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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LIATE LIVE ASIA

活動介紹
關於2022亞洲創作者大會
全球每年超過250間品牌與4000+位推廣者，參與美國Aﬃliate Summit、
歐洲AﬃliateWorld大型媒合展會。而在亞洲，也將由富創藍圖有限公司於
台北舉辦「Aﬃliate Live Asia 亞洲創作者大會」。
「2022 Aﬃliate Live Asia 亞洲創作者大會」為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贊
助、富創藍圖有限公司主辦的年度媒合盛會。聚集海內外100家優質品牌，
包含美食飲品、居家生活、服飾配件、3C電子、線上課程、醫療保健等產業，
及各類型自媒體創作者如：部落客、Youtuber、Instagrammer、團媽、
TikToker，提供創作者與品牌現場一對一洽談接案合作的機會。
去年首屆盛會即獲得多數參展品牌「明年若還有舉辦，請務必通知我」的一
致好評、創作者們「自媒體經營者一年一度絕對不能錯過的活動」的口耳相
傳。
2022年的展會我們擴大規模，你將能接觸到更多元的產業、更多的品牌及
更多媒體類型的創作者，彼此有更深入的一對一交流，共獲未來合作機會。
此外，現場也將齊聚專家分享數位行銷新趨勢、新型商業模式及如何乘上粉
絲經濟浪潮等產業新知。

邀請你共同加入不可忽視的新消費浪潮與商機！

展場區 - 繁華似錦廳

入口

出口

講座區 - 日出廳

出入口

報到處
服務台

講座區 蜷川實花藝術空間

出入口

展場區平面圖

現在位置

電梯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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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贊助廠商
- Platinum Sponsor -

想要和粉絲互動，卻不了解粉絲輪廓，也不知道哪些人是您的忠實粉絲嗎？
Benchmark滿客郵件致力於幫助任何欲經營會員關係的用戶，提供專業一站式EDM行銷系
統與服務，誕生於美國矽谷，在全球有超過500,000的客戶，協助用戶利用電子報，與粉絲或
訂閱者進行互動，經營會員關係，提升黏著度和忠誠度。我們的使命是讓EDM行銷變得容易
上手，提供完善的EDM行銷學習資源和專業客服，用戶只需花15分鐘就能套用模板完成一封
精美的郵件，一鍵讓你的訊息精準抵達粉絲的收件匣，再也不需要擔心平台演算法影響曝
光，只要專注於產出優質的內容。

3分鐘開始與粉絲穩定互動
Benchmark滿客郵件提供直覺的拖曳式編輯器介面，讓用戶不需要學會複雜的程式碼，也不
需要設計背景，就能依照自己的想法編排電子郵件。如果您對於郵件排版沒有想法，也可以
從海量的模板庫中挑選喜歡的模板，快速打造一封符合您的風格的EDM。

郵件名單就是鐵粉名單
只有粉絲對你有興趣或信任你，才會自願提供email，以避免漏掉你的最新消息。利用
Benchmark滿客郵件系統，製作美觀又方便的訂閱表格，依照您的喜好製作簡約或是華麗的
樣式。讓您的訊息直達收信匣，確保鐵粉們能在第一時間得到您的最新消息。

讓粉絲緊緊跟著你
利用平台內的即時分析報告功能，檢視開信率與轉換率等績效數據，了解訂閱者輪廓和喜
好，逐步修正郵件，還能設定對特定對象分眾提供不同的主題內容，讓您的創作成為訂閱者
的最愛。
• 創作者可以利用Benchmark滿客郵件，在創作發布的當下通知粉絲，
不需要擔心推播演算法的干擾，每一位粉絲都能夠收到最新消息。
• 企業主可以搭配自動化行銷的功能，自動偵測放棄購物車的客戶，您
可以選擇寄提醒信或是優惠卷，不放過任何成交的機會。
• 不論您是什麼身分，都能夠使用Benchmark滿客郵件，快速建立和收
集屬於自己的粉絲或會員名單，並從內容傳遞的過程中建立信任感，
拉近您與粉絲的距離，輕鬆打造一群鐵粉。

掃描了解
搜刮鐵粉的秘密！

https://www.benchmarkemai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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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贊助廠商
- Premier Sponsor -

Aﬃliates.One聯盟網是亞洲領先的聯盟行銷平台，在海內外擁有超過1300家知名合作電商
品牌(UberEats, Nike, Klook, KKday, Pinkoi )，以及超過6萬名推廣者，其中包含KOL、KOC、
部落客、Youtuber、Instagrammer、知名大型媒體 (PopDaily 波波黛莉的異想世界、台灣達
人秀、LINE購物、Shopback、Mybest)等。協助電商品牌透過網路口碑經營、網紅與內容行
銷，開拓更多媒體曝光流量；也協助推廣者進行內容變現，透過平台打造兩端雙贏的局面。

最懂你的内容行銷專家
我們可以協助品牌/電商端：
• 迅速將您的品牌推薦給 65,000+位創作者及大型媒體
• 簡單管理數千個媒體頻道，即時掌握銷售業績
• 專業顧問隨時支援您的需求，提供您行銷分享、品牌/通路趨勢
• 有效控制行銷成本的分潤機制平台

内容變現的最佳工具
我們可以協助創作者/推廣者端：
• 接案專區提供平台推廣者們更多接案機會
• 自由挑選上千家合作品牌，透過分潤導購模式賺取接案之外的被動收入
• 推廣者可及時查看各個合作推廣品牌的狀況及追蹤數據
Aﬃliates.One 聯盟網目前是台灣最活躍的聯盟平台，我們立志成為亞洲最活躍的媒合聯盟
平台。目前有超過2000家以上的電商平台合作的經驗，包含國際/台灣通路電商以及知名品
牌電商，有效幫助電商平台以成效計費獲得最佳廣告ROI。聯盟網還擁有與上萬名網路媒體
合作的經驗，提供更優質更便利的系統工具協助眾多的網路媒體有效推廣並獲得最好的收
入，已經有許多部落格或媒體網站賺取上萬元的佣金。
https://www.affiliates.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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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贊助廠商
- Gold Sponsor -

雙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年，為台灣各大購物平台
提供多元化商品，針對商品品質與價格全力把關，替消費者嚴
選最優質的商品，雙喬國際一貫固守之頻道品牌合作策略「鞏
固台灣之優良品牌、擴大目前結盟網站及行銷資源效應，擠身
網路購物第一品牌」，仍是現階段之品牌策略。籍此「公司永遠
保持第一」的品牌深化策略，必能提高公司在網路市場的佔有
率，同時確保公司營收的持續成長。
在未來不僅限於台灣，更邁著嶄新的步伐與國際接軌。擁有獨
特的開發潛力和精湛的專業技術，誠以消費者的切身需求，為
企業主體作導航。
https://www.6h.com.tw/

- Silver Sponsor -

新零售整合專家CYBERBIZ 於2014年成立，提供品牌官網、電
商倉儲、智能POS的一站式服務，是將零售業者必備三大核心
功能整合為一的本土系統商，至今已協助超過20,000個來自
不同產業的品牌進行數位轉型，並積極推廣OMO線上商務與
線下整合應用。
2021年開創海外事業部CYBERBIZ GLOBAL，積極輔導並協助
台灣品牌進軍國際，提供金物流等全方位整合平台與完整生
態系統，成功帶領商家跨境落地，創造最高收益。
https://www.cyberbiz.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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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贊助廠商
- Bronze Sponsor -

究好豬，最講究的好豬肉。祥圃集團秉持人人安心吃好肉，以
及低碳環境、永續共好的理念，凝聚百位畜牧職人，以近40年
經驗發展出「究好供應鏈」：精選好品種、飼糧好營養、冷鏈好
新鮮，打造極鮮豬肉的回甘鮮甜、Ｑ彈多汁！更是米其林星級等
全台近600間知名餐廳選用品牌，頂級美味，吃了究懂！
http://www.choicepig.com.tw/

- Bronze Sponsor -

你完全不懂程式，但是想要真正屬於自己的網站嗎？網站帶路
姬提供淺顯易懂的架站教學，其中超人氣的免費線上課程「五
天自學衝刺班」，陪伴無數新手們完成第一個 WordPress部落
格、形象官網與型錄購物網站，而且還可以加入新手友善的
Facebook社團，和兩萬五千多個學長姐一起交流與學習喔！
https://wpointer.com/

- Bronze Sponsor -

Cloudways 提供優質 WordPress 網站空間，在全球服務超過
57萬個網站、超過 7 萬名客戶，以頂尖專業、全年無休的客服聞
名。Cloudways聯盟計劃為想要賺取被動收入的部落客提供
每次銷售150美元的佣金。使用折扣碼 ALA25 加入 Cloudways
聯盟計劃，可獲得 100美元的獎金以及 25 美元的測試託管費。
https://www.cloudways.com/en/affiliate-live-asia.php

- Bronze Sponsor -

自媒體大學 Influencer Academy 源自日本，是全球領先中文
自媒體教育平台，學員跨越55個國家，超過25,000人。該學院
提供多樣化自媒體課程，其中涵蓋Facebook、Instagram、
YouTube等最先進的經營戰略。學校教育理念為通過學習自媒
體，解鎖學員內心無限的潛能。
https://www.influencer-academy.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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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贊助廠商
- Speaker Sponsor -

• 85年經驗傳承 - 沿襲創辦人精神，成就更威的你。
• 獨家菌種 - 經實證能幫助調整體質，提升保護力。
• 銷售世界各地 - 行銷多國，明星商品累積超過5億包。
• 全方位照顧 - 從兒童到銀髮族，提供適合的保健品。
https://www.weider.tw/zh-TW

- Snack Sponsor -

三統潛藏了台北市近半世紀糕餅業的發展，可說是北市伴手禮
市場的源頭，三統從未停下創新的腳步，將自己擅長內餡的功
力，將鹹蛋黃、草莓、芋泥、肉鬆等不同的素材，以新創的手法
首創了爆餡流心酥，每逢佳節不僅是信義區在地知名排隊伴手
禮。
https://www.suntone.com.tw/

- Drink Sponsor -

這是一個結合美式酒吧元素的飲品店，其中的金黃代表種植所
需的陽光，墨綠則代表飲品的茶葉。96的每一杯茶品都是由創
辦人親手調製，不論是在甜度、香氣、選項，都用最嚴苛的態度
去審視。而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從各類飲品裡找尋自己的故
事，再帶回來訴說給我們聽。
https://www.instagram.com/1996.ttshop/

- Drink Sponsor -

「甘馧茶飲 Thanks Giving 」為全台灣首家以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為號召的手搖飲料專賣店，開業3個月內即得到政
府「經濟部社會創新組織」認可，以「提倡燕麥奶」、「白木耳取
代燕窩」的理念，設計手作燕麥奶、白木耳等系列飲品，獲得許
多民眾青睞，並將「茶飲營收的5%捐助浪浪團體」。
https://www.facebook.com/Thanke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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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贊助廠商
- Souvenir Sponsor -

台灣首創零顆粒木耳露，世界第一家摘星米其林ITQI木字耳露
品牌，業界唯一通過A.A.Clean Label 100%無添加驗證。源自
藥劑師媽媽母愛8個小時半熬煮，中醫師團隊研發製作，三立、
東森、TVBS、民視、非凡、年代、華視等媒體報導推薦。
https://www.okasang.com.tw/

- Souvenir Sponsor -

統欣生技於台南深耕十多年，我們擁有專業的研發設備及團
隊，結合中西醫概念，打造專為東方人體質的全方位照護，建立
完善的產品開發流程，獲取產品專利技術，榮獲台灣優良企業
品質獎、最高榮譽，以及通過ISO 22000及HACCP國際食品安
全系統驗證，統欣用心，讓您放心。
https://shop.uni-biotech.com/

- Souvenir Sponsor -

「達特世」以高品質與穩定出名，是一間擁有專業認證的口罩工
廠。無論是大型公司、政府單位的工商口罩都指名團購，已與眾
多客戶積累了厚實的信任，提供展現獨特個人風格的客製化服
務之外，更致力把醫療產品增添令人驚豔的創新設計，為醫護
人員與各位消費者提供最好的服務與產品。
https://www.drxbio.com.tw/

- Souvenir Sponsor -

植物性優蛋白｜THE VEGAN樂維根 | 台灣第一款全方位「植物
性優蛋白」營養補充品，就算沒運動也能輕鬆補充蛋白質、益生
菌、維生素、礦物質！全素植物配方不含動物激素。黃金配方，一
包抵多包，採用蛋白質高達90%全素大豆分離蛋白(非基因改
造)，長輩也能安心補充蛋白質。
https://www.theveg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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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贊助廠商
- Souvenir Sponsor -

「惜惜(Sio-Sioh)康普茶」，以天然的水、糖、茶及益生菌四種天
然原料共同發酵而成，口感酸甜順口，清爽解膩！推出「清爽茶
香」、「醇厚果香」、「青梅氣泡」三款風味，滿足大眾不同喜好，
並連續兩年榮獲iTQi比利時風味絕佳獎章。目前在各大通路均
可購買。
https://siosioh.com/

- Souvenir Sponsor -

客製化「一日健康補給包」掀起保健新風潮！美天美點為了滿足
每個人不同的健康願望，提供專屬客製化小份量的一日健康補
給包。美天美點期盼能幫消費者省荷包、節省資源，避免造成浪
費，30天小份量同時解決眾多瓶瓶罐罐空間收納、攜帶不便放
到忘記吃、放到過期的問題。
https://www.mymerryday.com/

- Souvenir Sponsor -

Cloudways 提供優質 WordPress 網站空間，在全球服務超過
57萬個網站、超過 7 萬名客戶，以頂尖專業、全年無休的客服聞
名。Cloudways聯盟計劃為想要賺取被動收入的部落客提供
每次銷售150美元的佣金。使用折扣碼 ALA25 加入 Cloudways
聯盟計劃，可獲得 100美元的獎金以及 25 美元的測試託管費。
https://www.cloudways.com/en/affiliate-live-asia.php

- 特別感謝 -

記憶中的味道⋯每當放學時最期待的就是學校附近阿婆賣的
飯，阿婆的店沒有招牌也沒有菜單，店內只賣白飯配上阿婆自
己醃製的炸肉條跟辣菜餔，這純樸的古早味，過了20年，依然
很想念。再回去時，阿婆的店面早已不在，詢問街坊鄰居後得知
阿婆是唐山人，已回唐山老家，憑著自己的記憶，做出這古早的
味道，唐山婆古早味炸肉店因此而誕生....
https://www.facebook.com/TANG SHAN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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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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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4

D05

D06

D07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D08
C08

D09
C09

D10

D11

C10

C11

D12

D13

C12

C13

大禮包
領取處

美容美體

醫療保健

食物飲品

其他類別

居家生活
服飾配件
美容 美 體
A07
B14
C01
C04
D09
E06
E08
F10
F11
F12
G06
G10

CORESENCE 蔻仙詩
MANARA 曼娜麗
Perfacetory 專顏制所
Miracoo 無限琦肌
CATISS
Masking 膜靚
@cosme
RENATA 蕾娜塔
MALENE 媚齡
4U2 SKINFOOD
WingBra 羽透胸翼
AUMEET 澳覓選物

居家 生 活
B06
C02
C05
C07
C10
C13
D01
D04
D06
D07
E04
E11
G07

PlainLiv 樸緻生活
hom-wok 瘋窩客
Roommi
Shinygoods 閃物
YÖME 優米
SHCJ 生活采家
福來朗 Hukurou
FUJIHORO 富士琺瑯
aibo
KOC SHOPS 科克好挑
MG 瑪格諾莉雅
仁舟淨塑
Miworks 米沃科技

3C電子

B08
A04

出口 入口

A01

A02

A05
A08
A09
A10
A14
B05
B08
C03
D05
D08
E01
E10
F04
F06
G01
G03
G08
G08
G12
G15
G16

究好豬
CANDY POPPY 菓糖爆米花
Budwig 布緯の牧場
福委肉乾
瓜瓜園
RIVON禮坊
OKASANG O卡桑
Topmost 統洋
Coville 可夫萊
Guliu Guliu 谷溜谷溜
Julien 朱里昂
法布甜
享嘉
Magi Planet 星球工坊
Best Coﬀee 貝仕特咖啡
大成小館x徐薇商城
8more 台灣第一家
白木耳專賣店
莓麗因子
時光派對
LAZY麵

服飾配件
A02
A06
A06
A15
B13

W Jewelry
PEACE&NICE
秀總監之美好嚴選
Olivia 無鋼圈內衣
TigerFamily

A05

B10
A06

B11

B12

A07

B13
A08

B14
A09

A03
A10

茶飲/點心區
食物飲品

B09

商業洽談空間

A16

A11
A12

C08
C11
D02
D10
E07
F02
F05
G05
G05
G13
G14

iROO
RITE
MARIN
A Shirt Shop 有間衣店
Sdeki 美帶家
Feebees 襪鞋
POLER
HAMA BOUTIQUE
亞瑪精品
LAZY MAN
GoodBuy

A16
B03
B07
B07
B11
B12
C06
C09
D13
E05
G17

統欣生物科技
DRX 達特世
Better Biosciences
好好生醫
醫妍九
THE VEGAN 樂維根
DONG BI TANG 東璧堂
Weider 威德保健品
InSeed 益喜氏
養元堂
美天美點

A04
B10
C12
D12

WitsPer 智選家
Maktar
XPG
AZIO

醫療 保健

3 C電子

A15

A13

E03
E12
F07
F09
G02
G09
G11

A14

AIWA 愛華
G-Plus 積加
Alto
Presto 可易家電
LINDY 林帝
HyRead
FUNY

其他 類別
A01
A03
A11
A12
A12
A13
B01
B02
B04
B09
D03
D11
E02
E09
E13
F01
F03
F08
G04
G04
G04

Aﬃliates.One 聯盟網
GOOGOOGAGA 咕咕嘎嘎
Anue fund 鉅亨買基金
Sweet Little Monster
怪獸寶貝
AIXIA 愛喜雅
CCCAT
NAN HUN 男魂
Money101
zingala 銀角零卡
LitoMON 怪獸部落
BeYourLover
安睿宏觀
Engoo 線上英文
DRQQ Dr.情趣
王品寵物
貝登堡
Hyperice
Columbia Consulting
Company
歌倫比亞美語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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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贊助單位｜

AFFILIATE LIVE ASIA

展場區品牌介紹

攤位編號 A01

Aﬃliates.One 是亞洲領先聯盟平台，是創作者與廣告商的絕佳夥伴。
- 創作者優勢:與破千家知名品牌合作、提供優質開箱接案活、賺取最高70%分潤獎金、
- 品牌獨家折扣碼與優惠。
- 廣告商優勢:績效行銷合作模式、知名部落客體驗文、口碑行銷貼文曝光、優質影音開
- 箱創作。
https://www.affiliates.one/

攤位編號 A02

W Jewelry 是值得您信賴的51年珠寶專家。為您精心挑選的各式設計；從時下最流行，
風靡歐美市場的奢華輕珠寶，到日常穿戴、最能表現自我風格的流行珠寶首飾，款式一
應俱全。我們希望打造一個友好的珠寶購物環境；您可以成為我們的品牌大使，打造屬
於您自己的事業，歡迎與我們連絡了解進一步內容。
https://www.thewjewelry.com/

攤位編號 A03

咕咕嘎嘎親子購物推薦好評媽咪幫手產品、明星迪士尼寶寶用品、必敗熱賣品牌
Bbox、bumkins、台灣酷牛、Bonne Nuit. ，定期舉辦優惠線上婦幼展及優惠活動，提
供熱銷嬰幼兒育兒商品、童裝、家具、安撫和益智玩具，我們是新手爸媽跟寶寶最好的
朋友 。
https://www.googoogaga.com/

攤位編號 A04

WitsPer 智選家創業之初就是想要把真正有特色和技術優勢的產品帶入大眾視野。通
過對全球3C最新技術的內容傳播、產品販售、使用體驗、技術服務等直至便捷生活的
理念，讓科技零距離地走進大眾生活。WitsPer 智選家希望通過各種形式創造有溫度
的科技生活入口。
https://www.wits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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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區品牌介紹

攤位編號 A05

究好豬，最講究的好豬肉。祥圃集團秉持人人安心吃好肉，以及低碳環境、永續共好的
理念，凝聚百位畜牧職人，以近40年經驗發展出「究好供應鏈」：精選好品種、飼糧好營
養、冷鏈好新鮮，打造極鮮豬肉的回甘鮮甜、Ｑ彈多汁！更是米其林星級等全台近600間
知名餐廳選用品牌，頂級美味，吃了究懂！
http://www.choicepig.com.tw/

攤位編號 A06

PEACE&NICE台灣品牌設計師原創時尚魅力女包。東方極簡、優雅百搭、獨家多功收納
設計。超輕防盜防水多功能，強調身型比例美麗穿搭。通勤粉領OL職場開運女包最佳
選擇。品牌獨家開發防潑水面料，採用國際等級「頂級超纖皮革」，大自然生態環保永續
的經典時尚理念，已獲得超過十萬網路客戶購買好評。
https://www.show-handmade.com/

攤位編號 A07

CORESENCE蔻仙詩-Health/Beauty 「千米海底奧秘，歐盟得獎專利」Ollantein® 您
肌膚「對且需要」的抗光逆齡保養品每分每秒都給您「深層感受，絲絲入蔻」，由戴鏗碩
博士帶領研發團隊研製的MIT保養品牌。CORE深層 | SENCE感受 是CORESENCE想傳
達給愛用者的理念。我們相信好的產品會說話，用心研發、確保品質、做出口碑。
https://www.coresence.com/

攤位編號 A08

- CANDY POPPY致力打造爆米花極致美味，主打糖衣完美包覆的「菓糖爆米花」
- 不同於以往的爆米花，口感酥脆濃郁、香甜不膩，讓你跟沒味道的爆米花講BYE BYE
- 糖衣完美包覆，濃郁酥脆
- 嚴選美國非基改玉米，大顆飽滿
- 非油炸，清爽不油膩
- 生命之糖「海藻糖」口感不甜膩
https://www.candypopp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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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區品牌介紹

攤位編號 A09

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良藥!布緯食聊是一間擁有歐,美,德等多國有機商品獨家代理權,
提供台灣市場上唯一的官方有機商品,包含有機乳製品,有機起司,有機油品等商品。我
們是台灣的巴德維飲食和防彈咖啡的推動者。我們以嚴謹積極的態度為客戶帶來最好
的食材，讓顧客吃的健康,吃的安心。
https://www.budwig.com.tw/

攤位編號 A10

2016-2021榮獲華人最高榮譽「亞太年度十大伴手禮獎」。福委肉乾位於臺中市，以團
購優質肉乾名產打響名號，深受各公司福利委員會的喜愛！8米厘厚肉乾、泰式檸檬肉
乾、香辣豬肉片、香辣豬肉絲、小麻辣牛肉乾、黑胡椒牛肉乾，感受臺中市的熱情與感
動！花漾丹媞禮盒華麗富貴，伴手禮選福委，就對了！
https://www.fuway.com.tw/

攤位編號 A11

鉅亨買基金為全台最大民營基金交易平台，是市場少數兼具「有觀點、講科技」的基金
平台，除了有專業研究團隊提供市場觀點及投資建議，並有AI智能理財服務「阿發總
管」，讓新手輕鬆理財，更推出一站式管理基金投資的「鉅亨買基金APP」，讓投資人可
掌握最新投資動向，隨時隨地買好基金。
https://www.anuefund.com/

攤位編號 A12

Sweet Little Monster 怪獸寶貝是由一群小怪獸的媽媽一起創立的。寶寶就像小怪獸
一樣，時而可愛時而可惡，我們堅信，寶寶開心，媽媽就開心!因此，在產品的選擇上我
們除了自行研發及設計部分自有商品之外還網羅世界各地高品質及有特色的商品，全
部商品都是經過小怪獸認證後，才會推薦給大家~
https://www.sweet-little-mons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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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區品牌介紹

攤位編號 A13

AIXIA(愛喜雅)來自日本的貓罐品牌，對於貓咪的習性與飲食習慣，深研許久，製出許
多不同食品，滿足各種貓咪的需求。以獨特「控溫水煮」的製造方式，不僅將食材新鮮度
及豐富營養成分，完整保留下來，更提升了適口性，頂級的黃鰭鮪魚與正鰹，只取用白
色魚肉的部位，必須在90分鐘內完成製程。
https://aixia.tw/

攤位編號 A14

一顆顆地瓜是上天的恩賜和許多人默默努力與汗水的集結，經年累月成就了今日的瓜
瓜園甜美飽滿的黃紅地瓜和翠綠的地瓜葉，代表美麗堅毅的生命力與生生不息的元氣
活力。我們期望將地瓜的價值充分發揮，帶領大家一同體驗美好的地瓜新食尚生活，並
傳遞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https://www.kky.com.tw/

攤位編號 A15

Olivia從追求舒適感出發，以創新的思考，找尋簡單中隱藏的設計巧思，舒適中堅持的
時尚品味，去擁抱熱愛自己的女孩們，將生活中的美好感受帶給喜愛Olivia的女性們。
不論女孩、女人，在美麗而嬌豔的歲月中，尋找適合自己的內衣，享受無時無刻的零束
縛感，自由自在的做自己。
https://www.olivia.tw/

攤位編號 A16

統欣生技於台南深耕十多年，我們擁有專業的研發設備及團隊，結合中西醫概念，打造
專為東方人體質的全方位照護，建立完善的產品開發流程，獲取產品專利技術，榮獲台
灣優良企業品質獎、最高榮譽，以及通過ISO22000及HACCP國際食品安全系統驗證，
統欣用心，讓您放心。
https://shop.uni-bio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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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B01

CCCAT相信，最純正的自然飲食才足以作為寵物健康的最佳來源。在飼養寵物的多年
經驗中我們發現，若長期攝取劣等食材及化學營養品會對寵物造成極為嚴重而不可逆
的傷害。唯有透過最天然純淨的飲食法則，打造正確的營養方針並讓寵物遠離化學添
加物及劣質合成品，才能幫助我們的毛寶貝活得健康快樂。
https://www.cccat.com.tw/

攤位編號 B02

男魂以提高幸福指數理念，為愛設計實用安全又享受的產品。藉由一份簡單的初衷福
帶來無限的幸福感，也為彼此帶來更和諧的共處時光與美好感受。日本國最強應援，採
用頂級天然成份與日本原料調配出產品，嚴格生產管制，讓你的日常絕不將就。
https://www.nanhun.tw/

攤位編號 B03

《達特世》以高品質與穩定出名，是一間擁有專業認證的口罩工廠。無論是大型公司、政
府單位的工商口罩都指名團購，已與眾多客戶積累了厚實的信任，提供展現獨特個人
風格的客製化服務之外，更致力把醫療產品增添令人驚豔的創新設計，為醫護人員與
各位消費者提供最好的服務與產品。
https://www.drxbio.com.tw/

攤位編號 B04

Money101 為 Hyphen Group 在台灣的公司，致力於金融產品透明化為企業使命，希
望透過多元的生活情境設計與內容，將生活與金融資訊緊密連結。自2014年在台灣成
立，Money101逐漸成長並成為多樣化的生活資訊平台。每天超過500萬用戶關注
Money101的內容，透過新聞、影片、社群，並與第三方結盟，深耕穩定而健全的金融教
育生活圈。
https://www.money101.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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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B05

禮坊陪伴百萬人走過人生每個重要時刻，秉持著「總是在乎你」的這份初心落實在每一
次的烘焙禮品創作中。職人製餅技術融入法式手工甜點的創新技法，挑選最優質的原
料，品味台灣在地好食材，由內而外面面俱到的細節讓送禮的人，送出屬於自己的品
味，讓收禮的人，感受到被重視的滿滿心意。
https://store.rivon.com.tw/

攤位編號 B06

採用台灣團隊獨創的QI專利快拆模組淨水器，從設計到製造都是在台灣進行，並已經
獲得台灣、美國發明專利，更連續獲得多項世界產品設計獎項認可，我們以模組化的概
念創新研發有別於傳統的濾水器，希望引領傳統淨水產業走向精品設計風格，提升使
用品味。
https://www.plainliv.com.tw/

攤位編號 B07

講究「精準補充」的好好生醫，嚴選忙碌現代人所需關鍵營養素，快狠準支援生活各個
面向。已知用火後的人類，發明車代替走路、電腦代替紙筆運算，替代了身體的辛勞，積
極朝「高效生活」邁進。越具挑戰性的日子，我們越需要補足營養，就讓我們作為你戰勝
生活的口袋法寶。
https://www.betterbio.com.tw/

攤位編號 B08

台灣首創零顆粒木耳露，世界第一家摘星米其林ITQI木字耳露品牌，業界唯一通過
A.A.Clean Label 100%無添加驗證。源自藥劑師媽媽母愛8個小時半熬煮，中醫師團
隊研發製作，三立、東森、TVBS、民視、非凡、年代、華視等媒體報導推薦。
https://www.okasa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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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B09

zingala銀角零卡為中租控股旗下新型態消費分期後支付第一品牌，首創「免綁卡、免
儲值」透過App即可提供消費者額度消費。超過4萬線上線下合作商家導入，提供「大額
分期，小額支付」加速高額訂單成交，大量接觸200萬年輕會員及每月百萬活躍會員高
黏著互動，成功帶動業績成長。
https://www.zingala.com/

攤位編號 B10

Maktar Inc. 民傑資科是台灣少數兼備產品研發、IC與產品設計、軟硬體開發整合能力
的新創團隊，我們是全球性的消費性電子公司，生產符合蘋果MFi認證的智慧型手機
周邊，產品包括口袋相簿、備份豆腐，更跨足IP聯名領域，除了台灣市場外、產品更獲得
美國、日本、香港、泰國、馬來西亞等海外用戶肯定。
https://shop.maktar.com/

攤位編號 B11

膠原蛋白&胜肽的第一品牌，隸屬於世界前五大膠原蛋白品牌，以專利技術引領生物
活性胜肽的研發，産品同時供應全球。醫妍九擁有專業實驗室，研究成果登上25篇國
際期刊，專注美麗與自信的力量，用理性的數據，滿足感性柔軟的女性訴求，喚醒每位
值得寵愛呵護的你，身體基底的光彩綻放。
https://www.jellice-collagen.com.tw/

攤位編號 B12

植物性優蛋白｜THE VEGAN樂維根 | 台灣第一款全方位「植物性優蛋白」營養補充品，
就算沒運動也能輕鬆補充蛋白質、益生菌、維生素、礦物質！全素植物配方不含動物激
素。黃金配方，一包抵多包，採用蛋白質高達90%全素大豆分離蛋白(非基因改造)，長
輩也能安心補充蛋白質。
https://www.theveg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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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B13

TigerFamily®於1972年在香港創立，今年是品牌創立50週年，至今已發展成領先全球
的書包製造商之一，為全球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的兒童打造最適合小學生的護脊書
包。我們不僅結合了創意設計、多項專利發明， 並且榮獲多重國際權威機構的認證！孩
子開心，家長安心!讓我們陪著孩子一起健康長大!
https://www.tigerfamily.com.tw/

攤位編號 B14

日本毛孔專家_MANARA曼娜麗，改善肌膚，改變人生。我們總在生活與工作找平衡，
在保養上渴求最適合自己的需要，MANARA就是為了解決每個顧客的需求而誕生的!
我們不追求華麗包裝，只想致力解決每個顧客真正的煩惱，我們希望將感動深刻地傳
達到您的心中。讓美麗實現，改變人生。
https://www.manara.asia/tw/

攤位編號 C01

「專為肌膚健康而生」肌膚亮麗的根本源自於健康，憑藉著多年代工經驗累積，研發出
適合台灣膚質與氣候保養的產品，秉持著優良高品質成分，任何膚質甚至敏弱肌、孕婦
都能透過良好保養，讓肌膚呈現自然健康的光透感。專顏制所致力推動紮實且優良的
基礎保養，讓更多人能認識到肌膚健康的重要性。
https://www.perfacetory.com/

攤位編號 C02

瘋窩客HOM WOK - 一個擁有家的溫度的品牌。我們致力於讓家裡更有溫度的你，擁有
更便利的工具，為你的生活增添豐富的品味。進而代理德國turk土克鍛造鐵鍋、日本吉
川YOSHIKAWA鄉技、日本UNILLOY極輕量鑄鐵鍋、奧地利RIESS國寶琺瑯...等品牌，
是唯一由原廠授權的總代理，能提供您最完善且最全面的售後服務！
https://www.hom-w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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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C03

統洋有機豆漿為台灣第一家通過有機加工品驗證公司，也是台灣第一家外銷有機豆漿
的公司，我們致力生產有機飲品，產品採用最高品質有機豆+蘭陽泉水釀造，並使用全
自動化機器及無菌室真空充填技術填入5號PP瓶，無添加任何防腐劑和香料成分單
純，未開封常溫可保存一年。
https://www.top-most.com.tw/

攤位編號 C04

平價、簡單、有效的縮時保養專家，專利原生肌活因子Natiphy®，親膚成分開啟皮膚吸
收大門，讓你變身肌膚勝利組、肌膚成為最搶眼的配件！Eﬃcient but Inﬁnite Beauty
縮時保養，耐看美肌輕鬆養！無限琦肌讓保養開外掛；省下的時間，浪費在其他美好事
物。
https://www.miracoo.com/

攤位編號 C05

我們是ROOMMI，是一群熱愛設計生活的團隊。希望結合「美感設計」與「質感家電」，
打造更舒適、理想的生活體驗。2018年開始，ROOMMI就努力設計與尋找理想的生活
用品與質感好物。希望讓「美、實用、高質感、高CP」的好產品進入我們生活，使每個生
活點滴都如此用心與精心。
https://www.roommitw.com/

攤位編號 C06

東璧堂傳承千年漢方傳統，加上現代科技重新演繹，結合古法、融入心意。誕生「新中式
漢方」養生時尚新概念，提倡：健康是一輩子最重要的事。貼心為現代人省去食材籌備
與燉煮的時間，謹守嚴選優質商品。將漢方精神和時下需求完美結合，讓「養生新食尚」
的概念推廣到全世界!
https://www.twdongbit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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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C07

閃物SHINYGOODS 潮流商品購物平台，我們蒐羅來自全球各地新奇、質感、創意、募資
人氣商品，包含最潮流的生活用品、新奇創新的數位產品、以及人氣好評的募資商品，
以閃電般速度引進給消費者，讓生活不PO自閃，難以低調!
https://www.shinygoods.com/

攤位編號 C08

iROO｜輕奢華 / 週時尚 / 愛自己不打折
iROO是台灣輕奢女裝第一品牌，1999年成立至今，始終沒有停下跨越時尚各種界限
的腳步，自組設計團隊，演繹當代美學，為25歲至45歲的女性打造高端衣櫥，全年不打
折，成功顛覆快時尚行業風氣。
每天都要有點不一樣，懂得愉悅自己的女人最自信。
https://www.iroo.com/

攤位編號 C09

- 85年經驗傳承 - 沿襲創辦人精神，成就更威的你。
- 獨家菌種 - 經實證能幫助調整體質，提升保護力。
- 銷售世界各地 - 行銷多國，明星商品累積超過5億包。
- 全方位照顧 - 從兒童到銀髮族，提供適合的保健品。
https://www.weider.tw/

攤位編號 C10

YOME 優米生活由台灣團隊組成，並網羅二岸三地傑出設計師，共同為母嬰產品與年
輕族群生活用品之開發而努力。YOME 以母嬰+年輕男女的生活用品為大類，涵蓋日常
生活領域，從研發、設計、到供應和銷售，爲大眾日常生活提供獨特且實用的生活體驗。
https://www.yom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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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C11

2012年，誕生於台灣的設計師自創品牌，懷抱著許多「美好」的期待，不斷前行，挺過疫
情的嚴峻，更堅定「用設計美好世界」的夢想。2020年，催生品牌內首支環保系列產品
線，從原料開始，堅持挑選友善環境的材質，設計符合生活場景的多款式，讓人們在日
常中，僅需透過選擇，就能實現友善環境的目地。
https://www.rite.tw/

攤位編號 C12

XTREME PERFORMANCE GEAR (XPG) 為威剛集團旗下品牌，量身打造電競玩家高效
能產品。每款產品皆由電競研發工程師與行銷設計團隊反覆雕琢，最終通過威剛嚴苛
的A Plus檢驗標準測試，賦予了XPG產品穩定耐久與超高性能。產品特性與耀眼的外
觀設計，更屢獲各項國際設計與媒體大獎肯定。
https://www.xpgeshop.com/

攤位編號 C13

生活采家～為家而生，日常中微不足道的小東西，透過人們的巧思搖身一變卻成了革
命性的創新用品，使用的過程可能是短短的幾分鐘，便能將平淡無奇的用品，轉換成各
種驚奇的生活體驗，豐富您生活中的每一天！
https://www.shcj.com.tw/

攤位編號 D01

福來朗HUKUROU為日文貓頭鷹的意思，象徵著「知識」與「智慧」。我們致力於找到友
善環境與居住品質之間的平衡。持續研發新的除蟲產品，運用標靶式除蟲藥劑，降低對
環境的危害外，更提升使用的便利。為達到友善環境目標，提供消費者諮詢居家病蟲害
正確用藥知識。
https://www.ecohukuro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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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D02

You are what you wear!Be a conﬁdent woman with Marin! 「我們深信身體層面的
美麗，將有效引領女人心靈層次的安定與舒適。」 MARIN團隊致力於在創新、品質之
餘，研發出適合台灣女性體態的機能服飾，要在未來令每位追求完美黃金曲線的女人，
都有機會以真正合理親切的價格，穿上 MARIN100%柔軟貼合自己身心靈的服飾。
https://www.marin.com.tw/

攤位編號 D03

怪獸部落致力於為寵物家庭帶來快樂生活。持續創新，打造種類多元且前所未有的寵
物產品，例如：市售最高 98% 肉含量乾糧、全球唯一野味主食罐、市售首創費洛蒙紓壓
貓砂。讓寵物與家長吃好用好，享受快樂生活！
https://litomon.com/

攤位編號 D04

「FUJIHORO富士琺瑯」-用心製作琺瑯產品75年，受世界23個國家愛戴的日本老字號
琺瑯品牌，同時擁有日本JIS標準與S MAR認證。主打業界第一款琺瑯真空容器，取得
國際專利獨家技術，不只是容器也是鍋具，可進烤箱、電鍋、氣炸鍋、蒸氣烤箱等，各種
醃製食品、焗烤、烘培、野餐、露營、便當…一盒搞定！
https://www.wonson.com.tw/

攤位編號 D05

可夫萊精品堅果一向秉持健康概念、天然養生、無添加的經營理念，以8小時低溫慢
焙，保留堅果的天然鮮甜與營養，添加全球獨家專利認證雙活菌技術，促進新陳代謝維
持健康，不同於一般的堅果，堅持把每個製作環節做到精品等級，讓大家吃的營養、吃
的安心。
https://shop.covil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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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D06

追求品味生活不該是一種奢求。aibo 源自於日語音譯 あいぼう ，意旨為「相棒/夥伴」。
生活品味是一種習慣與態度，用「生活的好夥伴」做為品牌核心精神，打破3C周邊的傳
統框架，以家出發，解決生活中各種不便，我們堅持開發優質實惠的商品，需要時都可
以讓您輕鬆擁有 aibo 將為了成為您家的一員而存在。
https://www.aibo-shop.com.tw/

攤位編號 D07

團隊創立於2021年8月，我們秉持著尋找好物、分享好友、環境友善、共享經濟的四大
理念，透過整合線上、線下渠多方位的行銷操作，一端與品牌的深度結合，另一端與多
元化的市場銷售渠道、團購主、KOL做深度合作將優質商品分享大家。
https://www.kocshops.com/

攤位編號 D08

谷溜谷溜的品牌精神傳達一種時尚樂活的態度，進而追求天然、享受健康、美味平衡，
引領您探索最原始的幸福感動。堅持使用天然食材，並搭配養生健康的概念，同時顧及
產品的美味，這三者之間的平衡即是谷溜谷溜所想呈現給大家的，簡單天然無添加，用
最原始的初心，做最幸福的產品。
https://www.guliuguliu.com.tw/

攤位編號 D09

品牌創辦人小曼，自撿到第一隻浪浪「抱抱」後，在某天親吻抱抱時，被抱抱用肉掌抵住
雙唇時忽然有了「如果肉球可以隨身攜帶就好了」的靈感，便將貓掌與實用的護脣膏結
合，誕生了貓咪之吻CATISS品牌，賦予了全系列商品可以承載愛貓情感的神聖使命，
也希望女孩們可以如貓般傲嬌、自信、優雅的生活。
https://www.cati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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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D10

有間衣店 ashirt-store 成立於2016年。是以販售休閒時尚，韓系風格為主的中性服飾
品牌。以日常感，舒適性為理念，符合當下潮流趨勢。致力於提供物美價廉的優質商品，
流行精品質感與時尚品味穿搭，打造獨特的自我風格，每一天都完美!全站款式豐富，
可輕鬆找到自己喜歡的單品。
https://www.ashirt-store.com/

攤位編號 D11

BeYourLover品牌來自日本，創立於2018年。作為線上線下綜合類新奇禮品商城，通
過為顧客提供外形新奇，功能多元化的禮品，配以貼心的在線諮詢服務，滿足現代都市
人群尋求新奇刺激，追求獨特體驗的需求。產品連續多年在日本Amazon獲得Best
Seller稱號。
https://www.beyourlover.com.hk/

攤位編號 D12

2009年於美國創立的AZIO ，以Elegantly Fierce為宗旨，精選特殊材質，結合高難度
製作工藝，賦予產品獨特性，產品線可區分為設計系列與電競系列。設計系列以復古打
字機鍵盤為代表；電競系列以機械式鍵盤為核心，延伸相關配件。AZIO 大膽前瞻，為冷
硬的電腦周邊產品注入生活溫度。
https://www.azioshop.com/

攤位編號 D13

研究益生菌40年的亞洲益生菌權威 ─ 蔡英傑教授，是台灣最早開始呼籲消化道健康
的專家，身為台灣及亞洲乳酸菌協會創辦人，堅持「科學就是要為人服務」，運用科學實
證，真實解決人們的日常困擾。InSeed承其理念，以專業的科學根據，嚴選「對的菌
株」，幫助現代人打造由內而外最完整的身心保養。
https://www.ksk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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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E01

Julien朱里昂讓西餐不在高級約束的環境下用餐，每一位顧客都享有輕鬆的用餐體
驗，冷凍技術的純熟讓可麗露不再是麵包坊的專利，食用前回烤一下即可品嚐猶如剛
出爐的美味，不需任何廚藝即可輕鬆享用，最新鮮的在地食材透過法國藍帶的精湛廚
藝完美融合，創造台北最好吃的可麗露，你會驚訝自己為何不曾嘗試過。
https://www.jkcanele.com/

攤位編號 E02

安睿宏觀是和客戶一起走過人生漫長財務旅程最值得信賴的專業理財嚮導 (Tour
Guide) 及財務管家 (Financial Butler)。 身為國內最具規模、經驗最豐富的理財規劃
顧問平台領導品牌，25年來服務數千組家庭，致力提供高品質全生涯理財規劃服務。
為您的現金流、儲蓄、投資、稅務、貸款、保險、資產傳承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
https://www.azsinopro.com.tw/

攤位編號 E03

AIWA日本愛華－秉持「日本聲學工藝，體驗聲歷其境」品牌精神，創新研發導入「耳機
喇叭產品、生活家電、廚房家電」系列產品於台灣市場銷售。2022年底將引進AIWA
LED TV液晶電視，AIWA影音實力一氣呵成，精彩可期。
https://www.tw-aiwa.com/

攤位編號 E04

「MG瑪格諾莉雅」 Magnolia專為敏感的您而生
- 德國皮膚科認證權威

- 世界知名香氛大廠調香，有前中後香

- 敏感肌、富貴手適用

- 百貨公司、電視購物品牌

- 百大醫護人員推薦
https://www.eausal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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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E05

文記養元堂始創於1953年，擁有超過68年的草本保健品生產和營銷經驗。我們擅長漢
方保健品的研發與製造，可根據客戶需求調整產品成分。近年來，我們大力轉型電商業
務，在疫情下取得了漢方電商的領先地位。我們有專業的電商推廣部門，可以協助客戶
在疫情期間拓展電商業務。
https://www.yangyuantang.com.tw/

攤位編號 E06

致力於專業沙龍領域的VIVISPA團隊，深知每個女性都渴望擁有SPA護膚後的效果，因
此特推出Masking品牌，打造一款適合不同膚質及各種膚色的面膜，並針對最需要被
改善的肌膚需求，傾心打造一套肌膚檢測系統，給予循序漸進的養分，讓肌膚天天享受
由內而外美好的自己。
https://instabio.cc/masking

攤位編號 E07

主要的產品為皮革與織帶等紡織品製作的商品，主要產品有吊帶，腰帶，腰身夾，床單
夾，袖束，皮帶，寵物項圈，寵物胸背帶從產品設計、製造及販售一手包辦提供個性客製
化服務，符合客人實際需求。專注在服飾配件個性飾品的品牌，提供顧客高品質的商品
及服務。
https://www.sdeki.com/

攤位編號 E08

@cosme化妝品使用心得及排行榜綜合網站，提供豐富的化妝品和美容保養資訊，包
含最新美妝新聞及具公信力的使用心得排行榜，使得情報訊息更貼近每一個人的需
求，讓您在購物前查詢商品口碑，給您最聰明的購物決策。
https://www.cosme.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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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E09

Engoo 為一對一線上語言家教平台，透過合理價格和專業師資，打破傳統教育體制較
少開口說英文的情況。有來自全球約100個國家，超過萬位專業教師，也設計一千種以
上免費教材，近期亦持續拓展日韓文教育，加深語言學習的廣度，希望任何程度和學習
目標的學習者，隨時隨地都可以開口說外語！
https://engoo.com.tw/

攤位編號 E10

健康伴手禮第一品牌法布甜，台灣在地農產品x法式手工，臻愛台灣感情的深入，期待
用法式烘焙襯托更多台灣精緻農產，首獲世界美食評鑑三冠王！秉持低油、減糖、無添
加，友善回饋台灣在地農民，引領業界改革，傳遞健康與品味，打造養生、美味、時尚的
品牌。
https://www.arbaking.com.tw/

攤位編號 E11

〔仁舟淨塑〕於2016年成立，運用對健康與環境友善的材質，設計出「實用性」與「設計
感」兼具的商品，以取代一次性塑膠製品。我們從事減塑良品的開發設計、生產製造到
銷售推廣，達到「源頭減塑、減廢」的目標！相信一葉輕舟的漣漪也能守護整片壯闊海
洋，邀您一起為地球和自己的健康努力！
https://www.zenzhoultd.com/

攤位編號 E12

拓勤企業成立於1990年，早期以手機平行輸入為主要業務，後在2000年以「GPLUS」
品牌引領第一波韓流手機風潮。並於2018年開始轉入環保家電市場，不斷引進各種不
同家電類型產品。我們堅持只做讓消費者安心使用的產品。健康家電、生活加分，我們
是GPLUS。
https://www.gpl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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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E13

Dr.情趣在2018年創立以來即著重於倡導健康的兩性觀念，在販售商品的同時，也致力
為性自主與多元性別友善發聲。近年我們感受到情趣用品逐漸去污名化的社群氛圍，
Dr.情趣也躍升為台灣情趣線上通路的領導品牌商城，接下來我們將持續努力，讓Dr.
情趣的品牌與理念更加壯大與實踐。
https://www.drqq.toys/

攤位編號 F01

王品寵物用品，坐擁全台業界最大倉儲規模，目前共營運約60個品牌，代理品牌約40
個知名的優質品牌。從創立至今不間斷的代理國際知名與寵物友善品牌，多年經驗的
標準化營運與業界最先進的物流佈局之下，獲得創立以來最優異的銷售成績！
http://www.wangping.com.tw/

攤位編號 F02

哇賽！穿起來像沒穿一樣。10年一萬次的實驗才做好的襪鞋，更獲得設計界的奧斯卡—
德國iF設計獎。為什麼這麼厲害呢？我們襪鞋的赤足概念，是讓鞋子來符合你的腳，保
有赤腳的感受！讓你跑步保護膝蓋緩衝，健身房訓練力量爆發，還能提升敏捷性。Feebees襪鞋，讓你穿了都會喊：哇賽！
https://www.feebees.com.tw/

攤位編號 F03

貝登堡「STEAM教育」完善的線上線下整合教學平台，用積木課輕鬆認識簡單機械原
理和知識，了解日常生活科學應用，鼓勵孩子創意無限延伸。除此之外，旗下「貝登堡隱
形眼鏡」，擁有OPT圓瑞、韓國LensTown兩大知名品牌，及CHACHA、Viewtyshop 一
站式線上購物平台，提供流行時尚的隱形眼鏡和快速便利的配送服務。
https://kksteam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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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F04

在乎您，所以堅持好品質！和在乎的人分「享」美好，也別忘了時常「嘉」許自己，這是享
嘉一直想傳達的初衷。希冀憑一甲子的中藥進口商經驗，孕育出的底蘊，來創新兼具口
感的杏仁茶系列商品。希望未來的某一刻，能將漢方融入年輕人的生活當中透過生活
中的每一個時光，從最基礎的食補開始保養自己。
https://www.dailyenjoy.com.tw/

攤位編號 F05

源自美國波特蘭的POLER由一群喜愛旅行、攝影、戶外和冒險的人所創立，思索戶外
用品的實用性，以時尚角度打造趣味性的質感單品，將設計時尚帶入戶外生活成為你
的Lifestyle。品牌精神 - CAMP VIBES為年輕族群帶來了戶外生活風潮。不論是騎摩托
車的週末小旅行，海邊衝浪露營，戶外音樂季，POLER都與你一起品味生活。
https://www.poler.tw/

攤位編號 F06

美味、創新、分享是我們始終專注的三件事，從一顆蘑菇型玉米粒到您手中的爆米花，
我們堅持選用最優質的原物料。力求創新、顛覆您對風味的想像，創造出讓人驚艷的品
質。近年朝向開發無添加風味，成為台灣首家榮獲A.A無添加認證的爆米花業者。希望
和您共享有魔力的產品、有溫度的快樂。Everything is POPssible !
https://www.magiplanet.com/

攤位編號 F07

在科技與傳統工藝中，找到完美的平衡。為了提供最棒的個人電子產品皮革配件給消
費者，讓Alto有了存在的理由，以打造美麗的蘋果專屬配件出發，強調皮革本身的簡約
之美，採用歷經時間能展現獨特色澤的義大利苯染皮革與珍貴的手工技藝，讓消費者
能感受到皮革獨特的手感溫度。
https://viaalt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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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F08

Hyperice與世界最頂尖的運動員及物理治療師一起合作打造出能夠有效降低運動傷
害的創新科技，包含高頻撞擊、震動恢復、冰敷壓縮及氣壓式按摩科技等，至今已被廣
大運動員、專業人士及企業認可，更是NBA/MLB/PGA/UFC等各大聯盟指定官方科技
運動恢復夥伴，成為市面上運動恢復領導者。
https://www.hyperice.com.tw/

攤位編號 F09

在家・也可以很時尚；打掃・也可以很優雅；可易家電總代理世界各地時尚且有特色的
品牌及產品，讓你在家也能輕鬆擁有舒適、有質感的生活。目前總代理全球12個品牌，
從選品、銷售、通路、物流、客服到售後服務，我們以高規格態度快速、有效、讓消費者享
受有溫度的服務。
https://www.presto.com.tw/

攤位編號 F10

蕾娜塔是超過30年專業沙龍經驗的髮肌養護品牌。「美麗生活不只有一種方式呈現，
但對於髮肌髮質養護，堅持以純淨來修護。」這是蕾娜塔用自己的方式，演繹出古希伯
來神話裡掌管讓萬物回歸初始美好的女神-RENATA，也詮釋出RENATA在希伯來語中
的「reborn」 再生、「renew」修復涵意。蕾娜塔，是你頭髮最好的選擇。
https://www.renata-hair.com.tw/

攤位編號 F11

科技保養品牌MALENE媚齡，「問題肌」改善專家，輕鬆打造女神級光耀膚質。創新科技
保養成分「奈米矽片銀TAg」，台大高分子所研發專利，完美結合25nm銀粒子和 85nm
奈米矽片，製成高親膚性、抗菌「奈米矽片銀TAg」，深入肌底去除髒污與有害物質，同
時擁有強大肌底修護及調理功用，有效改善各種肌膚問題。
https://www.puremale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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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F12

東南亞第一彩妝品牌4U2，以用心製造、與您分享「FORYOUTOO」的精神，身為一個專
注於豐富色選，致力製造品質優秀且平價彩妝品牌，已成曼谷女孩包包必備彩妝品之
一，去年更獲得THAILANDZOCIAL AWARDS化妝品類一等獎，未來將持續帶來更多高
顏值彩妝。
https://www.blossombeaute.com/

攤位編號 G01

- 貝仕特咖啡秉持著職人執著專注的精神烘出極致品質、優惠價格，讓您的生活過的更
- 有味道。
- 嚴選生豆品質、人工多次挑選、新鮮烘培、單向排氣閥咖啡袋包裝。
- 使用德國PROBAT精品烘培機電腦控制、曲線烘培，讓每一批咖啡品質如一。
https://www.bestbet.tw/

攤位編號 G02

LINDY是來自歐洲德國的品牌，在全球已有90年的歷史，秉持著德國極致工藝的精神，
提供高品質、高服務、優惠合理的價格產品，深受大家喜愛，也因此在光華、良興電子、
三井資訊等各大商場都可以看到LINDY品牌的身影，影音相關找LINDY就對了。
https://www.lindy.com.tw/

x

攤位編號 G03

「大成小館X徐薇商城」專注於開發商品「獨特性」、研發刺激味蕾的「創意性」，賦與商
品情感的「故事性」、提供高C/P值的「多元性」。沒有最好的商品，只有「更好」的商品，
秉持不斷得自我突破的精神，嚴格把關，選擇原料食材到包裝及通路，希望實踐在電商
生態中品牌、通路、消費者三贏局面。
https://www.rubyenglis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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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G04

歌倫比亞顛覆傳統語言學習模式，首創「語言顧問諮詢服務」，提供雙向互動打造美語
學習環境，以正確之語言學習觀念提供三階段語言學習過程，快速有效培養語言邏輯，
成為全台灣頂級專業之語言學習第一品牌。
https://www.clue.com.tw/cluemvc/

攤位編號 G05

HAMA為歐系精品選品店，品牌成立約40年，全台有6間實體門市。針對客人的需求及
穿著習慣提供最吻合並展現個性的穿搭選擇，不侷限單一品牌!將時尚完全貫徹至您
的生活之中!大從時裝、皮件、鞋履，小至耳環、鑰匙圈，讓喜歡流行精品的客人可以完
成一站式購買，實現精緻生活品味。
https://www.hamaboutique.com.tw/

攤位編號 G06

誕生於2010年專利研發一片式 WingBra 羽透胸翼專為穿著禮服所需完美胸型而研
發。使用醫療級通過瑞士 TESTEX 與台灣 SGS 檢驗合格矽膠，重量僅有55克重，型狀
就像展開的雙翼包覆雙峰，達到集中托高重塑胸型的效果，完美駕馭各種款式服裝。
https://www.wingbra.com/

攤位編號 G07

米沃科技miworks成立於Covid-19期間，疫情肆虐，注重衛生和健康是每個國家及每
個人的首要任務：讓人們有機會停下腳步，留心探索生活中的美好。“Solutions for a
mobile world“ 行動改變妳我生活！是品牌一直堅守的宗旨。我們的願景及理念是將
尖端技術與現代設計相結合，以幫助人們擁有質簡的方式保持健康和理想生活。
https://www.miwork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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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G08

全台第一家白木耳專賣店 ￨ 8more 以白木耳為基底，透過不同食材來做搭配，期望用
好的食物，帶給人們更好的生活，創立8年來，累積照顧50萬人健康的嚴選食材，扶植
在地小農，帶動台灣白木耳產業，共消耗超過100公噸新鮮白木耳。
https://store.8more.com.tw/

攤位編號 G09

HyRead電子書為您打造閱讀零時差的書房！雲端書店24小時不打烊，超過15萬本中
文電子書，各類型熱門暢銷書、小說漫畫、有聲書、電子雜誌等隨時在線等著您。提供自
有品牌的Gaze電子紙閱讀器一站式的電子書服務，提供買書、租書、訂閱雜誌多元的
閱讀模式，讓你隨時隨地享受數位閱讀。
https://ebook.hyread.com.tw/

攤位編號 G10

精選紐澳原廠天然植粹品牌，集合豐富多元的商品，舉凡天然精油、美妝保養、堅果食
品、孕嬰生活、清潔用品…等等應有盡有，努力為您實現環保天然的品味生活。別忘了！
在忙碌緊繃的生活中，有一個紓壓的購物小天地永遠等著您喔。
https://www.aumeet.com.tw/

攤位編號 G11

FUNY創立於2017年並且與日系企業攜手共同打「微笑質感生活」，作為FUNY品牌的
核心，以清新與簡約的各式生活類、消費性3C電子類、智能與行動生活等元素，作為品
牌產品研發的核心價值，期望透過每一個用心開發的產品帶給到消費者更為愉悅的質
感生活。
https://www.fp-creativ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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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G12

TY莓麗因子是重視健康與美麗的品牌，品牌主打野櫻莓產品，以野櫻莓位居水果之冠
的花青素及多酚，打造適合全家人酵素、維他命C及美妍營養補充品、保健食品等，所
有商品皆與營養師合力打造，以高CP值、高吸收率、高便利性，讓忙碌的現代人全方面
照顧家庭！
https://shop.tangyibio.com/

攤位編號 G13

由藍紫漢團隊原創設計，搭配「鳳梨薯鼠_獨家監製」的台灣服飾品牌，結合當地文化
和時下潮流元素，孕育出了全新的服飾品牌 「LAZYMAN」，從生產的最前端，乃至包裝
出貨的最後一端，都親自參與把關，為了呈現給客人最好的一面，感受到超越精品品質
的台灣原創品牌。
https://www.lazyman0107.com/

攤位編號 G14

你可以不知道網紅教父是誰，但絕對無法忽視他的各項單品。網紅教父一手創辦的服
飾選品店 「 GoodBuy 」 ，低調的教父，不低調的品牌傳唱度。我們將打造一個「全台灣
最好敗服飾平台」，集結各路精選單品，設計師精品，超強獨家聯名商品，只有在
GoodBuy能敗。
https://www.good-buy.tw/

攤位編號 G15

一場線上美食饗宴，最道地的口味，老饕的首選。網羅各式美食，從正餐到甜點，滿足你
所有味蕾，僅需動用一根指頭，就能享受來自各方的美味，不管是潮港城總鋪師的手
藝，令人喜孜孜的飯後甜點，都能在家輕鬆享用。最具指標性的美食網站，道道經典，餐
餐驚豔。
https://www.partytim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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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G16

一碗敢掛名鳳梨鼠鼠的牛肉麵，其中的功夫千錘百鍊。叔鼠不會養牛也不會種麥，只因
為叔鼠懂吃懂吃才敢端這碗，從澳洲精挑細選的頂級肋條，講究的工法是一道又一道，
一口下去根本不懂什麼叫做低調，送到你面前的肉每塊都大得很招搖。
https://www.lazyman.tw/beefnoodles

攤位編號 G17

客製化「一日健康補給包」掀起保健新風潮！美天美點為了滿足每個人不同的健康願
望，提供專屬客製化小份量的一日健康補給包。美天美點期盼能幫消費者省荷包、節省
資源，避免造成浪費，30天小份量同時解決眾多瓶瓶罐罐空間收納、攜帶不便放到忘
記吃、放到過期的問題。
https://www.mymerryday.com/

自媒體工會除了服務會員，保障勞權，消弭爭議外，定期舉辦課程及交流會，為會員謀
求福利。更期許自己是一顆螺絲釘，在正確的位置，串聯資源、創造價值，進而撐起整個
網路世界的軸轉。誠摯邀請同為自媒體的您，一起攜手打造完整的「自媒體生態圈」。
https://smpu.com.tw/

台灣自媒體產業發展協會，創立於2018年，目前會員約有300多位自媒體創作者，涵蓋
部落客、IG、Facebook、Youtube等領域，協會致力於自媒體工作者培訓，提供完整的
圖文創作、影音剪輯、經營管理、法務業務等諮詢服務，期待大家的加入。
https://twi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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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日程表

趨勢 舞 台Ｘ專 業 講 堂 空 間
蜷川實花藝術空間

商 機 舞 台Ｘ資 源 整 合 空 間
日出廳

開 放 舞 台Ｘ即 時 媒合 空 間
繁華似錦廳

開幕

10:00-10:10
10:10-11:10

2022
IG 死而重生速效策略

講者
加個零的 社 群 觀 察 創 辦 人 -張 嘉 玲

如何善用自媒體
打造自驅動的銷售引擎

講者
PIXNET 痞客邦創辦人-劉昊恩

免費諮詢活動

一對一IG健檢-Jeremy
個人與事業發展顧問諮詢-依明
生涯與職涯探索顧問諮詢-Chloe
網站SEO 優化諮詢-Silvia

業配秘辛大公開從對立到對話
主持人

11:20-12:00

13:00-14:00

91APP 行銷處專案副總-廖重榮

與會嘉賓

《打開網路就有錢》作者-阿璋
資深旅遊部落客-冰蹦拉
Olivia無鋼圈內衣業務經理-楊苡欣
Coville可夫萊策略長-徐晉棠

講者
《理財新 手 福 利 社》創 辦 人 -卡 爾

2023決戰電商
績效廣告懶人包

講者
凱絡媒體 數位轉型副總經理-牛恆泰

創作者發展與權益推廣說明
講者
自媒體產業發展協會-蕾咪
網路自媒體職業工會-林映 君

聯盟行銷經濟
優勢與實戰分享
主持人

14:20-15:00

15:30-16:30

91APP專案副總-廖重榮

與會嘉賓

DR.DEAN品牌主理人-Dean
痞客邦金點賞部落客-巧莉
Klook 資深行銷經理-Paul
Engoo 台灣區經理-陳冠翔

如何不被流量綁架
2023自媒體獲益模式大解構

講者
自媒體大 學 共 同 創 辦 人 -艾 琳

年營十億元的
電商經營實戰術

講者
愛上新鮮執行長-張佑承

免費諮詢活動 *15:15-16:45

一對一IG健檢-Jeremy
個人與事業發展顧問諮詢-依明
生涯與職涯探索顧問諮詢-Chloe
網站SEO 優化諮詢-Silvia

閉幕

16:4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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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舞台日程表
蜷川實花藝術空間
9:15-10:00

10:10
11:10

11:20
12:00

開放簽到進場

免費諮詢活動

一對一IG健檢 / Jeremy
個人與事業發展顧問諮詢 / 依明

生涯與職涯探索顧問諮詢 / Chloe
網站SEO優化諮詢 / Silvia

研討會Ⅰ 業配秘辛大公開-從對立到對話
Host

廖重榮 / 阿璋 / 冰蹦拉 / 楊苡欣 / 徐晉棠

13:00
14:00

創作者發展與權益推廣說明會

為什麼你應該加入自媒體產業發展協會 / 蕾咪
自媒體工會勞權益與資源生態圈 / 林映君

14:20
15:00

研討會II 聯盟行銷經濟優勢與實戰分享
Host

廖重榮 / Dean / 巧莉 / 陳柏禎 / 陳冠翔

15:15
16:45

免費諮詢活動

一對一IG健檢 / Jeremy
個人與事業發展顧問諮詢 / 依明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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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SEO優化諮詢 / Sil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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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舞台菁英講師陣容

廖重榮

Host

研討會Ⅰ
91APP 行銷處 數據產品整合部 專案副總

現任91APP行銷處數據產品整合部 專案副總，熱愛行銷技術與資料科學。業餘時為台灣
媒體社團共同發起人，定期分享國內外行銷技術新知與趨勢。深耕數位行銷領域14年，
曾任LiTV廣告副總、awoo科技事業開發副總，PIXNET痞客邦業務部總監、廣告開發部
總監，以及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理事暨媒體組召集人。

阿璋 《打開網路就有錢》作者

/

加密腦 NFT 社群創辦人

工具王阿璋、加密腦品牌創辦人，致力於分享軟體工具、幣圈知識、反詐騙教育，在社群
媒體上超過15萬追蹤，受眾高達上百萬。成立加密腦NFT社群來培訓幣圈知識型創作
者，讓新手可以降低加入幣圈的門檻。

冰蹦拉

資深旅遊部落客 / 購屋理財 Youtuber

熱愛旅遊、攝影，大學就栽進部落格世界，擅寫旅遊攻略文。曾是月光族，靠著不斷開源
在28歲買下人生第一間房，並在2018年底於YOUTUBE頻道分享，吸引45萬人次觀看。
之後也不斷分享許多買屋、裝潢、理財、家電開箱影片，總能給予網友正面回應、是不少
粉絲的「心靈導師」
。

楊苡欣

Olivia 無鋼圈內衣 業務經理

擁有電商10年資歷，擅長行銷規劃與商品銷售，經歷了整個電商轉變的時代。
為了讓商品更深根在5年前開始建立自有品牌Olivia，更運用各種不同的行銷工具將品
牌推廣再創高峰。堅信"每天都要進步一點點"法則，讓品牌在電商競爭時代不被取代。

徐晉棠

可夫萊精品堅果策略長

可夫萊精品堅果、植人糧心共同創辦人
食品經驗十多年將傳產轉型品牌，2011年開設首家堅果專賣店即創造近兩千萬營收；商
周、蘋果等十多家媒體專訪，2017年TVBS看板人物專訪，2020年金鐘獎唯一指定伴手
禮；以研發敢讓家人天天吃的食品為核心，將環境永續為目標推廣植物飲食。

主辦單位｜

贊助單位｜

AFFILIATE LIVE ASIA

37

開放舞台菁英講師陣容

廖重榮

Host

研討會II
91APP 行銷處 數據產品整合部 專案副總

現任91APP行銷處數據產品整合部 專案副總，熱愛行銷技術與資料科學。業餘時為台灣
媒體社團共同發起人，定期分享國內外行銷技術新知與趨勢。深耕數位行銷領域14年，
曾任LiTV廣告副總、awoo科技事業開發副總，PIXNET痞客邦業務部總監、廣告開發部
總監，以及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理事暨媒體組召集人。

Dean

迪恩新創創辦人 / DR.DEAN品牌主理人

個人部落格品牌教練&顧問，目前已協助超過百位創作者，利用部落格成功打造個人品
牌。以一人公司模式運營並管理多個利基型網站，撰寫文章數量破千篇、超過 600 萬字，
個人部落格累積造訪人次更突破 800 萬。

巧莉

痞客邦金點賞部落客 / 食尚玩家地區特派員

從斜槓人生到第二職涯，自媒體路上的生活觀察家，經營聯盟行銷6個月即超過正職收
入。從旅遊到美食都是日常，旅行足跡跨越15個國家，透過鏡頭隨手紀錄每一刻，文章量
不到300篇即獲痞客邦金點賞部落客，目前是食尚玩家駐站部落客，合作品牌已超過200
家。

Paul

Klook 資深行銷經理

Klook資深行銷經理，負責異業合作與聯盟行銷，與超過上千個品牌與推廣者合作，相信
每一個夥伴都有著1001種不同的合作模式可以擦出不同的火花！

陳冠翔

Engoo台灣區經理

Sho曾於日本東北大學情報工學系擔任交換學生，察覺日本的線上學習趨勢，相當看好
其便利性和市場發展潛力；2014年取得英國University of Sussex科技創新管理碩士回
台後，致力於改變台灣人的英語學習模式，將Engoo引進台灣，並一路進軍韓國、泰國、
土耳其、巴西等14個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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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舞台菁英講師陣容
免費諮詢活動

Jeremy

自媒體創業講師 / IG經營顧問

我是Jeremy，曾經擔任外商研發工程師，目前為自媒體經營顧
問，IG共4.3萬追蹤，主要幫助IG成長停滯的創作者、商家透過內
容行銷的方式變現或增加銷售，也喜歡透過短影片分享生活。

依明

目標管理暨事業發展顧問 / AndAction 教練

現為AndAction教練管理顧問品牌創辦人，主要負責的教練領域
為新事業發展、個人成長與目標管理議題。目前已經累積服務超
過300位客戶，協助不同產業的經理人、自由工作者、品牌經營者
成功突破個人發展困境，創造新的成長機會。

Chloe

突破困境暨生涯職涯顧問 / AndAction 教練

現為AndAction教練，主要負責的教練領域為職涯與生涯發展議
題。曾受邀於大專院校、企業提供職涯發展、求職主題的課程。目
前已經累積服務超過100位客戶，協助不同狀態的求職者、學生、
工作者求職轉職、找到屬於自己的發展方向。

Silvia

網站 SEO 優化諮詢師 / 網站經營輔導顧問

現為女子日常個人品牌創辦人&女人迷品牌專案合作編輯。網站平
台文章瀏覽量破萬，提供文案撰寫、SEO優化以及IG視覺版面優化等
諮詢內容，目前諮詢案例累積近百位創作者。相信文字即是力量，希
望藉文字專業，協助創作者寫出具個人獨特性與溫度的療癒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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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舞台菁英講師陣容
創作者發展與權益推廣說明會

蕾咪

自媒體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投資理財Youtuber

來自台東，卻不定期旅居歐洲的工程師女孩，目前為東燁
數位行銷創辦人，致力於自媒體工作者培訓、財務規劃顧
問、企業品牌規劃、網紅聯盟行銷等業務；同時也是台灣自
媒體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提供部落客教育培訓與廠商資
源媒合等服務。

林映君

網路自媒體職業工會秘書長
台灣自媒體產業發展協會理事

擔任雙北市網路自媒體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的秘書長一職，
從創會至今吸引超過2000位以上的創作者加入自媒體工
會大家庭，站在工會第一線服務自媒體創作者，研究分析
自媒體產業的各種發展型態，擅長整合資源，願景是打造
自媒體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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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舞台日程表
蜷川實花藝術空間
9:45-10:00
10:10
11:00

開放簽到進場

張嘉玲 加個零的社群觀察創辦人
新媒體觀察家
2022 IG 死而重生速效策略

13:00
14:00

卡 爾 理財新手福利社創辦人
不靠業配創造 月被動收入6萬+

15:30
16:30

艾琳

自媒體大學共同創辦人
旅情途中品牌創辦人

如何不被流量綁架
2023 自 媒 體 獲 益 模 式 大 解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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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舞台菁英講師陣容

張嘉玲

加個零的社群觀察創辦人
新媒體觀察家

IG 不到 5 萬粉絲，月轉換 6 位數收入

現為加個零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創辦人，專注行銷內容的自
媒體與公共熱點評論。曾任寰宇國際新聞《范琪斐的寰宇漫
遊》共同製作人兼節目主持人、民視助理記者，柯文哲2014
競選團隊、今周刊社群運營、公部門社群經營講師。

卡爾 《理財新手福利社》創辦人

不靠上班收入，成功養活自己與家人

2019從痞客邦起家，1年後閱讀人次破百萬，2年後創辦《理
財新手福利社》全新網站，文章曾受邀「商業周刊」
、
「CMoney」
、
「股感」轉載。3年後被動收入足以離職，並於
2022年出版《自動化理財》一書，幫助讀者輕鬆理財不費力。

艾琳

自媒體大學共同創辦人
旅情途中品牌創辦人

自媒體經營兩年，突破 8000萬流量

YouTuber 「艾琳的日常」
，全網粉絲合計超過 50 萬，出生
於台灣台北。艾琳是全台第一聯誼旅遊品牌 - 旅情途中創
辦人，同時也是自媒體大學的共同創辦人，教導社群經營。
艾琳經常受邀至各大學演講，也為台灣數十家公司的企業
提供 YouTube 品牌經營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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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舞台日程表
日出廳
9:45-10:00
10:10
11:00

開放簽到進場

劉昊恩

PIXNET 痞客邦創辦人
台灣自媒體產業發展協會理事

牛恆泰

凱絡媒體
數位轉型副總經理

張佑承

愛上新鮮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電商營運專家

如何善用自媒體打造自驅動的銷售引擎

13:00
14:00

2023 決戰電商，績效廣告懶人包

15:30
16:30

年營十億元的電商經營實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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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舞台菁英講師陣容

劉昊恩

PIXNET 痞客邦創辦人
台灣自媒體產業發展協會理事

與 9 位部落客三天內搶下指定議題
60% 聲佔率與30%超高導轉率

2003年於交通大學求學期間創立《痞客邦》
，備有超過25年
的網路社群經營經驗。熱愛數位科技、擅長社群觀察及數據
分析，是個網路深度中毒者。多年來致力將科技結合於社群，
以數據應用於服務，並持續推動台灣數位產業與國際接軌。

牛恆泰

凱絡媒體 數位轉型副總經理

透過一個關鍵字廣告優化，增加單月1800萬營業

經Campaign雜誌評選，牛恆泰於2015~2017三度入圍大中
華區年度最佳媒體企劃，並於2017年拿下金獎，成為第一位，
也是唯一代表台灣拿下該獎項的獲獎者。近年投入數位轉型
領域後，牛恆泰分別於2019及2021年獲Campaign評選入
圍大中華區最佳組織傳播人與最佳人才培育企劃策畫者。

張佑承

愛上新鮮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電商營運專家

2020年營收達12億元，會員人數突破160萬人

張佑承（Hamk）自2005年進入台灣微軟實習開始接觸網路
行銷，2006年創辦FHBlogsCorp，專為國內外知名品牌客製
化網路行銷專案與社群媒體分析，2013年共同創立愛上新
鮮購物網，2020年營收達1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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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品牌參與

迷你鏈工作室
那扎

改變光學有限公司
張宸嘉

info@mini-chains.com

btc220022@gmail.com

辣味豆哥/
吉口吉口貿易有限公司
胡霈涵 Sabrina

株式會社FORiT
（福藝特股份有限公司）
清河 文晴（Fumiharu Kiyokawa）

2020chilisman@gmail.com

kiyokawa@for-it.co.jp

玥葉家工作室
林芳瀅

東方藍映像有限公司
劉修本 導演

xupzu68@gmail.com

clip726@gmail.com

愛心專線：02-271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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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協助您
我們樂意協助廣告主及創作者,在網路行銷產
業打造良好口碑,請透過以下方式聯繋我們。
創作者：pub@aﬃliates.one
廣告主：support@aﬃliates.one

創作拿獎金
我們感謝您參與2022 ALA 亞洲創作者大會,
也歡迎所有創作者報名會後活動。
在您的社群媒體中分享參展心得,賺取主辦單
位提供的額外獎金!
詳細活動內容請掃描下方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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