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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外銷訂單年減5.3% 2020第一季可望轉正
2019年12月外銷訂單金額年增0.9%，終結連續13個月負成長，全年總金額雖年減5.3%，

經濟部統計處仍樂觀看待2020年第一季，在美中經貿情勢和緩趨勢下，可望呈現正成長。

觀察主要接單貨品，資訊通信產品與電子產品分別年增0.4%及4.7%，都是今年下半年以

來最好表現。此外，傳統貨品也受惠於美中貿易戰情勢緩和，市場投資觀望氣息減少，油

價、鋼價等原料價格回溫，接單減幅都有縮減趨勢，機械接單更終結13個月負成長，轉為

年增5.1%。展望1月，因第1季為電子產業淡季，加上全球經濟成長平疲，需求仍緩。[中

央社2020/01/20]

農曆新年倒數，年貨採買潮也邁入高峰。電商業者創業家兄弟旗下生活市集統計，年貨相關商品近一週銷量較前一週成長超

過77%。生活市集另公佈近期年貨銷售金額排行榜，其中氣炸鍋登上冠軍，第二名是衛生紙，第三名則為捲心酥零食。此外，

網路家庭旗下PChome24h購物指出，現代人工作忙碌，平日用餐多以外食為主，較少時間自行烹飪菜餚，在網購盛行下，線

上購買年菜已成了過年團圓飯的熱門選項之一。據PChome24h購物觀察，高CP值的小家庭組合為今年的年菜消費趨勢，以

四到六人份的年菜套餐銷售動能較強，主流價格在3000元內。[中央社2020/01/13]

經濟部統計處最新統計顯示，因家庭結構轉型帶動消費習慣轉變，我國超級市場近年積極展店，加上以鮮食主題、集點活動

強化行銷，並導入多元支付，提升消費便利性及客群黏著度，迄2019年為止，超市營收連續17年正成長。統計處表示，超市

營業額自2003年來逐年攀升，2018年已達1,985億元，平均每年成長5.2%，高於整體綜合商品零售業3.9%，2019前11月營

業額達1,901億元，年增5.1%。值得注意的是，超市業者持續展店擴展市場規模，2019年11月底超市達2,286家，其中全聯

989家居首，其次為美廉社699家，頂好208家；不過，2019年整體展店速度放緩，至11月底僅較上年底增35家，主因部分

地區型超市退出市場所致。[工商時報2020/01/16]

超市連17年正成長 去年營收續創新高

年貨採買潮升溫網購銷量增77%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20/01/

20/taiwan-export-order-2019/



2019網購十大暴紅商品生活助攻好物最熱銷

迎500萬換車潮電動平價機車搶市

寶可夢官方YouTube頻道上近日出現了一支影片，小火龍窩在一處營火旁睡覺，整支影片除了最開始小火龍點燃營火之外，

就只有維持30分鐘的營火聲，也就是俗稱的ASMR影片。ASMR(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自發性知覺

高潮反應，又被稱為「顱內高潮」，是當前全球行銷人員都在嘗試的新領域。ASMR有個特點，就是「充分利用平常可能被

忽略的小聲音」，每一個小聲音可能都有相對喜愛的聽眾，因此給了行銷人員推銷產品的無限可能性，舉例來說，打火機廠

商Zippo就用極具代表性的開關聲，重新喚起聽眾與品牌間的感官連結。據Google的資料顯示，ASMR也是相當好接觸年輕

族群的形式， 18-24歲的年輕人是主要的ASMR聽眾。[數位時代2020/01/19]

瞄準500萬輛老舊機車汰換商機，電動機車業者競推國民款平價車搶市Gogoro新年

開第一槍，上市VIVA Lite，打出比市售七期燃油機車還便宜的訂價，喊出今年汰換

銷售構成比倍增至兩成，助威2020年全品牌電動機車銷量再創新高。而同屬

PBGN(Power by Gogoro Network)體系的宏佳騰，也推出品牌第二款電動機車，

訴求平價國民車，力拚今年電動機車銷量倍增。業者分析，今年燃油機車業者挾政

府落實「油電並行」政策，油車銷售競爭力大幅提升，促使電動機車業者紛紛推出

更低價的入門款應戰。[工商時報2020/01/15]

網購商品五花八門，隨著時代與生活型態轉變，網購品項也會隨著變化，知名網購平台公佈「年度十大暴紅商品」，針對

2019年短時間內買氣飆高的人氣商品進行排行，暴紅商品榜首由洗衣膠囊產品拿下。PChome 24h購物表示，現代消費者越

來越重視生活品質，在日用、飲食、3C家電等各個層面都追求更便利的商品，因此高質感舒適生活的好物成為年度暴紅指標。

同時，消費者越來越懂得愛自己，帶動高單價、高規格商品買氣熱絡，像是「Apple AirPods」等商品也都紛紛入榜。[匯流

新聞網2020/01/15]

30分鐘看著小火龍睡覺！寶可夢推ASMR



Google護隱私衝擊廣告商

音樂串流平台Spotify近日為愛寵人士推出新的播放清單，並表示清單內的歌曲是飼主和寵物都喜歡聽的音樂。雖然這個「愛

搜尋引擎巨頭Google跟隨蘋果腳步，計劃未來兩年讓旗下瀏覽器Chrome逐步淘汰第三方Cookies，以加強保護使用者瀏覽

網站時的隱私，但此舉卻可能衝擊仰賴Google廣告商品的廣告商和出版商。蘋果的Safari和Mozilla的Firefox瀏覽器，都已禁

止第三方Cookies，但Google曾主張，這種作法太過粗暴，且可能影響網路出版商的主要收入。不過，如今Chrome工程部

門總監說：「用戶要求更高度的隱私，包括要求他們數據的運用方式能夠公開透明、自我選擇和自我掌控，網路生態系明顯

需要進化，來符合這些日益增加的要求。」[經濟日報2020/01/15]

美國有線電視公司Comcast旗下NBC環球近日推出線上影片串流服務「孔雀」(Peacock)，提供免費、月費4.99美元及月費

9.99美元等三種價位選擇，試圖在日漸擁擠的串流服務市場殺出一條血路。事實上，去年11月迪士尼推出月費6.99美元的

Disney+，蘋果線上影片串流服務月費也只要4.99美元，再加上佔據市場的網飛(Netflix)、Hulu及亞馬遜等業者，市場競爭早

已白熱化。NBC環球的策略是靠免費方案吸收新用戶，透過其他有線電視業者合作來推出線上串流搭配有線電視套餐服務，

在搶攻線上串流市場之餘，維持原有有線電視訂戶。[工商時報2020/01/18]

影音串流競爭白熱化 NBC環球推出孔雀參戰

Spotify推出寵物播放清單黏緊愛寵人士

寵播放清單」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病毒行銷活動，但卻真的吸引到不少

養寵物或喜歡動物的用戶，由於音樂串流平台的內容產品同質性過高，

Spotify這次看似無厘頭卻也有趣的播放清單，吸引了喜愛寵物的飼主

使用Spotify，透過與寵物一起聆聽彼此都喜愛的音樂，讓飼主更願意

訂閱Spotify串流音樂服務。而這樣的宣傳作法，的確也為Spotify博得

不少點閱。[數位時代2020/01/16]



新春特刊
New Year Special Report

鼠一鼠二報新年



• 今年春節連假自1月24日開始至1月29日，商場、遊樂園紛紛祭出好康，各縣市

政府也推出走春活動拚場！

• 本期凱絡週報將和讀者分享過年吃喝玩樂訊息，舉凡各大主題樂園優惠與百貨

福袋資訊、各地新春、藝文活動，還有賀歲檔新片，統統在這裡！

凱絡媒體週報祝您：好運鼠不盡

※下一期凱絡媒體週報將於2月6日週四出刊。



• 春節連假期

間，交通部

推出多項大

眾運輸疏運

與加班措施，

讓民眾返鄉、

旅遊更順暢！

另外國道高

速公路採取

疏導措施，

詳細資訊可

參考右表、

下載檔案或

觀看網頁版。

鼠年一路順

• 外出民眾可參考公路總局的「省道即時交通資訊」

App，結合地圖提供官方交管、路況訊息；「國道

一路通」也是一款提供高速公路路況語音播報的實

用App。

(Android、iOS) (Android、iOS)

※資料/圖片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001180001&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6amp%3B%26%23x23%3Bx2f%26%23x3b%3Bstandard
https://www.freeway.gov.tw/Upload/Html/2019916208/pic/overview1.jpg
https://www.freeway.gov.tw/Upload/Html/201991620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iisi.motc&feature=search_result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sheng-dao-jiao-tong-zi-xun/id604698360?l=zh&mt=8&fb_action_ids=3905149886091&fb_action_types=og.likes&fb_source=timeline_og&action_object_map=%7b%223905149886091%22:152933231532819%7d&action_type_map=%7b%223905149886091%22:%22og.likes%22%7d&action_ref_map=%5b%5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tw.doitwell.FreeWay&hl=zh_TW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5%9C%8B%E9%81%93%E4%B8%80%E8%B7%AF%E9%80%9A/id1130842954?mt=8
https://www.thb.gov.tw/page?node=7afdcd26-133d-4bfc-9d94-9e4a8b257092


鼠年玩透透
• 全台各地活動精彩多元，讓民眾連假天天有得玩！

台南市推出以「光影」為主題的「月津港燈節」，

並整理走春懶人包，吃喝玩樂一併收進旅行台南

app！高雄市則於21日推出「愛河·愛之鯨」，結

合環保與藝術，希望喚起大眾的環保意識，而重頭

戲「2020高雄燈會藝術節」更是規劃了八大主題燈

區，一直熱鬧到2月9日。

• 另外，還有台中「高空特技展演《璀璨盛夜》」、

「台灣燈會」、桃園「光之桃花源」、花蓮「太平

洋燈會」等，營造濃濃年味。

• 年節走春，北北基推出「景點暢遊卡」，提供大眾出遊優惠方案及推薦景點！

台北市更有「花in台北」活動，提供走春民眾花期參考；另外，主打「翻轉」的

台北燈節「轉洞台北轉動光」也將在2月8日登場！新北則推出「林家花園·浪漫

點燈」等文化走春活動，觀光旅遊局更不藏私分享九條走春秘境路線！

※資料/圖片來源：各縣市政府官網

https://www.tainanoutlook.com/activities/yue-jin-gang-deng-jie
https://www.twtainan.net/zh-tw/event/newsdetail/3836
https://www.whaleinlove.org/
https://www.2020khl.com/about/
http://www.tcsac.gov.tw/News/Detail/6770
https://2020taiwanlantern.tw/
https://lanternfestival.tycg.gov.tw/
http://www.hualien-lantern.com.tw/index.php
https://funpass.travel.taipei/?from=traveltaipei
https://2020flower.travel.taipei/
https://2020.lanternfestival.taipei/
https://lingardenlightup.tw/mainssl/modules/MySpace/index.php?sn=lingardenlightup&pg=ZC293899
https://www.culture.ntpc.gov.tw/xceventsnews/cont?xsmsid=0G295700334178642420&qcat=0G336743893825971626&bdate=2020-01-20&disp=2&sid=0K003539455656441471
https://tour.ntpc.gov.tw/zh-tw/News/Detail?wnd_id=44&type=1&id=30faccd8072429fd


樂不思鼠

除夕至初五(1/24-1/29)下午1點前
購票入園(搭配一名大人購買全票)，
即贈送500元現金消費券，而12歲
以下兒童樂園票價依年齡分別為
399元及490元。

1/18-2/9 期間，全日 499 元(原價
899 元)，且贈送價值 200 元等值
開運禮 ；12 點後入園更只要 399 
元。

為歡慶10周年，生肖屬「鼠」的遊
客，初一到初五(1/25-1/29)入園只
要10元。另外，1/25-2/9（2/5-7
不適用）全票入園者，享第2人99
元優惠。

3歲以上未滿6歲門票優惠
399元，6歲以上門票優惠
499元。另外，初一到初五
(1/25-1/29)，憑搭乘新竹
客運至小人國乘車證明，現
場購票450元(原價799元)。

1/23-2/2，全民無條件499元半價優惠
(原價999元) 。

櫻花祭早鳥票開跑，1/23前至ibon /
FamiPort / KKday購買早鳥票，即享
有單人620元/雙人1190 元的超優惠價
格(原價850元/人)。

與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台北市立天文
科學教育館，推出199元聯合護照，民
眾可享半價暢遊三館！

※資料/圖片來源：各家網站。詳細優惠請以各園區資料為主。



活動鼠per讚

987動感樂園蠟筆小新x白爛
貓聯名期間限定店@松菸
2019/12/28~2020/02/23

全台唯一結合蠟筆小新、白爛貓的
期間限定店，忠實呈現各式各樣的
樂園場景。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相遇十週年小店舖@華山
2019/12/22-2020/03/01

貓奴注意！全台最萌、最療癒的黃
阿瑪的後宮生活在華山文創園區登
場！這個冬季準備萌翻華山。

卡娜赫拉展-小動物眼中的15
年與未來@松菸
2019/12/29-2020/03/08

用Q萌世界觀療癒佔領全亞洲，與
卡娜赫拉和最可愛、討喜的小動物
們，一起迎接2020年！

LINE FRIENDS潮玩限定店
@華山
2019/12/21-2020/02/09

集結著LINE FRIENDS每個角色，開
立潮玩限定店，讓粉絲們將心愛的
角色的限定商品帶回家。

勇闖金字塔體驗展
@士林科教館
2019/12/20-2020/03/01

結合古埃及文化、故事，《勇闖金
字塔》將帶領參展者進入法老王的
神祕世界，體驗法老王的永生之旅。

拉拉熊懶萌日常特展@松菸
2019/12/28-2020/03/22

萌翻天的拉拉熊與他的好朋友們回
來了！全新展覽，顛覆你的視覺，
完整呈現截然不同的拉拉熊生活日
常，等著你來搶先體驗！

我把動物FUN大了！霍夫曼的
療癒動物園@華山
2019/12/28/-2020/04/05

在「霍夫曼的療癒動物園」裡，大
小朋友們可以盡情玩樂，享受藝術
與生活零距離的趣味體驗。

水豚君日日是好日~15周年特
展@華山
2020/01/08-2020/04/05

傻呆呆､圓滾滾的療癒系巨星水豚君
駕到！！！快邀請重要的人，一起
來華山共創可愛又美好的回憶吧！

※資料/圖片來源：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松山文創園區、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https://www.huashan1914.com/w/huashan1914/exhibition
https://www.songshanculturalpark.org/exhibitionlist.aspx
https://www.ntsec.gov.tw/User/Exhibitions.aspx?a=44


活動鼠per讚

哇賽！駁二有個大樹屋～體
驗展@高雄駁二
2019/12/27~2020/03/01

每個人心中總會幻想著自己在童話
裡的樹屋，今年寒假，一起勇闖樹
屋大冒險！

#DINOLAB恐龍實驗室－救
援任務@高雄駁二
2019/12/27-2020/03/15

一直專注在復育恐龍的博士沒有時
間好好打理實驗室，忙不過頭的博
士只好發出求救信號！

貓．美術館–世界名畫．全面
喵化@高雄駁二
2019/12/19-2020/03/15

透過貓界藝術大師的曠世巨作，正
式進入「貓的文藝世界」 ，全面
「喵化你的視界」！

瘋狂泡泡實驗室
@嘉義文創園區
2019/06/07-2020/02/09

甩掉課本丟掉書包！全台首創以泡
泡為主的情境式展覽！科學原理簡
單說！泡泡藝術超好玩！

田中達野的奇幻世界「微型
展2.0」 @台中文創園區
2019/12/20-2020/03/01

全新升級的微型展在台北創下10萬
觀展人潮，這次提供八大展區，絕
對不容錯過的療癒特展！

幻．彩．影萬花筒特展
@嘉義文創園區
2019/12/28-2020/04/19

用鏡像折射原理，融合最新光影投
射技術打造萬花筒世界，嶄新體驗
等待觀眾前來大開眼界！

動漫倉庫－躲貓貓：小猫秘密
基地展@高雄駁二
2020/01/18/-2020/08/31

展覽彷彿走入電影《小猫巴克里》，
以換位思考的擬人表現手法，關注
動物園議題。

熱河生物群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19/11/27-2020/05/26

熱河生物被國際古生物界稱為20世
紀最重要的古生物，此特展以通俗
方式帶領觀眾一探生物演化奧祕。

※資料/圖片來源：台中文創園區、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https://tccip.boch.gov.tw/Activity
https://pier-2.khcc.gov.tw/home02.aspx?ID=$3001&IDK=2&EXEC=L
https://www.nmns.edu.tw/exhibit/exhibits/
https://www.g9park.com/exhibitionList.php


鼠錢吉祥

霞海城隍廟
除夕晚間11:15團拜後，
將發放限量500份100
元發財金；另外，2/8
晚間6點起，限量發放
1,500份的鼠年小花燈。

車城福安宮
除夕夜【萬人迎春祈
福拜頭香】23:00子
時開廟門，團拜圓滿
後進行摸彩與發放限
量百元錢母與2020
金幣。招財金幣
1/25-1/29每天10:00
與14:00限量發放，
送完為止。

竹山紫南宮
1/24上午8點開放排隊，
1/25上午9點依排隊券
發放鼠年招財錢母，
前2000名加送一個金
雞蛋，蛋中有黃金、
現金、金色錢母、特
製琉璃項鍊等獎項。

西港慶安宮
除夕夜將發放7,000個
歲錢紅包，其中660個
歲錢還附100元發財金，
讓鄉親試手氣。慶安宮
將在除夕晚上11:15開
廟門，插頭香迎新春，
發送歲錢，現場還有北
管團表演。

※資料/圖片來源：各家網站及新聞報導。詳細優惠請以各廟宇資料為主。



• 2020福袋獎項iPhone11、價值160萬元汽車、高檔家電樣樣都有，除了千元福

袋外，也多了百元平價款，提供民眾更多選擇，花小錢買好運！

好運鼠於你

微風 新春開運福袋1/25上午10:30開賣，限量600份，每份售價1,000元，頭獎為價值
1,600,000元的賓士車款。

大葉高島屋 「福來刮刮樂」限量200份，售價100元，1/25下午2點開始販售，大獎包括
iPhone11、大葉高島屋禮券1萬元等實用好禮。

板橋遠東百貨 售價1,000元的福袋，限量688份，大年初一早上10點限量開搶，頭獎為109,800

元tokuyo PLAY玩美椅。

板橋大遠百 1/25開賣，售價2,000元限量2,000份的開運福袋，頭獎為NISSAN汽車。

環球購物中心 「金鼠迎春福袋」總計1,500個，總價值近200萬元，祭出十大上萬元智能家電，
包括65吋電視、冰箱、直立洗衣機、電動機車及小米系列商品，最高可獲價值超
過18萬元的按摩椅。

台中廣三SOGO 1/25當天持Smart Card到全館單筆消費滿2000元購買福袋，或是持廣三Sogo聯名
卡單筆消費滿1600元，可換購福袋憑證1張，1/25當日下午1:30開始排隊領取。
獎項包含e-moving 電動機車、tokuyo玩美椅及旅遊金好禮。

高雄漢神巨蛋 限量2,000份售價500元的福氣袋於1/25上午9:30開賣，頭獎祭出Toyota汽車。

高雄夢世代 限量5,000份售價僅要200元的好運福氣袋，1/25早上10點發放號碼牌，10:30正
式開賣，大獎等值8 萬台彩刮刮樂！

高雄大遠百 新春福袋雙重送，1/25早上11點開始販售，限量600個，每個售價1000元福袋讓
民眾現享10%回饋。中午12點30分公開抽出金鼠報喜獎幸運得主，可獨得遠百紅
利券5萬元，錢鼠迎春獎為遠百紅利券2萬元。

※資料/圖片來源：以各百貨公司公佈為準。



2020 春節賀歲電影



好片鼠不完！
• 2020年春節連續六天假期，強檔好片讓你看不完！本期彙集整理

01/23-01/29 春節假期上映強片，滿足所有觀眾！

農曆檔期賀歲強片：生活諷刺類的爆笑喜劇《殺手撿到槍》、黑色幽默

且呼應時事的《喜從天降》，還有以十三年前為背景的音樂愛情故事

《你的情歌》。

闔家觀賞的好萊屋電影：改編自1988年經典電影，《杜立德》將展開他

的冒險旅程；改編自世界經典名著，《她們》即將溫馨上映。

小小朋友的超級戰場：再次登上大螢幕的《巧虎電影：英雄遊樂園》、

迪士尼推出的《變身特務》，就要冒險登場。

動作片愛好者：結合功夫的搞笑喜劇《紳士追殺令》、滿滿Man 

Power的動作片《肥龍過江》。

※資料/圖片來源： Google、Yahoo電影、開眼電影網



殺手撿到槍 Killer Not Stupid

喜從天降 Over My Dead Body

導演：梁志強
演員：是元介、安心亞、納豆、林美秀、陳俊權、陳芷尤、辛龍
簡介：
虎頭蜂是一位思維敏捷、冷靜沉著的聰明殺手，誓言要把壞人趕盡殺絕的他，在發覺該
死的人多到怎麼都殺不完後，決定執行完最後一個「搶奪100K」任務，便與有天才駭客
之稱的搭檔馬克一同退出組織。然而，組織並不會輕易放過退出的殺手，特別派出像大
嬸般無害卻殺人不眨眼的的頭目「阿母」要將100K取回；為了躲避追殺，虎頭蜂將搶到
的100K作為談判籌碼，帶著馬克展開一場你殺我逃的追逐戰。

導演：李中
演員：廖峻、柯宇綸、張允曦、林美秀、曾之喬、劉冠廷、方季惟、白靜宜、陳竹昇、張
少懷
簡介：
鄭得利小氣成性，買了高樓豪宅卻每天與妻小在空屋裡搭帳棚，洗澡則去大樓泳池邊的更
衣室，只為維持完美屋況，好讓房子增值轉賣發大財。眼看客戶就要上門，誰知厄運突襲，
「大體」從天而降，圓夢美宅頓時變凶宅。此時，覬覦無主遺產的貪財管委會來攪局，棘
手的大體也來顯靈，還有殺手來參一咖，在富貴「逼」人夾殺中，鄭得利該如何闢出一條
財路？

農曆檔期賀歲強片

※資料/圖片來源： Google、Yahoo電影、開眼電影網



你的情歌 Your Love Song
導演：安竹間
演員：柯佳嬿、傅孟柏、謝博安、黃嘉千、納豆、檢場、鍾承翰、馮翊綱
簡介：
音樂老師余靜(柯佳嬿飾)慘遭未婚夫劈腿，為了治療情傷流浪到花蓮； 而鬱鬱不得志的
流浪教師邢致遠(傅孟柏飾)被調往偏鄉學校，他把歌唱選秀當作自己教育事業的跳板，
因緣際會下找來了天生好歌喉的學生李東朔(謝博安飾)及他的麻吉們組成「七月男孩」
樂團，並請來余靜指導，開始勇闖一年一度的歌唱選秀大賽！職場失意的邢致遠和憂鬱
少年李東朔，都被溫暖善良的余靜深深吸引，面對這兩段截然不同的情感，余靜的心開
始搖擺不定…。

2020 農曆檔期賀歲強片

※資料/圖片來源： Google、Yahoo電影、開眼電影網



杜立德 Dolittle

她們 Little Women

導演：史蒂芬·加漢
演員：小勞勃道尼、湯姆霍蘭德、麥可辛、雷米馬利克、潔西伯克利、艾瑪湯普遜、雷夫
范恩斯、瑪莉詠柯蒂亞、庫梅爾南賈尼、安東尼奧班德拉斯
簡介：
性情古怪、特立獨行的名醫兼獸醫約翰杜立德(小勞勃道尼飾)活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
他於七年前痛失愛妻之後就一個人住在杜立德莊園的高牆之內，只有一群珍奇異獸陪在他
身邊。但是當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潔絲芭克莉飾)得了重病，心不甘情不願的杜立德被迫
乘船，踏上一場史詩般的冒險旅程。

導演：葛莉塔潔薇
演員：瑟夏羅南、艾瑪華森、佛蘿倫絲普伊、艾莉莎斯坎倫、提摩西夏勒梅、蘿拉鄧恩、
巴布奧登科克、克里斯庫柏、梅莉史翠普
簡介：
電影改編自世界經典名著《小婦人》，並將其原著作者露易莎梅奧爾柯特的真實人生故
事，復刻融入至女主角喬馬區(瑟夏羅南飾)的生活中。電影將透過葛莉塔潔薇的視角，重
新詮釋馬區家族中，四位個性截然不同的姊妹；她們將透過自己的信念與理想，活出橫
跨時空且不受時代背景限制的生活。

闔家觀賞的好萊塢電影

※資料/圖片來源： Google、Yahoo電影、開眼電影網



巧虎電影：英雄遊樂園 Shimajiro the Movie

變身特務 Spies in Disguise

發行公司：全民大劇團
簡介：
卡歐先生的好朋友巫露露創造了英雄島，在島上大家可以與自己喜歡的英雄們認識。
巧虎、琪琪、妙妙、桃樂比來到英雄島，開心地學習著自己喜歡的英雄魔法。這個時
候，英雄島出現了壞機器人，開始破壞英雄島。這個壞機器人到底是誰？巧虎與他的
好朋友們能拯救英雄島嗎？

導演：尼克布魯諾、特洛伊奎安
配音：威爾史密斯、湯姆霍蘭德、拉西達瓊絲、班曼德森、瑞芭麥肯泰爾、瑞秋布羅斯
納安、凱倫吉蘭、DJ卡利和岡政偉
簡介：
世界上最偉大的超級特務藍斯史特林(威爾史密斯飾)以及科學家華特貝克特(湯姆霍蘭德
飾)可以說是兩個最不同的個體。藍斯是特務組織最備受景仰的頂尖特務，華特卻被認為
是個科學怪咖。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讓華特與藍斯不得不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彼此合作，
如果這兩個搭檔無法搞定團隊默契，那他們將使得整個世界置於危險之中。

小小朋友的超級戰場

※資料/圖片來源： Google、Yahoo電影、開眼電影網



紳士追殺令 The Gentlemen

肥龍過江 Enter The Fat Dragon

導演：蓋瑞奇
演員：馬修麥康納、查理漢納、蜜雪兒道克瑞、傑瑞米史壯、柯林法洛、亨利高丁、

休葛蘭
簡介：
一位美國移民米奇(馬修麥康納飾)成功在倫敦建立了一個大麻帝國，當他試圖將資產轉
賣給一個美國富豪的風聲走漏，一連串的陰謀及謊言開始圍繞著米奇展開，他將如何
殺出重圍，保住自己的事業及性命呢？

導演：谷垣健治
演員：甄子丹、周勵淇、毛舜筠、竹中直人
簡介：
朱福龍本是破案率超高的模範警察，但因愛情受挫狂吃，半年爆肥到100公斤。長官將他
派到日本辦案，他力圖奮作並查明真相，但身在異鄉的他要如何力抗犯罪集團？

動作片愛好者

※資料/圖片來源： Google、Yahoo電影、開眼電影網



60秒數據解密
Data Decryption



• 轉換的幕後功臣，你是不是少算它了？

• 現代消費者旅程從有需求到最後購買

的一連串行為，通常會接觸許多媒體

管道，哪個管道對轉換最有效？轉換

的歸因模式(attribution)，就是幫助

我們評估誰是最有效媒體的模組。

• 本期數據解密讓我們更全面地分析媒

體轉換，教你怎麼看歸因模式！！

本期重點：轉換歸因到底在歸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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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

下集

https://youtu.be/BEJH28URGE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iNDLiDDjcU
https://youtu.be/QTTY4_yP188
https://youtu.be/l1uNaRQsisk
https://youtu.be/sDzbUYxv_IY


新節目介紹
New TV Shows



頻道新節目介紹

VIP 她們的秘密：星雲百貨VIP專責小組次長羅真善(張娜拉飾)，為了得到愛、

不被拋棄而變得親切和體貼，並相信朴成俊(李相侖飾)是不會離開自己的人。有一天她收

到一條匿名簡訊，指出「小組內有你老公的情婦」。從收到這個簡訊開始，她知道了丈夫

和「她們」的秘密。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1/27 播出頻道：愛爾達影劇台播出時間：21:30(一~五)

天皇御廚：鄉下青年秋山篤藏(佐藤健飾)，從小調皮搗蛋缺乏定性，讓家人頭痛不已。

但他擁有高人一等的嗅覺，成為昆布店的女婿後，發揮所長深得大家信賴。某日篤藏前往

軍隊送貨，偶然品嚐到從未見過的料理「炸牛排」，從此味覺大開，更立志成為料理人，

離鄉背井展開修行之路…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30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台 播出時間：21:00(一~五)

童裝小姐：出生神戶富裕之家的小堇(芳根京子飾)，自幼熱衷刺繡縫紉，一旦下定決

心就全力以赴。雖然在二戰期間失去全部家當，丈夫也出征未歸，但為了心愛的孩子，小

堇與學生時代的三位摯友，齊心協力開設童裝公司。她本著對孩子的愛，加上擅長的縫製

技巧，製作出一件件充滿幸福與希望的可愛童裝！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30 播出頻道：緯來綜合台 播出時間：21:00(一~五)



頻道新節目介紹

閃耀的恩秀：高中老師恩秀當老師的第一年就捲入一場學生欺凌案而被開除，七年

後以當韓式料理廚師為目標而努力。繽娜是富家獨生女，在去世的媽媽陰影下，被奶奶逼

迫當鋼琴家，心理扭曲而陷害恩秀之後去美國留學七年再回國。不料，兩人的孽緣尚未結

束，兩人陸續成為尹家食品的媳婦，成為一家人，加上兩人的父母再婚，這「親上加親」

讓她們重新檢視家人的意義！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01/30 播出頻道：緯來綜合台 播出時間：19:00(一~五)

ITTF德國公開賽：如果你還沒聽說過林昀儒這號人物的話就落伍了！年僅18歲的

「小林同學」是台灣桌球新希望，去年在男子世界盃擊敗前世界第一馬龍獲得銅牌的他，

已深受國際桌球界的關注。有著「黃金左手拍」的林昀儒除了在男子單打上有建樹外，與

學姊鄭怡靜搭檔混雙、學長廖振珽搭檔男雙都拿下很不錯的成績。鎖定愛爾達的ITTF桌球

世巡賽轉播，一起為林昀儒和其他台灣桌球好手加油。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20/1/31~2/2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1台 播出時間：21:00(五~日)

ONE冠軍賽-馬尼拉站：一起加入週五格鬥夜的陣容！亞洲最頂級的大型格鬥

賽事ONE冠軍賽將在馬尼拉舉辦：代表年輕世代的菲律賓綜合格鬥草量級冠軍Joshua

Pacio將對上經驗老道、征戰多年的前冠軍Alex Silva。究竟是年輕人能成功衛冕冠軍，還

是沙場老將能重返榮耀呢？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20/1/31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3台 播出時間：20:30(五)



頻道新節目介紹

塞維利亞的理髮師：世上最療癒的韓式理容院即將開張！全新形態的真人實境

秀，頂尖理髮師與老匠人攜手前進純樸西班牙小鎮，Eric、Andy、金光奎、李南烈、李珉

廷、鄭彩娟、秀玄，看他們巧手生花 ，治癒你心。

類型：真人秀 上檔日期：2020/02/01 播出頻道：東森戲劇 播出時間：23:00(六)

德國足協盃-16強賽事：擁有超刺激，一場定生死淘汰賽制的德國足協盃，

一直深受歐洲足球球迷們喜愛，決定命運的任何一場比賽都可能因為一切變數而產生了讓

球迷們跌破眼鏡的賽果。去年老牌豪門球隊拜仁慕尼黑獲得德國盃最終榮耀，RB萊比錫同

樣也踢得精彩但於決賽不敵拜仁。這兩支球隊本季都成功闖入16強，究竟他們能否再次闖

進決賽展開世紀對決？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20/2/5~2/6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1台 播出時間：01:20(三,四)

蠟筆小劇場版-新婚旅行風暴~搶回廣志大作戰：小新化身

為冒險之王，與家人在澳洲面臨未知的危機，這危機的開始是讓野原一家開心地飛起來的

超級便宜新婚之旅，但是沒想到才剛踏上目的地，爸爸廣志就被神祕的假面族強行擄走，

同時世界各地的寶藏獵人也加入了廣志爭奪大戰，更難以理解的是「爸爸竟然是開啟寶藏

的鑰匙！？」究竟小新會用怎樣的方式衝鋒陷陣？野原一家又會遇到什麼樣愛的試煉呢？

類型：卡通 上檔日期：2020/2/3-2/5 播出頻道：愛爾達綜合台 播出時間：18:00(一~三)



頻道新節目介紹

聽雪樓：拜月教為禍江湖，武林三大高手白帝、雪谷、血魔攜手聽雪樓樓主蕭逝水

對戰拜月。血魔女兒舒靖容(袁冰妍飾)被白帝收入門下，師兄青嵐和師父白帝的相繼離世，

令舒靖容發現自己是不詳之身的預言。舒靖容拿走父親血魔留下的血薇劍加入聽雪樓，與

少樓主蕭憶情(秦俊傑飾)攜手剿滅霹靂堂，對抗不斷作惡的拜月樓，維護百姓平安。蕭憶

情和舒靖容聯手，剷除了拜月教，還世人太平江湖。蕭舒二人終不離不棄，生死相許。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20/2/6 播出頻道：愛爾達綜合台 播出時間：19:00(一~五) 全台首播

藥藥欲試：由阿發、MOMO和安迪一起組成的藥物研發團隊，因為藥廠想要研發新

藥，但礙於新藥研發的成功與否較難預期，藥廠投入的研究資金與資源也相對有限，因此

藥廠找了一棟大樓改建成「GG難病藥物研發中心」，阿發想在這裡研發阿茲海默症新藥

讓藥廠高層刮目相看！於是三人一鳥的奇妙組合，開始了波折又苦中作樂的製藥的生活。

類型：動畫 上檔日期：2020/02/09 播出頻道：台視綜合台 播出時間：17:00(六~日)

ISU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備受冰迷所期待的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終於

到來了！去年在美國加州舉辦時，男女冠軍皆由日本的高人氣選手收下。今年四大洲錦標

賽來到首爾，地主南韓選手各個磨刀霍霍準備在鄉親父老前展現優雅舞姿。另外，台灣兵

迷們最關心的，我國將有兩男兩女參加本屆賽事，請大家鎖定愛爾達的轉播為他們加油！

類型：體育 上檔日期：2020/2/6~2/9 播出頻道：愛爾達體育3台 播出時間：16:00(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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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1 綜藝大集合Footer除臭襪 民視 5.05

2 多情城市台塑石油95 民視 4.17 2 多情城市台塑石油95 民視 4.53

3 多情城市千之酵素 民視 3.91 3 多情城市千之酵素 民視 4.27

4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12 4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37

5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2.66 5 超級紅人榜佰憶園 三立台灣 2.95

6 炮仔聲蘿琳亞塑身衣 三立台灣 2.44 6 炮仔聲蘿琳亞塑身衣 三立台灣 2.59

7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26 7 愛妮雅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48

8 航海王25 台視 1.88 8 航海王25 台視 1.92

9 新台灣加油全球見證台灣民 三立新聞 1.59 9 新台灣加油全球見證台灣民 三立新聞 1.80

10 戲說台灣聿健美妍飲 三立台灣 1.57 10 舞力全開愛妮雅化妝品 民視 1.74

11 想見你愛之味分解茶 中視 1.55 11 戲說台灣聿健美妍飲 三立台灣 1.70

12 舞力全開愛妮雅化妝品 民視 1.55 12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66

13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52 13 三支雨傘標英才大陸尋奇 中視 1.66

14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49 14 想見你愛之味分解茶 中視 1.64

15 綜藝玩很大 中視 1.48 15 戲說台灣聿健關鍵活力 三立台灣 1.59

16 三支雨傘標英才大陸尋奇 中視 1.47 16 我愛冰冰Show安美諾美白修 中視 1.58

17 我愛冰冰Show安美諾美白修 中視 1.46 17 綜藝玩很大 中視 1.55

18 斯斯枇杷潤喉糖飢餓遊戲 中視 1.45 18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54

19 戲說台灣聿健關鍵活力 三立台灣 1.44 19 斯斯枇杷潤喉糖飢餓遊戲 中視 1.47

20 戲說台灣聿新生技聿健蝦紅 三立台灣 1.36 20 戲說台灣聿新生技聿健蝦紅 三立台灣 1.45

平均 2.15 平均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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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3-202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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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