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妳一起實踐美好生活



年齡在50歲左右，他

們歷經台灣經濟起飛

的成長期，加上教育

程度普遍良好，堆砌

出他們對跨界學習、

築夢、圓夢的渴望。

大人世代

大人世代比年輕人富裕、比銀髮
族敢買，他們年消費額1.3兆，是
史上最有購買力、也最挑剔的一
群，主導未來15年的消費市場。

意指 50歲後依舊活躍如昔的我們



《大人社團》，是天下集團
《康健雜誌》於2015年2月推
出的社群平台，服務廣大的50
歲左右的熟年族群，提供實踐

美好生活的社群平台。

2015年

O2O
我們的社團，積極邁向立體化，包括
頻繁、有趣的O2O互動，線上(on-

line)我們提供所有大人需要的資訊，
線下(off-line)我們透過各種活動，如
講座、體驗、課程等，積極互動與分
享，目的是讓為台灣奮鬥大半輩子的
熟年族群，有個充滿歸屬感，且鼓勵
學習的社團，可以一起迎向更美好幸

福的第二人生。

跟著《大人社團》的腳步，
讓大人們看見更多熟年生活
的可能，更寬廣的視野、更

健康的體魄、更豐富的生活，
帶動整個社會的正循環，是
我們社團最誠摯的期盼。

FOLLOW US！



16場大場講座 20場系列課程 10場體驗活動

總共近1萬5仟人報名

超過5仟5佰人參加活動

FB15萬8仟人(每日持續增加中) 

Line7萬3仟人(每日持續增加中) 

網站月流量近百萬不重複造訪
跨界合作 50家，包括兩廳院、緩慢、傳藝等

2019年 與你一起實踐美好生活

FB+LINE280,000(每日持續增加中)  

16場大場講座 420場系列課程

超過5800人參加活動

網站月流量120萬人造訪

跨界合作 50家，包括兩廳院、緩慢、傳藝等

與30萬大人一起實踐美好生活

資料統計至2019.6.30



2019

為大人而生
的O2O社群

平台

誕生！

兩萬名大人
和大人社團
一起實踐美

好生活

茁壯！

FB+LINE達28萬
收費活動遍地開花！

超過3000個大人
在大人社團學習成長！

FB+LINE35萬
加強黏著度，讓更多大人
與大人社團共同成長！

2018

十萬大人十萬軍
大人的好物、大人課

程一起上線
成長！

發行《我。美好》
試刊號，紙本內容加入，
全方位服務大人美好生活





活得自在三明治族
45歲左右，上有老下有小關心他人，
但有深深的做自己的渴望。成就感，
來自家庭與自己的平衡。

準退休候選人
45~55歲佔半數以上大宗，關於人生，
我還有很多未完成的清單。要樂活，
心態年輕，不喜歡”老”字！

退休生活實踐家
55歲以上，人生，就要展現隨遇而
安的力量！過退休的生活，經營不
退休的人生。

大人們歷經台灣經濟起飛的成長期，加上教育程度普遍良好，堆砌出
他們對跨界學習、築夢、圓夢的渴望，更主導未來15年的消費市場。

關於退休，我其實不想發展第二職涯！

關於人生，我還有很多未完成的清單！

關於生活，樂活但不服老！

關於人生，展現隨遇而安的力量！

關於成就感，家庭是很重要的來源！

社團成員比例！

2017年8月│大人來表態調查



大人真實心聲

資料來源：大人的社團網站與社群ＧＡ閱讀與行為分析

大人們最關注

家庭生活

新聞時事

美食與廚藝

購物優惠

居家綠能

大人們消費目標

旅遊：亞太地區

金融理財

房產住宅

教育與學習

3C與手機



大人生的小心願 健 康

外在美

內 在 美

我想要擁有曼妙的身材、健康的身體，如何從
正確的運動和飲食開始，並有人持續帶著我做，
是我迫切的需求。

心願關鍵字

運動課程 養生飲食 營養知識

人總是愛美的，我希望一直都像
年輕時一樣美麗。如果誰告訴我
什麼產品可以幫助我年輕漂亮，
我一定要去嘗試。

心願關鍵字

穿搭術 美妝保養 儀態課程

我喜歡將書本上的東西實踐到生活中，更喜歡聆聽每
個人不同的生命故事，和人交流與相處，讓生命充滿
各種火花，是我一輩子最重大的小事。

心願關鍵字

旅行參訪 讀書學習 成長講座 藝文活動

大人社團焦點訪談 (面對面意見回饋)



大人在線

女：男=77:22

45-54歲 33%
35-44歲 19%
55-64歲 14%

台灣六都會區大人為
主；其中又以臺北市、
臺中市及高雄市是前
三大的粉絲集散地

45歲以上北中南三大都會區女性，
在追蹤大人社團！



大人在線

女：男=83:17

50歲+ 25.5%
45-49歲 18%
40-44歲 15%

同樣也是以台灣六都會區大人
為主；其中又以臺北市、新北
市及台中市是前三大的粉絲集
散地

更多50歲雙北市熟女，
在追蹤大人社團！



美好生活人物故事
透過人物專訪，讓大人看到更多
不同人生觀點，學習實踐美好生
活的新方法！



大人人生的夯話題
在線上我們討論大親子話題、如
何告別與學會做自己，帶給大人
MINDSET的改變！



大人O2O改造行動

看範例 https://bit.ly/2tbygxo 看範例 https://bit.ly/2TFb8mL

線上招募白髮大人報名改造活動，
線下刊出造型成果，鼓勵大人勇於
嘗試、展現並欣賞自身獨特美！

https://bit.ly/2tbygxo
https://bit.ly/2TFb8mL


大人數位 主題策展

透過主題策展及講座活
動，給予大人更多元的
觀點，從改變觀念到帶
動行為，進而讓實踐美
好人生變得可能！

整合社群、內容和贊助
企業的knowhow，提
供大人活得健康、活得
自在、活得愉快的全方
位解決方案！

策展這邊看 http://bit.ly/2NJ2Zir

http://bit.ly/2NJ2Zir


大人社團 主題講座

線上大人社團藉由議題切入與
時事結合，邀請各界專家或名
人擔任講師，魅力宣傳。線下
可結合公益或品牌活動，帶動
大人積極參與。
看美舒律範例 http://bit.ly/2NHqGYy

http://bit.ly/2NHqGYy


大人生活實驗室 商品直效行銷
看雅鄔樂範例 https://bit.ly/2Gj8kIF

看Dyson範例 https://bit.ly/2RLcBWN

大人社團與知名品牌合作，將
各種生活用品知識傳遞給大人
們，是直接、有效、可測量、
準客戶可快速與品牌產生互動
的行銷方式！

透過實作DIY實作，讓大人更
瞭解選購優質產品的方式，聰
明消費來實踐美好生活。

https://bit.ly/2Gj8kIF
https://bit.ly/2RLcBWN


大人小聚 品牌體驗行銷

看聯安健檢範例 https://bit.ly/2GyadR6

大人小聚是透過戶外小旅行、
群聚及體驗，讓大人們更瞭
解品牌精神！

聯安蔬食餐廳、瑞特血糖機
透過與大人合作小旅行，創
造與大人之間的深刻互動，
自然而然宣傳品牌植入人心！

看瑞特範例 http://bit.ly/2OML5vV

https://bit.ly/2GyadR6
http://bit.ly/2OML5vV


Q3 50歲該有的七種才情
我 經濟獨立、喜歡體驗，對個人生活
充滿想像，不願等待、說走就走，優雅
就是我的風貌，要活得有趣又能自立，
倚靠的是這「7種」才情！

Q4 大人的冬季美食派對
承繼最美的夏日，與大人一路玩到冬天，
大人的冬季美食派對，從北吃到南，從台
灣吃向世界，飲食美學全詳解！

每季發行提供solution

Q1 我 字大寫 Q2 最美的夏日



每期固定單元
全方位美好生活

Me Lifestyle
讓身心靈都微笑的

Me Activity
讓自己開心 邀朋友同樂

Me Wealth
沒有它萬萬不行

活
得
富
足

活
得
精
彩

活
得
美
好



平面啟動 延伸整合傳播

發表會現場圖文影音報導：
http://bit.ly/2yMknZi

改造全紀錄影音：
http://bit.ly/32eBErF

策展這邊看
http://bit.ly/2NJ2Zirhttps://is.gd/JDfF20

社群調查連結

http://bit.ly/2yMknZi
http://bit.ly/32eBErF
http://bit.ly/2NJ2Zir
https://is.gd/JDfF20


發行規劃 ：季刊，共四本

發行量 4.5萬 本 / 季

四大優勢
不止於此

08年國際書展搶先預購！
 全系列預購宣傳

 天下雜誌群全集團，正刊聯賣1
00萬↑天下雜誌群，藏富階級會員全曝光！

 將於大天下雜誌群集團內所有資源做宣傳曝光

 含ＥＤＭ、ｌｉｎｅ、ＦＢ等多項數位宣傳管道
2

0萬↑康健全平台會員
 康健雜誌讀者(9萬) + 康健數位用戶、康健EDM訂戶(11萬)

 大人社團課程會員 + 大人好物
3

備註：特定通路陸續洽談新增中，上架時將以實際洽談為主

大知名通路上架(O2O)
 7-11大智通

 天下網路書店

 誠品

 博客來4



大人固定專欄在《康健雜誌》



邀請你與
一起實踐美好生活

品牌合作方案



2019 大人社團 六大合作架構

《我。美好》季刊廣告

大人社團主題講座

大人生活實驗室

大人小聚

 產品派樣，線上試用體驗分享
 互動體驗，實體試用深刻溝通

 匯集45歲以上精準族群
 專刊發行 4.5萬本
 超商、書店、網路等通

路上架三個月

 一次一主題、獨家客戶贊助，
匯集愛互動愛學習的大人們

話題調查 數位互動

 參與者年齡層為45~55歲，
精準接觸大人族群

 現場參與度高，會後問卷
調查滿意度高

 線上社群發動話題
 品牌成為大人痛點最佳解方
 數位擴散觸及潛在客戶

數位策展《開始吧! 》
或客製化
 數位主題專區
 長期於大人社團露出
 可客製化架設，亦可加入

《開始吧！》主題專區



《我。美好》季刊廣告

大人們 富裕，敢買，最挑剔。讓生活更美好的商品／服務／活動，大人都樂於嘗試，喜歡分享。
廣告內容從生活面向切入，融合使用後的美好情境，吸引大人嚮往與模仿，《我。美好》是品牌提升指
名度、躍升為消費首選的最佳媒介。

廣告每頁5.2萬~7萬，廣編製作費另計
《我。美好》更多方案 https://bit.ly/2SC68BY

《開始吧！》情境廣編

經典廣告 全頁商品櫥窗

https://bit.ly/2SC68BY


數位策展《開始吧! 》或客製化

開
始
吧
!

數
位
廣
編
15
萬

 2019大人社團重點主題專區，全年規劃導流，越

早加入上線，享受越多曝光效益。

 《開始吧! 》鼓勵大人即刻做出改變，推薦使用

客戶的產品或服務，實現更美好的生活。

 廣編含大量產品使用情境圖片，激發大人模仿與

嚮往，建議900字搭配5張圖，保證5000PV

 廣編製作費另計

觀光局 https://bit.ly/2BtREtZ 麗星郵輪 https://bit.ly/2UMPrkB

 與品牌共同企劃主題專區

 含內容產製與網站管理

 可崁入互動遊戲或影片

 大人社團官網固定入口2個月

 FB、LINE、官網全平台宣傳

 視需求規模報價

客
製
化
網
站

https://bit.ly/2BtREtZ
https://bit.ly/2UMPrkB


話題調查募集 數位互動 每套30萬(未稅)，廣編製作費另計
同稿上刊《我。美好》單頁加購優惠價5萬

 FB社群發動話題，募集
心聲與痛點，引發關注
和討論

 FB PO文一則，募集留
言KPI 50則

 範例：

 收集消費者insight作為
廣編切點，產品作為痛
點解方，解決大人問題

 數位廣編於FB PO文回
應、LINE、官網宣傳擴
散，持續接觸潛在客戶，
保證3000PV

珍惜每一個笑容

老夫老妻出國
怎麼玩？哪好玩？

社群啟動心聲調查 邀訪名人廣編解方
邀請費另計

1 2



大人生活實驗室 線下直效體驗

《大人好物》設置報名網頁
線上宣傳報名KPI:30-40人
收費制:100-200元

1.線上報名 2.現場體驗
線
下

講師:1~2位 (客戶提供1位)
地點:咖啡廳or由客戶指定
客戶提供產品及2-3名小老師
康健負責活動執行與拍照紀錄

大人社團FB相簿花絮1套
《我。美好》跨頁廣編

3.會後平網擴散

一套45萬(未稅)



架設試用網頁或FB貼文募集
線上申請KPI:30-100人
(KPI與宣傳走期需視商品/服務
性質而定)

線
上 1.線上申請 3.會後平網擴散2.試用發送

客戶寄送產品或提供服務
康健負責收集回饋心得
回收心得KPI:10-60人
(回收KPI需視商品/服務性質與回
填誘因而定)

大人社團數位廣編1篇
《我。美好》全頁商品櫥窗

大人生活實驗室 線上申請試用 一套45萬(未稅)



大人小聚 精緻互動體驗

 客製化主題活動企劃合作

 主題包裝，透過專家分享學習方式，推廣服務與產品

 收費制：500元以上

 現場接觸20-30位精準熟齡

 線上活動宣傳、會後FB相簿露出

 大人社團官網數位會後廣編*1篇 (保證3000PV)

一套45萬(未稅)



大人社團主題講座

 大人社團設定主題，品牌共同響應

 線上活動宣傳4周以上，LOGO共掛

 資料袋、派樣現場發放

 現場接觸200-300位精準熟齡

 現場製作物LOGO露出、影片撥放

 《我。美好》跨頁會後廣編

 大人社團官網數位會後廣編*1篇

(與平面同稿，保證3000PV)

↑ 資料袋insert&問卷 ↑現場互動&商品體驗↑ 現場互動製作物，讓大人們打卡分享 ↑ 播放品牌CF

與目標族群讀者面對面，現場攤位佈置擺設、發放派樣
與民眾互動，活動優惠和體驗，提升產品的知名度。

獨家贊助單場70萬(未稅)

聯合贊助(2家以上)單場50萬(未稅)

↑ 會後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