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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台經中心發佈9月消費者信心指數(CCI)為80.86點，小幅上升1.12點，但

六項子指標走勢分歧，其中有五項偏向皆悲觀指標，只有房地產指標「未來半年

購買耐久性財貨時機」最為樂觀，大增10.6點，跳升至102.25點，創四年新高。

據分析，台灣景氣還是維持相對高檔，整體經濟呈現「外冷內溫」，9月家庭經濟

指標90.50點，非常接近歷史高點，顯見一般民眾對景氣看法還不錯。不過，調查

中也有值得注意的警訊，「未來半年國內就業機會」下降幅度最多，9月調查結果

為89.70點，下降4.3點，跌至2010年11個月以來的新低。 [中央社2019/09/27]

台灣製造業PMI 重新站上50

主計總處公佈9月消費者物價總指數(CPI)年增0.43%，與8月持平；與民生息息相關的17項重要民生物資CPI年減0.49%，創

42個月來低點，其中蛋價跌幅最明顯，寫下23個月以來最大跌幅。此外，9月的躉售物價指數(WPI)年減4.53%，跌幅為近42

個月以來最大，主要是受美中貿易戰造成國際需求走緩所致。[中央社2019/10/05]

9月CPI年增0.43% 溫和上漲

9月消費者信心走勢分歧 房產指標爆衝4年高點

在低迷緊縮四個月後，9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走揚1.8，站上

代表擴張的50。國際調研機構IHS Markit公佈的9月台灣製造業PMI，即使

沒有經過季節調整，數值也有50.0，較8月的47.9明顯上升。中經院PMI研

究團隊分析，iPhone新機銷售遠超過預期，對台灣電子業是重要的短期效

應，且貿易戰引發的供應鏈重置，台灣接單轉單表現明顯，中間材料業者恢

復對華為的供貨，也對此次台灣PMI指數帶來提升。此外，9月非製造業經

理人指數(NMI)雖然連續七個月呈現擴張，指數續跌2.1至51，為2019年3

月以來最慢擴張速度。[工商時報2019/10/02]



電子支付8月消費儲值金額雙創歷年單月新高

9月新車銷售月增37.1% 年增6.7%

台灣9月新車銷售繳出3萬2854輛成績，月成長37.1%，年增6.7%，回歸正常表現，TOYOTA(含LEXUS)市佔率30.6%，穩居

第一，至於MITSUBISHI及NISSAN分居二、三名。累計今年前9月台灣新車銷售為31萬2167輛，較去年同期衰退3.1%，僅

FORD、TOYOTA(含LEXUS)、NISSAN(含INFINITI)等三家廠商維持成長態勢，顯示車市仍籠罩在美中貿易大戰全球經濟轉弱

氛圍中。9月各品牌銷售僅MAZDA呈現月減狀況外，其餘車種均呈現成長態勢，尤其以HONDA月成長106.1%最亮眼，中

華車則有100.5%翻倍成長佳績。[中央社2019/10/01]

9月住展風向球連續亮出第七顆黃藍燈，不過建商在選前推案依然積極，帶動9月總分止跌回升至37.2分，比8月攀升4.1分。

金管會最新公佈，截至今年8月底為止，台灣使用電子支付人數已達568萬人，且8月當月實質交易與儲值金額，分別較去年

同期增加新台幣12.7億元、21.4億元，雙雙創下歷年單月新高。銀行局官員指出，主要可能是因為近兩年電子支付開始蓬勃

發展，加上現在行動支付愈來愈便利、開放銀行(Open Banking)趨勢也讓銀行業者與第三方業者合作，每個人可能都會使

用超過一至兩種的電支業者或銀行業者服務，因此消費與儲值金額不斷的攀升。 [中央社2019/10/04]

房市黃藍燈連七亮 建商推案依舊火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

0191004000263-260202?chdtv

風向球六大觀察指標呈「三升三平」，其中議價率、來人組數與成交組數持平，

廣告批數、預售屋與新成屋供給量則上揚。惟年度重頭戲「928檔期」總體表

現未如預期，來人、成交狀況沒有跟上推案腳步。據分析，9月預售新案市場

旺季不旺的原因，可能與總統大選逼近，且碰到中秋連假，及天候不佳有關。

但有些房價較有吸引力的熱區市況依舊不減，例如板橋、龜山A7重劃區、淡海

新市鎮等，買方還是很捧場。展望第四季，一旦旺季不旺，恐怕就要等大選結

束，甚至是農曆年後，房市才可能恢復活力。[工商時報2019/10/04 ]



Google在美國推出新版購物搜尋引擎，新增的功能未來將作為基礎打入電商市場，外資對此樂觀看待，並給予買進評等，目

標價上看1450美元。目前Google Shopping內有近1000家合作廠商，這次新增了商品價格追蹤系統、依顧客習性客制化購

買首頁、且可直接於google購買商品，並提供Google保證的功能，納入品牌退換貨機制審核的機制，預計能增加品質佳的

小品牌曝光度，一連串的改動可看出Google對於電子商務興趣濃厚。Google shopping除能一站式尋找所有網站商品外，

還能進行比價；此外，其強大的視覺化工具技術若結合定位與供應商存貨資料也將有利於建構內部電商系統。此外，Google

也在多樣化搜尋引擎發展，在原有相機程式Google Lens中導入能尋找設計點子的搜尋引擎，欲與 Pinterest較勁的態勢明顯。

[鉅亨網2019/10/04]

臉書視抖音為未來威脅：IG時代已經過去

攻電商市場 Google推新購物搜尋引擎

新聞標籤功能將上線 臉書擬付費給優質發文者

從中國帶動流行的影音軟體「抖音」(TikTok)，熱門程度完全直逼美國科技大廠的社群軟體，去年有媒體報導，抖音在

Google Play商店的下載次數已經超過1億人次，在App Store的排名也經常與YouTube、Instagram爭前三，雖然抖音過去

只在亞洲流行起來，歐美對抖音十分排斥，但這個情況可能會有所轉變。據外媒報導，Facebook執行長給予抖音高度評價：

「我認為就規模而言，Instagram已經過去了。抖音就好像一個探索故事，它背後還有專門製作這些東西的創造者，因此我

們將採取很多方法來實現目標，就像是我們所正在開發的產品Lasso，是一個獨立的應用程序。」[NOWnews 2019/10/02 ]

臉書證實將推出「新聞標籤」(News Tab)，這個欄目將由經驗豐富的記者負責編輯，

這與長久以來由演算法決定使用者體驗的作法大不相同。臉書發言人表示：「為確保

我們能涵蓋各主題範圍，我們將開始付費給一些能根據事實穩定提供原創內容的發文

者。」除了由人工編選的頭條新聞外，演算法還會依據一些「信號」來推測使用者喜

好。這些「信號」包括用戶追蹤的專頁、與線上新聞互動或訂閱內容等。另外，「新

聞標籤」將與動態消息(news feed)有所區別，後者的功能是顯示用戶親友近況更新與

貼文。 [中央社2019/10/01]
https://www.cna.com.tw/news/ait/201

910010156.aspx



媒體專題
Media Report

透視Z世代商機：

他們跟你想的不一樣！

武欣樺



前言：打破對Ｚ世代迷思！

• 根據彭博研究，Z世代在2019年成為

最大的消費族群。「Z世代」泛指

1995-2009年出生的年輕族群 (11-

25歲)，佔了全球77億人口的32%，

其中，台灣Ｚ世代人口約400萬人，

在全台人口佔比16%。

• 相較於Y世代20歲左右才擁有第一隻

智慧手機，「Z世代」則在國小、國

中時便開始使用，因此他們比起其他

※資料/圖片來源：凱絡周報第967期-台灣Z世代5A觀察、經濟日報

• 如今，這群「數位原生代」已開始進入勞動市場，未來十年他們更將成為市場的消費主力，搞懂他

們勢在必行！本次專題將帶你一一打破對Z世代的迷思，成功掌握Z世代商機。

世代更能擁抱新科技、更能接觸多元的資訊，這也導致他們的媒體接觸行為破碎且複雜，對廣告及

購物行為也與其他世代截然不同，不僅顛覆了大多數行銷人累積多年的經驗，也造就了對Z世代的

迷思！



迷思一：Z世代只接觸數位，不接觸傳統媒體？

• 儘管我們給「Z世代」貼上了「數位原生世代」的標籤，但傳統媒體對Z世代的影響力並未式微！

根據Nielsen MI & LI數據中觀察，每天仍有近七成的Z世代有收看電視的習慣，並且超過五成的Z

世代會留意戶外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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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何在眾多的電視、戶外媒體廣告中吸引Z世代的眼球呢？根據電通安吉斯CCS資料庫，

45.2%的Z世代喜歡有趣的廣告，可以用創意去創造更多互動的機會。此外，Ｚ世代偏好動漫/卡

通(Index 209 vs. All TA)、音樂(Index164 vs. All TA)及綜藝(Index 141 vs. All TA)，因此可以透

過高關聯度的內容搭配這些節目有效接觸Ｚ世代。

0 10 20 30 40

公車或大型客車車廂外廣告

大樓外牆布幕／看板廣告

昨大樓外電子看板／燈箱廣告

計程車車外廣告(含車頂／車身)

戶外電視牆廣告(含360電視牆)

公車／客運路旁候車亭／站牌／燈箱廣告

廣告／活動宣傳車

櫥窗內對外電視螢幕廣]

公車／客運車站內看板／燈箱廣告

公車或大型客車車廂內廣告

Z世代戶外媒體接觸行為 Top10

※資料/圖片來源：Nielsen MI & LI Taiwan 2019Q2 (Jan 19- Jun 19)



TIPS

2017台灣世大運完美落幕，讓世界看見台灣，其中

台北捷運世大運彩繪列車廣告，除了躍上CNN版面

外，也在國內外社群平台掀起一波世大運熱潮。

掌握時事關

聯度及創意，

讓Z世 代瘋

狂打卡，引

爆社群。

※資料/圖片來源： CNN、Instagram

世大運彩繪列車掌握Z世代的日常通勤模式及強勁

的社群擴散力道，並結合各運動項目營造賽事情景，

創造了讓Z世代「Show自己」的打卡熱點。果不其

然，一推出即引爆社群，掀起打卡熱潮，成功將世

大運賽事訊息成功廣傳。

分
析

案
例

創意引爆社群，全民瘋打卡秘!



迷思二：Z世代只網購，不到實體店面消費？

• 人人都說Z世代每天躲在螢幕後，

不願花時間至實體通路消費，但…

事實真的是如此嗎？管理諮詢公司

A.T. Kearney調查顯示，81%的Z

世代受訪者表示較喜歡在實體商店

購物，73%指出喜歡在商店裡發現

新產品。此外，電通安吉斯CCS資

料庫也顯示，針對購買電影票、舞

台劇等娛樂票券，無論是在線上線

下搜尋，Z世代都偏好在實體通路

購買。

• 然而，當Ｚ世代都走進了實體店內，

行銷人又要如何留住他們？其實很

簡單，只要能掌握Ｚ世代重視社群

與購物體驗的行為，在店內設計新

鮮、有趣購物的體驗，不只能讓Ｚ

世代為你停留，還能幫你獲得免費

的社群宣傳。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我偏好在重視氣氛、佈置的商店或餐

廳消費

除了實用外，我很重視使用一個產品

帶給我的感覺或氣氛

我總是先試用樣品後，再決定要不要

購買這個產品

有贈品的產品，較能吸引我去購買

我常會與人分享自己使用或購買產品

的經驗

Z世代實體店購物態度

※資料/圖片來源： CCS (Consumer Connection Study) 2018、C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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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個人體驗，Z世代為你停留

※資料/圖片來源：UDN、YouTube

TIPS

分
析

案
例

秘!

台灣屈臣氏調查顯示，Z世代非常注重在實體店

面的購物體驗。因此，為了吸引Z世代消費者，

台灣屈臣氏開設了首家Tech Fun玩美概念店，讓

消費者享受與朋友在店內購物的社交互動之餘，

也能深度「體驗」商品，提高購買意願。

店内特設最新的StyleMe虛擬試妝鏡、點點購及

電子美容顧問等零售科技設備，使用科技設備強

化Z世代的個人化體驗，更有助於Z世代將成果

PO網，炒熱後續的社群擴散。

強 化 Z 世 代

到店「個人

化體驗」，

抓住年輕新

世代的消費

習慣。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4001445


迷思三：Z世代只愛完美，不看真實的廣告素材？
• Ｚ世代從小生長在一個「假新聞」、「假食品」充斥的環境，養成了他們勇於懷疑的精神。他們

對過度包裝的廣告嗤之以鼻，因此更希望看到的是商品與品牌「真實」、「透明」的一面。

• 在購物決策中，六成的Ｚ世代容易受到親友或素人的影響，頂著明星光環的掛保證對Ｚ世代來說

反而距離遙遠，不具有真實性！因此過度的美化及包裝，只會讓Z世代覺得品牌/產品不貼近Ｚ世

代的生活。

※資料/圖片來源：AdAge、INSIDER

• 舉例來說，美國服裝品牌American Eagle自從不再為模特

兒的身材「修圖」後，帶動了整體銷售額的提升。因為比

起身材修到完美無贅肉的模特兒，無修片的宣傳照更加真

實，也更貼近消費者真實的樣貌，強化消費者的自我投射。

https://adage.com/article/opinion/5-myths-about-marketing-gen-z-member-gen-z/2176231


真實增添好感，讓消費者買單

※資料/圖片來源：大數聚、CCS (Consumer Connection Study) 2018、YouTube

TIPS

分
析

案
例

秘!

根據電通安吉斯CCS資料庫，29.5%的Z世代受

訪者每天都會瀏覽網路影片，因此網紅業配也

成為品牌接觸Z世代消費者最好的渠道。其中，

How How因開誠布公博得網友好評，並被網友

喻為最強業配之王。

How How與其他Youtuber最大的不同是，他

會毫不避諱地直接戳破「這是業配影片」，這

點讓網友感覺有趣、新鮮，甚至會開始期待

How How的業配系列影片，讓有需求的網友可

以藉此認識新的商品，即便是沒有需求的網友

也可當成娛樂影片欣賞。

比起過度的包裝，真實地(自我)揭露，更能

甩脫商業感，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為品牌

/商品加分。

https://group.dailyview.tw/article/detail/86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8OZQHpxrc


貼近真實的分享，

更勝完美的名人代言

好感的購物體驗，

讓Z世代捨不得離開

創意的科技行銷，

將抓緊Ｚ世代的目光

結語：掌握三大關鍵，輕鬆收買Z世代

• 想要擄獲Z世代的心，求新求變只是基本標配，更重要的是洞察Z世代的需求，贏得他們的認同，

唯有如此，才能衝高銷售的「甜蜜點」。那麼，究竟品牌/代理商該如何做才能打動Z世代這群

「數位原生代」？掌握以下三大關鍵，就能讓彼此的心更靠近！

※資料/圖片來源：大數聚

與Z世代溝通商品時，不

使用過於商業且過度包裝

的說法，嘗試站在Z世代

的角度，真實地分享產品

的特性，提升了品牌真誠

度，才能成功擄獲Ｚ世代

的心！

傳統媒體並未式微！行銷

創意結合新科技，並與Ｚ

世代關注/感興趣的內容連

結，除了能吸引Ｚ世代的

目光之外，也能藉由Ｚ世

代的社群力幫助品牌快速

擴散！

實體通路購物對Ｚ世代來

說既經濟又實惠，如能營

造良好的購物氛圍，把Ｚ

世代留在店內，除了能贏

得Z世代的品牌認同外，

Ｚ世代甚至願意主動為品

牌在社群中分享及宣傳！

https://group.dailyview.tw/article/detail/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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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節目介紹
New TV Shows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9/10/10 播出頻道：中天娛樂台 播出時間：20:00(一~五)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19/10/15 播出頻道：緯來體育台 播出時間：LIVE

類型：真人秀 上檔日期：2019/10/15 播出頻道：緯來綜合台 播出時間：22:00(一~三)

讓開吧,命運：講述平凡的鄉村青年，不接受既定的命運，北漂打拼，為了尋找愛與

夢想努力奮鬥。意想不到的是，北漂青年發現自己的爺爺竟然是會長？

2022世界盃足球亞洲區資格賽：2022卡達世足亞洲區第二輪資格賽，中

華男足代表隊將於10月15號，交手強敵澳洲，誓言捍衛主場，緯來電視網邀請您一起為中

華隊加油！

歡迎光琳：超實境吃播聊天室！荒謬大師沈玉琳x俏麗甜心Albee，邀約各界人士成

座上嘉賓，嘻笑怒罵中，道盡人生悲歡離合。歡迎光琳，敬邀您大駕觀琳！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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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9 播出頻道：Star World 播出時間：22:00(六)

天才病理醫：岸京一郎(長瀨智也飾)被稱為「極端怪異又極端優秀」的天才病理醫！

他在醫院穿西裝不穿醫師白袍，不動手術，不治療病患，更不會和病患直接面對面。雖然

性格乖僻、講話毒舌，被其他的醫師視為異端，但他不畏人言，堅守信念，誓言要徹底解

析顯微鏡下的病患組織和細胞，拯救每一位病患的生命！

紐約新醫革命 2：男主角麥克斯於第一季時被迫面對很多事，例如：罹癌、準備

當父親。第一季的劇情到最後他老婆喬琪亞在懷孕後期前置胎盤破裂而緊急在家分娩，還

好格魯吉亞緊急協助，卻又在救護車前往醫院的途中被撞。

頻道新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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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藝大集合福爾血酮機 民視 3.85 1 綜藝大集合福爾血酮機 民視 4.23

2 炮仔聲飯友珍菇 三立台灣 3.46 2 多情城市正忠排骨飯 民視 3.73

3 第54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 三立都會 3.34 3 多情城市高慶泉純釀醬油 民視 3.70

4 多情城市高慶泉純釀醬油 民視 3.34 4 炮仔聲飯友珍菇 三立台灣 3.65

5 多情城市正忠排骨飯 民視 3.34 5 第54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 三立都會 3.61

6 炮仔聲ONEBOY衝鋒衣 三立台灣 3.25 6 炮仔聲ONEBOY衝鋒衣 三立台灣 3.50

7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04 7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3.38

8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3.03 8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28

9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29 9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55

10 天之蕉子亞培腎補納 三立台灣 2.21 10 天之蕉子亞培腎補納 三立台灣 2.39

11 第54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 公共電視 1.87 11 第54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 公共電視 2.02

12 航海王25 台視 1.73 12 新台灣加油中颱米塔特別報 三立新聞 1.84

13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64 13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74

14 新台灣加油中颱米塔特別報 三立新聞 1.63 14 戲說台灣聿健關鍵活力 三立台灣 1.73

15 戲說台灣聿健關鍵活力 三立台灣 1.61 15 航海王25 台視 1.71

16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50 16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63

17 通靈少女2 公共電視 1.48 17 通靈少女2 公共電視 1.60

18 五洲製藥飢餓遊戲 中視 1.47 18 五洲製藥飢餓遊戲 中視 1.51

19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FRESH UP TVBS歡樂台 1.36 19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FRESH UP TVBS歡樂台 1.41

20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聿健關 三立台灣 1.23 20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聿健關 三立台灣 1.35

平均 2.33 平均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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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30-201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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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CaratWeekly
https://twncarat.wordpre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