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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報導與產業訊息平臺 

臺灣唯一定期 

出版生技雜誌 

眾多網路媒體
平台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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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生技官網 

環球生技 
雜誌 

 逾21,000好友關注 
 每日定時推播全球生技大事 
 最直效訊息傳遞 

 逾13,000粉絲按讚 
 每日即時發佈最新生技

脈動 
 貼文、影片、圖片分享 
 傳播最廣、高涉入度 

 每月45萬瀏覽量 
 31萬不重複瀏覽量 
 每月上站23萬人 
 一手掌握全球新聞

、深入報導、最新
活動、投資趨勢 

 唯一生技產業專業
網站 

 每月出刊3,000份 
 報導最深入、生技界必

讀盛典 
 讀者涵蓋政府、產業界

、學研、投資人 
 唯一生技醫療專業媒體 

穿透力 

知識力 即時力 

商務力 

【全方位的跨平臺訊息發佈】 



3 

服務內容 簡  述 

企業報導/人物專訪/論壇報導 
透過專業記者擬定訪綱進行最深入採訪/攝影及後製，完整呈現出企業/人物/事件最詳盡
的一面，同時開放文章於各大網路平台，提供內容最紮實、曝光最有效的專業報導。 

網路即時新聞/廣告刊登 
面對網路曝光快速又簡便的優勢，將新聞、廣告/活動等資訊刊登環球生技官網、FB、
Line@及app(建置中，預計今年4月份上線)。 

雜誌廣告/網站Banner刊登 
將活動資訊、產品服務等資訊長期大版面曝光於雜誌彩色廣告或網站Banner版面，多期
的刊登不只效果卓越、更能享有更優惠的回饋！ 

專案名稱 簡  述 

企業年度/半年度專案規劃 
秉持專業知識x客製打造x帶狀規劃的精神，深度了解客戶後規劃最符合需求的客製專案，
特調的組合搭配，是能享有最經濟、實用的長期合作專案。 

【Bio Asia-Taiwan】 

搶先報&Show Daily 
優惠專案 

環球生技為2020/7/22-26亞洲生技大會主要合作媒體，7月雜誌、網站將開設生技月專
欄，廠商可於該專欄中介紹，同時也協助展會製作Show Daily(展會日報)，並於現場發
送，加入特惠專案，並附上QRcode、攤位號碼等資訊，成為展會最引人注目的亮點吧！

【台灣醫療科技展】 
搶先報 &影音專訪 曝光專案 

搭上ICT x醫療科技時代的順風車，MEDTEX Summit Asia (亞洲醫療科技創新論壇)更
邀請眾多領袖跨界對談，今年度環球生技也會和展會密切合作，11月雜誌、網站將開設
醫科展專欄，並規劃系列性的報導/廣告服務。 

【環球生技小聚系列】 
企業活動贊助方案 

環球生技於每月將舉辦不同主題之帶狀生技小聚，並於2019年間持續獲得廣大好評，如
去年3月藥品趨勢、4月ICT跨域革新~12月創業沙龍等，透過講師與來賓的互動與設定
議題深入探討，十分歡迎企業提供贊助再享回饋服務。 

不定期快閃優惠 

2020年生技旺年，將不定期推出限時特惠，敬請期待！ 

【2月份廣告快閃優惠】 
雜誌內頁廣告【限時特惠】2020/2/17(一)-2/27(四)止 

只要22,000(未稅)/期、55,000(未稅)/3期(多期優惠)(須於2020/12/31止前使用) 

展望2020-服務內容與預定專案內容介紹 



專題報導-最深入、最專業的主題式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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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廣告版面-與讀者接軌的最佳露出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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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  

特殊頁彩色廣告(封面裡、封面裡對頁、封底裡、封底裡對頁) 

第一特跨頁彩色廣告 (跨頁) 

特別頁彩色廣告(編輯筆記對頁、版權頁對頁、目錄對頁) 

封底彩色廣告 

彩色內頁 

唯一每月定期出刊生技雜誌，讀者群多為生醫界高階主管 

產品/服務、形象、活動、課程的絕佳選擇 



Banner A 970*90 PX(大) Banner D 300*600(中)  

Banner C 300*250(小) Banner B+ 120*600(中)(目前停售) 

【網站Banner】-讓最美好的資訊永不停歇 

970*90 

*不同版面的曝光效果與定價皆相異，若有需要，都歡迎您的詢問 



網站+FB+Line@ 
資訊傳遞 快速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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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Line -最貼近生活圈的即時網路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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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生技App-一手掌握生技大小事 

結合網站的豐富x社群的迅速 

*將原本整理於Line@

大受好評的每日新聞
彙整上架至app頂端 

*喜歡滑FB即時看生技
的朋友也能透過app快
速瀏覽 

Banner版位能將活
動/服務資訊掛在
app顯眼位置(1週/

期)，為客戶進行
直效宣傳 

*本服務預計於3月起
開放，敬請期待 



🔥企業半年度專案🔥 

 企業專題報導2頁乙則(包含網路開放文章) 

 活動/研討會會後報導2頁乙則(包含網路開放文章) 

 企業新聞/活動廣告刊登官網、FB及Line@刊登3則 

 內頁彩色雜誌廣告單頁2則 

(專題、會後報導包含記者、攝影； 

新聞/活動刊登及雜誌內頁廣告須由購買單位提供符合尺寸素材) 

(服務內容可根據企業需求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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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另外有年度公關服務需求 
(媒體資料庫、新聞稿撰寫、媒體專訪安排暨議題操作規劃等服務) 
 或有多則/長期廣告版位需求 
 其他單次/專案型論壇/WorkShop宣傳或新聞報導 

歡迎再聯繫並專案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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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選擇 價格 說明 

白金級 

尊榮贊助 
6萬/場 

1. 掛名協辦單位，並於活動議程、手冊、海報上
刊登企業logo 

2. 報到處或資料袋內放置DM等宣傳物品 

3. 免費參會名額兩名 

4. 活動即時新聞刊登環球官網、Line、FB平台 

鑽石級 

皇家贊助 
10萬/

場 

1. 白金級尊爵贊助內容 

2. 可邀請企業內部專家擔任講師 

3. 小聚會場布置物及擺設上放置企業logo 

大師級 

獨家贊助 
15萬/

場 

1. 鑽石級皇家贊助內容 

2. 為該場活動最高規格待遇的唯一包場贊助商 

3. 可與企業一同規劃整場專屬議題與講師 

月份 3/28 4/17 6/13 8/17 9/18 10/16 12/12 

生技小聚
主題 

臺灣醫藥
有你一定
行：2019

全球醫藥
趨勢與展

望 

「e+醫大
於二」次
世代醫療
ICT跨域
革新 

綻放醫療
的再生奇
蹟：一線
之隔的金
脈與深谷 

認識你的
細胞經濟
學論壇
(大眾場
200人) 

  掌握
「資」識 
邁向未來 

生技斜槓
人的成功
心法 

創業沙龍 
秤秤你的
斤兩(配
合教育部
創新創業
競賽) 

2019年度小聚/自辦活動安排實績 2020年度小聚 

3/19 4/22 

步向
2020智
慧生醫防
預新十年 

新興疫情
下的醫藥
品發展之

道 



《(1)雜誌搶先報+(2)展會Show Daily》 

2020 Bio Asia TW 環球生技月刊 7月號 

官方唯一指定搶先報導 
搭配官網、FB等平台強力發送!! 

搶先報報導(1頁)+Show Daily(中英文1式)  

 預計發行日期：(1)7/15 (2)7/22及23 

 截稿日期：6月30日 

  尺寸： (1)21.5 x 28 cm (2)25*34.5cm 

  發行量：(1)3,000本 (2)5,000份每日  

  通路：(1) 書店、電子書(2)會場4天 

  備註：見刊企業每家贈送5本 

驚喜優惠價 

(1)+(2)=60,000(未稅) 

 



優惠專案套裝說明 
環球生技月刊針對2020 Bio Asia TW提供以下廣宣方式及報價。 

方案 版位 備註欄 專案價(NTD ) 

A 
2020 Bio Asia TW搶先報導1頁 

(月刊11月號，含官網、FB開放文章) 
*官網將特別設立Bio Asia TW專區 

限此單元，自行提供
約800字文章(字+圖) 50,000/則 

B 
2020 Bio Asia TW 

Show Daily News (新聞稿) 
自行提供圖文，文字
約300字 (中英文版) 20,000/則 

C Show Daily 全版廣告 中/英文 自行提供相應圖檔 45,000/則 

D 
Bio Asia TW現場影音專訪/新聞 

(含影音90秒曝光於官網、FB(最快需隔日)， 
並於當日刊登文字新聞於官網、FB等平台) 

50,000/則 

E 
雜誌廣告1期+官網Banner C 1期(月) 

*Banner版位可調整，價格也會有所不同 40,000/月 

F 新聞、廣告刊登官網、FB及App(自來稿) 25,000/則 

組合包(G) Bio Asia TW搶先報導(月刊7月號)+Show Daily News 60,000/式 

組合包(H) Bio Asia TW搶先報導(月刊7月號)+Show Daily 全版廣告  85,000/式 

*以上報價不含廣告設計製作費用及營業稅，組合包4/30前預訂更有早鳥票享優惠 



媒體特性一覽 

1.尺        寸：21.5 * 28 cm 

2.發行月份：每月25號出刊 

3.發  行  量：每期 3,000本 

4.實體通路：全省各大書店/誠品/金石堂/傳統書店等 

5.網路通路：博客來/金石堂網路書店及各大電子書平臺 

6.閱  讀  群：兩岸政府、學界單位、證券和投資業、   

                       生技相關公司以及健康產業相關從業人員。 

 

 

7.關於我們： 

 

 

醫藥地理、 

Bio4P、生物谷
米內網、研發客
、藥渡數據 

 (大陸策略夥伴) 
 

環球生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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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生技》媒體平台是專注於生醫產業、政策、趨勢、投資的華人互動

傳媒，定期出版兩岸唯一專業報導生物經濟產業的華文生技月刊，訂戶涵

蓋臺灣生技醫藥產業領域超過7成以上企業、9成以上生技風險投資公司

，並擁有上萬追蹤人數的活躍臉書，以及超過2萬人訂閱加入的產業社群

Line@（臺灣生醫相關從業人員含製造線上總計約8.5萬人），活動論壇

合作包括幾乎所有生技研發及主管單位以及公協會，是臺灣生技產業鏈結

海內、外的重要資訊及網路平臺。 

年
齡 

35-65歲 

性
別 

男性(62%) 

女性(38%) 

學
歷 碩士以上(77%) 

博士(10%) 

消
費
力 

家庭年收入超
過百萬(70%) 

每月收入超過
10萬 (21.3%) 

核心讀者群： 



環球生技數位平臺營運數據統計  
Date：2019-06-0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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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指標 數據成效 

網站 

會員人數 22,262  

瀏覽量(PV) 612,046  

不重複瀏覽量 393,248  

首頁廣告每月曝光量(Impression) 621,136  

訪客數(入站量) 206,835  

FaceBook 
粉絲團 

粉絲人數 12,400 

追蹤人數 12K 

觸及人數(Reach)/月 25,087 

平均觸及人數(Reach)/篇 3,293 

貼文互動數(Post Engagements)/月 70,590 

平均點擊數(Post Clicks)/篇 234 

Line@ 會員人數 20,163 

eDM 

會員人數 3,600 

平均開信率 20~30％ 

平均點閱率 3~6% 

*備註：2018年生技醫材製藥產業的從業人員，含線上人員僅85,623人。 

(資料來源：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小組，2019生技產業白皮書，2019年) 



全方位產業整合行銷平臺 

活動 

1.企業形象文宣品設計 

2.活動流程及視覺設計 

議題 

1.議題內容設定 

2.Q&A擬定 

邀請 

1.生技財經線媒體 

2.指導及協辦單位 

行銷 

1.會前及會後專題報導 

2.新聞稿及內頁廣告稿 

服務項目 

• 代辦活動 
• 兩岸交流 
• 企業參訪 

• 活動廣宣 
• 專業研討會 
• 記者會/發表會 

講師安排．主題設計．場地規劃．精準edm發布 
特賓邀請．活動攝錄影．會後報導．新聞發布 

環球生技月刊兩岸唯一專注生技產業的媒體平臺，在台灣生技業內深具權
威與影響力，是政府政策與企業發展非常重要的工具指南與參考。 

15 



2019活動廣宣案例 

0305-Microbiome Asia 2019 

0325-馨生活聯盟成立大會 

0328-台荷數位健康論壇 

0502-生技醫療併購論壇 

0514-【陽明大學國際產學聯盟】Digital Medicine高峰論壇暨媒合會 

0627-2019「台灣國際醫療暨健康照護展」 

07/26-2019亞洲生技大會Bio Asia Taiwan 

11/12-食藥署藥物發展獎頒獎典禮 

1205-上游製程最適化之創新技術暨自動化微型生物反應器綜合研討會 

12/6-2019醫療科技展MEDTEX 16 



優惠專案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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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俊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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