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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s & convergence



CTIMES雜誌創立於1991年10月，隨著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而亦步亦趨，一直

到今天，不僅廣泛地傳播廠商的產品與市場，也深入產業的創新價值來做分析報導，是
科技與人文兼具的一家媒體組織。

長久以來，產業界一向重視關鍵零組件的發展，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C，也就是
Components。但未來是一個「大C」的世代，C代表的不僅是3C整合成一個大C，同
時也是Cloud雲端的連結應用與虛擬整合，這就是另外一個C─Convergence。CTIMES
作為一個大C世代的領導媒體，會以提供業界各種Components與Convergence的報導
與服務為主要目標，同時也會連結到市場應用端的自動化控制（Cybernation）產品上
。

從晶片到電子產品，再從網路通訊到各種事物的連結與自動化作業，不僅業界本身要做
產品整合，各種跨領域的合作開發也是勢在必行，CTIMES不僅提供平面內容報導，也
提供數位網路、視訊傳播、研討會等等服務，是電子產業界人人可以利用的極佳媒介。



產業別

職務別



單元 定位

特別

企劃

封面故事 深度的產業科技與重要議題報導

專題報導 特定技術主題之市場與技術分析

特別報導
特別的產業事件的報導。如海外
參訪、特殊的產業事件與活動等
。此為不定期的單元

評析及
特寫

開箱經理人
企業經理人的專訪，分享其管理
心法與對趨勢的觀察

CTIMES 
People

具特殊成就、工作熱情與創見的
科技人物訪談

矽島論壇 產官學研專家的個人專欄

單元 定位

市場

焦點議題 市場重大議題與焦點技術的報導

電子月總匯 產業活動的報導

產業短波 產業新品與廠商動態的綜合報導

產業觀察 重要產業議題與應用趨勢之分析

技術

關鍵技術報告 重要及前瞻的技術應用文章

Tech Review
領先企業針對焦點技術的深度訪談
，CTO或資深研發人為主

白皮書導讀 技術白皮書的導讀

獨賣價值
特定技術專具備獨特技術、產品、
商業模式、或市場定位的企業專訪

【報導方向】
- 特別企劃：企劃性分析報導時下最熱門、重要的產業發展議題
- 評析及特寫：專家專欄、產業評析、科技公司/人物特寫
- 市場及技術：焦點議題、關鍵技術報告、白皮書、Tech Review

雜誌架構

最新
單元

透視智慧物聯

針對智慧物聯架構下的軟硬體整
合、先進應用與關鍵元件技術分
析報導，迅速掌握AIoT的最新趨
勢與技術。



名稱 數值 備註

資料庫人數 65,907
會員人數: 21,864

非會員資料: 44,043筆

上站人次 7,600 每日平均

eDM開信率 2-3% 開信數/發送數

eDM點擊率 5-8% 點擊數/開信數

CTIMES瀏覽頁數 5,000~10,000 整個網站/每日平均約

Banner點閱率 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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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數據於2019/7/16更新, 排除機器人搜尋次數。Banner顯示次數會因為輪播家數與購買

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增減, 購買前請再詢問各負責之AE。

書店

誠品、金石堂、何嘉仁、墊

腳石、三民書店、治遠書店

、天龍書店

數位書城:

Zinio

Udn 電子書城

文章轉載合作單位:

Udn 聯合新聞網、Life、電

電公會電子報

代訂書商: 

紫藤園書社、圓滿意文化、

年盈文化



CTIMES科技論壇成立於2002
年，除了定期舉辦各類新穎技
術與觀念的研討會之外，也邀
請廠商共同參與產業科技論壇
研討會。透過本社資深編輯群
的專業協助，依企業主需求量
身訂製研討會之主題與內容。

CTIMES
科技論壇



CTIMES服務項目

服務項目

CTIMES

中文網
CTIMES

英文網

智動化

科技網 科技論壇
多媒體出

版中心

網站 雜誌 網站 雜誌

新聞稿上刊 √ √ √ √ √

採訪報導服務 √ √ √ √ √ √

廣告刊登 √ √ √ √ √ √ √

電子報/eDM √ √ √ √

DM型錄 √ √ √ √

舉辦研討會 √ √ √

單一場線上研

討會
√ √ √ √ √

專刊/刊物代編/

技術文章流通
√ √ √ √ √ √



2020編輯大綱

AIoT

一月 2020展望 電池管理 MCU OTA測試 雲端平台與數據分析

二月 遊戲「行」世代 Mobile GPU 車用電子 示波器 嵌入式系統

三月 義肢 Motor Control AI (邊緣運算)
高速數位訊

號
感測器

四月 網紅科技 W-Fi 6 穿戴式電子
向量信號分

析儀
5G通訊

五月 RISC-V LPWAN 資安管理 網路分析儀 邊際運算

六月 來自邊緣的你 EDA/CAD 能源技術 毫米波量測 資訊安全

七月 IC設計上雲端 COMPUTEX 嵌入式設計 頻譜分析儀 混合雲

八月 數位雙生 5G 工業控制IC 協定分析儀 分散式運算

九月 導熱大作戰 毫米波雷達 LED模組 半導體測試 MCU/MPU

十月 完全ＸR手冊 UWB 電源管理 5G量測 智慧連網

十一月 教育新應用 工業感測器 感測技術 (視覺辨識) 模組化儀器 數位轉型

十二月 年度產業調查* 能源 無線通訊 (5G量測/遠距) 邏輯分析儀 深度學習



廣告版位 名稱 代號 播出型態 尺寸 備註

橫幅廣告 Leader board BB 五輪播 728*90pixel<100K；gif/jpg

全區ALB Large Billboard ALB 四輪播 300*250pixel<100K；gif/jpg

科技傳真 Looping Text Link LTL 固定式 15字以內

網路廣告

廣告版位 名稱 代號 播出型態 尺寸 備註

首頁全版
Embedded 

Homepage
FF 一輪播

625*430(大圖)➢ 625*90(小圖)

➢pixel<100K；gif/jpg
彈跳➢縮小

大佈告 Large Billboard LB 四輪播 300*250pixel<100K；gif/jpg

特開腰帶 Large Girdle LG 二輪播 625*90pixel<100K；gif/jpg

圖文廣告 INLAY IN 二輪播
圖70*70pixels<10K; gif/jpg; 大

標10字內;小標30字內

一圖一文廣告版面

為300*70pixels

【全區】

【首頁】

＊以下各區廣告版位皆可以週計價

＊以下各區廣告版位皆可以週計價



LTL(15字以內)

LB(300X250pix)

VD(影音檔案<1M)

IN(300X70pix)

LG(574X90pix)

BB(728X90pix)

FF(566X393pix)



廣告版位 佈告 直幅廣告 文字廣告 影音廣告

名稱 Billboard Skyscroper Text Link Video

代號 CB SC TL VD

播出型態 四輪播 三輪播 固定式 固定式

尺寸

300*250pixel

<100K；

gif/jpg

120*600pixel<

100K；gif/jpg

標題10字內;

內文50字內

240*270pix

el；影音檔

案<1M

備註

文章、產品、
新聞、活動等
內文

所有列表頁
;CTIMES雜誌
首頁

以關鍵字搭
配相關內文(

文章、產品
、新聞、熱
門關鍵字、
搜尋頁)呈現

文章、產品

、新聞、活

動等內文

【單元內頁】

＊以下各區廣告版位皆可以週計價

BB(728X90pix)

TL (標題10字以內)

CB(300X250pix)

VD(影音檔案<1M)

SC(120X600pix)



廣告版位 名稱 代號 播出型態 尺寸 備註

科技日報橫幅廣告 Leader board TD 固定式 728*90pixel<100K/jpg 每週 5次

科技日報佈告廣告 Billboard DB 固定式 245*200pixel<100K/jpg 每週 5次

eDM代發 固定式 寬600或720pixel;長無限/html 每天限一家

＊以下各區廣告版位皆可以週計價

TD (728x90pix)

DB (245x200pix)

【電子報】



平面廣告雜誌版位

版位 尺寸(cm)

書衣(1/2封面) 10.5 x 28

封面裡拉頁書衣 10.5 x 28

封面裡 21 x 28

封底 21 x 28

封底裡 21 x 28

第一跨頁 42 x 28

第一特頁 21 x 28

拉頁 40 x 28

目錄頁對頁 21 x 28

版權頁對頁 21 x 28

目錄頁的1/3頁 7 x 28

內插卡(雙面) 20 x 28

內插卡(雙面) 21 x 14

一般內頁(彩色) 21 x 28

一般內頁(黑白) 21 x 28



類型

單頁式

連二頁式

特輯型 / 連三頁式+封面

特輯型 / 連四頁式+封面

特輯型 / 連六頁式+封面

*本報價已包含採訪、攝影、撰稿及排版等費用。

*廣編稿會同步發行於CTIMES雜誌及CTIMES網站。

廣編稿
特別企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