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設計創新」有關， 

找                               就對了 



關於黑秀網 
• 2000年4月成立 

• 2010成立Facebook 

• 2015年12月全新改版上線 



合作客戶 



博碩文化 

合作夥伴 



合作作家 
黑秀網作家來自各專業領域，提供黑秀網會員具國際

觀點及實用的設計新知。例如：知名設計師、插畫家、

服裝設計師、設計觀察者、法律研究者…等數十位。 

設計發浪 歐普設計公司  
總監 王炳南 

許匡匡 

謝亦晴 邱美寧 陳向晞 

Fi  彭星凱 竅門設計 主持設計師 
王俊隆、何忠堂  

許瀚文 



知名度- 
「設計」關鍵字搜尋名列前茅 

 



 不重複瀏覽量  195,773 
 
 平均造訪時間：66秒 
 
 造訪頁數：5.25頁 
 
 
 
 

黑秀網 

每月平均流量226 萬 
每月平均訪客23.6萬 
 
(2016/3-2017/2) 

 
 

受眾族群 

男生 54.15%   女 45.85% 

18-24歲 
54.15% 

25-34歲 
33.50% 



最受矚目的設計人力 – 畫廊 

• 【設計畫廊】有30類以上設計領域 

• 超過40,000家設計公司在此發表作品 
廣告設計    視覺設計    書籍/封面設計    標識設計    型錄設計    字型設計    影像設計    印刷設計    

塗鴉/街頭藝術     APP設計    包裝設計    互動設計    排版完稿    產品設計    品牌及企業形象設計    

傢俱設計    攝影設計    玩具設計    服裝/時尚設計    數位藝術   多媒體設計  遊戲設計    網頁設計     

純藝術/工藝設計    Flash動畫    3D動畫影片    音樂創作    空間/建築設計    工業設計    插畫設計  

奇幻插畫    繪本/兒童插畫    卡通/漫畫    浪漫插畫    設計師自創品牌    展示/道具設計     模特兒  



heyshow.com  設計類型比例 

平面設計＋插畫 70% 

網路新媒體 20% 

其他設計 10% 

21人以上：0.8% 

11~20人：3.7% 

4~10人： 10.8% 

1~3人： 84.7% 

heyshow.com  公司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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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地點分佈 



台灣人只配用便宜貨跟不准算設計費的名片 
Click:53,854 

設計失禁語 - 水電工都還有基本檢查
費，為什麼設計師要免費比稿？ 
Click:46,658 

 「令人激賞的標準字」設計入選作品揭曉  
Click: 56,998 

設計接案新手包－閱讀實用文， 
設計生涯少吃虧十年 Click:46,770 

 Motion Graphic是下一個世代的平面設
計專訪Bito創意總監 劉耕名  
Click:37,726 

設計報導－ 
設計師最關心的我們都知道  

2015台灣最新商業設計行情報價  
Click:216,937 



設計學系畢業贊助 
為設計畢業系的校系、作品提升曝光率，為畢業系學生的作品

留下永久的紀錄與回憶！ 

2001開始至今，目前共117間畢業學校申請，超過190萬
人以上參觀線上畢業展覽。 

 



設計師/插畫家 
                       為什麼要來黑秀網 

• 完全以User角度思考的機制 

• 集合所有會員在設計界的成就與案源 - 畫廊作品展
示空間 

• 接到設計案，實現靠設計生存的夢想 

• 企業公司/設計需求者，尋找設計者的搜尋入口 

• 站內媒體曝光、設計作品介紹 

 

 



Heyshow.com 粉絲團 

粉絲人數：超過77,000人，持續增加中 

主要使用者多為18-34歲，女性居多 

 
每日平均觸及人數超過50K使用者 



FB廣告宣傳效益 無遠弗屆 
Adobe、Microsoft、台北電腦商業公會…等企業/組織

於heyshow.com粉絲團廣告宣傳活動，廣告宣傳效益

平均觸及100K以上使用者。 



活動 場次數 
累計總參與人

數 
累計總觸及數 

【徵件】黑秀網每月主題 18 1800人以上 67萬人以上 

【網聚】黑秀網同樂會 14 550以上 10萬人以上 

【徵件】垃圾桶裡的創意 8 (屆) 超過8700 
(投稿數) 

141萬人以上 

【講座】金創藝講堂 32 3000以上 10萬人以上 

【競賽】阿瘦皮鞋金履獎 5 (屆) 超過5200 
(投稿數) 

249萬人以上 

【徵件】黑秀網首頁嚴選
圖片 

1(屆) 超過8900 
(投稿數) 

190萬人以上 

實體活動/網路行銷經驗- 
2000年至今 

講座、競賽、社群推廣是黑秀網累積了多年的行銷企劃經

驗，我們了解設計族群的習性，並且使用慣用語彙與其互

動，往往能獲得共鳴與廣大迴響！ 

 



用設計專業造福社會 

設計公益 
用設計為公益發聲，我們不遺餘力。以黑秀網知名度、專業
與資源為公益活動宣傳，贊助網路媒體廣告、設計徵件活動
平台。曾與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台少盟、台灣媽
祖魚保育聯盟…等公益組織合作。 
 

相關新聞：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LOGO設計競賽 得獎公布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LOGO設計競賽－初選公告 
支持公益與環保！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LOGO設計競賽10/19截止 

 

總徵件數共：414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LOGO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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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好色計設計大賽 「青少年瘋野球  創藝束口袋」 

第二屆 好色計設計大賽 「跨世代‧跨十代」海報設計大賽 

總徵件數共：556 

總徵件數共：501 

相關新聞： 
第一屆好色計設計大賽 「青少年瘋野球～創意束口袋」 頒獎典禮暨設計交流會 
第一屆好色計設計大賽「青少年瘋野球～創意束口袋」設計大賽 入圍名單揭曉！ 

相關新聞： 
『跨世代‧跨十代』頒獎典禮暨設計交流會 得獎名單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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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設計躍向國際，黑秀網邁向國際化 

參展 第三屆上海國際創意產業 

與來自荷蘭、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上海、香

港...等各地的創意作品互相角力，並於展期間增加許多中

國大陸的會員朋友，網站知名度大開。 



延伸品牌價值 

Design On Air 設計放映中   
APP 

目的增加設計師的多元視野、設計知識，以及培育設計人才，

APP規劃共四大類型，分別為設計講座、作品欣賞、設計教

學與設計訪談。使用者藉由整合完善的各類別影片互相分享、

交流，以獲得豐富的設計理念與經驗。 



黑秀網歷史紀錄 

• 黑秀網 heyshow.com 成立於2000年，是目前台灣最具規模的
專業設計社群網站，黑秀網與heyshow.com facebook粉絲團
目前已經累積超過116,000多家設計公司及工作室的會員，每日
平均Page View約800萬。 

 

• 2000年至今，已舉辦八屆「垃圾桶裡的創意」競賽，累積投稿
件數為8,718件，活動訪次超過140萬。此活動以幽默特殊的競
賽主題與長期累積的知名度，成為沒有獎金誘因，徵件作品也
能破千的競賽活動！ 

 

• 2011年起，與金車文教基金會合辦每月設計專題講座《金創藝
講堂》，提供一個專業設計知識分享場域。 

 

• 2011年，黑秀網大幅改版，擴增了會員作品上傳空間，並設立
【設計／求才發案】專區，讓設計人才的募集更為便利！ 

 

• 2012年10月，出品設計影片分享平台「設計，放映中 Design 
On Air」iOS APP，精選最新設計相關影片含設計講座、設計
欣賞、設計教學、設計訪談，獨家放映設計講座內容，目前影
片數已突破300部。 

 

 

 

 

 

• 2013年4月，與全華圖書合作，策劃與
著作《設計GOOD JOB》一書，集結二
十七位設計創意工作者生涯故事，並於
信義誠品成功舉辦了新書發表會，獲得
讀者熱烈支持！ 

 
 



黑秀網轉投資姊妹站  

byja.com 敗家網  
設計商品購物網 









下一階段 
進化中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