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機關(單

位)名稱
主要內容 宣導方式

刊登及播出

(活動執行)

時 間

刊登及播出

(活動執行)

次 數

 支出金額

(製作本集節目/

廣告花費支出)

託播(參與)對象 辦理單位 備註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Facebook影音廣告

網路媒體
110.07.27-

110.08.31
  1,377,606         60,000 Facebook影音廣告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曝光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三立新聞網手機大看板-加值

網路媒體
110.07.27-

110.07.31
  4,497,281            -

三立新聞網手機大

看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曝光數

廠商回饋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三立新聞網首頁大看板-加值

網路媒體
110.07.27-

110.07.31
  4,160,194            -

三立新聞網首頁大

看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曝光數

廠商回饋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自由時報新聞網

網路媒體 110.08.31 1式         50,000
自由時報網路新聞

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自立晚報新聞網-加值

網路媒體 110.08.05 1式            -
自立晚報網路新聞

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回饋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臺灣新生報新聞網-加值

網路媒體 110.08.09 1式            -
臺灣新生報網路新

聞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回饋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臺灣導報新聞網-加值

網路媒體 110.08.30 1式            -
臺灣導報網路新聞

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回饋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中國時報節目宣傳稿

平面媒體

110.08.14、

110.08.28、

110.09.11、

110.09.18

4式         40,000
中國時報報節目消

息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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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自由時報節目宣傳稿

平面媒體

110.08.07、

110.08.21、

110.09.04

3式         30,000
自由時報節目消息

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聯合報節目宣傳稿

平面媒體
110.07.31、

110.09.25
2式         20,000 聯合報節目消息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工商時報節目宣傳稿

平面媒體 110.08.31 1式         50,000
工商時報節目宣傳

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聯合文學節目廣編稿

平面媒體 110.09.01 1式         50,000
聯合文學節目廣編

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中國時報節目半十廣編稿

平面媒體 110.09.06 1式        100,000
中國時報節目半十

廣編稿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資訊宣導電視媒體

製播案-「我們一家人」專題節目

宣傳-節目預告

電視媒體
110.07.27-

110.07.31
1,653            -

三立新聞台

三立iNEWS台

三立MOD台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檔次數 廠商回饋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剪出一片天的阮氏清水-訪談學習

成長篇(中越字幕)
網路媒體 110.07.03 1次            - Youtube Channel鍾P543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剪出一片天的阮氏清水-訪談生活

適應篇(中越字幕)
網路媒體 110.07.03 1次            - Youtube Channel鍾P543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剪出一片天的阮氏清水-訪談工作

發展篇(中越語字幕)
網路媒體 110.07.03 1次            - Youtube Channel鍾P543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苦盡甘來成鳳凰的尹翠鳳-訪談生

活適應篇(中越語字幕)
網路媒體 110.07.03 1次            - Youtube Channel鍾P543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苦盡甘來成鳳凰的尹翠鳳-訪談學

習成長篇(中越語字幕)
網路媒體 110.07.03 1次            - Youtube Channel鍾P543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苦盡甘來成鳳凰的尹翠鳳-訪談工

作發展篇(中越語字幕)
網路媒體 110.07.03 1次            - Youtube Channel鍾P543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譚艷薇的捕夢網-訪談生活適應篇

(中印尼字幕版)
網路媒體 110.07.04 1次            - Youtube Channel鍾P543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譚艷薇的捕夢網-訪談學習成長篇

(中印尼字幕版)
網路媒體 110.07.05 1次            - Youtube Channel鍾P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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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譚艷薇的捕夢網 -訪談工作發展篇

(中印尼字幕)
網路媒體 110.07.06 1次            - Youtube Channel鍾P543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力爭上游活出自我的范氏伶-訪談

生活適應(中越字幕)
網路媒體 110.08.20 1次            - Youtube Channel鍾P543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力爭上游活出自我的范氏伶(生活

適應篇)
網路媒體 110.07.19 1次            - Facebook 粉絲頁:鍾p五四三札記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力爭上游活出自我的范氏伶(學習

成長)
網路媒體 110.07.20 1次            - Facebook 粉絲頁:鍾p五四三札記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力爭上游活出自我的范氏伶(工作

發展)
網路媒體 110.07.21 1次            - Facebook 粉絲頁:鍾p五四三札記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3D果凍烘焙專家文彩燕(生活適應

篇)
網路媒體 110.08.28 1次            - Facebook 粉絲頁:鍾p五四三札記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3D果凍烘焙專家文彩燕(工作發展) 網路媒體 110.08.29 1次            - Facebook 粉絲頁:鍾p五四三札記

臺灣淺山產業

旅遊協會

3D果凍烘焙專家文彩燕(學習成長

篇)
網路媒體 110.09.03 1次            - Facebook 粉絲頁:鍾p五四三札記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專屬新聞網站維運

案-「Taiwan我來了-新住民全球新

聞網」網站宣傳

平面媒體 110.07.23 1次        120,000 自由時報 思索柏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專屬新聞網站維運

案-「Taiwan我來了-新住民全球新

聞網」網站宣傳

平面媒體 110.09.17 1次        100,000 中國時報 思索柏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專屬新聞網站維運

案-「Taiwan我來了-新住民全球新

聞網」網站宣傳

平面媒體 110.07 月刊        150,000 遠見雜誌 思索柏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專屬新聞網站維運

案-「Taiwan我來了-新住民全球新

聞網」網站宣傳

平面媒體 110.08 月刊        150,000 康健雜誌 思索柏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專屬新聞網站維運

案-「Taiwan我來了-新住民全球新

聞網」網站宣傳

平面媒體
110.07.14-

11-.09.30
1次         60,000 海報、宣傳單發送 思索柏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專屬新聞網站維運

案-「Taiwan我來了-新住民全球新

聞網」粉絲團行銷宣傳廣告

網路媒體
110.07.01-

110.09.30
3個月        470,684 FACEBOOK 思索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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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專屬新聞網站維運

案-「Taiwan我來了-新住民全球新

聞網」粉絲團行銷宣傳廣告

網路媒體
110.07.01-

110.09.30
3個月        146,673 Google聯播網 思索柏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專屬新聞網站維運

案-「Taiwan我來了-新住民全球新

聞網」粉絲團行銷宣傳廣告

網路媒體
110.07.01-

110.09.30
3個月         81,554 Google關鍵字 思索柏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1年度新住民專屬新聞網站維運

案-「Taiwan我來了-新住民全球新

聞網」粉絲團行銷宣傳廣告

網路媒體
110.07.01-

110.09.30
3個月         38,160 Line官方帳號 思索柏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部移民署
110年度新住民專屬新聞網站維運

案-網路活動

網路活動

(七月世界友誼

日、八月南洋零

食、九月中秋節)

110.07.01-

110.09.30
3個月         90,000 粉絲團粉絲 思索柏股份有限公司

金額總計 1,807,071

填表說明：依據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報告通案決議：為督促妥善運用新住民發展基金之宣導經費，移民署應每一季填報「補捐助辦理多元文化推廣及相關宣導計畫」執行

情形，包括日期、主要內容、宣導方式、刊登(播出)時間、次數、總金額、託播對象及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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