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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刷卡高峰通常在繳稅季後的6月，2019年卻在1月就刷出史上同期新高。金管會銀行局指出，1月簽帳金額達2,913億元，

創下史上同期新高、史上刷卡金第三高，僅次於2018年6月2,982億、2017年2,951億元。銀行局指出，今年1月刷卡金額爆量，

除了春節旅遊刷卡量大，主要還是刷卡繳保費遞延，以國泰世華銀來說，就有80億元的刷卡金來自保費、台新75億元、玉山54

億元、台北富邦48億元。在發卡量上，台新銀與玉山銀也都爆量，台新銀以12.6萬張奪冠，玉山銀行以10.6萬拿下亞軍，中信

銀則以7.3萬張排第三，第四名是國泰世華銀7萬張，第五名為永豐銀行3.9萬張。金管會也同步統計電支業務量，1月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金額來看，街口支付達5.64億元，遠遠超越第二名歐付寶的8,596萬元、一卡通的6,241萬元；但就使用人數來說，

一卡通已破百萬人，其次是歐付寶的79萬人、街口的69萬人。[工商時報2019/03/08]

元月刷卡金 飆同期新高

吹輕移民風桃園結婚、出生率稱霸六都

物價平穩 2月CPI年增率僅0.23%
主計總處公佈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僅0.23%，七大類中，即便是食物類漲幅最多，也只有0.87%，若扣除蔬菜水果，

CPI漲0.31%，再剔除能源後的核心CPI，僅漲0.30%，顯示物價相當平穩。可觀察到，七大類中食物類漲0.87% 最多，主因是

蛋類、乳類和水果分別上漲18.88%、1.84% 和1.11% 所致，不過，蔬菜下跌8.62%，抵銷部分漲幅。漲幅居次者是醫藥保健類

漲 0.73%，主因掛號費和部分藥品價格調漲。而捷運車票、行動電話和行動通訊費分別下跌 9.54%、8.39% 和 6.41%，使交通

及通訊類跌 1.41%。部分冬季服飾售價較去年同期優惠下，成衣價格下跌2.02%，使衣著類跌1.35%。[鉅亨網2019/03/08]

物價、房價雙高，少子化與不婚主義下，去年全台出生率千分之7.70，持續創歷年

新低，結婚率千分之5.74則是2009年金融海嘯以外的歷年次低，不過桃園去年的出

生率及結婚率連續第四年超越雙北市，在六都居冠。內政部統計，去年桃園出生率

千分之10.24，升格以後連續第四年超過千分之10，以往出生率超過千分之10的台

北市、新竹縣市，近二年則是陸續跌破千分之10。在結婚率方面，桃園千分之6.6，

也是連續第四年居六都之冠，超越過去高結婚率的雙北。[工商時報2019/03/11]



全球智慧手機出貨連三降

全球智慧型手機需求連三降，市場調查機構IDC預估，今年智慧型手機出貨量為

13.9億支，比去年再減少0.8％，是連續第三年衰退，IDC樂觀預期，今年下半年智

慧型手機出貨量將年增2.3％，暗示出貨量衰退集中在上半年，可是IDC也表示，智

慧型手機產業最大的未解之謎，仍是出貨量回復成長的因素到底會是什麼。全球智

慧型手機需求在2017年第四季中國市場領頭下滑，並使全年出貨量出現負成長

後，去年需求依然不振，IDC認為，在換機時間延長、中國市場需求積弱、地緣政

房市尚未脫離低迷，加上建商、代銷農曆年間還在放大假，最新出爐的2月「住展房市風向球」總分降至26.9分，比1月略減0.2

分，連續第七個月亮出藍燈。風向球六大觀察指標中，議價率一項維持平盤，來人、成交組數與廣告批數下滑，但預售與新成

屋供給量則上揚。住展雜誌分析，2月本就是房市淡季，加上工作天數少，使風向球分數微幅下滑，但年後來人與成交組數開

始上揚，若市況上揚趨勢不變，3月房市可望回升到黃藍燈水準。[工商時報2019/03/08]

根據IDC最新全球穿戴裝置市場(Wearable Device)調查報告顯示，2018年第四季全球穿戴裝置總量創下歷年來新高，達到5.9

千萬台，較去年同期成長31.4%。除了新機種上市的挹注，智慧型手機大廠在新機銷售時搭配穿戴裝置一起販售的行銷方式，

也同時拉抬穿戴裝置的出貨數量。其中又以智慧型手錶的市佔最高來到34.3%，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55.2%。手環式裝置則因

小米、華為推出新機種和Fitbit的持續耕耘，佔據了市場三成的市佔。統計2018年全球穿戴裝置出貨數字攀升至1.7億台，年對

年成長27.5%，主要的成長力道來自於市佔近25%耳戴式裝置的增長。IDC預期未來三年全球穿戴裝置仍能維持每年10%以上

的正成長趨勢。[經濟日報2019/03/11]

IDC：穿戴裝置市場持續增溫

2月住展風向球 連續第7顆藍燈

治干擾的因素持續下，今年智慧型手機出貨量仍將繼續衰退，預期今年出貨量將年減0.8％，包括今年在內全球手機需求已是

連三年衰退，最快在2020年才會回復成長。[工商時報2019/03/08]



Apple News 要求抽成50％
蘋果為了3月預定推出的線上新聞訂閱服務Apple News，正積極拉攏各大新聞出版商加入合作，但

蘋果獅子大開口要求營收抽成50％，讓出版商敬謝不敏。蘋果App Store長久以來對第三方程式開發

商抽成15％到30％，早已引發許多不滿，沒想到Apple News不只抽成比重更高，還要求讓蘋果保存

所有訂戶資料，可想而知新聞出版商不願輕易合作。今年1月以來包括Buzzfeed、美國線上(AOL)及

雅虎新聞在內等網路新聞平台相繼裁員，但仍有不少新聞出版商把數位事業經營得有聲有色，例如

《紐約客》雜誌去年線上訂閱營收就達到1.2億美元，其他諸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及《衛報》的線上訂戶也有所成長，甚至擴大徵才。除了傳統新聞品牌之外，靠網路

新聞起家的數位媒體也有不少維持獲利，例如Vox、Axios、The Information等新聞網站至今財務狀

況仍相當穩定。路透近期調查也指出，凡是訂閱線上影音串流服務的美國人，其訂閱線上新聞的意願

比一般人高出四倍。[工商時報2019/03/09]

衛福部食藥署公佈去年查獲違規廣告，宣稱「皮膚美容」、「減肥廋身」、「骨骼肌肉」分占違規前三名，其中三大違規產品

為「台灣綠蜂膠」、「芙婷寶DT56a」與「聚安堂天王補心丸」。但名列第一的「台灣綠蜂膠」只罰了10萬元，廣告仍然天天

上檔，食藥署研議採用「行政罰法第14條」的「故意共同實施」，連帶懲處產品製造業者，以遏止不實廣告歪風，最快今年上

半年實施。[中國時報2019/03/07]

廣告不實製造商將連帶處罰

臉書(Facebook)曾經是讓用戶向公眾分享照片與訊息的社群媒體先趨，發展多年至今，臉書已體認使用者更喜愛在小團體或一

對一私訊聊天，未來的發展策略重點將轉向私人通訊(private communications)。臉書計畫在現有的主要服務上，提供加密的

的即時通訊功能，也會在這類通訊服務內開發支付和電子商務等功能，轉變目前以廣告為主要營收的經營模式。臉書現在被批

評的焦點，正是不當利用用戶的資料來賣廣告或從事與行銷相關的業務。[經濟日報2019/03/07]

臉書未來發展策略將強調私人通訊

https://www.chinatime

s.com/newspapers/20

190309000311-260203



媒體專題
Media Report

在地文化資產活化，品牌當推手

張芸韶



• 政府單位每年頒佈相關法令，鼓勵各界參與活化在地有形或無形的文化資產，近年如「溪湖糖廠

鐵道故事再現計畫」、「台中舊城再生策略與行動方案」、修復歷史建築的林懋陽故居後設立的

「羅布森冊惦獨立書店」，都是活絡在地文化或商圈的計畫。

• 這些計畫以往多由公家機關、民間非營利團體合作推動，除了附近居民與對相關議題特別關心的

民眾，多數人仍感到陌生，因此在活化與推廣在地文化的成效也有限。反觀有知名品牌進駐、甚

至主導的再生計畫，情況可能大為不同。

前言

※資料/圖片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有知名品牌加持，多能獲得大量媒體報導，也有機會帶入

品牌粉絲前往朝聖，進一步帶動當地經濟。如近期爆紅景

點花蓮洄瀾灣「貨櫃星巴克」，其實是台灣土地開發公司

(簡稱台開)自2009年向花蓮縣政府申購取得土地，迄今九

年歷經整地、環評、思考如何結合在地阿美族文化、多次

說服日本建築大師隈研吾操刀，最後成功打造出比美國西

雅圖星巴克貨櫃門市再大上一倍的門市景點；開幕首日營

業額就打破紀錄高達197萬，總計來客數近2,000人。

• 本篇專題將探討品牌和在地文化資產互利共生，達到雙贏

的成功案例。

星巴克花蓮洄瀾門市

https://www.boch.gov.tw/


• 台灣逐漸進入高齡化社會，傳統產業也日漸沒落，走向高科技時代，部份

鄉鎮因為少子、人口外流、地方產業消失而出現滅村警訊，地方創生、活

化需求也逐年增加。《遠見雜誌》報導，台灣超過三分之一、共134個鄉

鎮區面臨凋敝，如台南左鎮、新北平溪都名列其中，2050年人口將比

2015年少一半，國發會對此發表了「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

老成凋零，地方創生需求高

• 政府單位的相關行動還包括文化部舉辦

「2018全國文化資產會議」，討論文化資

產價值評估與保存議題，台北市建置「台

北市市有閒置空間整合查詢平台」，供各

界查詢閒置土地與建物，集思廣益新用途。

• 人口老化更嚴重的日本比台灣早一步意識

地方消滅的危機，《地方創生》一書中將

地方活化的計畫拆解為幾個部份，或可做

為品牌思考的切入點。
現在

地方創生
地方再生

資源
• 如何運用現有的資源？
• 如何蒐集不足的資源？

組織
• 如何進行？

事業
做什麼項目？

※資料/圖片來源：自由時報(2017.11)、關鍵評論網(2018.09)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55785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78EEEFC1D5A43877
https://www.reformspace.taipei/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2987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52183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3248


• 地方活化需要龐大的資金、人力與創意，仰賴民間團體和企業援手，而地方文化資產的豐厚價值

也能讓品牌得利。首先，在地品牌有先天優勢，持續深化與地方的連結，可以營造正面形象、創

造品牌好感度；此外，品牌也能夠藉由活化地方觀光所帶來的人潮，提高國際能見度。而當品牌

進入新市場，尤其海外市場時，也常結合地方文化資產，希望讓當地居民產生認同。

• Deloitte的報告指出，文化作為城市和地區定位的關鍵，其對經濟的影響逐漸受到關注。直接受影

響的產業包括飯店、修繕、交通，也有潛力為地方帶來更好的研發創新團隊與高價值經濟活動。

結合地方文化資產，豐富品牌價值

知識與創新的綠洲
• 創造高技術工作
• Research & Innovation(R&I)

團隊加入新研究領域
• 導入新產品設計、創新科技解

決方案、國際專利

經濟發展
• 吸引地方生意
• 增加多元化的高價值經濟活動
• 提升相關產業發展
• 文化產業為新創帶來新機會

城市與品牌定位
• 城市利用文化資產在國際上獲得

定位
• 觀光和生意據點
• 為居民建立歸屬感
• 重要人士和合作夥伴聚集的理由

城市和社會轉型的催化劑
• 活化公共空間
• 培養社區活力
• 驅動社會凝聚力

在地文化資
產的價值

※資料/圖片來源：Deloitte: Pushing your cultural heritage and assets to their highest value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lu/Documents/financial-services/artandfinance/lu_en-art-culture-services_08012015.pdf


澳洲彭特里奇監獄

• 日本近年因為少子化、人口減少等影響，遭到廢棄的

學校、閒置空間越來越多，日本政府結合當地文化，

與品牌、企業，甚至是有創業夢想的青年，聯手改造

被閒置的空間。

• 1908年興建的古堡式奈良監獄，迄今已超過百年歷史，

當時與其他四間由同一位建築師山下啓次郎設計的監

獄齊名為「日本明治五大監獄」，1946年改為少年刑

務所，直到2017年2月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家重要文

化財，同年3月正式退役。未來在無印良品MUJI的協

助改造下，將會成為結合史料館、餐廳、咖啡吧、飯

店 、 大 浴 場 、 商 家 展 演 的 複 合 式 觀 光 設 施

「HISTERRACE奈良(暫稱)」，其中醫務棟改建為簡

易宿舍「MUJI HOSTEL (暫稱) 」 。

無印良品跟上監獄改造風有形資產

日本奈良監獄

伊斯坦堡四季酒店

• 政府與品牌聯手改造監獄風潮在世界各國蔓延，例如由TFE飯店集團接手改造的澳洲彭特里奇監獄、

或由四季酒店改造有奧斯曼帝國第一監獄稱號的土耳其伊斯坦堡監獄等。連在台灣也有蘭城晶英酒

店接手舊監獄門廳，改造成餐廳「藍屋」。

※資料/圖片來源：LaVie(2018.08)

https://www.wowlavie.com/building_unit.php?article_id=AE1801629


• 擁有兩千年歷史的義大利羅馬競技場外牆斑駁、歷經風霜，但政府無

力負擔龐大的修繕費用。知名義大利鞋商TOD’S出手拯救國家古蹟，

資助3,000萬美元，請工匠以公分為單位的謹慎上色修復，經過四年修

復期，終於讓競技場的最頂層在關閉40年後對外開放。

有形資產 義大利精品把古蹟變伸展台

• 近年在義大利，精品品牌資助國家古

蹟的案例相當盛行，另外還有FENDI花

費三年耗資220萬美元整修羅馬許願池、

BVLGARI出資超過百萬美元整修自家

品牌在羅馬的總店與鄰近著名景點西

班牙台階。FENDI和BVLGARI都在古

蹟修繕完成後以其為伸展台，舉辦品

牌大秀。羅馬許願池的FENDI品牌大秀

• 精品業投入古蹟修復行列是近年趨勢，時尚與藝術向來密不可分，設計師從傳統藝術中汲取養份，

透過時間積累，打造出經典品牌，透過實際行動回饋文化遺址，除了幫品牌形象加分，也彰顯品牌

所重視的經典美學精神。若能取得政府機關許可，古蹟修繕完成後更是天然的伸展台，不管是景點

還是品牌都能再次獲得國際關注。

西班牙台階的BVLGARI走秀

義大利羅馬競技場

※資料/圖片來源： TVBS(2017.10)、經濟日報(2018.06)

https://news.tvbs.com.tw/local/78577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6714/3173151


• 身處經蓬勃發展的商圈，UNIQLO將東京吉

祥寺門市打造成符合地方特色的「地區緊密

關聯型」店鋪，帶給消費者獨特的體驗。這

間UNIQLO門市將自己定位成「外地遊客認

識當地的第一線窗口」，店中設置小型觀光

旅遊諮詢專區，以街區地圖介紹周邊特色店

家與觀光景點，並且不定期更換主題企劃；

讓因為UNIQLO這個品牌而進店的消費者，

有機會深入了解與探訪週邊商圈；為了獲得

旅遊訊息而進店的觀光客，也會對UNIQLO

品牌更有好感，提高消費機會。

無形資產 UNIQLO吉祥寺門市化身觀光諮詢站

• 另一方面，吉祥寺曾多次被票選為日本最想居住的地區之一，

附近多是家庭居民，為了方便家庭購物，門市陳列打破過往以

性別、年齡的分類方式，改以「主題」呈現，例如全家福的同

系列花色服飾，讓全家人不用東奔西跑各樓層，就能輕鬆買到

各種尺寸的衣服；店內還附設兒童遊戲區，讓一家人消磨時光。

UNIQLO日本東京吉祥寺門市設置觀光專區

※資料/圖片來源：遠見(2016.11)、ettoday(2016.05)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54363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707749.htm


※資料/圖片來源：今週刊(2017.12)、Eataly

• 杜林(Turin)是位於義大利北部歷史悠久的工業城市，曾因汽

車業而蓬勃發展，卻在歷經1980年代石油危機後沒落，年輕

人失業率居高不下，加上流入東歐與非洲的移民，毒品猖獗

等治安問題層出不窮。

• 直到1993年，杜林理工大學的教授卡斯特拉尼當選市長後，

接受歐盟的區域活化計畫，結合學者、企業、市政府的力量

推動地方再生，改造當地一間廢棄20年的製酒廠成為生鮮賣

場、餐廳，半年吸150萬人次造訪。不僅如願扭轉杜林這個

城市的命運，更成功打造出後來版圖拓展到世界各地的知名

義大利飲食品牌「Eataly」；理念如同品牌名稱一樣，希望

讓來店顧客認識當地食材、感受義大利慢食文化，就像「吃」

在義大利。

• Eataly迄今仍秉持著支持在地小農、致力區域活化的品牌精

神，在世界各地延續著相同的經營模式。最近更在義大利波

隆那市開幕世界第一座美食遊樂園FICO Eataly World，與

地方政府合作，改建老舊的農產品食材市場，活化舊空間創

造出新的經濟價值，為當地帶來觀光人潮。

Eataly 杜林門市

世界第一座美食遊樂園
FICO Eataly World

廢酒廠翻生，美食樂園新品牌Eataly誕生有形&無形資產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712270015/%E7%BE%A9%E3%80%81%E6%97%A5%E9%80%99%E6%A8%A3%E5%81%9A %E9%96%92%E7%BD%AE%E7%A9%BA%E9%96%93%E4%B9%9F%E8%83%BD%E8%AE%8A%E9%87%91%E9%9B%9E%E6%AF%8D?utm_source=%E4%BB%8A%E5%91%A8%E5%88%8A&utm_medium=autoPage
https://www.eataly.com/


強勢入侵、過度商業化操作，恐引發反彈

※資料/圖片來源：談文化資產分類樣態(2015.05)、關鍵評論網(2018.01)

• 地方文化資產除概分為有形與無形外，還有多種

區分方式，例如根據「文化資產面臨的時程」區

分為可接受環評的預防性資產、待補救性階段的

資產、閒置再利用的資產；根據「鄰近居住的族

群」區分，可區分原住民、漢人，甚至是依據

「當地居民型態」(例如UNIQLO日本東京吉祥寺

門市案例)來區分。這些分類型態可以幫助品牌、

企業用各種或交叉的角度剖析地方文化資產，思

考如何與自家品牌結合。

星巴克韓國仁寺洞分店

• 品牌在觸及在地文化資產時，除了從品牌角度思考合適的合作

方式與題材，也必須謹慎考量當地居民的反應、了解是否有其

他公權力介入，尋求各方價值認同，否則可能弄巧成拙。例如

星巴克開設韓國仁寺洞門市時，遭到以傳統韓國街區自豪的當

地居民大規模抗議，因此星巴克改變櫥窗設計，甚至將招牌換

成韓文、販售韓式食品。而義大利各家精品出資古蹟修繕同時，

也有專家擔心，過度商業化介入可能讓古蹟被濫用成品牌行銷

的道具。

http://blog.udn.com/triangle409/23188324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8209


結語

• 結合上述案例觀察，品牌活化在地的辦法可以從不同層次下手，例如最淺層的「冠名贊助」、

中層的「品牌出資贊助」、深層的「品牌成為地區改造者的核心人物」；甚至是先改造地區後

翻轉成為知名的品牌，如Eataly。品牌若仍認真評估當地文化特色，不抱持著一味改造的心態，

有機會獲得大眾認同，進而打造成功的合作關係。

出資贊助改造
(例如: TOD’S出資
整修羅馬競技場)

地區改造者
(例如: 星巴克
花蓮洄瀾門市)

品牌成份多，有機會進一步運用，
藉此獲得討論聲量，延長大眾記憶度

若改造成功，品牌可能成為地區代名詞，
長時間跟隨著地區，容易被大眾連結

改造地區後
翻轉成為品牌
(例如: Eataly)

冠名贊助
(例如: 當地活動贊助)

花費少，但提升知名度有限，若
無結合其他操作，易被大眾遺忘



新節目介紹
New TV Shows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9/03/18  播出頻道：愛爾達影劇台 播出時間：21:00(一~三)

微笑吧純南：講述了作為書堂女訓長和宗家兒媳的某個女人在突然失去一切後，替

離開人世的女兒實現夢想，給所有人帶來安慰與勇氣的故事。吳純南(朴詩恩飾)是書堂積

賢齋的女訓長，既像大姐姐，又像媽媽一樣。有一天，對她來說就是一切的積賢齋土崩瓦

解，她最珍重的女兒也離開人世。純南在復仇與自己一輩子信守的價值之間陷入矛盾之中。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19/03/20  播出頻道：Outdoor Channel  播出時間：21:00(三)

男子漢叢林訓練營：三位身型碩大的男子，遠離塵囂，獨自面對狂野的大自然，

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在一週的時間內，只有一個重要目標：學習讓男子成為男子漢的必

要技能。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19/03/20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2台 播出時間：12:00(三)LIVE

日本職棒熱身賽 日本火腿鬥士VS讀賣巨人：今年赴日加盟火腿鬥士

的王柏融，熱身賽持續維持火熱手感；另一方面，邁入合約第三年的巨人隊陽岱鋼，尋求

一個健康的賽季。兩人將在熱身賽上演第二次的「台灣內戰」。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9/03/21 播出頻道：緯來戲劇台 播出時間：18:00(一~五)

類型：綜藝 上檔日期：2019/03/21 播出頻道：華視 播出時間：22:00(四)

醫療船：家道中落為逃離社會汙名的外科醫生宋恩在(河智苑飾)，即使在設備簡陋的

醫療船上也可以憑藉著精湛的醫術為病人開刀，但是好勝、不善與人溝通，脾氣直爽的她

總是和病人、居民衝突，與內科醫生郭賢(姜敏赫 飾)的善良溫暖、待人體貼的個性形成強

烈對比。兩人在醫療船上彼此衝突、磨合，培養出堅真的情感，成為人們心目中真正的醫

生！

姐姐愛時尚：想對許多忙碌到忘記自我的女性，分享如何正向積極面對你人生下半

場的節目，希望藉由多元的主題，能喚醒所有女性朋友，不論在哪個當下，都記得要像玫

瑰一樣綻放，每個女人都是一朵美麗的玫瑰值得被愛。幸福其實是一種可以學習的能力，

女人的自信，來自於跟自己的對話，自信的女人最時尚。在《姐姐愛時尚》的節目中，共

享樂觀生活、享受健康美麗的秘訣。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19/03/20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3台 播出時間：09:30(三)LIVE

ISU世界花式滑冰錦標賽：冰上精靈，翩翩起舞。天才美少女紀平梨花、冰

上王子羽生結弦、四周跳之王Nathan Chen等人，將一同追逐2019世錦賽冠軍。



類型：音樂 上檔日期：2019/03/24 播出頻道：公共電視台 播出時間：20:00(日)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9/03/24 播出頻道：公共電視台 播出時間：21:00(日)

台灣金頌：將台語歌重新定義一個全新的音樂語種，讓越來越多年輕歌手將流行曲

風和台語歌曲做結合，進行音樂的跨界交流，讓台語歌不再侷限世代。【台灣金頌】將由

偶像歌單開啟，藉由他們演唱的歌單，來聽他們滿滿的故事與感動，也分享交流屬於彼此

的音樂年代；將不同的音樂曲風跨界結合，讓台語歌曲加上國語流行音樂的元素，創造出

新的改編框架與音樂型態，邀你一起來聽最潮的台語歌。

我們與惡的距離：品味新聞台編輯台主管宋喬安的兒子是二年前李曉明無差別殺

人事件的罹難者，先生劉昭國是網路先驅報的創辦人，夫妻在兒子走後因現實磨難漸行漸

遠準備離婚，但11歲的女兒行為卻日漸失序，為了女兒終逼兩人必須重新檢視自己身上的

傷口。李曉明的辯護律師王赦，在李曉明死刑定讞之後，仍想要了解其犯罪動機，鍥而不

捨的他，開啟了眾人命運的連結…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19/03/22  播出頻道：Trace Sport Stars  播出時間：20:50(五)

運動女星特輯：本週特輯為您介紹史上最強的游泳姐妹花，來自澳洲的金寶姐妹。

我們將帶您一窺這對姐妹花為了2020東京奧運所做的一切準備，以及她們如何調適心態，

將眾人的期望轉為前進的動力，從2016年里約奧運的失利谷底反彈，一舉奪牌。



電視觀察窗
TV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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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時代雀巢立攝適穩優糖尿 民視 4.99 1 大時代雀巢立攝適穩優糖尿 民視 2.81

2 綜藝大集合福爾血糖機 民視 4.39 2 航海王24 台視 2.41

3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83 3 綜藝大集合福爾血糖機 民視 2.35

4 航海王24 台視 2.28 4 綜藝玩很大 中視 2.22

5 綜藝玩很大 中視 2.28 5 1800名偵探柯南 華視 1.98

6 飢餓遊戲 中視 1.92 6 飢餓遊戲 中視 1.98

7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78 7 蠟筆小新 台視 1.83

8 你有念大學嗎大誠保險經紀 台視 1.58 8 1830蠟筆小新 台視 1.77

9 愛妮雅舞力全開 民視 1.57 9 新哆啦A夢 華視 1.68

10 綜藝3國智福爾額溫槍 台視 1.54 10 綜藝3國智福爾額溫槍 台視 1.65

11 萬秀豬王尚讚 中視 1.49 11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1.64

12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40 12 名偵探柯南 華視 1.60

13 1800航海王24 台視 1.34 13 1800航海王24 台視 1.48

14 天才衝衝衝 華視 1.24 14 烏龍派出所 華視 1.36

15 民視七點晚間新聞 民視 1.13 15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34

16 綜藝新時代消費高手好晶明 民視 1.10 16 我的英雄學院 民視 1.33

17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佰益多益 台視 1.06 17 華視晚間新聞 華視 1.28

18 1300大時代雀巢立攝適穩優 民視 1.06 18 1800蠟筆小新 台視 1.25

19 蠟筆小新 台視 1.03 19 愛情白皮書 台視 0.99

20 1830蠟筆小新 台視 1.03 20 綜藝玩很大特選版 中視 0.99

平均 1.90 平均 1.70

4歲以上 4-14歲

無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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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期間：2019/03/04-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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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飢餓遊戲 中視 2.11 1 大時代雀巢立攝適穩優糖尿 民視 5.75

2 大時代雀巢立攝適穩優糖尿 民視 2.02 2 綜藝大集合福爾血糖機 民視 5.11

3 綜藝玩很大 中視 1.98 3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4.57

4 航海王24 台視 1.93 4 綜藝玩很大 中視 2.33

5 你有念大學嗎大誠保險經紀 台視 1.60 5 航海王24 台視 2.32

6 綜藝大集合福爾血糖機 民視 1.56 6 飢餓遊戲 中視 1.88

7 1830蠟筆小新 台視 1.55 7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88

8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52 8 萬秀豬王尚讚 中視 1.87

9 綜藝3國智福爾額溫槍 台視 1.43 9 愛妮雅舞力全開 民視 1.85

10 1800航海王24 台視 1.32 10 你有念大學嗎大誠保險經紀 台視 1.66

11 蠟筆小新 台視 1.06 11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61

12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0.97 12 綜藝3國智福爾額溫槍 台視 1.55

13 魂囚西門 公共電視 0.88 13 天才衝衝衝 華視 1.36

14 天才衝衝衝 華視 0.78 14 1800航海王24 台視 1.33

15 烏龍派出所 華視 0.76 15 1300大時代雀巢立攝適穩優 民視 1.28

16 愛情白皮書 台視 0.73 16 民視七點晚間新聞 民視 1.27

17 華視晚間新聞 華視 0.72 17 綜藝新時代消費高手好晶明 民視 1.27

18 新哆啦A夢 華視 0.71 18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佰益多益 台視 1.20

19 1800蠟筆小新 台視 0.71 19 英才基金會大陸尋奇 中視 1.19

20 友情黑皮書 台視 0.65 20 台灣的聲音 民視 1.13

平均 1.25 平均 2.12

15-24歲 25歲以上

無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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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期間：2019/03/04-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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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仔聲十全味噌 三立台灣 3.60 1 綜藝玩很大Hotels com 三立都會 2.80

2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3.19 2 1130蠟筆小新大對決機器人 YOYO 2.59

3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82 3 衝鋒戰士Hello CARBOT YOYO 2.54

4 戲說台灣聿健關鍵活力 三立台灣 1.62 4 1000Peppa Pig YOYO 2.36

5 綜藝玩很大Hotels com 三立都會 1.62 5 1030SUPER WiNGS YOYO 2.33

6 新聞深喉嚨 中天新聞台 1.59 6 炮仔聲十全味噌 三立台灣 2.27

7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 TVBS歡樂台 1.56 7 機甲超獸王 YOYO 2.18

8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聿健關 三立台灣 1.53 8 蠟筆小新電影版肥嘟嘟左衛 YOYO 2.18

9 如懿傳 衛視中文 1.49 9 馴龍高手 YOYO 2.13

10 中天晚間新聞 中天新聞台 1.33 10 Ben Holly s Little Kingd YOYO 2.09

11 大政治大爆卦無色覺醒立委 中天新聞台 1.25 11 1045SUPER WiNGS YOYO 2.06

12 台灣大搜索選前黃金週 中天新聞台 1.24 12 0830戰鬥陀螺爆烈世代超Z YOYO 2.00

13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超視王 TVBS歡樂台 1.18 13 0945Peppa Pig YOYO 1.94

14 歡樂智多星 衛視中文 1.14 14 櫻桃小丸子 YOYO 1.93

15 新聞龍捲風 中天新聞台 1.11 15 Peppa Pig YOYO 1.92

16 1900親家 三立台灣 1.09 16 蠟筆小新電影版前進武士城 YOYO 1.91

17 草地狀元 三立台灣 1.09 17 新我們這一家 YOYO 1.82

18 在台灣的故事 三立台灣 1.09 18 你有念大學嗎生活濃湯 三立都會 1.78

19 民視晚間新聞 民視新聞 1.07 19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1.69

20 1900歡樂智多星 衛視中文 1.06 20 1830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1.65

平均 1.58 平均 2.11

4歲以上 4-14歲

有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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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期間：2019/03/04-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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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仔聲十全味噌 三立台灣 1.88 1 炮仔聲十全味噌 三立台灣 4.05

2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1.56 2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3.76

3 1800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1.34 3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3.29

4 1830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1.33 4 新聞深喉嚨 中天新聞台 1.93

5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聿健關 三立台灣 1.01 5 戲說台灣聿健關鍵活力 三立台灣 1.91

6 1730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0.96 6 如懿傳 衛視中文 1.68

7 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0.94 7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聿健關 三立台灣 1.67

8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 TVBS歡樂台 0.91 8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 TVBS歡樂台 1.66

9 你有念大學嗎生活濃湯 三立都會 0.91 9 綜藝玩很大Hotels com 三立都會 1.64

10 呷飽未 三立台灣 0.90 10 中天晚間新聞 中天新聞台 1.60

11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0.86 11 大政治大爆卦無色覺醒立委 中天新聞台 1.57

12 航海王 衛視中文 0.84 12 台灣大搜索選前黃金週 中天新聞台 1.51

13 綜藝大熱門瘋狂經典 三立都會 0.84 13 新聞龍捲風 中天新聞台 1.40

14 1900歡樂智多星 衛視中文 0.83 14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超視王 TVBS歡樂台 1.31

15 歡樂智多星 衛視中文 0.82 15 1900親家 三立台灣 1.31

16 2215白鷺鷥的願望 三立台灣 0.80 16 民視晚間新聞 民視新聞 1.29

17 1300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0.77 17 草地狀元 三立台灣 1.29

18 綜藝大熱門 三立都會 0.76 18 新神秘52區 中天新聞台 1.24

19 必勝大丈夫TT波特嫚面膜 三立都會 0.73 19 在台灣的故事 三立台灣 1.23

20 2200你有念大學嗎生活濃湯 三立都會 0.70 20 歡樂智多星 衛視中文 1.21

平均 0.98 平均 1.83

15-24歲 25歲以上

有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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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期間：2019/03/04-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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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時代雀巢立攝適穩優糖尿 民視 4.99 1 綜藝大集合福爾血糖機 民視 4.39

2 炮仔聲十全味噌 三立台灣 3.60 2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83

3 戲說台灣聿健關鍵活力 三立台灣 1.62 3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3.19

4 你有念大學嗎大誠保險經紀 台視 1.58 4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82

5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 TVBS歡樂台 1.56 5 綜藝玩很大 中視 2.28

6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聿健關 三立台灣 1.53 6 飢餓遊戲 中視 1.92

7 如懿傳 衛視中文 1.49 7 綜藝玩很大Hotels com 三立都會 1.62

8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超視王 TVBS歡樂台 1.18 8 愛妮雅舞力全開 民視 1.57

9 1900親家 三立台灣 1.09 9 綜藝3國智福爾額溫槍 台視 1.54

10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佰益多益 台視 1.06 10 萬秀豬王尚讚 中視 1.49

11 1300大時代雀巢立攝適穩優 民視 1.06 11 天才衝衝衝 華視 1.24

12 2215白鷺鷥的願望 三立台灣 1.01 12 歡樂智多星 衛視中文 1.14

13 溫州一家人 MUCH 0.92 13 綜藝新時代消費高手好晶明 民視 1.10

14 1230炮仔聲十全味噌 三立台灣 0.89 14 1900歡樂智多星 衛視中文 1.06

15 你有念大學嗎生活濃湯 三立都會 0.88 15 台視17Q 台視 0.97

16 拜託媽媽 民視 0.86 16 台灣的聲音 民視 0.91

17 1600炮仔聲十全味噌 三立台灣 0.80 17 2000綜藝玩很大安可場 三立都會 0.81

18 必勝大丈夫TT波特嫚面膜 三立都會 0.79 18 2200請問你是哪裡人 衛視中文 0.76

19 魂囚西門 公共電視 0.78 19 2200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0.76

20 愛情白皮書 台視 0.75 20 黃金年代 華視 0.71

平均 1.42 平均 1.71

戲劇類型節目(4歲以上) 綜藝類型節目(4歲以上)

無線+有線 戲劇類及綜藝類TOP20節目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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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期間：2019/03/04-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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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02)  89792781  編輯小組

與您分享更多國際媒體行銷新資訊粉絲團 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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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