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類新聞  60U  起 版位名稱

$594.00  /  $693.00

A  SECTION 焦點新聞(二) 黑白    A套內廣告尺寸在 1:5之內可合計次數折扣優待

焦點新聞(三) 黑白    A套內廣告與其他套廣告尺寸在 1:2比例之內方可合計次數折扣優待

綜合新聞 黑白

台灣新聞(一) 黑白

台灣新聞(二) 黑白

台灣新聞(三) 黑白

台灣新聞(四) 黑白

第三類新聞  60U  起 版位名稱

$486.00  /  $567.00

A  SECTION 大陸新聞(一) 黑白

大陸新聞(二) 黑白

大陸新聞(三) 黑白

大陸新聞(四) 黑白

香港新聞(一) 黑白

香港新聞(二) 黑白

東南亞新聞 黑白



第四類新聞  12U  起 版位名稱

$86.00 / $100.00

B  SECTION 美西綜合 黑白

華人社區新聞 黑白

城市釆風(周日) 黑白

C  SECTION 運動( 二 - 四 ) 黑白

D  SECTION 美國經濟/股市 黑白

E  SECTION 台灣影藝(二) 黑白

第五類新聞  12U  起 版位名稱

$76.00 / $90.00

B  SECTION 社會萬象 黑白

消費生活 黑白

北加/外埠新聞 黑白

聖地亞哥(周二) 黑白

社區繽紛(周四) 黑白

休閒育樂(周四) 黑白

南加論壇(周日) 黑白

E  SECTION 日韓影劇 黑白



第六類新聞  12U  起 版位名稱

$72.00 / $86.00

B  SECTION 美國新聞(四) 黑白

美國新聞(三) 黑白

美國新聞(二) 黑白

賭城社區新聞(周二) 黑白 特價-賭城廣告

D  SECTION 台灣經濟 黑白

大陸經濟 黑白

香港經濟 黑白

資訊科技 黑白

F  SECTION 兒童世界 黑白

上下古今 黑白

香港副刊 黑白

小說世界 黑白

世界副刊 黑白



彩色頁

A  SECTION 頭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日 周五  周六

12X6 $1,580.00 $1,930.00 $2,150.00 無折扣

(13.1"WX6"H)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A 套報眼

3.5X2 $292.00 $342.00 無折扣

A 套提要

2X4 $264.00 $308.00 無折扣

A底 $1,380.00 $1,680.00 120U  無折扣

A內彩 $630.00 $780.00 60U  無折扣

B E  SECTION 12U  起 $114.00 $136.00 封面無折扣

封底及內彩最多至8折

B. E. 套報眼

3X2 $138.00 $162.00 封面無折扣

5X2 $228.00 $270.00 封底最多至8折

8X2 $370.00 $430.00

B 套提要

2X4 $168.00 $190.00 無折扣

E  SECTION E 套外報頭 $142.00 $166.00 最多至8折

3X5

CDFG SECTION 120U  起 $114.00 $136.00 封面無折扣

12U  起 $110.00 $132.00 封底及內彩最多至8折

C D  套報眼 封面無折扣

G  套報眼 最多至8折

3X2 $120.00 $144.00

5X2 $200.00 $240.00

8X2 $320.00 $384.00

C  SECTION 美    食 外彩  每次 $75.00 無其他折扣 ,

周三 , 六 內彩  每次 $60.00 不可借予報紙廣告合併次數折扣

周四 每次 $75.00 無其他折扣 ,

地產照片 每次 $85.00 不可借予報紙廣告合併次數折扣

D  SECTION D 套提要

2X9 $400.00 $450.00 無折扣



版位名稱 特殊尺寸 及優惠價

B  SECTION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美西綜合 黑白 2X6 $78.00 $90.00

華人社區新聞 黑白 2X5 $65.00 $75.00

2X4 $52.00 $60.00

聖地牙哥版(周二) 黑白 2X6 $69.00 $81.00

休閒育樂(周四) 黑白 2X5 $57.50 $67.50

城市風釆(周日) 黑白 2X4 $46.00 $54.00

賭城社區新聞(周二) 特價-限本地廣告

E  SECTION

台灣影藝(二) 黑白 3X5 $100.00 $117.50 影藝外報頭

日韓影劇 黑白 3X5 $90.00 $107.50 影藝外報頭

C  SECTION

美    食 黑白 12U 8  次 $329.00 無其他折扣 , 不可借予報紙廣告合併次數折扣

周三 , 六 黑白 12U 24 次 $800.00 該特價為預付三個月 ,及連續刊登 ,

不可借予報紙廣告合併次數折扣

周四

地產新聞 黑白 每次 $180.00 無其他折扣,不可借予報紙廣告合併次數折扣

專業版 黑白 12U 13 次 $495.00 不得指定版位,日期,無其他折扣,

不可借予報紙廣告合併次數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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