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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化2016編輯大綱 
月份 封面故事 專題報導 技術特輯 月份 專題電子報(每月發報二次) 

 1  智慧城市 
自動化軟體 微控制器 

1 智慧製造 / 刀具 

  2 滑軌 

 3  智慧醫療                             3/22~25 2016智慧城市展 
運動控制 感測技術   3 店舖系統 / CNC控制 

 4 安全監控                    4/6~9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覽會 
                         4/13~16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LED 製程展 
                                               4/19~21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 
                                   4/28~30台灣電子遊戲機國際產業展 

工業通訊 馬達控制   4 智慧醫療 / 放電加工 

 5 CNC數控技術                                          5/5~ 8 MT duo展 
農業自動化 變壓器   5 工業通訊 / 粉末冶金 

 6 嵌入式技術                   5/31 ~ 6/4 COMPUTEX 2016 
6/15~17台北國際光電週 

台灣國際醫療展覽會 
6/22~25台北國際食品加工設備暨製藥機械展 

機器視覺 CAD/CAM   6 植物工廠 / 馬達控制 

 7 3D列印                                          7/19~20 未來城市展 
環境監控 交通控制   7 嵌入式技術 / CAD/CAM 

 8 整廠自動化          8/12~16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覽會 
                                           8/24~26智慧顯示與觸控展覽會 
8/31~9/3 
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台北國際物流展/台北國際模具
暨模具製造設備展/台北國際機電科技暨設備展/台灣機器
人與智慧自動化展/台北國際流體傳動與智能控制展 

工業機器人 工具機   8 3D列印 / 整廠輸出 

 9 半導體製程設備                          9/7~9 國際半導體展 
零售4.0 冷凍空調技術   9 環境監控 / 工業機器人 

10 能源技術                    10/6~9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 
                                                        台灣國際太陽光電展覽會 
                                         10/26~28台灣電路板國際展覽會 

圖控軟體 變頻技術  10 數位看板 / 產業機械 

11 工具機                   台北國際植物工廠設備資材暨產品展 
11/23~27台灣國際工具機展 HMI 工業通訊  11  能源監控 / 量測設備 

12  物聯網 
智慧交通 嵌入式設計  12 智慧建築 / 傳動技術 



媒體介紹 

• 雜誌介紹 
– 自動化產業這幾年無論在應用廣度與技術深度，其發展都已然加速，除了原來的工業製造外，遍

地開花的「智慧化」應用，也是這股趨勢的主力推手，然而可惜的是，放眼台灣，並沒有太多的

自動化與智慧化的專業媒體平台，「智動化 SmartAuto」雜誌的問世，將補足此一缺口。 

– 「智動化 SmartAuto」雜誌以最專業、完善的內容，深入探討電機/機械產業的自動化技術進展

與應用趨勢，並加入觀點剖析與業界動態，讓讀者快速掌握自動化與智慧化產業的全貌，並以網

路與平面雙重平台，提供詳實而綿密的產業訊息，「智動化 SmartAuto」雜誌即是市面上唯一業

兼具深度與廣度的自動化專業媒體。 

 

• 涵蓋範圍 
 

– 機械業 

        產業機械、工具機、機械零件、馬達控制、機器視覺、機械手臂、CNC數控、軸承、 工業控制 

        系統、流體輸送機械、空氣壓縮機、電控機件、汽車、冷凍空調、精密量測、工廠自動化等…。 

 

– 電機業 

       自動化控制系統、PLC控制器、變頻器、PC Based控制器、PAC控制器、工控網路、感測技術、 

        IPC Form Factor、SCADA、HMI、運動控制、自動化整合技術、UPS、數位全監控、量測自動 

       化、電力監控、嵌入式系統、物聯網、智慧城市、智慧建築、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農業、 

       POS、數位看板、環境監控等……..。 

 
 



雜誌主要內容規劃 
單元 說明 單元 說明 

觀點 

為本雜誌社論，以宏觀角度評析近
期自動化產業趨勢。 技術 

白皮書 

邀請國內外知名廠商投稿，以客觀
角度介紹單一自動化技術進展或應
用重點。 

封面故事 

智動化每月雙主題之一，每年度預
先設定議題，每一議題含3子題，
匯集大量採訪所產生之觀點，以不
同層面分析該議題之技術、市場等
趨勢。 

產業機械 

以各垂直應用市場所使用的製造設
備為報導對象，如食品、橡塑膠、
包裝等，解析該產業所使用機械設
備之技術需求與產業趨勢。 

專題企劃 

智動化每月雙主題之一，每年度刊
預先設定議題，議題選擇為當時熱
門趨勢，每一議題含3子題，以採
訪+記者觀點深入探討。 

機械視角 

從機械業整體面向出發，以高度視
角剖析當下機械產業的產經趨勢與
市場走向。 

技術趨勢 
 

以產品別與自動化技術為分類依據，
剖析技術發展與市場趨勢。 
 

展會特報 

報導台灣自動化、各類應用產業展
會，以大量圖片與文字，介紹展會
重點，並彙整出產品與技術趨勢。 

應用焦點 
 

介紹自動化技術在各垂直產業的應
用現況或案例。 
 

市場脈動 
 

報導記者會、小型展會，讀者可從
中獲取最即時的市場動態與訊息。 
 



智動化發行網 
• 發行量 

– 「智動化 SmartAuto」為每月發行雜誌，每期印行約15,000~16500本，以訂閱、贈

閱及書店&書報社販售為主，遇有重要相關專業展覽，則將於現場發放贈閱。 

• 贈閱對象  (全台電機、機械技師及相關廠商) 

 自動化軟硬體供應商與系統整合業 垂直產業 

產業設備業 
系統整合業 
工業電腦業 
自動化硬體零部件業 
自動化軟體業 
採購、技術研發人員 

各垂直產業系統整合廠商 
國防軍事系統業 
公民營各級能源、水利、港口、醫療、
公共工程等企業機關 

教育研究機構 
公民營機械工程人員 
工程顧問公司、水電工程公司、電機技
師 

工業/高科技製造業 安全監控需求產業 

產業機械、精密機械、工具機業 
電機產業 
電子、半導體、光電、微機電業 
石化、鋼鐵、造船、重化工業 
生物科技、製藥、醫療健康設備 
汽機車、航太工業 

保全、防犯系統整合 
智慧型建築安控系統整合 
數位影像監視業 
安全監控軟體業 
無線辨識系統RFID裝配應用業 
金融、科技廠辦、工業園區、電信機房
系統整合 



產業別分析 

自動化設備 

21% 

產業機械/精密機械 

19% 

工業電腦 

7% 
金融 

1% 

其他 

5% 

醫療 

2% 

零售/物流 

1% 

光電產業 

6% 

半導體產業 

6% 

教育/研究機構 

5% 

工業電子零組件 

9% 

系統整合 

11% 

測試儀器 

7% 



讀者分析 

設計研發 

20% 

廠務IT人員 

8% 

維修工程師/技術人員 

16% 

採購 

12% 

學術研究 

8% 

業務銷售 

6% 

市場行銷 

5% 

管理 

4% 

其他 

1% 

電機/機械技師 

10% 

機械/電機 

相關製造工廠 

10% 



雜誌廣告價目表 



廣編稿專案 

類型 原價 

單頁式 NTD$ 80,000元 

連二頁式 NTD$ 100,000元 

特輯型 / 連三頁式+封面 NTD$ 180,000元 

特輯型 / 連四頁式+封面 NTD$ 200,000元 

特輯型 / 連六頁式+封面 NTD$ 300,000元 

*本報價已包含採訪、攝影、撰稿及排版等費用。 



網站廣告價目表 
首頁 +單元內頁 

廣告版位 名稱 代碼 撥出型態 定價 6次優惠價 尺寸 備註 

橫幅廣告 Leader board BB 五輪播 90,000/月 55,000/月 720 x 90 pix < 130K；gif / flash   

全區LB 
Large 

Billboard 
ALB 四輪播 85,000/月 52,000/月 300 x 250 pix < 130K；gif / flash   

科技傳真 Text Link LTL 固定式 15,000/週 9,000/週 16字以內   

首頁 

大佈告 
Large 

Billboard 
LB 四輪播 38,000/月 20,000/月 300 x 250 pix < 130K；gif / flash   

特開腰帶 Large Girdle LG 二輪播 50,000/月 30,000/月 574 x 90 pix < 130K；gif / flash   

單元內頁 

佈告 Billboard CB 四輪播 41,000/月 25,000/月 300 x 250 pix < 130K；gif / flash   

直幅廣告 Skyscroper SC 三輪播 35,000/月 20,000/月 120 x 600 pix < 130K；gif / flash   

智動化  專題電子報(每月發報二次) 

橫幅廣告 Leader board TD 固定式 18,000/ 月 720 x 90 pix < 130K / jpg   

佈告廣告 Billboard DB 固定式 12,000/月 245 x 200 pix < 130K / jpg 

eDM     固定式   另行報價 寬720 pix；長無限 / html 
依database數

量而異 



網站廣告位置圖 
  網站首頁 單元內頁    專題電子報 



媒體活動參與 
2016年展覽會資訊 
 

     

- 4月 ￭ 車用電子/零配件展￭台灣國際照明科技展/LED 製程展￭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 

            ￭台灣電子遊戲機國際產業展 

- 5月 ￭  MT DUO 台北國際數控機械暨製造技術展  

- 6月 ￭  Computex 2016 ￭ 台北光電週 ￭  台北國際食品加工設備暨製藥機械展 ￭ 台北國際醫療展 

- 7月 ￭ 未來城市展 

- 8月 ￭ 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覽會￭智慧顯示與觸控展覽會￭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台北國際物流 

               展/台北國際模具暨模具製造設備展/台北國際機電科技暨設備展/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台北國際流體傳動與智能控制展 

-  9月 ￭ Semicon半導體展 

- 10月￭ Taitronics(電子產業科技)展￭台北國際太陽光電展￭台灣電路板國際展覽會                                                       

- 11月 ￭  台中工具機展(TMTS) ￭  台北國際植物工廠設備資材暨產品展 

 

研討會舉辦﹝詳細規劃請聯繫AE﹞ 

– 3月”智慧工廠“研討會(高雄)   

– 廠商產品及技術發表會 

– 請與AE聯繫詢問，並會由記者協助採訪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