專案執行
• 主題企劃、數位策展
• 原生廣告採訪撰文12篇
• 天下文章授權9篇
• 社群擴散操作
• 微熱山丘官網EC導購
專區成效
• 頁面流量5萬人次
• 不重複造訪 4萬人次
• 平均停留時間2分鐘以上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7sunnyhills/index.html


CLIENT. 台灣微軟

重新定義台灣AI資源，培育AI
人才及結合新創團隊。藉由
Microsoft AI Day 活動與網路
專輯，讓企業組織決策者，資
訊中高階主管及專業人員，瞭
解微軟雲端服務模式，及各項
人工智慧應用技術，協助客戶
順利完成企業數位轉型。

專案執行
• 論壇策劃與執行
• 貴賓邀約
• 活動視覺、舞台
• 長效型數位專輯



CLIENT. 施羅德投資

連結施羅德投資與天下雜誌雙
品牌的力量，運用彼此獨到的
優勢傳遞 人生與投資的正面能
量給投資人，搶攻心佔率。同
時運用多元理財面向、名人證
言、 infographic等形式，協助
施羅德建立在”多元資產””退休”
等關鍵優勢的能見度。

http://schroders.cw.com.tw/

數位策展成效
• 累積280篇財經報導與資訊圖表
• 超過70萬不重複訪客（Unique Visitor）

• 19%訪客重複造訪（Return Visitor）

• 平均停留時間01:49（Time On Site）

• 平均造訪瀏覽頁數1.28頁

https://www.facebook.com/cwgroup/videos/10154589432976930/
http://schroders.cw.com.tw/


CLIENT. 香奈兒

財經類媒體中，天下雜誌讀者
過去一年購買精品比例最高。
而天下優質數位媒體環境以及
技術，協助精品傳遞品牌故事
精神。Chanel行動版特開全屏
展示廣告，點擊率高於其他廣
告10倍，精準高端TA經濟學人
電子報，開信率和點擊數皆高
於其他媒體2倍以上。

專案執行

• 官網包版
• 電子報包版
• In-Cover影音
• iPad動態影音
• 頻道(時尚生活)包版
• 手機POP-UP



今天的傳播不再是單向溝通，更不只有單一策略。好的團隊除了落實需求，更能創造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