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行銷廣告版位
主網．專區．電子報

你的好，讓1111來說！



www.1111.com.tw

主網站 | 限徵才使用

http://www.1111.com.tw/


主網廣告版位

首頁版位 | 限徵才使用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推薦工作

熱門企業

首頁版頭大Banner

精選企業

強打廣告

首頁版頭大Banner
1615×414pixels < 5000K $300,000 /週

• jpg + 連結/文字，二輪播

推薦工作
職缺名、公司名、工作地點、薪資

$20,000 /週

• 文字廣告，四輪播

• < 12字，使用者可切廣告內容

• 每次僅可選擇一種求職者身分曝光

強打廣告
271x262 pixels < 40K

• gif / jpg ，2組位置/四輪播

• 使用者可切廣告內容

• 每次僅可選擇一種求職者身分曝光

$80,000 /週

精選企業
363×180 pixels < 40K

$100,000 /週
•gif / jpg + 連結/文字

熱門企業
218x160 pixels < 30K

$50,000 /週

•gif / jpg + 連結/文字



知名企業職缺
(90×68pixels < 15K)

• gif / jpg，限企業LOGO

• 限連結至徵才頁面，無輪播，共 24 則

• 需提供廠商名稱，字數限 7 字內

$30,000 /週

主網廣告版位

APP首頁 |限徵才使用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知名企業職缺



贊助廣告
(350×234pixels< 40K) $80,000 /週

• 標題(限10個字)，內容限30字

主網廣告版位

APP首頁 |限徵才使用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贊助廣告



會員登入口
425×325 pixels< 30K $30,000 /週

• gif / jpg，靜態，十輪播

主網廣告版位

會員登入頁 | 限徵才使用

會員登入口



職務搜尋優先排序
公司名、職務名

$700/天
• 優先置頂排序
• 限刊登徵才職缺

急徵小BANNER
紅字 $300/天

•固定

主網廣告版位

搜尋頁 |限徵才使用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職務搜尋優先排序

急徵小BANNER



優先排序(有圖)
229x146 pixels < 50K

需顯示薪資
$2,000

/天
•優先於搜尋結果右側顯示
• 公司環境圖+職缺+公司名稱+
薪資顯示

• 限刊登徵才職缺

搜尋頁圖片廣告曝光
909x102 pixels < 50K $50,000

/週
• gif / jpg，十輪播

搜尋頁圖片廣告曝光

優先排序(有圖)

主網廣告版位

搜尋頁 |限徵才使用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職涯論壇

https://www.jobforum.tw/

https://www.jobforum.tw/


人氣工作版位
20字以內的全形文字+連結

$12,000 /週

• 靜態文字

右側廣告版位
300x100 pixels + 連結

$10,000 /週

• jpg/png

人氣工作

右側廣告

專區廣告版位

職涯論壇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外包網

https://case.1111.com.tw/

https://case.1111.com.tw/


黃金版位
490×285 pixels < 70k $20,000 /週

• gif/jpg，四輪播

強打廣告
250×250 pixels < 50k $15,000 /週

• jpg/gif

黃金版位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強打廣告

專區廣告版位

外包網 -首頁



焦點廣告A

焦點廣告B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焦點廣告 (A)
250×250 pixels < 50k $10,000 /週

• jpg/gif

焦點廣告 (B)
250×250 pixels < 50k $10,000 /週

• jpg/gif

專區廣告版位

外包網 -我要接案



即時看板
250×250 pixels < 50k $8,000 /週

• jpg/gif

即時看板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專區廣告版位

外包網 -案件介紹



接案人才-熱門推薦
250×250 pixels < 50k $10,000 /週

• jpg/gif

廣告皆於網頁左側下方位置;範例為「接案人才-熱門推薦」

成交榜單-熱門推薦
250×250 pixels < 50k $10,000 /週

• jpg/gif

作品展廳-強打版位
250×250 pixels < 50k $10,000 /週

• jpg/gif

合約範本-熱門推薦
250×250 pixels < 50k $10,000 /週

• jpg/gif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範例位置

專區廣告版位

外包網 -各分頁廣告



情報中心-熱門推薦
250×250 pixels < 50k $10,000 /週

• jpg/gif

接案交流-熱門推薦
250×250 pixels < 50k $10,000 /週

• jpg/gif

專區廣告版位

外包網 -各分頁廣告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中台灣專區

https://central.1111.com.tw

https://central.1111.com.tw/


中台灣強打廣告
350x300 pixels < 300k $100,000 /週

• gif/jpg，八輪播

中台灣橫幅廣告
1170x132 pixels < 300k $80,000 /週

• gif/jpg，八輪播

中台灣強打廣告

台灣橫幅廣告

專區廣告版位

中台灣專區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中台灣精選企業
300x200 pixels < 100k
廠商名< 10字,職缺名< 10字

$25,000 /週

• jpg，三輪播；共十二則

地區工作
公司名< 16字,職缺名< 16字

$10,000 /週

•每欄四則固定

中台灣精選企業

地區工作

專區廣告版位

中台灣專區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南台灣專區

https://www.1111job.com.tw

https://www.1111job.com.tw/


首頁-版頭廣告

專區廣告版位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南台灣專區

首頁-版頭廣告
1170x130pixels < 100k

$70,000 /週
• gif/jpg，十輪播
• 顯示平台：電腦/平板



首頁-推薦工作

120x85 pixels < 50k 公司名 < 10字職
務名< 8字 (2則) $30,000 /週

• gif/jpg
• 一次4則 (共8則)，隨機播出
• 顯示平台：電腦/平板/手機

首頁-精選企業

職缺特色 (4字整)
公司名+職務名< 14字內

$30,000 /週

• 一次8則 (共16則)，隨機播出
• 顯示平台：電腦/平板

首頁-強打廣告
380x343pixels < 80k

$80,000 /週
• gif/jpg，十輪播
• 顯示平台：電腦/手機

首頁-推薦工作 首頁-精選企業 首頁-強打廣告

專區廣告版位

南台灣專區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落點分析

https://hs.1111.com.tw/

https://hs.1111.com.tw/


首頁上方版頭AD
215×133 pixels < 40k

$50,000 /週
• gif/jpg，三輪播
• 網頁下方AD

網頁下方AD
215×133 pixels < 40k $30,000 /週

• gif/jpg，共5則，二輪播

首頁上方版頭AD

網頁下方AD

專區廣告版位

落點分析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單元內頁左側AD
175×100 pixels < 15k $10,000 /週

• gif/jpg，固定4則

落點結果列表下方AD
800×90 pixels < 30k $30,000 /週

• gif/jpg，共5則

專區廣告版位

落點分析

(以上售價皆為含稅價)



電子報



•職場觀測報
-雙週發送
- 457,089 訂閱

提供最即時的職場新聞、最新的測驗產品/活動訊息，以及最實
用的職場秘笈，讓你面試、找工作無往不利。

•超級新鮮人電子報
- 每週三發送
- 217,918 訂閱

提供校園新鮮人最熱門話題及職場趨勢，最新最優的打工、家
教、實習及新鮮人職缺，還有最新玩樂優惠資訊！

•公職電子報
-每週四發送
- 142,263訂閱

提供公務人員、國營事業等熱門考試資訊！讓您輕鬆掌握最新
的公職情報！

•人資電子報
-雙週發送
- 70,950 訂閱

人力資源管理對於企業、組織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HRM 人資
管理電子報幫企業找出致勝關鍵並提供完整的競爭規劃方案

超級新鮮人電子報
職場新知電子報



•中國工作職場週報
-每週三發送
- 50,564 訂閱

提供中國最新最夯工作職缺，以及職場訊息和各類資訊

•醫護電子報
-每月發送
- 20,377 訂閱

介紹醫護產業動態及相關新知

•一例一休，報給你知
-不定期發送
- 2,210 訂閱

1111人力銀行，針對一例一休特辦此報，掌握最新政府與民間
最新1例1休資訊，為自己權利發聲。

•工作經驗談
-不定期發送
- 720訂閱

提供各行各業面試經驗、職場甘苦、職場影音、職缺推薦，並
提供履歷健診服務、薪資公秤參考...等多元資訊，幫您增加面
試成功率，解決求職或職場的疑難雜症。

職場新知電子報
一例一休，報給你知電子報



•商搜網電子報
-雙週發送
- 58,311 訂閱

不定期推出商搜線上主題展，幫您掌握全球商機；精選商家雲
集，眾多商品淋瑯滿目，讓您不心動都難，趕緊訂閱商搜網電
子報，跟上潮流！

商搜網電子報

產業動態電子報



創業搶先報電子報

•進修達人電子報
-每週一發送
- 150,567 訂閱

網羅電腦、語言、才藝、企管等各種進修資訊

•創業搶先報
-雙週發送
- 120,476 訂閱

最即時最完整的加盟創業訊息

•語文力激升電子報
-每週二發送
- 27,760 訂閱

面對『外語』傷透腦筋？想要『聽.說.讀.寫』通通都更加流利
精通？1111進修網網羅各式外語精選進修資訊，提供給您最熱
門、最優質的學習訊息，立即訂閱！快速增進外語力吧

•好康電子報
- 不定期發送
- 27,293訂閱

誰說想『進修』需要花大錢？給您最優惠的學習資訊及市場動
態訊息，將錢省在刀口上，輕輕鬆鬆提升技能競爭力！

進修創業電子報



假日何處去電子報

•假日何處去
-每週四發送
- 184,872 訂閱

還在煩惱每週假日要去哪玩嗎?1111全球旅遊網替大家一次網
羅全台灣假日好去處，只要您訂閱假日何處去電子報，週週都
可收到最新、最精采的假日活動訊息喔！

•會員好康報
-每週二發送
- 99,712 訂閱

有多元化店家、多樣化優惠活動，是您抗漲省錢的好幫手！歡
迎訂閱電子報，享受即時優惠資訊。

生活優惠電子報



網站名稱 連絡電話 聯絡人 網址

• 中台灣專區 (04) 2203-1111 #3834 駱經理 • https://www.1111tc.com.tw/

• 南台灣專區 (07) 958-1111 #7259 王經理 • https://www.1111job.com.tw/

• 進修網 (02) 8787-1111 #8200 林經理 • http://www.1111edu.com.tw/

• 創業加盟網 (02)8787-1111 #6269 王秘書 • https://www.1111boss.com.tw/

• 玩出競爭力 (02) 8787-1111 #8239 黃副理 • http://travel.1111.com.tw/

• 商搜網 (02) 8787-1111 #6529 陳經理 • http://trade.1111.com.tw/

• 大學網 (02) 8787-1111 #2060 黃經理 •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

•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02) 2748-5188 #858 吳主任 • http://www.hr.org.tw/

其它子網合作洽詢

https://www.1111tc.com.tw/
https://www.1111job.com.tw/
http://www.1111edu.com.tw/
https://www.1111boss.com.tw/
http://travel.1111.com.tw/
http://trade.1111.com.tw/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
http://www.hr.org.tw/


hr1111@staff.1111.com.tw

北台灣(北基宜花、桃竹苗)

(02)8787-1111#6005 廖副理

中部地區(中彰投、雲嘉)  
(04)2203-1111

南部地區(台南、高屏、台東、外島)

(07)958-1111

電子信箱聯繫

電話聯繫

廣告刊登洽詢

mailto:hr1111@staff.1111.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