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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經理》雜誌 擁有的專案管理專業...

華人專案管理界
第一本、最具
影響力雜誌

旗下品牌
網路大學開設
專案管理專業

系列課程

提供封面故事
作為研究教案，
超過50間大學
院校系所申請

主筆群皆
擁有專案管理

相關證照

十年專案管理
證照輔導品牌
長宏專案監製

絕對可以信賴
的知識吸收



看一本雜誌，也能有所成長

當專業遇上實務…

《專案經理》雜誌，用最大眾化的議題呈現

學習，就在輕鬆閱讀之間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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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間電子書城

7000個以上的實體通路據點

伸手就能夠觸及的便利
無遠弗屆的資訊傳遞

展現深植的決心

實體 電子

虛實整合

支援八種載具：iPad
版、PPT版、Blog版、
iPhone/ Android版、

Windows手機版
及平板電腦版

少數台灣出版社上架大
陸書城(最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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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都要傳遞知識正能量
每日小語、精彩文章、實用漫畫劇場、管理時事、資訊分享 ‧ ‧ ‧

FB專頁，給6萬粉絲最貼近的分享

官方LINE@，拿起手機就能學習

PM知識館，完整雜誌內容一網打盡

電子報，10萬訂戶的定期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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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以下

1%

20~29歲

30%

30~39歲

36%

40~49歲

30%

50~59歲

3%

年齡

10萬優質讀者輪廓
具經濟力、社會影響力與高度學習力
多方廣納新知，亦是創造需求的最大族群

資料來源：《專案經理》雜誌2016年滿意度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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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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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東部及其

他地區

2%

任職公司所在地

 20~49歲青壯年菁英佔96%
 具高度經濟自主能力

 54%來自北部地區

企業幕僚

3%
專業人士

15%

高階主管

7%

中階主管

14%基層主管

15%

基層員工

46%

任職位階
 基層員工46%，主管階36%
 族群持續進修學習、接受度廣

製造業

30%

資訊業

15%

批發及零售

業

10%

金融保險業

6%

專業/技術

13%

教育

服務業

8%

營造業

3%
其他

15%

產業別

 30%來自製造業

上市/上

櫃/興櫃

31%

中小企業

42%

公家機關

9%

非營利

事業機構

9%

其他

9%

任職公司屬性

 31%來自上市櫃/興櫃公司
 42%來自中小企業

男

59%

女

41%

性別
 男性與女性比例約6：4



一線雜誌

69%

二線雜誌

29%

三線雜誌

2%

就市場的管理相關雜誌而言，

您認為專案經理雜誌是哪一等級的雜誌?

滿意

93%

普通

7%

整體而言，

您對專案經理雜誌的滿意度如何?

資料來源：《專案經理》雜誌2016年滿意度調查結果

 近7成皆已認可為一線雜誌

 高達93%滿意度

2011年，
專案管理最有影響力雜誌誕生‧ ‧ ‧

或許，不是起步最早的，

但卻是能與您最貼近的。

因為存在著初心，凡事親力親為，
當相遇的那一刻，必定會有深刻感受

▼ iPad 商務與投資雜誌下載第一名

來自各方的肯定

▼連續獲全球第一電子書城Zinio
「最具特色雜誌」殊榮



▼創刊號博客來雜誌類銷售第一名，
預購於15分鐘內完售所有預購量

▼後續期數持續在博客來熱銷

10

位列暢銷排行榜

銷售一空



《專案經理》廣告版面介紹

雜誌內頁

1.提供雜誌內頁版面(單頁 or 跨頁 or 文章1/2)，置入廣告DM
2.提供廣編採訪，故事行銷



Youtube：片頭預告影片

• 每期雜誌皆有「片頭預告影片」，發行
前即開始曝光，讓讀者初步了解封面故
事內容

• 範例：
http://youtu.be/PeWW4RJz-Vw
https://youtu.be/236TFyS1E98

冠名贊助：可於影片置入LOGO或
廣告畫面，安排於影片前10秒內播放

會員電子報

• 專案經理雜誌電子報每週五發送給10萬訂戶

提供電子報專屬欄位，
可發布文字+圖片廣告內容



FB官方粉絲團

• 專案經理雜誌FB露出，6萬位粉絲

協助發布PO文，
可置入文字+圖片+連結

官網輪播Banner(大) / 最新消息

↑輪播Banner(大)可置入廣告Banner，曝光期達一個月。

↓最新消息可置入
文字+圖片+連結



專案經理嚴選專區/ 官網輪播Banner(小)/
LINE@官方粉絲團

↓雜誌官網專案經理嚴選專區 可置入DM+簡短文宣，曝光期達一個月

←雜誌官網輪播Banner(小)，置入廣告Banner，曝光期達1個月

↑LINE@官方粉絲團，可
發佈訊息，置入文字+連結 LINE@粉絲團

專案經理網路大學Banner & 最新消息

專案經理網路大學最新消息
可置入文字+圖片+連結

專案經理網路大學Banner，可置
入廣告Banner，曝光期達一個月



《專案經理》廣告合作說明

專案經理雜誌 發行形式說明

紙本雜誌 電子雜誌

發行形式 實體紙本 高解析度PDF

發行頻率 半年刊 雙月刊

閱讀管道 實體紙本 行動裝置、電腦

發行通路 7-11、全家、誠品、
各大實體通路、博客來 18大電子書城

定價 149元 90元

專案經理雜誌透過三種閱讀管道 (實體紙本、行動裝置及
電腦)，讓各行各業的讀者都能認識貴公司的產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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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預算】
提供合作單位以最低預算刊登廣告，期望一同將實用知識與資訊傳播給更多讀者

【重視合作單位需求】
重視與企業合作關係，印刷前與廣告單位進行排版、顏色確認，使用紙本打樣

【廣告易吸引讀者目光】
歷時半年淬鍊每一期，極注重品質，僅邀少量優質企業單位合作，讀者能專注廣告內容

【讀者群廣泛】
將專業知識融入輕鬆議題，讀者不僅有中高階主管，更包含大眾，廣告接收度無限擴大

【廣告曝光量大且時間長】
上架全通路(各大超商、書局)及博客來，上千銷售據點曝光，且同步發行電子版

【雜誌行銷鋪天蓋地，廣告能量無遠弗屆】
《專案經理》雜誌&網路大學&長宏行銷管道/社群平台/Youtube影片/實體及虛擬通路

《專案經理》雜誌 廣告合作優勢

單位：新台幣／元，含稅

專案經理雜誌 廣告價目表(內頁)

廣告版面
紙本雜誌 電子雜誌

定價 年度折扣優惠價 定價 年度折扣優惠價

冠名贊助(封面&片頭影片) NT$300,000 NT$180,000 NT$150,000 NT$90,000

封面裡 NT$200,000 NT$120,000 NT$100,000 NT$60,000

封面裡 跨頁 NT$360,000 NT$216,000 - -

目錄前第一頁 NT$180,000 NT$108,000 NT$90,000 NT$54,000

封面故事 單頁 NT$180,000 NT$108,000 NT$90,000 NT$54,000

封面故事 跨頁 NT$320,000 NT$192,000 - -

專欄 單頁 NT$150,000 NT$90,000 NT$80,000 NT$48,000

專欄 跨頁 NT$260,000 NT$156,000 - -

封面故事 文章內1/2 NT$200,000 NT$120,000 NT$100,000 NT$60,000

專欄 文章內1/2 NT$180,000 NT$108,000 NT$90,000 NT$54,000

版權頁 後一頁 NT$160,000 NT$96,000 - -

封底裡 NT$160,000 NT$96,000 NT$80,000 NT$48,000

封底裡 跨頁 NT$280,000 NT$168,000 - -

封底 NT$220,000 NT$132,000 - -

不指定 單頁 NT$140,000 NT$84,000 NT$60,000 NT$36,000

不指定 跨頁 NT$240,000 NT$144,000 - -

廣編採訪 單頁 NT$200,000 NT$120,000 NT$100,000 NT$60,000

廣編採訪 跨頁 NT$360,000 NT$216,000 NT$180,000 NT$108,000
*另有超值優惠請洽窗口諮詢



專案經理雜誌 廣告價目表(數位)

類別 管道 版面類型 定價 年度折扣優惠價

專案經理雜誌

官網

輪播Banner (大) NT$30,000 NT$18,000

輪播Banner (小) NT$10,000 NT$6,000

專案經理嚴選區 DM置入 NT$20,000 NT$12,000

最新消息 NT$20,000 NT$12,000

電子報 單欄廣告置入 NT$30,000 NT$18,000

FB粉絲團 貼文發佈 NT$20,000 NT$12,000

LINE@ 貼文發佈 NT$10,000 NT$6,000

專案經理網路大學 官網

網大Banner NT$10,000 NT$6,000

網大最新消息 NT$20,000 NT$12,000

網大課程(only for交換) 1門1,000元 -
單位：新台幣／元，含稅*另有超值優惠請洽窗口諮詢

廣告稿件規格

紙本廣告 電子版廣告

廣告頁
規格

• 檔案格式: .psd或.ai原始檔案以及layout的.pdf
檔，並把廣告內的字體全部包檔(崁入)至檔案

• PDF 300dpi 以上
• PDF版本: Acrobat 5 (PDF 1.4)
• 內全頁廣告尺寸:寬 18.5cm、高 26cm
• 設計滿版出血預留: 0.3cm (勿小於)
• 所有的圖檔、字體顏色都必須使用「CMYK」
• 使用PHOTOSHOP排版，所使用的黑色文字色

(C0.M0.Y0.K100)，黑字的圖層需設為色彩增
值 (彩色字不用)，測試轉存EPS檔，色版無白
底字是正確的

• 規格: 寬*長 768*1024像素
• 廣告格式: .pdf檔 200dpi以上
• 抑或直接提供DM ai檔亦可

• 可另委託本社DM設計及排版：單頁NT$5,000元整 (含稅)
• 匯款帳號：台灣銀行(004) 鼓山分行 051-001-001-719
• 匯款戶名：全能專案管理學習網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