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面 位置 種類
尺寸

size
備註

全包頁面底圖 底圖  30,000 元/週 全版底圖

抬頭主欄位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20,000 元/週 330*100,200K

News 訊息跑馬燈 5,000 元/週 30字內 適合產品/活動訊息廣告
中間橫幅欄位 圖/Flash 12,000 元/週 570*70,200K

下方橫幅欄位 圖/Flash 10,000 元/週 570*168,200K

TV 影片  50,000 元/週 3分鐘內 適合產品推銷/活動訊息/各種廣告

熱門活動 圖文訊息 5,000 元/週 可配合活動內容做文字簡介
132,000 

全包頁面底圖 全包頁面底圖  30,000 元/週 全版底圖

大型橫幅廣告  20,000 元/週 700*100,200k

50,000 

上方橫幅欄位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20,000 元/週 220*120,200

k全包頁面底圖 底圖  20,000 元/週 全版底圖

通告頁TV 影片 30,000 元/週 3分鐘內

70,000 

全包頁面底圖 底圖  30,000 元/週 全版底圖

右側唯一欄位 圖/Flash  20,000 元/週 468*60,15k 是用戶後台為一個廣告區塊
50,000 

全包頁面底圖 底圖  20,000 元/週 全版底圖

News 訊息跑馬燈 5,000 元/週 30字內

大型欄位 圖/Flash 20,000 元/週 277*201,200

k

是變明星主頁唯一廣告欄位,視覺焦點之處

45,000 

全包頁面底圖 底圖  20,000 元/週 全版底圖

橫幅廣告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5,000 元/週 220*120,100

K35,000 

全包頁面底圖 底圖  15,000 元/週 全版底圖

右側大廣告(上) 圖/Flash 10,000 元/週 450*120,10k

右側小廣告(下) 圖/Flash 5,000 元/週 200*120,10k 是變明星主頁唯一廣告欄位,視覺焦點之處

30,000 

全包頁面底圖 底圖  15,000 元/週 全版底圖

橫幅廣告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220*120,100

K25,000 

全包頁面底圖 底圖  20,000 元/兩

周
全版底圖 任選十人

中央左側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246*94,100k

中央右側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654*106,200k

40,000 

全包頁面底圖 底圖  20,000 元/兩

周
全版底圖 任選十人

中央左側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246*94,100k

中央右側(上)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654*94,200k

中央右側(下)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654*106,200k

50,000 

全包頁面底圖 底圖  20,000 元/兩

周
全版底圖 任選十人

中央左側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246*94,100k

中央右側(上)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654*94,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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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右側(下)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654*106,200k

50,000 

全包頁面底圖 全包頁面底圖  10,000 元/週 全版底圖

論壇討論區 贈送

10,000 

中央大幅廣告區塊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20,000 元/週 246*94,100k

中央左側(上)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190*123,200k

中央左側(下)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190*214,200k

中央右側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10,000 元/週 190*214,200k

50,000 

發送全部會員  30,000 元/次 發送全部會員
發送魔豆會員  10,000 元/次 發送魔豆會員
發送廠商會員  10,000 元/次 發送廠商會員
發送經紀人會員  10,000 元/次 發送經紀人會員

愛美商城電子報 全站輪撥橫幅廣告  20,000 元/次 發送愛美商城會員
80,000 

歡迎動畫  10,000

頁面皮膚  10,000

動態插件    5,000

禮品    5,000

30,000 

eModel廣告聯絡人

鄭先生 0910986096

mai@emodel.com.tw

電子報

經紀人主頁

演藝論壇

eModel消息

主頁風格訂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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