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科知識 媒體簡介

讓天下沒有難學的知識



泛科知識-旗下品牌與社群管道

泛科學

擁有眾多線上線下品牌及社群管道，提供多元整合服務!

每日服務超過百萬對於有知識需求的經準受眾。

泛科技

娛樂重擊

旅飯

美食加

品牌網站

PanSci

科學新聞網

PanSci

PanSci

泛科學

泛泛泛科學

社群媒體

https://www.facebook.com/PanSci/
https://www.facebook.com/PanSci/
https://www.instagram.com/pansci/?hl=zh-t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HHKbwC0TWjeqxbqdO-N_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HHKbwC0TWjeqxbqdO-N_g
https://player.soundon.fm/p/16963a76-8f20-4ac7-a2cb-1234b461fa20


全台最大的科學知識媒體平台

「泛科知識」擁有眾多科學新知、醫療資訊、數理知識 系列報導

讀者群廣涵專業知識者、老師、公家單位公職人員，擁有一流專業編輯團隊

為品牌把關最優質的內容，反覆查證科普論文資訊

破解迷思、謠言給予民眾真實的資訊！將難解的知識簡單化。

勇於驗證商業科學知識，樂於跨域分享創收經驗予各個領域的知識新媒體

期待創建知識新媒體共生共榮的內容訂閱服務平台

專業客群佔

8成讀者群

Facebook

45萬讀者群
Youtube

22萬讀者群

鋼鐵科粉泛起知識潮流議題討論締造驚人的的黏著度

Instrgam

8.4萬讀者群



知識轉譯專家，為品牌輕鬆解鎖知識!

為品牌彙整研究報導、書摘訊
息、相關報告，以知識內容為
立基，破除迷思、講究驗證；
以淺顯易懂的方式，科普難解
的知識給大眾！

品牌轉譯｜資訊驗證 資訊圖解｜多渠道行銷

彙整大量資訊，以鄉民語言製
作最豐富的題材，如圖解資訊
化、動畫影音、建置百科...等，
利用泛科學經營的多元社群媒
體工具，將品牌曝光做到最大
化！



泛科學 TA 輪廓

300萬+
平均每月瀏覽量

45萬+
粉絲頁追蹤數



使用者資訊



服務內容/合作方式
案例分享



我們的服務內容

為品牌彙整研究報導、書摘訊
息、相關報告，以知識內容為
立基，破除迷思、講究驗證；
以淺顯易懂的方式，科普難解
的知識給大眾！

圖文廣編 社群貼文
實拍影音
與2D動畫

隨著時代的改變，影音動畫已經是傳播最大的利器，幾分鐘的影音便快速傳閱。

泛科學動畫類型廣泛，可同步做為廣編與社群的素材，讓素材更能多元運用。

泛科學月流量約300萬，
廣邀專欄作家與名人，以
知識為力量，為品牌量身
打造內容行銷。

● 專題文章報導
● 圖解HOW TO懶人包

泛科學社群現有60萬粉絲，
以插畫單圖的方式創造網
路聲量，為品牌增加社群
觸及率與心佔率。

● 科基百科
● 科科腦洞
● 科科吐槽

泛科學頻道有21萬訂閱，
以創意、鄉民梗為構想，
解鎖難解知識。獨特動畫
風格吸引眾多科學生、知
識領域的讀者群

● 科學大爆炸
● 可能性調查署
● 科普品牌微型實驗室
● Light科學(1分鐘)

● 品牌客製影片(2-3分
鐘)

podcast

廣邀專欄作家與名人一同
錄製，延伸品牌議題內容
製作。

● 泛泛泛科學



擁有知識型、品味生活的KOL

為品牌彙整研究報導、書摘訊
息、相關報告，以知識內容為
立基，破除迷思、講究驗證；
以淺顯易懂的方式，科普難解
的知識給大眾！

工頭堅 美食家Liz 鄭國威

泛科學長期合作的知識型KOL，包含科學、數理、美食與旅遊...

除了以下KOL之外，可洽談規劃其它職人KOL或知識型專欄作家。

賴以威

旅遊休閒類 美食餐廳分享 時事/知識科普分享 數理專家

工頭堅。旅行長
追蹤10萬+

按讚7.6萬+

美食家的自學之路
追蹤16萬+

鄭龜煮碗麵
追蹤9千+

賴以威
追蹤1.7萬+

https://www.facebook.com/fansofworker/?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facebook.com/selftaughtgourmet
https://www.facebook.com/noodleswithturtle
https://www.facebook.com/iweilai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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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家樂福 食物轉型計畫
合作內容：廣編文章+客製圖解

客製化封面圖、內文圖解，並連動到各社群！
利用輕鬆易理解的圖文形式與大眾溝通。

案例分享：想吃的安心，更想吃的無愧於心

https://pansci.asia/archives/205050


客戶：鑫耀生技 藻精蛋白
合作內容：廣編文章+podcast

廣編PV：15,282

podcast 下載數 12,866

小孩常生病是缺乏免疫力?父母必聽的育兒
表見聖經【科科聊聊ep81】

收聽網址

案例分享：小孩常生病是缺乏免疫力?父母必聽的

育兒表見聖經【科科聊聊ep81】文章網址

https://player.soundon.fm/p/16963a76-8f20-4ac7-a2cb-1234b461fa20/episodes/800fd988-dec8-4ff4-b352-380a11df2bee
https://pansci.asia/archives/345173


案例分享：從 Game Boy 到大螢幕 ，童年電玩螢幕的
黑科技你知道多少？

二十世紀下半開始，科技公司紛紛投入液晶顯示器技
術的尖端研究，但注意到了嗎？現在新的手機、平板、
電玩液晶螢幕，越來越多採用 OLED 是什麼原因呢？
就讓我們從液晶的起源娓娓道來。

科普液晶顯示器的演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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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技嘉科技 AORUS FO 48U
合作內容：廣編文章

https://pansci.asia/archives/330118


科科吐槽科科腦洞

符合社群FB與IG的網路特性，設計不同系列的類型貼文，包含百科類型的圖文主題、嘲諷吐槽的圖文
主題、腦補解惑的圖文主題，脫離現實但絕對符合科學觀點，同時為品牌帶來有效的話題與擴散! 

科基百科

用名詞解釋的方式說明一個概念，
直白 的去說明內容與作用

用比較幻想的方式去說明一個假設
的情 境，最終帶到內容本身

談一些比較不為人所知或帶有反諷
意味 的內容，讓讀者有衝突感

專屬泛科學-社群貼文類型



如果脂肪厚道
能擋子彈會怎

樣？

如果閃電打到
飛機會怎樣？

科科腦洞-亮點說明 科基百科-亮點說明



《永續發展從哪裡來能往哪裡去？減碳還不夠，下一
站是「碳中和」》以現階段台灣的電力結構推廣純電
車，不一定是最佳選擇，也可多方參考減碳車款：
TOYOTA PRIUS PHV 插電式油電複合動力車。

社群總觸及人數：125,668 人
按讚總人數：1,8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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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FB連結 & IG連結客戶：TOYOTA 油電車
合作內容：社群貼文(科基百科)

https://www.facebook.com/PanSci/posts/4263137413750570
https://www.instagram.com/p/CQOPq3uHSBP/?utm_source=ig_web_copy_link


3分鐘動畫：腸道掌管了人體70%的保護力！以
趣味的議題包裝，報導雷特氏B菌維持腸胃菌的
平衡，並能提升保護力為企劃！

案例分享：AB優酪乳 x 泛科學【你知道肚子裡的細菌正掌控著你嗎？】

· 影片觀看總次數：57,475
· 總觸及人數：103,493

客戶：統一AB優酪乳
合作內容：3分鐘動畫+廣編文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9aMNioDEYk


腳本從黃金比例的歷史起源談到現代，成功
知識故事連結微星科技的品牌特色：連螢幕
都能加入「黃金比例」以 16：10 打造，

案例分享：螢幕也要黃金比例！優雅美學的雙重享受

· 社群總觸及人數：92,193
·  YT觀看人數：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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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MSI微星科技 CREAT Z116
合作內容：3分鐘動畫+廣編文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EY_cmmNs4&t=102s


案例分享：LCD 與 OLED 的螢幕對決！

· 社群總觸及人數：82,193
·  YT觀看人數：8,654

溝通挑選液晶螢幕的重點，建議讀者可以
更著重在面板技術、更新率、傳輸介面等
等知識，看懂螢幕規格，挑選專屬於你的
4K 電競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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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技嘉科技 AORUS FO 48U
合作內容：3分鐘動畫+廣編文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lkwaviotQ&t=4s


觀看次數：5,75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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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蔡司ZEISS Vision Care
合作內容：開箱實驗室_影片拍攝製作

科學抗刮測試實驗，以實拍科學實驗+動畫輔助完
成一支3-5分鐘的影片，由"泛科學"親自實測更替
品牌加分且具公信力！

案例分享:

礙眼危機？！你所忽略的藍光傷害 & 鏡片刮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5JxRDPsU8&t=86s


觀看次數：107,29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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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靠得住
合作內容：「light科學」1分鐘動畫

案例分享：
少女的煩惱：我們與漏的距離｜Light科學

跟上時事話題以"我們與漏的距離"作為梗概發想，
1分鐘動畫影片成功引起大眾共鳴! 

女孩們來跟泛科學分享一下你的擋漏絕招！
讓你夜裡不用擔心 #後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tuQZdTkrdo
https://www.youtube.com/hashtag/%E5%A5%B3%E5%AD%A9%E5%80%91%E4%BE%86%E8%B7%9F%E6%B3%9B%E7%A7%91%E5%AD%B8%E5%88%86%E4%BA%AB%E4%B8%80%E4%B8%8B%E4%BD%A0%E7%9A%84%E6%93%8B%E6%BC%8F%E7%B5%95%E6%8B%9B%E5%90%A7
https://www.youtube.com/hashtag/%E5%BE%8C%E6%BC%8F


觀看次數：10,57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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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微星科技 msi
合作內容：棚拍影音*KOL影音合作

泛科學知識長鄭國威 × 科技主播劉姿麟
與你一起探討「元宇宙」是什麼！

品牌影片結合知識導讀，以知識訪談包裝品牌新
品發布! 

案例分享：電競元宇宙的全新篇章 ft.2022 微星
科技筆電新品發佈

https://youtu.be/bsQBTGtX2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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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宏睿國際 PP石墨烯系列產品
合作內容：品牌動畫代製+廣編文章

品牌議題搭載時事，繪製Q版品牌代言人作為動
畫腳色；圖解資訊商品技術知識。降低大眾對於
廣告銷售的排斥感、提升大眾品牌好感度！

案例分享：PP石墨烯 溫暖你的心

https://www.facebook.com/ppwebtw/videos/219823671032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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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萊雅 女科學家特輯
合作內容：首頁精選特集+廣編稿

• 首頁精選特輯
• 報導收錄，合作5篇廣編文章
• 首頁駐站
• 百萬觀看人氣

案例分享： 她是女科學家
其它精選專題案例：COVID-19防疫專題

https://pansci.asia/archives/issues/she-is-a-scientist
https://covid19.pansci.asia/


相關品牌網站介紹





最具產業潛力的新科技品牌

泛科技
panx.asia

• 2016年整合旗下眾多資源，成立泛科技

• 深度完整的產業報導，提供讀者產業脈動，擁有豐沛的

中小企業人脈

• 整合Punnode、創客窩、最棒APP

6:4
男女比例

68%
18-34歲



台灣最大的垂直影視音產業媒體

娛樂重擊
punchline.asia

• 2014年成立，提供最專業的娛樂資訊

• 獨特的觀點角度，擁有豐沛的娛樂圈人脈，提升品牌正

向影響力

• 提供最可靠、專業的觀點與訊息，致力於傳承與提升產

業知識。我們看見全球的影視音娛樂產業正劇烈變動，

而我們試圖利用新的方式來應對改變。

5:5
男女比例

67%
18-34歲



客戶：公視 戲劇《孟婆客棧》
合作案例：廣編稿+podcast

· 社群總觸及人數：12,667
·  podcast下載次數：1,591



台灣最具有深度的旅遊產業新媒體

旅飯
pantravel.life

• 《旅飯》是專注台灣，發掘日本、泛亞太區域等米食國

家的新媒體。想把旅行煮成一碗好米飯，耐嚼回甘，親

切安心。有看熱鬧的騰騰蒸氣，有懂門道的噴噴香氣，

成為生活飽滿的必須品。

• 靈魂人物是資深旅遊達人——工頭堅，並積極與各方旅

遊部落客合作，從亞洲米食地區，放眼世界旅行話題。

4:6
男女比例

72%
25-44歲



客戶：蘇格登 蘇式露營
合作案例：官方網站推廣 – 社群操作 – 線下旅遊行程 – 旅行長領隊體驗

客製品牌風格-行程規劃

以蘇格登主題，沉醉探索・豐富由我
推廣蘇式露營為發想，規劃Mountain Bike

體驗行程，讓參與者進入獨有森林秘境，享
受與以往不同的旅遊行程

工頭堅、旅飯-社群操作一頁式官網製作





台灣最具知識的美食資訊提供者

美食加
taster.life

「ASTER 美食加創辦人高琹雯Liz與您一起尋吃、品吃、享吃。

美食加以創造美食及生活風格、再以垂直媒體內容著手電商行列，

傳遞美食價值 。

文字內容傳達以外，讀者、聽眾也能透過每週更新的美食關鍵詞

podcast，以不同的管道得知最新餐飲趨勢、聽聽名廚觀點、來

點烹飪心得、以及美食大小事。

美食是我們最重要的身分認同。即時頭條、流行趨勢、娛樂情報、

消費指南、專家觀點，通通報給你知，當然，主題都是吃。

4:6
男女比例

81%
25-44歲



5mins.
義食聊聊 Liz X 王嘉平主廚
聊聊義大利菜的來由，

廣編內容｜美食觀點

Mo. Lab 是私廚，一晚僅能
最多容納十二人，訂位極為
困難。Oscar 主廚背景十分
特殊。他原本是外交官！被
外派到梵蒂岡，後來離開外
交工作，進入義大利名廚
Niko Romito 開設的廚藝學
校就讀，畢業後便至其世界
知名的米其林三星餐廳
「Reale」工作，也曾任職
於北京寶格麗飯店內「 I l
Ristorante Niko Romito」，
義式 fine dining 履歷堅強。

Liz 專欄／台南預約困難私廚Mo. 
Lab， 精緻優雅的義大利菜

Liz 專欄／台南預約
困難私廚Mo. Lab，
精緻優雅的義大利菜

https://taster.life/liz-molab-2021fall/


ITA影片案例
由全台灣做義大利菜最有品味的男人

王嘉平主廚教你在家做…

-煙花女義大利麵
-托斯卡尼碳燒麵包
-沙巴翁

▶YouTube播放清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FeCTaXBkU&list=PLhHWshQK4IL-JSasLm5e_EzMWpM6tyVgF


THANKS！

聯絡人: 泛科知識 商務開發部鄭佳玲 Belle Cheng

電話: (02)2362-0699#678

手機: 0928-503763

E-mail: chialing@panmedia.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