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SCOVER THE NEW WAY TO 

華語區最完整的音樂藝術品牌

How to help more people hear such beautiful sound 
has always been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and the goal for endeavors to MUZIK.



理念
Philosophy

致力將音樂及表演藝術廣泛推薦給大眾是我們的宗旨，透過團隊的

專業執行力與知性的藝術品味，藉由多元全面性的媒介，輕鬆地將

音樂藝術融入於每個人生活中。

我們發行古典音樂雜誌、出版相關音樂書籍，更積極舉辦藝術跨領

域的策展活動、推動線上串流音樂服務等面向，靈活運用多年業界

經驗、豐富詳盡的資源與專業執行團隊，將音樂與表演藝術的美好

精神和多樣生活品味結合。



平面——
廣告、廣編、報導 
Print
Advertising, Advertorial, Editorial

數位——
網站、線上串流
社群、電子報 
Digital
Website, Streaming Service
Social Network, Newsletter

書籍出版發行

設計製作物
Publications Books
Productions

策展、活動企劃

貴賓活動、講座

演出規劃
Curation, Event Planning,
VIP Events, Lecture
Performance Organzing

音樂會現場錄影音

影音後期製作

唱片製作及發行
Live Concert Recordings,
Sound/Video Production
Album Production and Publication

平面及數位媒體
Print and Digital Media

策展與活動
Curating and program

出版及設計
Publication and Design

音樂製作
Music Production

優勢─完整的行銷利器 
Strengths: Four Marketing Tools



廣告Print-Advertising

刊物廣告搭配主題性音樂趣味、生活視角為主

軸的雜誌形象，大篇幅廣告在不具商業利益色

彩的文化藝術背景下，讓時尚、精緻的豐富內

容，帶動廣告質感提升品牌價值。

廣編Advertorial

媒體廣編透過這本吸引追求高生活品質與擅於

規劃休閒生活讀者的月刊，結合專業的文字創

意與藝術性的生活態度，將品牌形象傳達並吸

引消費者興趣，成為不可忽視的行銷利器。

報導Editorial

時效性能精準並快速地掌握時代趨勢，除主題

特企外，每月固定進行式中的新聞報導也深獲

讀者喜愛，刊登平面雜誌外並同步上架MUZIK 
Air網路平台將廣告創意與社群經營合一。

MUZIK古典樂刊  MUZIK Magazine

自2006年10月創刊，《MUZIK古典樂刊》至今已

發行超過十年，這本標榜綜合性主題的古典音樂

雜誌，創立不久便以專業的高品質內容及簡潔精

緻的視覺風格，贏得讀者的喜愛。刊物選題展露

美學內力與精準的特別報導，每月帶領讀者探索

新的古典樂議題！

平面媒體
Print Media



創刊：2006年10月
刊期：月刊，每月1號出刊
規格：21 X 28 cm
裝訂：全自動平膠裝

紙材：100g嵩厚雪銅

每月總發行量30,000本
發行分布：品牌代理商及經銷商 16,700本/讀者訂閱 3,300本/專案發行 10,000本

創刊至今已超過十年，全臺各大連鎖實體及網路書店如誠品、金石

堂及博客來等通路均有販售，且擁有忠實愛樂訂戶外，也特別陳列

在高端通路管道：車商展間、機場貴賓室及飯店大廳等潛在客戶

群；刊物每月發行量三萬本，2013年順利於香港誠品開賣、2015年

進軍誠品生活蘇州，成為華語區最完整的古典音樂內容提供者。

發行
Distribution



MUZIK古典樂刊讀者群年齡25-65歲佔80%，男女比例4：6，讀者多為各產業中高階主管、中小企業負責人、律師、

醫師、公教人員及專業人士。讀者樣貌不見得以收入為唯一指標，但對於品味特別講究。

男 40%

女 60%

25歲以下 11%

55~65歲 15%

65歲以上 5%

25~34歲
12%

35~44歲
26%

45~54歲
31%

白領職員 9%

學生 3%

其他 5%

高階主管 
28%

企業負責人
26%

公教人員
11%

專業人士
18%

北部 47%

中部 24%

南部 26%

東部 1%

其他 2%

性別比例 Gender

男 40%
女 60%

年齡 Age

25歲以下 11%
25~34歲 12%
35~44歲 26%
45~54歲 31%
55~65歲 15%
65歲以上 5%

地區分布 Area

北部 47%
中部 24%
南部 26%
東部 1%
其他 2%

職業類別 Profession Titles

高階主管 28%
企業負責人 26%
專業人士 18%
公教人員 11%
白領職員 9%
學生  3%
其他  5%

對象
Target Audience



網站 Website 線上串流 Streaming Service 社群 Social Network 電子報 Newsletter

專注於「網站、串流、社群、會員」等四大面向之新媒體經營，能掌握新時代快速變動、即

時、互動、豐富等特質，RWD響應式介面支援全平，所有電子產品皆適用，提供使用者最舒

適的體驗。擁有資訊工程及社群媒體經營團隊建構多元網絡，成為華語區全媒體時代的音樂媒

體領先者，並將最新話題新聞精準傳達給目標受眾。造訪網站客群多以教育、資訊科技、社會

服務、個人護理、藝術娛樂類為主。

數位媒體
Digital Media



網站/串流數據

每月瀏覽量 > 650,000次
活躍訪客 > 280,000人
每次造訪頁數 > 3頁
每次停留時間 > 7.3分鐘
跳出率 < 45%
會員總數18萬

會員電子報數據

發送高達9萬會員電子報，
開信率 13.4 %
點擊率 0.8 %

社群數據

粉絲人數 > 83,600人
每日觸擊人數 > 32,600人
貼文互動率 > 50%

18以下2%

25-30
34%

35-44
24%

45-54
14%

18-24
18%

55以上 5%

年齡  
18以下2% 18-24 18%
25-30 34% 35-44 24%
45-54 14% 55以上 5%

男 37%

女 62%

男女比例 37: 62

新舊訪客比例 47.5 : 52.5

新客 47.5 舊客 52.5

粉絲人數 > 5,413人

粉絲人數 > 900人



策展及活動
Event Curation

如果我們可被稱之為說故事的人，皆因我們傾聽。

─John Berger

在這個時代裡，專注極致的人們是可貴的。他們費心力在精密

的事物上，花時間在鍛練與超越，集所有不愧於心的進程於一

身，終能匯納百川，成就海洋。古典音樂或許是人類文明史上

複雜的行為之一，發想、創作、執行、溝通，我們深知培養頂

尖所需的堅持，正如所有追求卓越的事物一樣。

我們想聽聽您的故事，了解品牌的核心價值，了解商品的概

念，了解即將接觸的人們，由擁有編輯、設計、公關、行銷，

具備執行力與藝術品味的團隊提供全方位的規劃，講座、活

動、演出、發表會，讓各式活動組合成無限的可能。

想聽聽您的故事，然後，讓我們一起說給世界聽。

策展

活動企劃

貴賓活動

講座

演出規劃



公關活動 策展規劃

貴賓活動 講座課程



書籍出版 Books

熟悉藝文產業、擁有資深出版及設計豐富經驗，能進行有系統及效率的文宣輸出品企劃，我們

擁有專業寫手、高質感設計打造精準優質的製作物。有樂出版為MUZIK事業群旗下專門出版

音樂刊物的專業團隊，除每月發行顧客所熟悉的《MUZIK古典樂刊》之外，也包含各種與音

樂相關的出版書籍，提供量身訂做書籍刊物發行服務。

出版及設計
Publication and Design

樂洋漫遊————

以歐美知名音樂家傳記、隨筆為主軸，帶

領讀者親近大師，透過文字感受舞台外的

故事。

音樂日和————

精選日本暢銷古典音樂相關書籍，內容廣

包音樂賞析、藝術行銷、音樂文學等面

向，帶入古典音樂詮釋新觀點，為台灣音

樂書市注入多元角度。

有樂映灣————

融合MUZIK主筆群熱門專欄，以專書方

式永久留存，與讀者一起溫故知新，為台

灣留下屬於自己的音樂觀點。



設計製作物 Productions

設計高質感與品味相關的製作物，包含形象廣告稿、節目冊、型錄、網站、EDM、Banner等，提供文案撰寫與視覺設計，
單一窗口更能有效率並流暢的執行每個步驟。



音樂製作
Music Production

MUZIK事業群旗下的雅砌音樂創立於2002年，由德國

岱特摩音樂學院錄音工程碩士饒瑞舜先生所成立，一

直以來秉持著對音樂的堅持與獨特品味，承接許多古

典音樂會與音樂專輯的錄音，其名聲享譽業界。

現場錄影音 Live Concert Recordings
擁有音樂界十多年豐富經驗及完整器材設備，專業音樂會

現場錄(影)音記錄，協助整體規劃及現場執行，為留下精美

且兼具藝術性的一刻。

後期影音製作 Sound/Video Production
隨著數位時代崛起的影音趨勢，影音後期製作能協助客戶

更高品質的音樂與影像的完美聲響與畫面。

專輯製作發行 Album Production and Publication
從內容企劃、包裝設計到發行等統籌製作，已產出許多國

內外優秀演奏家與樂團的音樂作品，並榮獲臺灣金曲獎多

次重要獎項的肯定。



MUZIK合作品牌



價目表
Price

封面裡特別跨頁   $150,000 $120,000

目錄頁旁1    $60,000 $48,000

目錄頁旁2    $56,000 $45,000

版權頁旁    $50,000 $40,000

封底裡單頁    $100,000 $80,000

封底     $120,000 $96,000

厚卡特殊頁    $80,000 $64,000

特殊版位    定價  優惠價

平面雜誌廣告版位

MUZIK粉絲團   $15,000 $12,000
(高達8.3萬粉絲，觸及數約5.7萬/週)

電子報發送    $25,000 $20,000
(高達9萬會員，開信率25%，cpc4%)

網路文章報導   $40,000 $32,000 

MUZIK 數位媒體平台

跨頁廣告 不指定版位  $80,000 $64,000
(尺寸:42cm*28cm 出血0.3cm)

單頁廣告 不指定版位  $40,000 $32,000
(尺寸:21cm*28cm 出血0.3cm)

一般版位    定價  優惠價

數位平台    定價  優惠價

特開專區    1個月  $40,000

     1季  $100,000

     1年  $320,000

AIR全站Banner輪播   2週  $35,000
     1個月  $60,000

READ全站Banner輪播  2週  $18,000

     1個月  $30,000

藝文團體另有專案優惠

歡迎電洽：(02)2577-5860 #413 黃小姐

數位平台    廣告走期 優惠價

四頁報導    $120,000 $96,000
(約3600字報導)

跨頁報導    $90,000 $72,000
(約1800字報導)

跨頁廣告    $75,000 $60,000
(尺寸:42cm*26.5cm 出血0.3cm)

單頁廣告    $35,000 $28,000
(尺寸:21cm*28cm 出血0.3cm)

音樂進行式夾頁   定價  優惠價

(扣除專區內Banner)

(包括站內文章一篇，可置頂首頁一週)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