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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體事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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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台北時尚購物節 

 2008 北京奧運紀念幣慈善拍賣 

 2009 台北無車日 

 2009 李準基魅漾台北巡迴演唱會 

 2010 微軟3C數位發表會  

 2010 捷安特尾牙晚會 

 2010 電影艋舺全省行銷活動 

 2011 捷安特尾牙晚會 

 2011 線上遊戲鐵拳記者會 

 2011 林俊傑I am小巨蛋演唱會執行 

 2012 love愛電影聯合行銷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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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電影行銷作品~鈕承澤 love 愛 

聯合行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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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聯合行銷內容 

廠商資金贊助（資金贊助聯合行銷） 

 
1. 商品贊助 （活動配合之贈品贊助） 
2. 廣告配合（電視廣告/平面廣告/網路廣告等） 

3. 廠商通路合作（店頭/官網/戶外版面） 
4. 後端行銷授權配合（電影標準字/主視覺使用） 
5. 周邊商品協力製作（標準字/主視覺授權） 

6. 廠商包場/團體購票 
 

合作模式 

1. 廣告影像結合（電視/網路/平面/戶外/網路） 

2. 店頭活動結合 

3. 商品包裝結合 

4. 網路活動結合 

5. 聯名周邊商品授權製作 

6. 文宣品影像結合 

7. 店頭＆通路行銷//活動結合 

8. 企業冠名活動結合 

9. 企業冠名包場//企業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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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 主視覺授權 店頭裝置設計 電影【愛】ｘ 店頭合作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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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陽肉醬蛋捲之口碑操作 

禮坊巧克力蛋糕之口碑操作 全家涼麵創意影音行銷 

全家與線上遊戲
異業結盟 

 

創立虛擬世界 

第一家便利商店 

全家 / Yahoo 新聞深入議題合
作-開運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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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安生命    09Q1 

橙果天堂式場 
現代環保的告別式理服

務,透過網路議題操作,結
合電影”送別者”風潮
讓大眾了解此創新設計 

新東陽購物網站開
台口碑經營09Q3-04 
持續口碑操作讓新東陽
重點產品有足夠網路曝
光,帶出購物網站開台,
逐步養成固定消費群 

全家咖啡新上市 
09Q4 
結合Facebook社群及
Youtube影音行銷，成

功發揮病毒擴散效果。 

芝麻街美語暑期招
生 09Q3 
置入家長社群平台，

利用投票與討論互動，
置入產品特色優勢，
引起熱烈討論 

樂天小熊餅乾 09Q4 
充分運用品牌idol，置
入成為即時通的互動素
材，供網友傳遞分享，

提高對品牌的印象與好
感度。 

全家蠟筆小新文具 
09Q3 
率先成立品牌粉絲團，
吸引忠誠會員，延續
發展成長期的CRM平
台。 

全家啤酒節 09Q2 
贊助置入生活特刊，
透過主題包裝，強化
聯促品牌形象。點選
成效亦高達一般影音
廣告的7倍之多。 

Peugeot 308部落
客試車活動 09Q2 

透過人氣部落客試車，
安排票選活動，也開創
汽車產業，運用一般消
費者試車撰文之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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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把刀Blog  
全家品牌連續劇[永遠都想你管我]  
•企劃 : 九把刀編劇+年輕明星加持之六篇短劇網 
            路媒體協助搭配五集的上市波段，適當               
            安排所有影片宣傳的解決方案，讓收視     
            群逐步擴大，並協助做傳播。 
•第一集: 243,601  
•第二集: 181,029  
•第三集: 174,634 
•第四集: 177,411 
•第五集: 142,949  
•第六集: 141,756 
 

Youtube 推薦影片 

Youtube 首頁影片曝光 

Youtube 首頁影片播出 

PPS 影片插卡短秒廣告 

1,061,380播放次數 
(不包含其他被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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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說明:   

– 訴求: 血管清一清,才能保年輕 

– 功效: 經動物實驗,可有效降低總膽固醇39% 

– 品牌: 味全生技  

– 銷售: 透過通路/資料庫行銷,獲得銷售成 

 市場說明:  

– 膽固醇之替代品許多: 燕麥/魚油/納豆…etc 

– 紅麴食品化,價值感降低: 紅麴餅乾/麵線 

– 紅麴認知: 一般人認知養生,對實際功用不察 

– 紅麴資訊: 搜尋結果-負面頗多,多為斷章取義 

– 競品: 大小不一,但味全生技為主要媒體投資廠商 

 目標對象:   

– 食用者 : 有膽固醇問題的成人，以45~64歲為主， 
31~44歲為輔(男性居多) 

– 購買者: 35~54歲女性為主，具健康意識，會主動照顧
家人和自己的健康 

味全生技網站 

味全社群/會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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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BGC概念製作的有用內容 

70% 的膽固醇是自體生成的,30%是飲食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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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5/3】 【5/2～5/8】 【5/9～5/31】 

網路活動 
九大職能星- (名人證言)5/13完成  

專案階段 

媒體操作 

新聞貼貼樂 – 至少300位 (5/20開始) 
•介紹九大職能星 / 連結貼紙 

測試分享種子建立  
•  (優仕網)大學生招募參加測驗並FB分享 (5/4陸續測試)   
•  (EmailCash) 目標族群招募參加測驗(5/4 發出EMAIL) 

黃金寫手 – 10 位 (5/9-
5/27陸續推出) 
• 實際介紹九大職能星並分享 

名人證言內容產出  

 黃金寫手安排溝通-前置期 

新聞稿撰寫準備  

招募流程建立並溝通 –前置期  

建置 FACEBOOK 九大職能星簡易版5/6完成  

優仕網宣傳廣告Banner (4/28-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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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手札 

JOY LEE 
九咪 

口木看盤室 

小布少爺 
人生為何 

跟著偉恩旅行 
小肥妮吱吱叫 I am momoco 

黃金寫手 新聞貼貼樂 

新聞貼貼樂 

EMAILCASH 

EMAIL 
CASH 

EMAIL 
CASH 

優仕網 

優仕網 

網站 

活動 
網站 APP 

舊版 

APP 
新版 

在新聞貼貼樂發出之後,擴散效益開始成倍數擴大 
共有8天新增會員單日破100 

米粒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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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寫手執行上刊畫面 

口木看盤室  joylee 梅森手札 九咪 跟著偉恩旅行趣 

人生為何 小肥妮吱吱叫~ 小布少爺 MOMOCO 米粒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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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文章連結 上線時間 累積流量 回應數 推薦文章 

米粒Q http://www.wretch.cc/blog/millyQ/22962573 5月20日 5556 14 29 

JOY LEE http://www.wretch.cc/blog/joylee1124/15763093 5月10日 1552 4 4 

梅森手札 http://blog.yam.com/meson/article/37988825 5月9日 1812 8 N/A 

九咪 http://www.wretch.cc/blog/joanneme/16322439 5月10日 2121 N/A 5 

口木看盤室 http://rightgun.blogspot.com/2011/05/1111.html 5月10日 4624 2 N/A 

I am momoco http://www.wretch.cc/blog/momoco529/25947136 5月27日 6376 4 11 

人生為何 http://blog.youthwant.com.tw/franzi/007/1137/ 5月24日 3310 N/A 0 

小布少爺 http://www.bo2k.idv.tw/archives/8824#more-8824 5月24日 14554 3 N/A 

小肥妮吱吱叫 http://www.wretch.cc/blog/stephaniepig/27710351 5月26日 6776 29 20 

http://www.wretch.cc/blog/millyQ/22962573
http://www.wretch.cc/blog/joylee1124/15763093
http://blog.yam.com/meson/article/37988825
http://www.wretch.cc/blog/joanneme/16322439
http://rightgun.blogspot.com/2011/05/1111.html
http://www.wretch.cc/blog/momoco529/25947136
http://blog.youthwant.com.tw/franzi/007/1137/
http://www.bo2k.idv.tw/archives/8824
http://www.bo2k.idv.tw/archives/8824
http://www.bo2k.idv.tw/archives/8824
http://www.wretch.cc/blog/stephaniepig/2771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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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300人個部落格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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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搜尋－9大職能星 訊息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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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站-FACEBOOK APP 

九大職能星簡易版FB APP共導入
近兩千人做簡易版測試 

九大職能星簡易版
FACEBOOK APP 

測驗結果連到九大職能星活動
網站做測試與發布到FB塗鴉牆 

發布到FB塗鴉牆擴散 
增加更多受測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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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證言內容產出 內容再利用 

業務型水星-聖佑數位董事長 畢麗家 

藝術型金星-Dream girls 宋米秦 

社會型火星-VJ 茵芙 

傳統型地球-MTV總經理 袁棟 

研究型天王星-藝人 紀亞文 

服務型海王星-VJ 宋紀妍 

領導型木星-Dream girls 李毓芬 

應用型土星-Dream girls 郭雪芙 

商業型冥王星-聚思文化 林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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