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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大 IT 技術社群 
IT 人 在 iT邦幫忙互相交流解決卡關的難題，也分享實戰經驗，更在 iT邦幫忙鐵人賽的
推動下，一躍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技術學習平臺。 

會員數 

55,000+ 
22% 

VS 2019 

IT知識問答 

103,000+ 
10% 

VS 2019 

IT技術文章 

65,000+ 
30% 

VS 2019 

平均每日訪客數 

125,000+ 
9% VS 2019 

平均每日瀏覽數 

250,000+ 
61% VS 2019 





 
 
 
 
 
 
 
 
 
 
 
 
 
 
 

連續30天發表 
技術文章不中斷 

 成功完賽者 
即鍊成鐵人 

 內容交由評審 
兩階段評分 

評選出冠軍、優
選以及佳作 

30 Days Ironman Score Winner 



萬+ 

總瀏覽數 

萬+ 

訪客數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7 2018 2020 2019 



最貼近真實使用情境的經驗分享 

精準 TA + 高強度曝光  

在地化的最後一哩：得獎作品出版成書 

永續的影響威力 



宣傳 
總計超過 6 個月的推動與宣傳
力道。 
 

透過強者們的優質分享，讓重要
的技術與平臺，在 IT 人心中刻
畫下無法抺滅的深刻印象。 

開賽 

評分 

得獎 

頒獎 



2019成功案例 

iT 邦幫忙鐵人賽是技術菁英聚焦的年度賽事，參賽文章品質之優異受到
出版商的肯定，因此博碩文化與 iThome 合作，將得獎作品出版成書。 
 

火熱上市 

牽成 IT 技術在台灣的最後一哩 
博碩文化與 iThome 合作，得獎作品將有機會出版成書 



臺灣微軟與 iT邦幫忙鐵人賽合作

成立了 Everything On Azure 組，

鼓勵 IT 人分享運用 Azure 雲端服

務平臺的寶貴實戰經驗。 

短短的一個半月活動期不僅發掘

不為人知的 Azure 高手，還創造

了驚人的技術推廣力！ 

第 10 屆 合作案例    

20 位好手報名 

吸引 20 位 IT 人報名 iT邦
幫忙鐵人賽的 Everything 
On Azure 組。 

264 篇 好文 

於鐵人賽 45 天的活動期間，
總共產生 264 篇與 Azure 相
關的專業技術文章 。 

33 萬+ 瀏覽數 

活動期間總共超過 33 萬
瀏覽次數，讓 Azure 被更
多 IT 人看見。 

永續的影響力 

藉由 iT邦幫忙強大的 SEO，
讓 Azure 的技術文章持續
發揮影響力，讓更多人認
識 Microsoft Azure。 



台灣 Ｇoogle 與 iT邦幫忙鐵人賽

合作成立了 Google Developers 

Machine Learning 組 ， 搭 配 

Google 的機器學習培訓計劃

（ML Study Jam）進階課程，推

動開發者認識與學習 TensorFlow 

以及 Google 的 ML 平臺。 

第 11 屆 合作案例    

118 位好手報名 

吸引 20 位 IT 人報名 iT邦幫忙
鐵人賽的 Google Developers 
Machine Learning 組。 

950 篇 好文 

於鐵人賽 45 天的活動期間，
總共產生 264 篇與 Google 
Cloud Machine Learning 
相關的專業技術文章 。 

42 萬+ 瀏覽數 

活動期間總共超過 33 萬
瀏覽次數，讓  Google 
Cloud Machine Learning 
被更多 IT 人看見。 

永續的影響力 

藉由 iT邦幫忙強大的 SEO，
讓 Google Cloud Machine 
Learning 的技術文章持續
發揮影響力。 



我發現至少有 1 ~ 
2 成的求職者會在
履歷上列鐵人賽成
績，這表示 IT 界
已經認可鐵人賽的
價值，求職者具備
鐵人賽成就會加分。 

技術卡關的時候，
用 Google 搜尋一
下就會發現，第一
頁滿滿的都是鐵人
賽的文章。大家的
努力都已經被歷史
給紀錄下來！ 

我自己擔任評審，
看參賽的文章也學
到很多，所以真心
建議 IT 人認真把
鐵人賽的文章看一
遍，這對技術本質
的幫助會非常大。 

每一篇完賽文章的
背後，都代表著長
時間的作功課、內
容編排與設計，精
神令人佩服。與其
說我們在擔任評審，
其實也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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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推廣 

徵求 IT 菁英 

產品推廣 



•獨立的組別，以最顯眼的方式抓住 IT 人的關注。 

•得獎者有意願，內容可再整理出版成為實體書籍，為產品／技術

增加更強而有力的推廣管道。 

     獨立的組別 

•可推舉領域專家擔任該組的評審 

•頒獎典禮指派代表致詞並頒發 該組冠軍  

     評審與頒獎 

•可設定帳號一同發文，不限篇數、沒有連續30天的壓力 

•文章將在 iT邦幫忙鐵人賽的【技術推廣專區】呈現，獲得更多的

關注。 

 專區呈現你的技術文章 

鑽石級 

$ 25萬 
全台規模最大的技術分享
挑戰賽，承載將近半年的
熱血關注，一傳十、十傳
百系列文的穿透力，是提
升技術與平臺能見度的最
佳方案。 



 



人才招募 

$ 10萬 
IT界最具企圖心的人才，
會報名鐵人賽。IT界努力
精進自我的人才，透過鐵
人賽不斷學習。在這裡可
以找到最優質的人才，作
為企業成長的最佳後盾。 

•十大主題選 2 組揭露貴司的徵才資訊。（贊助組別除外） 

•在 iT邦幫忙鐵人賽以徵才專頁展示企業資訊與人才需求。 

•最多 IT 人看見支持培育人才的企業在向他們招手。 

    IT 高手雲集 最多人才聚焦 

•隨 iT邦幫忙鐵人賽宣傳（網頁、EDM、FB 、頒獎典禮布置物等）

露出貴司 Logo。 

• iThelp 每日摘要 置入一周的徵才 Banner。 

  潛移默化 置入企業識別與形象 

•在指定組別的報名頁，給多參賽者衷心的加油與鼓勵。 

•在報名頁與文章頁置入 Banner，揭露貴司求才若渴的需求。 

     陪伴參賽者 度過挑戰的每一天 



•場邊活動【專區】呈現產品，不限時間、不限天數發文教學。 

•沒有連續30天的挑戰壓力。 

•專區、專頁呈現，並推薦至多 5 款產品，分享產品資訊與教學。 

     廠商專區 

•隨 iT邦幫忙鐵人賽共同推廣產品。 

• iT邦幫忙於此區加碼幸運獎，鼓勵 IT人也來分享使用經驗。 

•廠商加碼好禮激勵 IT 人撰寫可看性高的分享好文。 

  共同推廣好產品 

• iT邦幫忙的最強 SEO 持續讓產品被看見。 

     讓產品被看見 

黃金級 

$ 5萬 
專區專頁呈現產品及教學，
並鼓勵IT人分享使用經驗，
讓更多人知道這些IT產品
可以助攻企業，具備更強
大的競爭力。 



贊助 

方案 

A 

$ 25萬 

C 

$5萬 $ 10萬 

Ｂ 

fortune@mail.ithome.com.tw 詳細贊助內容請洽專人為您服務 (02) 2562-2880  #3639  李小姐 



fortune@mail.ithome.com.tw 

(02) 2562-2880  #3639   

fortune@mail.ithome.com.tw 

(02) 2562-2880  #3639 李小姐   詳細贊助內容請洽專人為您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