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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拖累今年GDP成長將下修
行政院主計總處修正今年經濟預測，隨著肺炎疫情投下變數，加以中國經濟「外溢效果」擴大，我國生產、消費及投資都將

受到衝擊，原經濟成長預測2.72%勢將下修。國發會官員表示，疫情必然會影響今年台灣的經濟，只是這次疫情控制得比

2003年SARS來得好，加以民眾消費型態改變，網購及線上消費情況普遍，因此像2003年第二季消費負成長的情況，應該不

會再出現。雖然民間消費受創程度會低一點，但這次疫情最嚴重的中國大陸與台灣經貿關係密切，大陸經濟成長降低1個百分

點，台灣便會跌0.29個百分點，這個衝擊不容低估。[工商時報2020/02/09]

主計總處發佈1月物價概況，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漲1.85%，創下21個月以來最大漲幅，主因是農曆春節到來，保母費、家

事服務、旅遊團費等服務類價格上漲所致，若扣掉春節循例加價影響，CPI年增率與上月水準相差不大。此外，儘管1月CPI走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表示，OECD等137個國家已宣佈，將於2020年底推動新的課稅標準，包括線上搜索引擎、社交媒體平

台等數位經濟產業，甚至銷售電腦軟硬體、行動電話、衣服、化妝品、品牌食品等，都有可能納入課稅，不再拘限於數位稅

的框架。原本基於數位稅的討論，已經擴及到市場型企業的範圍，很多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品牌商都可能被納入課稅對象，

OECD也將於7月討論確定最低稅負相關方針的提案。在這場大國與區域之間的租稅競局中，不論政府或是企業，都必須充分

掌握變化趨勢，提前評估影響層面，並做好因應，才能持續抱持國際競爭力。[經濟日報2020/02/03]

數位經濟課稅 預定2020年底定案

年節效應 1月CPI年增率創21個月新高

揚，重要民生物資CPI卻連5月走跌，1月跌幅擴大至1.10%，17項重要民生

物資當中，以雞蛋變動最顯著，年減20.76%，為118個月以來最大減幅。

至於躉售物價指數(WPI)已連續9個月下跌，1月WPI年減3.11%，跌幅相較

前幾個月收斂；不過武漢肺炎疫情若持續延燒，可能使需求下降，導致

WPI跌幅擴大。[中央社2020/02/06]



數位存款帳戶爆發成長開戶數衝破300萬

消費大勢來臨通路大戰拚雲端咖啡寄杯、分批取貨

行動影音串流平台新創Quibi宣佈，將為行動裝置打造專屬短內容，並鎖定千禧世代的年輕族群，

預計4月上線後每天會發佈180分鐘的原創內容。從其產品定位可發現，專為手機設計、十分鐘短

商研院觀察發現，從近年來熱夯的超商咖啡寄杯，所延伸發展出來的超市「分批取貨」，這些所謂預付型的消費模式，將是

未來的消費大勢。其中，全聯福利中心還提供「分批取貨」功能，以熱美式、熱拿鐵、輕食沙拉胸(雞胸肉)、鮮乳、茶葉蛋是

最受消費者青睞的「分批取貨」品項。萊爾富則觀察發現，「分批取貨」主要使用年齡層以35~44歲居多，其中女性佔約六

成，且現在不只咖啡寄杯概念熱夯，雲端超商App預約兌換也很受歡迎。此外，網紅現象崛起，也明顯帶動預約服飾、袋包、

飾品的快租經濟也正在發燒，而這同樣是採「預付型」的消費模式概念，享受商品的租賃體驗。[經濟日報2020/02/07]

應戰純網銀，國銀對數位存款帳戶發展腳步加快，積極搶進前五大。金管會銀行局官員公佈最新統

計，截至去年12月底，已有30家銀行開辦線上開戶業務，總戶數已上衝338.4萬戶，較前一季增加

55.9萬戶，成長19.8%，較2018年底更呈現翻倍成長，年增率達124%。銀行局官員分析，數位存

款帳戶發展如此快速，主要有兩大因素，一是因應純網銀發展，銀行為了有競爭力，數位化服務是

發展趨勢；二是消費者習慣在改變，國銀也必須努力推動數位化的服務，才能給客戶更完善的金融

服務。[工商時報2020/02/07]

Quibi另闢行動串流短影音戰場搶攻千禧世代眼球

內容的Quibi，競爭對手其實並非Netflix、Hulu、Disney+或Apple TV+等廠商在內的串流影音市場，Quibi更像針對非專業

內容或所謂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等素人創作者，還有僅把節目精華放到YouTube等平台上的電視台廠商。為此，

特別為手機裝置開發出 Turnstyle 技術，從內容產製時就同時錄製兩種形式，讓消費者無論是水平或垂直拿著手機，都能以全

螢幕觀看內容，甚至讓角色觀看的手機畫面直接顯示在消費者螢幕上，產生角色帶入的沉浸效果，也為創作者帶來更多不同

的發揮空間。[科技新報2020/02/07]



打擊煩人壞廣告 Chrome將禁播3款影片廣告
Google決定要制止過於煩人的影片廣告！Coalition of Better Ads釋出新規則，訂明了三款最煩人的影片廣告格式——需要

觀看5秒才能跳過的影片廣告、影片中途突然加插的廣告、會在播放器中央三分一處彈出，並擋住多於20%畫面的文字或圖片

廣告。Google將依據指引，讓Chrome瀏覽器停止顯示違反新規的廣告。網站主有四個月時間進行調整，不然就會完全失去

廣告收入。同門的YouTube也會跟從新規，而Chrome也將會檢視其廣告平台上的產品計劃。Google會如此致力打擊壞廣告

格式，其實是為了減少使用者安裝廣告過濾器的可能，從而放過一般的好廣告，保障廣告收入。 [Engadget中文版

2020/02/06]

Instagram近年在全球各地越來越流行，透過「圖像為主」的視覺來經營，成功吸收用戶。此外，社交名流與年輕族群也將IG

視為更加個人化的社群平台。另外，彭博社報導指出，IG去年的廣告營收竟高達200億美元，超過臉書總收入的四分之一，超

高獲利狠狠輾壓對手Google旗下影音平台Youtube的150億營收金額。IG與Youtube在投放廣告上最大的差異，是IG不會與

創作者分潤廣告收入；相反地，Youtube會跟創作者抽取部分廣告費用，加上Youtube管制規範較為嚴格，若創作者的創作內

容定義為兒童影片或涉及色情，都不可分潤；不過，也有可能是創作者更喜愛使用IG分享產品、品牌廠商更願意在IG投放廣

告的原因。[匯流新聞網2020/02/06]

IG廣告營收破200億大贏YouTube50億

Alphabet首度揭露雲端、YouTube營收
谷歌母公司Alphabet上季(去年12月底止)營收成長減速且低於華爾街預期，但該公司破例公佈

YouTube及雲端部門營收，終於讓外界一窺這兩大成長事業的財務表現。Alphabet表示，上季營

收成長減速主因是硬體銷售下滑，且外匯波動也讓整體營收成長率損失兩個百分點。包含雲端服

務、硬體裝置及Play應用程式商店在內的非核心事業營收在上季年增22%，小於前一季的39%年

增幅。至於上季YouTube營收年增31%至47億美元，且去年營收超過150億美元。依照YouTube

在全球共20億名用戶來推算，去年平均每位用戶為YouTube帶進不到8美元營收。此外，谷歌雲

端部門上季營收年增53%至26億美元，今年營收可望達到100億美元。[工商時報20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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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趨勢預測

你不能不懂的十個關鍵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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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當串流成為主流

02 宅商機竄起！

03 你搞「訂」消費者了嗎？

04 觸不到的貨幣

05 OMO時代，你跟上了嗎？

• 2020開春不平靜，新冠肺

炎疫情延燒，震盪全球；另

一方面，中美貿易大戰雖然

剛告一段落，但它所帶來的

影響仍未告終。

• 此外，因應媒體和科技產業

日新月異，市場逐漸圍繞全

球科技巨頭生態系統融合。

• 展望2020，奠基於消費者、

媒體和科技的觀察，本專題

將分為上、下兩期，提出新

年度最值得注意的十大趨勢，

帶領讀者一同前瞻市場將迎

來的革命性變化。

前言

※資料/圖片來源：推特



• 提及串流媒體，若你還只停留在影音或音樂形式的串流服務時代，那你就OUT了！隨著Google、

Apple等各大科技巨頭紛紛開發專屬的串流媒體服務，強攻各大串流媒體市場，2020年串流媒體最

大的看頭在於遊戲串流。

串流

※資料/圖片來源：SimilarWeb

串流影音

串流影音市場廝殺激烈，

目前Apple TV+已上線，

而 Disney+ 及 HBO Max

今年也極大可能在台上線，

這是否將衝擊既有的OTT

市場(如Netflix、愛奇藝、

LINE TV等)，或因内容及

TA不同而擴大了台灣的

OTT市場，都值得關注。

串流音樂

YouTube Music在台灣上

線 了 ！ 觀 察 SimilarWeb

上的Google Play Store

資料，截至去年12月，台

灣App下載數已達200萬，

這還未含iOS系統的，這

是 否 會 對 台 灣 KKBOX 及

國 外 Spotify 造 成 衝 擊 仍

有待觀察。

串流遊戲

「四大串流遊戲」Apple

Arcade、Google Stadia、

NVIDIA GeForce Now、

Sony Xcloud等已陸續上

線，待未來5G在台灣上

路後，串流遊戲是否會對

整個遊戲市場帶來衝擊，

這點需要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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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品牌的話

• 付費的串流媒體對品牌主最大的威脅莫過於Ad-free的媒體環境，然而，串流媒體並非隔絕了品牌

與消費者，而是需要透過不同的方式讓消費者看見！

當串流成為主流，吸睛度是關鍵

※資料/圖片來源：POPBEE、Google Trend

Goop X Netflix，抓住消費者眼球

今年年初，演員Gwyneth Paltrow的自有品牌

Goop 攜 手 Netflix ， 合 作 推 出 紀 錄 片 「 The

Goop Lab」，並在片中透過探討健康相關的

「新科學療法」，宣揚品牌精神。

節目上線後，因片中内容涉及不少爭議的話題

以及健康療法，讓Gwyneth Paltrow與Goop收

穫更多的關注與搜尋。

串流媒體平台們正搶進台灣市場，品牌應把握現在的黃金期，趁這些平台尚未獨大，

還保有各種合作空間時，積極思考如何與這些串流媒體平台合作。不論是單一内容

的置入，又或是與平台整體的密切合作，最重要的是，繼續讓串流上的消費者看到

你！

https://popbee.com/lifestyle/movies/gwyneth-paltrow-netflix-show-goop-the-goop-lab-critics/
https://trends.google.com.tw/trends/explore?date=2019-11-01%202020-02-10&q=goop


•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升溫，不僅學校延後開學，許多企業也啟動了「在家遠距上班」的防疫機制，

就連民眾外出活動也有減少的趨勢，甚或取消了出國旅遊計劃，進而帶動宅經濟的逆勢成長。

• 不過，因疫情而帶動的「防疫宅」商機…跟你想的是否一樣？

※資料/圖片來源：商周財富網、中時電子報、CTWANT、Now新聞、LINE Today

宅學習

• 線上學習的搜尋量自1

月底開始有明顯增長。

有鑑於延後開學，家

長為了不讓子女太無

聊，積極安排線上學

習課程，宅學習成為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

全新商機。

宅網購

• 春節過後，原是電商

淡季，卻因疫情肆虐，

業績快速成長！除了

與防疫相關的商品全

數大賣外，民生用品、

生鮮冷凍食品等銷售

也被帶動，商機飆升；

甚至連外送平台也因

此受惠，訂單爆量。

宅娛樂

• 串流媒體： friDay 影

音在春節防疫期間新

會員成長了90%。

• 線上遊戲/手遊/電玩：

PChome 發 佈 電 玩 主

機與遊戲，銷量近三

天大增四成；兼具遊

戲與健身效果的健身

環更是大夯。

宅商機02

https://wealth.businessweekly.com.tw/GArticle.aspx?id=ARTL010021193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210000495-260102?chdtv
https://www.ctwant.com/article/35111
https://news.now.com/home/international/player?newsId=379347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9%98%B2%E7%96%AB%E5%AE%85%E7%B6%93%E6%BF%9F%E3%80%80%E9%9B%BB%E7%8E%A9%E9%81%8A%E6%88%B2%E9%8A%B7%E9%87%8F%E5%A2%9E4%E6%88%90-6WMnqa


• 從衣食住行到休閒娛樂，宅商機都不斷在快速成長；眼見品牌廠商都在搶著分食這塊大餅讓，為了

搶攻更多的宅商機，品牌也紛紛開始跨界！

宅商機竄起！品牌大玩跨界

※資料/圖片來源：foodpanda、蝦皮

foodpanda跨界電商，宅配民生用品

美食外送平台foodpanda也開始不務正業，與超

市、超商等實體通路商家合作，配送生鮮食品和

生活用品等，搶食電商商機。

蝦皮也跨界，外送美食

眼看近期美食外送的商機不斷成長，蝦皮也開始

嘗試推出美食外送服務，與外送平台互搶商機！

給品牌的話

品牌如何在既有的宅市場中分一杯羹？除了可以與既有的平台合作外，關鍵在於抓

到宅宅們的痛點Insights，並提供解決問題的服務/商品；如此一來，就有機會突破

重圍，找出隱藏在消費缺口下的宅商機金脈！



• 訂閱制並非新行銷形式，但卻是近期很流行的行銷模式，主要因現今消費者的選擇實在太多，品牌

為了綁住消費者，想出了如會員機制、獎勵機制等各種方式，其中，又以可以讓消費者每個月自動

扣款購買商品及服務的訂閱制，榮登衆品牌的最愛。

• 以下先來看看有哪些類型的訂閱服務已經在台灣發酵：

※資料/圖片來源：天下雜誌、Gogoro官網

線上休閒娛樂

• 最常見的訂閱形式如雜誌、文章、網

路新聞等閱讀式的媒體，其中，蘋果

日報去年便開第一槍，轉成訂閱制。

• 線上服務最常使用訂閱模式，如雲端

儲存空間、軟體、串流媒體就是最佳

的訂閱商業模式代表，也是目前較能

夠被台灣消費者接受及使用的，各大

國内外品牌如Google、Apple等都

正採用這個商業模式進入台灣市場。

衣食住行

• 不止衣食住行，任何生活大小事只要

想得到都可以訂！除了一般最常見的

生活用品、化妝品都能夠使用訂閱機

制外，目前台灣的汽機車業也吹起訂

閱風：和運租車開啓了汽車訂閱式租

賃商機，讓開車族不用被同一台車綁

住。另外，Gogoro也是訂閱經濟的

先驅之一，以電池取代汽油，推行服

務訂閱。

訂閱制03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5074
https://network.gogoro.com/tw/riding-plans/


• 目前國外已經有一些新玩法的訂閱制，越是讓你沒想到「原來這個也可以訂閱」的服務方式，越是

有機會殺出新的訂閱商機。

你搞「訂」消費者了嗎？

※資料/圖片來源：WeAreTeachers、好搭、每日頭條

幫你穿搭，時尚也能訂閱！

Stitch Fix在美國掀起客制化服務

訂閱風潮，這是一個依靠數據資

料為消費者客制化服裝造型的時

尚電商訂閱模式。

此外，這個商業模式很快地就被中國企業相中，並被複製、優化玩法，除了

有男性專屬的男裝電商「垂衣」，更有為女性設計利用AI加上AR/VR技術，

讓消費者先線上試穿再購買，減少退貨的麻煩。

給品牌的話

不管什麽品類、品牌，只要能夠訂制出屬於你與消費者的數據 x 消費者洞察 x 客制

化訂閱的方程式，就有機會玩出自己的訂閱商機！不過也別忘了，訂閱制雖然可綁

住消費者，看似打造了消費者的忠誠度，但若產品或服務無法繼續滿足消費者的需

求，消費者是可以隨時取消訂閱的。

https://www.weareteachers.com/stitch-fix-waves-styling-fee/
https://m.ruan8.com/soft/50350.html
https://kknews.cc/zh-tw/fashion/nb9mq68.html


• 全球加密貨幣及區塊鏈這股趨勢勢不可擋，且持續擴張中，但目前礙於多國政府未正式通過，

Facebook想推行Libra加密貨幣窒礙難行，而美國總統川普也正考慮加强監管加密貨幣。

※資料/圖片來源：Carat UK、Carat China、自由時報、鉅亨網、聯合新聞網

虛擬貨幣04

加密貨幣支付，台灣開跑

放眼台灣，金管會今年年初發出解釋令，

正式將證券型代幣交易業務納入規範，但

加密貨幣在台灣是否可以開放運用在支付

上？雖然加密貨幣在台灣尚未普及，但目

前已經有些台灣店家開始接受加密貨幣支

付，如：BeerBicycle hostel and bar、

Solo Singer Hotel & Café、Black Dog

Pub、Coin Cake、23 Public Craft beer

bar，接下來，是否有更多的店家或品牌

接受加密貨幣的支付有待觀察及關注。

無現金社會，全球趨勢

無現金社會是全球共同趨勢，今年在台灣

會更有感的是數位支付型的「觸不到的貨

幣」。2019年各大Pay已經就位，多個廠

商也陸續推出自家的Pay，使行動支付交

易額突破千億元；金管會並喊話今年行動

支付交易比重衝到52%。尤其今年各大網

銀正式上線，加上Facebook Pay在美國

面世，有很大可能會在今年加入台灣數位

支付戰局。這些數位支付將加速在線上轉

單的佔比，尤其是社群商務的一站式消費

模式──無需跳離App即可快速購物付款。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047572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441579
https://udn.com/news/story/7239/4269625
http://www.beerbicycle.org/
http://thesolosinger.com/
https://www.facebook.com/BlackDogPub.KHH/
https://www.facebook.com/Coin-Cake-1481938055221536/
https://www.facebook.com/23Public/


• 若你認為品牌/廠商所推出的支付App只能用來集點及支付，那實在太低估台灣的行動支付App的

發展；事實上，各家App大不同，不僅相對多元，還多功能。

觸不到的貨幣，最貼心才最吸金

※資料/圖片來源：數位時代、統一超商

行動隨時取，先預付再分批取貨

台灣的便利商店及超市所發行帶有支付功能的App，除了基本的

累積點數外，有的更帶有EC、發紅包等功能，而在咖啡寄杯服

務上，更已進化到可以先預售支付，再分批取貨。

台灣的數位支付形式比起其他國家來說相對更多元、更複雜，金管會將台灣的行動

支付分爲六大類別：手機綁信用卡(TSM)的行動信用卡(如Apple pay)、行動金融卡、

手機綁電子票證(如易卡通)、QR Code(掃碼支付)、電子支付O2O及行動收單

(mPOS)，但目前沒有哪種支付方式完全獨大，故品牌需要對於這些支付的使用者有

更多的瞭解及數據掌握，同時也需瞭解自家消費者偏好的行動支付類型，才能有效

結合適合的行動支付形式，加速轉單。

如想瞭解更多，請參閲凱絡週報：行動支付新浪潮品牌玩「Pay」指南。

給品牌的話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6506/7-11-app-update
https://twncarat.wordpress.com/2019/11/28/%e8%a1%8c%e5%8b%95%e6%94%af%e4%bb%98%e6%96%b0%e6%b5%aa%e6%bd%ae-%e5%93%81%e7%89%8c%e7%8e%a9%e3%80%8cpay%e3%80%8d%e6%8c%87%e5%8d%97/


• 數據的力量，看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新聞就知道！中國大連市指揮部公佈了台灣夫婦在中國旅遊17

天的行程，竟然可以詳列確診患者的旅遊行程及時間點；而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公佈了鑽

石公主號遊輪遊客分別前往台北的51個景點，在在都證明了：在線下發生的一切，都是有辦法靠

Data掌握到的！

※資料/圖片來源：Ettoday、電子商務時報

OMO05

虛實整合OMO(Online Merged Offline /

Offline Merged Online)的重點在於，以人

作為核心，佈局全通路(Omni-channel)及

Data的串接融合管理，包含消費者的辨識

Data及金流、物流的無縫接軌，形成線上

線下一體化的商業模式。加上預期今年行

動支付將在台灣普及化、AI技術，以及5G

的到來，OMO模式將有很大的機會加速成

長。

針對OMO，線上融合線下相對容易執行，

因為原本的生意模式就是以數位、數據、

數位金物流為核心，因此將延伸發展到線

下串接，相對較快速。反觀線下融合線上

的模式，要把原先不一定在數位及大數據

基礎建立的點，轉換成與線上可以串接的

語言及模式，相對就會比較為費功及花時

間。不過，OMO不是只有融合線上線下，

更重要的是要將線上線下隨時相互匯流，

進一步做到以消費者為核心的精準行銷。

以消費者為核心虛實整合OMO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209/1641255.htm
https://www.ectimes.org.tw/?p=58419


OMO時代，你跟上了嗎？

※資料/圖片來源：91APP、電子商務時報

OMO消費體驗，打通全通路

目前全家便利商店正透過行動App進行

線上購物與線下實體門市的整合，利用

預售兌換、線上支付、會員集點以辨認

unique user及購買需求，做到虛實整合

的消費體驗，打通全通路。

對於OMO的佈局，品牌除了要解決技術及線上線下數據/系統/金物流整合外，更需

要有以消費者為核心的精準行銷營運佈局。除此之外，台灣需要加强的還有智能感

測器/偵測器的部分，這是能夠確實打通線上、線下業務的關鍵。目前台灣最大新零

售解決方案公司91APP與電通安吉斯集團(Dentsu Aegis Network)結盟，以協助品

牌驅動數據、增強OMO營運效能，為品牌客戶開創最大商機與效益。
給品牌的話

• 目前台灣已經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品牌正開始進行線上線下系統及技術上的整合。

https://www.91app.com/blog/dentsu-aegis-network-omo-partner/
https://www.ectimes.org.tw/?p=5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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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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廣告版位千奇百怪，曝光到底怎麼

計算？其實，在數位的世界裡，頁面

滾動最下方的版位即使看不到，也會

被計算一個曝光。

• 那麼，究竟怎樣才算是好的廣告曝光？

Viewability又該怎麼評估？點擊右方

影片，看下去就知道囉！「數據戰鬥

機」修辭大大還將分享投放Banner的

密技喔！

本期重點：看得到的廣告才有用：Viewability

「60秒數據解密系列」每週五準時更新！觀看更多

想了解更多？點擊觀看完整影片>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xq67uCcAt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kqfGC3MoB4
https://youtu.be/l1uNaRQsis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aQiYhiKIA&t=


新節目介紹
New TV Shows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2/17 播出頻道：八大戲劇台 播出時間：22:00(一~五)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2/18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台 播出時間：21:00(一~五)

童顏美女：以慘遭解僱、信用卡又被刷爆的老處女隱瞞7歲的年紀求職為開端，講述

張娜拉飾演33歲女主人公李素英，憑藉童顏，克服年齡、學歷等各方面的不利因素，最終

實現夢想、收穫愛情的浪漫喜劇故事。

勝訴狠女王：她，曾是叱吒法律界的女王，現在卻淪為三流律師事務所老闆。因為

失去律師資格，不能上法庭辯護，她乾脆坐在旁聽席遙控大局。為揪出結婚詐騙集團，她

跳TONE舉辦烤肉趴，要找出被騙關鍵。當遇到網路鄉民用鍵盤當柯南，肉搜毀謗當事人，

她跳出來對每個酸民求償，靠打官司賺大錢！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20/02/17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1台 播出時間：09:00(一)

NBA全明星賽：在明星賽改為隊長制後，湖人隊「詹皇」詹姆斯已經連續三年以

聯盟最高票的票數被球迷票選為全明星賽的隊長。這也是繼去年全明星賽詹姆斯與公鹿隊

「字母哥」揚尼斯以隊長身分互別苗頭後，兩人再一次的較量。詹皇與字母哥都已選好各

自隊伍的球員，被評為選出史上最爛全明星隊伍的揚尼斯隊，能否爆冷擊敗詹皇帶領的隊

伍呢？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2/20 播出頻道：東森戲劇台 播出時間：20:00(一~五)

爸爸好奇怪：卞家是一個擁有四個子女的大家庭，卞漢秀(金永哲飾)與妻子羅英實

(金海淑飾)一起經營著一家小壽司店，家庭氣氛和樂融融。不過一輩子只知道為家人付出、

勤懇工作的卞漢秀，卻有著到死為止也不能說出去的秘密，30多年來，他和妻子一直辛苦

地背負著這個秘密，過著小心翼翼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自稱是卞漢秀兒子的藝人安仲熙

(李準飾)出現打破了這個家的平靜，而他死守多年的秘密將要曝光？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2/19  播出頻道：愛爾達影劇台 播出時間：21:30(一~五)

德魯納酒店：負責經營酒店的菁英具燦星(呂珍久飾)，因為命運般的事件成為「德

魯納酒店」的經理，與像月亮般高傲美麗的社長張滿月(李知恩飾)經營酒店時的故事。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20/02/19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1/3台 播出時間：03:50(三~四)

歐洲冠軍足球聯賽-16強淘汰賽：足球迷們引頸期盼的歐冠16強終於要開

踢了！淘汰賽首個比賽日的對戰組合都相當令人期待，多特蒙德主場迎戰巴黎聖日耳曼展

開頂尖「德法大戰」；去年止步16強的馬德里競技也要在主場挑戰上個歐冠賽季稱王的利

物浦。歐冠16強淘汰賽，愛爾達將為您場場直播，讓身為熱血足球迷的你一秒都不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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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er除臭襪 民視 4.58 1 綜藝大集合Footer除臭襪 民視 4.86

2 多情城市福爾額溫槍 民視 4.40 2 多情城市福爾額溫槍 民視 4.73

3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54 3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83

4 炮仔聲IVENOR日夜塑崩 三立台灣 2.49 4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2.58

5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2.39 5 炮仔聲IVENOR日夜塑崩 三立台灣 2.57

6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01 6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18

7 斯斯枇杷潤喉糖飢餓遊戲 中視 1.90 7 斯斯枇杷潤喉糖飢餓遊戲 中視 1.99

8 想見你愛之味分解茶 中視 1.83 8 想見你愛之味分解茶 中視 1.88

9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62 9 九點不一樣 民視新聞 1.74

10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57 10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73

11 九點不一樣 民視新聞 1.57 11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62

12 晚間6 7點新聞 TVBS新聞台 1.55 12 晚間6 7點新聞 TVBS新聞台 1.60

13 航海王25 台視 1.51 13 舞力全開愛妮雅化妝品 民視 1.56

14 舞力全開愛妮雅化妝品 民視 1.45 14 苦力保濟堂酵素王 台視 1.50

15 女力報到小資女上班記萌髮 TVBS歡樂台 1.39 15 女力報到小資女上班記萌髮 TVBS歡樂台 1.48

16 綜藝玩很大 中視 1.38 16 航海王25 台視 1.47

17 苦力保濟堂酵素王 台視 1.37 17 民視晚間新聞 民視新聞 1.43

18 戲說台灣聿健美妍飲 三立台灣 1.36 18 戲說台灣聿健美妍飲 三立台灣 1.41

19 晚間8點新聞 TVBS新聞台 1.28 19 大陸尋奇 中視 1.39

20 民視晚間新聞 民視新聞 1.28 20 綜藝玩很大 中視 1.37

平均 2.02 平均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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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03-20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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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