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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的春燕提早報到！中華經濟研究院公佈2019年12月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其中製造業PMI已連續三個月呈現擴張(指

行動支付交易大爆發！金管會銀行局最新公佈數據顯示，2019年前11月行動支付交易總額首度逾千億元，來到1,003億元，

較2018年同期的418億元，大幅成長139%，並且持續加速成長中。金管會已核准各家銀行、電子支付業加入，且已提出相

關風險管控辦法，包括商家收付款應採專碼專用、提供付款客戶掃碼也應限定使用時效等。市面上的支付工具也愈來愈多元，

民眾的消費習慣也在改變，加上現在可運用行動支付的場景變多，這四大原因都是讓行動支付交易額呈現跳躍式成長的主要

理由。另外，行動支付的風行也帶動國人去年刷卡金額創新高，預計全年可望突破3兆元。[工商時報2020/01/06]

金管會公佈，去年前11月國人信用卡刷卡額達新台幣2.93兆，年增近11%，創下歷史新高，

銀行局表示，主因包括業者推出優惠變多、使用場景增加、消費者者習慣改變，以及電子支

付及第三方支付業者推出支付App，綁信用卡做支付等。銀行局統計，去年11月信用卡簽帳

金額刷卡王續由國泰世華銀行奪冠，單月簽帳金額達417.7億元，第二名為中國信託銀行，

單月簽帳金額385.1億元，第三名由玉山銀行以單月簽帳金額382.7億元緊追在後。[中央社

2019/12/31]

春燕提早到製造業PMI連3月擴張

去年前11月刷卡額達2.93兆創歷史新高

嗶經濟爆發行動支付破千億

數高於50)，且指數續揚至56.2，為19個月新高。中華經濟研究院長表示，「整體來

說，廠商都認為去年第四季比第三季來得好」，中美貿易紛爭較為平息，也讓廠商

對於前景不確定的擔憂降低。至於全體製造業的「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先前連

續七個月的緊縮也出現斷點，指數躍升8.4至57.4，為2018年7月以來最快擴張速度。

此外，台灣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部分，2019年12月指數54.1，已連續十個月

呈現擴張；今年提早進入農曆年的拉貨期，NMI的四項組成指標中，商業活動、新

增訂單與人力僱用呈現擴張，供應商交貨時間呈現上升。[工商時報2020/01/03]



上月六都移轉棟數大爆發

純網銀今年即將上路，面對新挑戰來勢洶洶，傳統實體銀行除靜觀其變，也積極強化虛擬通路服務，導入AI功能提供智能客

服、語音服務等功能解決消費者使用痛點，要用簡便、直覺式服務圈粉。例如，合庫銀行推出的「i秘書」，鎖定滑世代，提

供信用卡、新台幣、外幣、房貸、信貸等即時金融資訊與服務；華南銀行也將自家行動銀行導入語音服務，讓客戶可直接以

口語表達完成金融服務；渣打銀行新上市的 「SC Keyboard Banking」則結合現代人最常用的LINE、Messager、

Whatsapp、WeChat，將銀行常見的金融服務直接導入社群軟體等。[鉅亨網2020/01/05]

年底購屋及建商交屋旺季，房市以紅盤漂亮封關，六都2019年12月買賣移轉棟數大爆發，合計達2.23萬棟，月增13.3%、年

增24.4%。累計六都全年來到23.2萬棟，年增9.4%，以此推估，全年全台買賣移轉棟數可望站上30萬棟，為近五年來最佳。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上半年南台灣的房市熱潮，在下半年稍微降溫，反而被桃園迎頭趕上，桃園全年交易站上4萬棟，年增

率16.8％，居六都之冠；另台中、台南、高雄均約在一成左右。房屋智庫經理表示，桃園在雙北的比價效應下，大舉吸引自

住買盤，購屋區域明顯集中在有建設、有議題的區域。[工商時報2020/01/03]

美國專利局近期公佈亞馬遜申請的「非接觸式掃描系統」專利，這項技術能透過特定儀器掃

描顧客的手掌，只需伸出手掌放在掃描器的紅外線下即可結帳，進一步提高超市結帳效率。

不過，手掌靜脈辨識並不是新鮮的技術，亞馬遜更看重的是與自家線下無人便利商店Amazon

Go結合；當顧客「刷手」進入超市那刻起，系統就將手掌資訊和個人帳號綁定，配合

Amazon Go原本就設定的攝影鏡頭和感測器，即時記錄顧客從貨架拿走的每個商品，自動加

到顧客的虛擬購物車中。此外，手掌靜脈辨識顯然不只用於線下購物，還可以擴展至物流倉

庫、辦公室乃至銀行等其他安全需求較高的場所。[科技新報2020/01/02]

亞馬遜申請手掌辨識專利 掃描手掌就可結帳

迎戰純網銀老行庫行動服務強打AI功能圈粉

https://technews.tw/2020/01/02/a

mazon-applies-for-palm-

identification-patent/



IG上秀顛覆消費者文化

倫敦金融時報(FT)報導，經過幾年的爆炸性成長後，規模達80億美元的網紅市場或許已開始出現一些緊張跡象，愈來愈多品

Instagram過去九年來累積逾10億用戶，已成為一種用新型態搶攻消費者市場的平台。原因是現在多數人的生活無時無刻不

使用相機，因此IG不僅改變購買的產品面貌和本質，就連購物空間都跟著出現大幅調整。若干商品在過去十年間一躍成為必

買的購物清單，因為透過良好的拍攝手法，或是用獨特的巧思分享商品的照片，累積了按讚和評論數。此外，IG也改變購物

場所的面貌，例如珠寶商Tiffany在曼哈頓旗艦店設立知更鳥蛋藍色系的咖啡廳、冬季服裝製造商Canada Goose在店面設立

灑滿雪的「Cold Room」體驗空間。IG在2010年代的消費影響力，不像亞馬遜(Amazon)一樣能夠輕易量化，因為IG改變的

是消費者文化，也改變買賣方式和誘因。[經濟日報2020/01/04]

2019年全球戶外廣告支出料超越報紙廣告營收，是有史以來首見，也意味廣告看板在網路時代展現驚人的競爭韌性。規模

6,000億美元的全球廣告市場中，戶外看板、車體廣告、候車亭廣告等所謂的「家外媒體」(out of home)，雖僅佔6.5%，

但相較報紙等不敵谷歌和臉書，戶外廣告卻一枝獨秀，成了唯一能抵擋數位浪潮的傳統媒體。戶外廣告至今仍以每年2.5%

到4%的幅度擴張，群邑媒體集團預估，到了2024年，戶外廣告支出將超越報紙及雜誌廣告支出的總和。 [工商時報

2020/01/03]

戶外廣告今年營收料超車報紙

網紅疲乏症 衝擊廣告效益

牌開始質疑網紅真正帶來的效應，甚至有悲觀人士擔心，網紅當道的時代已觸頂，接

下 來 將 慢 慢 畫 下 句 點 。 此 外 ， 市 場 研 究 業 者 InfluencerDB 調 查 也 顯 示 ， 互 動 率

(engagement rate)過去這一年已經有所下滑。網紅之所以崛起，主要是因為較年輕的

千禧世代和Z世代消費者接受資訊的管道，已從傳統的媒體轉向社群平台。不過，業界

已有許多人開始擔憂「網紅疲乏」(influencer fatigue)的現象，也就是市場已經充斥

過度自我吹捧的人，有些還會製造假數據。另一方面，IG日前決定測試隱藏按讚數的

做法，則讓網紅們憂心要靠什麼對廣告主展現自己的價值。[經濟日報2020/01/04]



透視微品牌：

打造你的品牌力

余承芳

媒體專題
Media Report



前言：網路微品牌竄起

• 近年來，網路「微品牌」(Microbrand，亦即新興網路原生品

牌)異軍竄起，讓大品牌面臨市場被瓜分的危機。

• 此外，台灣消費者整體網購頻率已逼近實體購物！資策會產業

情報研究所(MIC)調查發現，消費者購物行為中，每十次約有

4.5次透過網購完成；此外，東方線上E-ICP資料庫歷年調查亦

顯示，消費者在2018年的網購頻次已見大幅增加。此消費者購

物行為轉變，更是提供網路「微品牌」良好的茁壯環境。

• 有鑑於大品牌同時面臨品牌階級削弱、微品牌來勢洶洶等兩股

市場衝擊，鞏固既有市場不易，本期專題將由消費者切入，觀

察近年市場轉變，剖析微品牌成功之道與大品牌因應之道。

※資料/圖片來源：東方線上E-ICP資料庫、Market Donut

n=2,000，13-64歲

過去一年曾經網購人數比例

過去一年網購次數



• 據東方線上2018年調查顯示，信賴圈(專家/親友)、

網友評價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影響顯著，顯示

消費者更願意選擇信賴圈、網路口碑推薦品牌。

• 同時，觀察尼爾森2019年Q3數據也可發現，親友

購買或使用經驗分享在全品類中皆對購買決策都

有顯著影響，在在都顯示信賴圈對購買意願有顯

著的影響力。

信賴圈推薦、社群口碑，成2大契機

※資料/圖片來源：動腦雜誌、東方線上 2019、Nielsen MI & LI Taiwan 2019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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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數值(%)• 由此可見，只

要產品條件有

相當水準，即

便品牌未必擁

有高知名度，

仍有機會納入

消費者的購買

清單，而這也

讓微品牌有了

茁壯的契機。

誰的經驗會影響你的品牌選擇？ (n=2,000，13-64歲)

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47347#ZoCvJciH


• 如前述所說，在消費者購買行為轉變、網路社群高度發展的催生下，微品牌遍地開花，並快速搶食

市場大餅；其中，觀察近年來能在競爭激烈的零售市場中壯大的微品牌，可歸結出以下特點：

4力助攻，微品牌逆勢突圍

社群力 數據力 產品力 通路力

善於經營社群口碑，
且能觀察社群風向靈
活反應，進而拉近與
消費者的距離，提高
連結度與信賴感。

運用數位廣告、自
營官網，爬梳數據，
藉此掌握消費者喜
好，並能對市場風
向迅速反應。

透過挖掘消費者痛
點，推出差異化產
品，滿足消費者需
求之餘，也做出市
場區隔。

藉由落地實體通路，
延伸觸及新客；同
時，利用線上粉絲
力，帶動線下銷售，
達成全通路行銷。

• 以下將借鏡衛生棉品牌「愛康」與面膜品牌「提提研」，結合上述提出的微品牌成功四力，輔以實

例說明，解密微品牌的突圍之道。



• 衛生棉品牌「愛康」成軍12年，年營收破億，雖是靠網路團購起家，卻能在長期由國際品牌壟斷的

台灣衛生棉市場中打出一片天，可歸功於市場區隔、社群圈粉、自營官網等三大經營特點，進而躋

身涼感衛生棉領導品牌，並使大品牌相繼推出同類產品因應。

實例借鏡1：「愛康」3箭齊發，躋身領導品牌

※資料/圖片來源：

社群圈粉市場區隔 自營官網

• 接下來，將針對微品牌成功四力，結合上述「愛康」經營三大特點，一窺「愛康」的突圍之道。

經營
差異化產品

擴大
口碑的擴散

深耕
利基消費者



• 愛康透過社群不斷與消費者對話，找出消費者痛點，研發

出30秒抑菌的涼感衛生棉最為主打商品，並在十年間不斷

依據消費者反饋改善產品，一步步做出口碑，同時與大品

牌做出產品區隔，因而成功站穩市場。

挖掘消費者痛點，找出市場區隔

※資料/圖片來源：天下雜誌、露天拍賣

• 愛康上市初期，礙於品牌知名度尚低，且消費者對於大品牌黏著度高，故而逆勢將客

群限縮，鎖定在大學生。同時，在官網招募各大學志願者，免費提供試用品，培養團

購主，利用口碑擴散力，打開知名度。

• 隨著知名度提升、口碑發酵後，愛康成功擴大銷售，請靠著高回購率、低退貨率(不到

1%)，曾蟬聯六年知名網路平台日用品團購冠軍。

強打分眾市場，培養鐵粉

透過社群對話，找出消費者痛點，做出市場差異化。

主打分眾，並透過培養團購主，發揮口碑擴散力，打開品牌知名度。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836


以社交電商切入市場，並透過互動，深化情感連結，建立品牌忠誠度。

• 具品牌知名度後，愛康即專注於官網經營，並透過數據分析，瞄準利基團購生意，開

發出獨家的「分寄系統」，讓揪團主不用再自行打包分貨，大幅衝高銷售。同時，也

透過會員購物金終身累計制，以折扣養客，甚至讓消費者願意發起團購主動拉客，壯

大生意。

※資料/圖片來源：天下雜誌1、2

• 愛康以社交電商作為定位，從創立時就花很多時間和

消費者對話，深化與消費者的連結，並提高信賴感。

因此，在社群經營上，除了進行產品宣傳外，也常透

過分享公司大小事，與網友互動，同時透過「客製化」

一對一客服，優化顧客體驗，並樂於關心客戶、以貼

心服務養客。

粉絲

平台

商家

口碑 社交電商

經營社交電商，深化顧客關係

爬梳數據金礦，深耕利基消費者

利用採集數據金礦，找出利基市場，深耕養客。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836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3563


• 面膜品牌「提提研」從電商起家，靠社群行銷在網路暴紅，國際獲獎無數，其後更成功打進法國開

架藥妝市場，聲名大噪。提提研紅回台灣後，進駐實體通路，卻不靠低價競爭，還能從微品牌一路

茁壯，到如今年收近5億，全靠以下三個成功要點：

實例借鏡2：「提提研」3招出擊，敷出美麗商機

積極參展社群圈粉 搶攻O2O

深耕網路口碑 揮軍海外揚名 落地實體通路

• 接下來，將結合上述「提提研」三大經營特點，以微品牌成功四力作為切角進行分析，解密「提提

研」成王之道。



• 提提研創辦人李昆霖是品牌話題營造的最佳社群操盤手，生性活潑的他愛用社群跟粉

絲搏感情，吸引網友互動，進而培養出一票死忠「提粉」。

※資料/圖片來源：Cheers雜誌、東森新聞、天下雜誌

• 提提研費時三年，備齊歐盟認可的第三方認證的有效性實驗數據報告，成功搶進歐洲

開架藥妝市場，躍升國際品牌。同時，以第三方實驗證實產品標榜功效、通過無毒測

試作為商品亮點，並主打「法國人敷的面膜」拉高單價，成功攻進台灣實體通路。

營造品牌話題，引爆社群關注

運用社群炒作話題熱度，掀起社群關注，提高品牌能見度。

借力國際認證，提升品牌好感度

• 舉例來說，李昆霖便曾透過邊餵鯊魚邊敷臉、敷面膜跳

傘等趣味行徑，傳達品牌「勇敢」精神之餘，也炒熱話

題，並帶出十幾萬點閱率起跳的社群關注，其後衍生的

「敷面膜做蠢事」活動，更是創造百萬點擊率，成為品

牌最佳的形象廣告。

以國際認證提高消費者信賴度，並運用消費者虛榮心態，擺脫低價競爭。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9727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3616


• 2011年，提提研在俄羅斯美容展獲得法國代理商青睞，正式拿到國際市場門票，2013

年成功進入法國市場，並打開近40國外銷大門。因此，提提研每年都會到世界各地參

加美容展，拓展人脈、尋找機會，並透過國際大品牌的代工訂單累積經驗值。

※資料/圖片來源：經理人雜誌1、2、商業周刊、提提研FB

• 為從微品牌晉升為有記憶度之品牌，提提研選擇從線上反攻線下，

「落地」實體通路，藉助實體通路即時性特性，大膽採用「單片

面膜」銷售策略，勾起消費者嚐鮮的心態，降低體驗門檻，擴大

銷售。

• 此外，提提研也打破專營美妝店的路線，揮軍便利商店，同時考

量通路特性、客群需求，採取不同的行銷溝通，精準打中分眾心

佔率，並利用吸引女性消費者的周邊商品，進一步帶動商品銷售。

積極參展搶曝光，打造品牌高度

透過積極參展，把握每一個品牌曝光的機會，推升品牌高度。

從線上反攻線下，狙擊分眾市場

瞄準分眾心佔率，依據通路進行精準行銷，吸引消費者主動買單。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1036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1241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Index?StrId=64012


• 在這消費者行為轉變、品牌階級消失的時代，微品牌與大品牌各有其經營厲害之道。微品牌精於口

碑操作，而大品牌多年的通路經驗與規模經濟也實為其厲害之處，兩方可透過相互學習各自長處，

持續為品牌帶來發展動能，以下提供大品牌三點建議，作為品牌經營因應之道：

結語：3線佈局，助品牌添活力

※資料/圖片來源：經理人雜誌

在零售市場競爭激烈狀況下，知名品牌應多關注自身消費者需求的細微變化，

利用大數據精準掌握消費者的需求點，優化商品或挖掘新商機；並洞察社群

風向，透過精準行銷溝通消費者的有感議題，延伸品牌觸及與心佔率。
挖數據找需求，
另闢藍海新商機

深耕社群口碑，
強化消費者連結

跨界圈粉吸客，
擴大品牌觸及率

雖然知名度與熟悉度仍是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重要指標，但在網路高度發展下，

社群口碑聲量、網友評論內容、評價數等，亦皆為促動消費者購買的重要考

量依據，值得持續投資深耕。藉由深入消費者日常，與消費者建立共感與連

結，進而潛移默化影響消費者決策。

有鑑於社群口碑對消費者決策影響顯著，除了品牌自媒體自發性宣傳外，

也可透過挑選屬性適合的KOL、粉絲團進行宣傳曝光，藉以吸引新客群，

延伸品牌觸及率，拓展新商機。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columns/view/5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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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秒數據解密
Data Decryption



想了解更多？點擊觀看完整影片>
>

• 業界前輩常說，買媒體看三點：買得準

不準、好不好、貴不貴。那麼，你知道

該如何訂定程序化購買的KPI嗎？又該

怎麼評估廣告的性價比呢？

• 其實，程序化購買依據目標設定不同，

可 分 成 三 大 面 向 ； 且 不 同 目 標 ，

Solution就不同，該怎麼比較呢？就讓

數據戰鬥機告訴你，在訂定購買KPI前，

如何在三個目標間找到對的解決方向！

本期重點：程序化購買成效三大面向

「60秒數據解密系列」每週五準時更新！觀看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iNDLiDDjc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gwAAtsfOs&t=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Na2UPI_sA&t=1s
https://youtu.be/BEJH28URGEY


新節目介紹
New TV Shows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09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台 播出時間：21:00(一~五)

派遣女醫6：這次未知子將再次面臨全新挑戰！由蛭間重勝(西田敏行飾)率領的「東

帝大學醫院」陷入了空前絕後的財政危機，為扭轉頹勢，蛭間聘請到人稱「本世紀最強成

本殺手」的企業重生專家尼可拉斯丹下(市村正親飾)。丹下提出多項重建計畫，不僅要精

簡人員、削減成本，還要設立新的部門，更將未知子找來東帝大學醫院。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20/01/12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2台 播出時間：18:00(日~三)

2020洛桑冬季青年奧運：對於潛力無限的青年冬季運動健將們，本屆位於洛

桑的冬季青年奧運絕對是最好展現身手的舞台。他們在場上展現更多的熱忱，不像頂級運

動員能毫無失誤，但跌倒後的年輕小將們有馬上站起來再次嘗試的勇氣。喜歡花式滑冰、

高山滑雪等各種冬季運動，而且喜歡看到熱情洋溢的小朋友們揮灑青春的觀眾朋友，千萬

別錯過愛爾達體育為大家所呈現的洛桑冬季青年奧運轉播。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13  播出頻道：愛爾達影劇台 播出時間：20:00(一~五)

優雅的家：講述於15年前因殺人事件失去媽媽的財閥繼承女子(林秀香飾)，與只為金

錢服務的邊緣三流律師(李章宇飾)相遇後，發現財閥家隱藏之祕密的故事。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13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台 播出時間：22:00(一~五)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13 播出頻道：台視 播出時間：22:00(一~五)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13 播出頻道：緯來育樂台 播出時間：20:00(一~五)

女王的天堂餐廳：黑須仮名子(石原聰美飾)是法國餐廳「蘿蒂西」的老闆，渾身

散發迷人魅力，但她性情古怪，不但把店開在墓園裡，還說自己不為賺錢，更不是為了上

門的顧客，開店只是想滿足她個人的口腹之欲！面對超任性的仮名子，員工們只好人人當

自強，聯手收拾老闆惹出的麻煩，爆笑解決餐廳大小事。

花遊記：以中國古典名著《西遊記》為背景改編，擁有致命頹廢美的齊天大聖孫悟空

與擁有獨特世俗本性的三藏法師陳善美，在2017年惡鬼猖獗的黑暗世界中找尋光明旅程的

故事。

如懿傳：清朝乾隆皇帝時期，尚未登基成為皇帝的弘曆選福晉，原本屬意青梅竹馬的

烏拉那拉青櫻，但額娘和皇帝都不許。青櫻其後以側福晉入宮，與弘曆相知相惜，並在他

登基之後默默扶持，最後登上后位。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13 播出頻道：緯來戲劇台 播出時間：20:00(一~五)

類型：影集 上檔日期：2020/01/14 播出頻道：FOX 播出時間：23:00(一~五)

類型：影集 上檔日期：2020/01/14 播出頻道：FOX 播出時間：22:00(二)

捉迷藏：太平洋化妝品會長羅惠琴想將公司傳給唯一血脈孫女閔秀雅，但秀雅體弱多

病，會長聽信女巫師的指示，從孤兒院領養同齡小女孩金采琳替孫女擋煞，采琳來到會長

家不久後，秀雅就被綁架了，此後，采琳代替秀雅的身分生活。真實的秀雅因為火災失去

記憶，采琳則努力地討好大家，甚至為了拯救公司不得不嫁給會長安排的人選，但仍無法

獲得會長的喜愛，心灰意冷的她終於走向復仇之路…。

惡靈偵探：聚焦一名女法醫心理學家、受訓中的牧師以及藍領階級承包商，描述三

人調查著一系列無法解釋的現象，並試著釐清這些事件是否有科學的解釋，或真的是由超

自然力量所驅使。

良醫墨非3：男主角佛萊迪海默爾飾演年輕外科醫生尚恩墨非，患有「學者症候群」

(savant syndrome)的他不擅交際，面對同事總是顯得尷尬，但誠實和直接的個性也成為

讓人相當信賴的原因，在醫術專業上展現無比天分。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影集 上檔日期：2020/01/16 播出頻道：FOX 播出時間：22:00(四)

紐約新醫革命2：貝爾維醫院(Bellevue Hospital)位於紐約，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

公立醫院。故事圍繞在一家曼哈頓醫院的新進醫療主任，其特立獨行的方式破壞了醫院的

現狀，但同時他也總是優先考慮病人的照護。該醫院是世上唯一一間能在同一個屋簷下，

治療伊波拉患者、賴克斯島(Rikers Island)囚犯以及美國總統的醫院。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動畫 上檔日期：2020/01/17  播出頻道：愛爾達綜合台 播出時間：18:00(一~五)

七龍珠改：孫悟空的哥哥拉蒂茲透露了孫悟空原是戰鬥民族賽亞人的身份。孫悟空

和比克聯手對抗，然而因為雙方戰鬥力的差距而落於苦戰。孫悟空的兒子孫悟飯在關鍵時

刻爆發強大戰鬥力重創拉蒂茲。悟空最終決定以同歸於盡的方式，在拉蒂茲露出破綻的一

瞬間從他身後架住，讓比克使出其必殺技貫穿雙方身體來擊敗對手。但拉蒂茲死前透露了

他的兩位更強的賽亞人同伴已透過探測器得知他已遇害，將於一年後入侵地球。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17  播出頻道：愛爾達影劇台 播出時間：12:00(一~五)

情定三生：講述督軍沈虎失散多年的女兒沈凌雪(楊蓉飾)與結拜姐妹吳翠翠(張萌飾)

一起到金城尋父，沈凌雪墜馬失憶被醫館掌櫃顧致遠收留改名顧知夏，翠翠被沈虎誤認為

沈凌雪，兩人身份互換，並與向天(蒲巴甲飾)、遲瑞(朱一龍飾)發生虐心感情糾葛…。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18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台 播出時間：22:00(六)

外科女帝：被稱為東都綜合醫院「女帝」的腦神經外科醫深山瑤子(天海祐希飾)，其

開刀能力神乎其技、救人無數。某天，腦外科部長今出川(三浦友和飾)要深山負責掌管統

合三位新到任的外科醫：人氣名醫黑岩(椎名桔平飾)、孤高奇才西郡(永山絢斗飾)、實習醫

生幸子(廣瀨愛麗絲飾)。在病患面前，他們是充滿自信又值得信賴的救命恩人，但卸下了

白袍，這群天才卻也懷抱著不為人知的煩惱及糾葛…。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20/01/17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2台 播出時間：05:00(五~一)

PGA美巡賽-美國運通菁英賽：台灣高球好手潘政琮因為身體尚未康復，缺

席了2020年美巡賽1月份前兩週位於夏威夷的賽事。小潘在充分休息過後，將於美國運通

菁英賽展開他新年過後的首場賽事。經過了總統盃國際大賽等級的洗禮，小潘勢必在球技、

心智上有所成長，相信今年對於這位台灣之光而言，會是相當豐收的一年。想鎖定潘政琮

的精采表現，就請收看愛爾達體育2台為您帶來的美巡賽轉播！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20/01/17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1台 播出時間：19:00(五~六)

東南亞職籃-台北富邦勇士賽事：在隊中主將和精神領袖林志傑因傷缺陣

的情況下，曾經以探花之姿被NBA球隊選中的洋將梅約(O.J. Mayo)扛起來主將責任，配合

頂級內線長人洋將賈西亞(Charles Garcia)的穩定表現，台北富邦勇士成功解決傷兵問題。

在面對泰國、港澳等三支球隊的挑戰下，台北富邦勇士能再次收下勝利嗎？



電視觀察窗
TV Outlook



TOP20節目排行

排名 節目名稱 頻道 平均收視 排名 節目名稱 頻道 平均收視

1 多情城市台塑石油95 民視 4.15 1 多情城市台塑石油95 民視 4.59

2 綜藝大集合福爾血酮機 民視 3.92 2 綜藝大集合福爾血酮機 民視 4.22

3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51 3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74

4 炮仔聲蘿琳亞塑身衣 三立台灣 2.65 4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2.84

5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2.61 5 炮仔聲蘿琳亞塑身衣 三立台灣 2.84

6 炮仔聲冠軍團隊女神分解酵 三立台灣 2.59 6 炮仔聲冠軍團隊女神分解酵 三立台灣 2.79

7 臺北最High新年城2020跨年 華視 2.42 7 臺北最High新年城2020跨年 華視 2.40

8 2020愛在桃園幸福美好跨年 民視 2.16 8 2020愛在桃園幸福美好跨年 民視 2.36

9 航海王25 台視 2.16 9 航海王25 台視 2.24

10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02 10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21

11 高雄夢時代跨年愛你愛你蕭 中視 1.98 11 高雄夢時代跨年愛你愛你蕭 中視 2.04

12 高雄夢時代跨年玖要響叮噹 中視 1.74 12 高雄夢時代跨年玖要響叮噹 中視 1.75

13 綜藝玩很大 中視 1.62 13 戲說台灣聿健關鍵活力 三立台灣 1.68

14 高雄夢時代跨年安咩好辣 中視 1.58 14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65

15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55 15 綜藝玩很大 中視 1.65

16 戲說台灣聿健關鍵活力 三立台灣 1.53 16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63

17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51 17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聿健關 三立台灣 1.60

18 綜藝3國智福爾血糖機 台視 1.46 18 新聞深喉嚨 中天新聞台 1.60

19 五洲製藥飢餓遊戲 中視 1.45 19 高雄夢時代跨年安咩好辣 中視 1.59

20 舞力全開愛妮雅化妝品 民視 1.44 20 週末深喉嚨0105黃金週衝刺 中天新聞台 1.56

平均 2.20 平均 2.35

電視TOP20節目(18歲以上)電視TOP20節目(4歲以上)

※資料來源：Nielsen TAM (Television Audience Measurement)

※統計期間：2019/12/30-2020/01/05



問題與建議
如果您對媒體有任何問題，或是對於【凱絡媒體週報】有任何建議，都歡迎您來

函不吝批評指教。我們將由媒體專業人員針對您的問題，提出詳盡的回答。

來函請寄： carat.weekly@carat.com

與您分享更多國際媒體行銷新資訊凱絡社群 數位智庫 凱絡生活 凱絡頻道

https://www.facebook.com/CaratMediaTaiwan/
https://twncarat.wordpress.com/
https://www.instagram.com/caratmediataiwan/?hl=zh-t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KNXUa12N9a8KnxJLchPo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