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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第14次景氣循環谷底已過

20~29歲女性出國血拼不手軟

根據國發會認定，台灣2014年10月達到了第14次景氣循環高峰。國發會指出，雖然還要事後認定，但是研判第14次景氣循環

的谷底已過，並稱保一有望。國發會觀察進口數字指出，去年7月以來，進口金額多呈現雙位數衰退，可是今年7月衰退幅度

縮小很多，僅衰退0.2%。雖然沒有辦法轉正，但應該是受到油價因素干擾。如果去除掉價格下跌因素，相信7月進口成長幅度

會更大。今年第三季台灣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受訪專家預期六個月後，除了整體經濟轉好，進、出口均可望改善，物價上漲率

可能上升，美元相對新台幣升值，長、短期利率均可能調降，股價水準則大致不變。[2016/08/12聯合報]

誰是出國血拼王？VISA國際組織訪問1,000名20至49歲、過去三

年內曾至海外旅遊的台灣民眾，調查結果顯示，台灣人前次海外

青少兒使用智慧手機

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公布「2016台灣青少

兒行動上網及社群參與調查報告」，調查發現，

青少兒（小三至大一）擁有自己手機者已達七

成六，其中智慧型手機比率更高達八成七，他

們週間每天使用手機的時間已達2.5小時、高

於看電視（1.67小時）及電腦上網 （1.76小

時） ，週末使用手機時間更高達3.65小時。該

問卷是針對8歲到19歲、22縣市超過萬名學生

所做調查，其中每週以手機上網時間19.8小時

最高，其次是電腦上網也達15.86小時，都勝

過看電視的14.53小時，以及運動的12.58小時；

至於上網頻率，五成每天使用，但也有6.7%是

沒有上網，顯示台灣偏鄉還是有數位落差。

[2016/08/11自由時報]

每天2.5小時 超過看電視

旅遊平均花費新台幣31,968元，其中以四

字頭（40到49歲）族群消費力最高，平均

消費為新台幣33,169元，不過男多於女，

男性多出女性約1,000元。

相較於四字頭「能花」，二

字頭（20到29歲）呈現的

是「敢花」的氣勢。20到

29歲女性平均花費31,228

元 ， 較 2014 年 大 幅 成 長

12.27％，進步幅度居冠，

且呈現女多於男，展現年輕

女性花錢不手軟的血拼實力。

[2016/08/09工商時報]



健身風行體育用品產值估連3年破400億
經濟部發布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體育用品業產值達新台幣163億元，年增1.9%，因下半年為產業旺

季，體育用品業產值估可連三年超過400億元。體育用品業為外銷導向產業，直接外銷比重高達九成；

其中以室內健身器材及高爾夫球用品為主要產品，兩者產值合占本業七成。另外，根據教育部「民眾

運動消費支出」調查發現，9.5%的民眾表示「有」運動課程消費支出；有做運動課程支出的女性比率

為11.4%，高於男性的7.6%；表示願意「支付」運動課程的部分，女性甚至高出男性50%；而且未來

願意增加支出比率者，女性的57.8%，同樣也是高於男性的26.9%。[2016/08/15中央社、經濟日報]

國內兩家廉價航空虧很大。為了止血，興航董事會決議，旗下廉價航空公司

威航（V Air）將在10月1日開始正式停航，並併入母公司。兩家公司合併後

轉型為複合式航空公司，營運方式介於傳統航空與廉價航空之間，行李及餐

飲擬不再全部供應，但票價方面會較有競爭力。興航將承接清邁、福岡兩條

航線。威航是台灣最早成立且唯一由本土獨資的廉航，因較晚進入市場，加

上日本線需求退燒，累積虧損近9億元，同時母公司興航營運也陷瓶頸，被

Wish引退 多家車廠虎視眈眈
豐田Wish功成身退，每年近7,000輛的計程車市場誰來接棒？車廠主管直言，Wish引退後，未來運將們選車將很分歧。車廠主

管分析，Toyota好開、耐操、好維修的口碑，對運將具有吸引力；和泰車有「在地優勢」，想用自家Altis和Camry補回來，挾

的是同樣的油耗與性能；裕日車則靠Livina「能搶多少是多少」；納智捷V7配置電動輔助牽引機構及便利伸縮式斜坡板，方便

行動不便的身障者或老年人上下車，且福祉車有免貨物稅與無障礙計程車雙重補助，攬客、價格上都具有優勢，成為黑馬。

[2016/08/15中國時報]

廉航虧很大興航、威航10月初完成合併

迫壯士斷腕。而同樣虧損嚴重的台灣虎航，也傳出將結束營運。[2016/08/10經濟日報、自由時報、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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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lock大打廣告過濾攻防戰

臉書與AdBlock間的廣告攻防戰開打。臉書調整廣告設計，以規避AdBlock等廣告過濾工具，AdBlock透過部落格宣佈，為對

抗臉書的「卑劣行徑」（dark path），在AdBlock的開源社群的協助下，該公司已經產生了新的過濾器程式碼，加入到

AdBlock Plus工具選單中，也提供程式碼給想手動更新的使用者，以防堵臉書上的廣告。臉書對此表示，AdBlock不但封鎖了

臉書上的廣告，連用戶友人貼文及粉絲專頁新文章也都遭到封鎖，隨後即釋出使AdBlock程式碼失效的網站程式碼更新。相較

於AdBlock花了兩天完成的反制行動，臉書只花了幾小時就完成反反制。[2016/08/15 iThome]

賺不到廣告錢

全球最大廣告支出業主寶鹼公司（P&G）將減少在臉書投放針對特定廣告

受眾的目標廣告，該公司的結論是，這類廣告的效果有限。在過去數年裡，

臉書已開發出能根據用戶的人口變項、購物習慣和人生重要時刻等基礎，針

對各類消費者投放不同廣告的能力，而P&G一開始就把握這個機會，希望

彭博資訊報導，Google和臉書的主宰廣告市

場，正扼殺免費提供內容的媒體，並迫使整

個媒體業改變方向，以訂閱模式創造營收。

麥格納環球研究公的資料顯示，全球報業收

入2009年來下降30%，電視廣告營收成長率

落後於經濟成長率，電視正失去看廣告首選

媒體的長期地位。媒體業已逐漸不再熱中於

免費提供內容（也就是用廣告賺錢）的模

式，而是直接透過訂閱模式要消費者掏錢。

媒體業執迷於訂閱模式，源自於Google和臉

書主宰網路廣告市場，迫使所有媒體尋找新

商業模式。不過，多數媒體不會完全放棄廣

告。現在的關鍵是找尋廣告、訂閱、授權之

間的正確營收組合。[2016/08/11經濟日報]

目標廣告不夠有效？ 改變策略 媒體轉衝刺付費訂閱

能直接針對各個消費族群做行銷。但P&G指

出，該公司發現自己太過重視目標廣告，針對

的消費族群變得太狹窄。不過，此舉並不代表

P&G將全面縮減臉書的廣告預算，數位廣告仍

是P&G廣告策略的一部分，但未來在鎖定目標

受眾投放廣告時，僅會選擇目標受眾和商品較

為合理的組合，例如向準媽媽投放尿布廣告。

目標廣告是臉書廣告業務的基石之一，臉書已

能對其目標行銷業務設定較高的廣告費用。

[2016/08/11經濟日報、數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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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專題
Media Report

霹靂布袋戲，

邁向東方迪士尼的

文創路
周典樂



• 身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文創品牌之一，霹靂布袋戲30年來走過全盛與低谷，立志打造東方迪士

尼，本期凱絡週報將介紹他們為轉型所作的努力，及當前困境。

• 台灣第一意象：2006年新聞局舉辦的「全民show台灣」台灣意象票選活動，最後由布袋戲奪得

第一名。霹靂布袋戲戲迷的支持功不可沒。

• 台灣最長連續劇：從1988年的《霹靂金光》至最新劇集《霹靂狼煙之古原爭霸》，累積66部劇

集，近2,100集的故事從未中斷，可算是台灣最長的電視劇。

• 最新跨國合作：霹靂積極進行跨國界合作，像是與日本合作的奇幻武俠布袋戲《Thunderbolt

Fantasy 東離劍遊紀》，今年7月在台灣、日本同步首播。另外和中國漫畫家合作的《霹靂刀龍傳

說之天都興亡錄》也即將推出。

前言

布袋戲被評選為台灣第一意象：贈偶儀式。 右三為霹靂董事長黃強華。

※ 資料 / 圖片來源 : 霹靂網、大紀元(2006.06)、台灣新聞BLOG(2016.06)

http://www.pili.com.tw/
http://www.epochtimes.com/b5/6/2/23/n1234747.htm
http://blog.taiwannews.jp/?p=30351


• 起源：布袋戲起源於17世紀中國福建泉州，然而它的發揚光大卻是在台灣，霹靂雙巨頭黃強華、

黃文澤是雲林虎尾黃家布袋戲家族第四代成員。第一代是黃馬，第二代是有著「通天教主」之稱

的國寶級大師黃海岱，第三代則是一手打造的《雲州大儒俠》的黃俊雄。

布袋戲輝煌史：從野台戲起家，締造超高收視率97%

• 金光布袋戲時期：布袋戲起初是以野台戲的形式流行於民間，

在1950年代發展為金光布袋戲，佈景華麗、服裝金光閃閃。此

時原本酬神用的布袋戲轉型為以觀眾為主的演出，劇情中加入

不少電影元素，電影配樂取代原本的南北管音樂。到了1960年

代，金光布袋戲發展為電視布袋戲，關鍵人物就是黃家第三代

的黃俊雄。

• 搬上電視：黃俊雄的《雲州大儒俠》1970年代開始在台視播

出，播出期間締造出高達97%的收視率，劇中人物如史艷文、

藏鏡人、怪老子、哈買二齒成為經典角色，可惜最後在1974

年遭政府以「影響農工作息」為由下令禁播。1980年代黃俊

雄逐漸交棒給兒子，其中黃強華、黃文擇兩兄弟在雲州大儒

俠的基礎上，開創鼎鼎大名的《霹靂布袋戲》，從無線電視

台轉戰錄影帶出租店。
左起為藏鏡人、史艷文、黃俊雄。

※ 資料 / 圖片來源 : 維基百科、霹靂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8%A2%8B%E6%88%B2
http://culture.pili.com.tw/trend/trend_013_p1.php


• 2008年發行通路跳票事件：霹靂發生合作六年的DVD通路商「群體國際｣跳票6,000多萬元的事

件。使最新劇集差點無法發片，霹靂緊急成立子公司接手發行事務才熬過難關。經過這次危機，

霹靂也順勢改變發行通路，轉換到全家、7-11雙超商通路發行。

霹靂低潮期：熬過財務、火災兩次大危機

※ 資料 / 圖片來源 : 蘋果日報(2009.08)、霹靂火災新聞稿

火災現場照片與聯合晚報頭版報導。

• 2010年片場火災事件：土庫片場發生火災，損失達上億元，當時最新劇集的膠捲也燒毀，不得

不延後推出。片場、攝影器材、場景、道具及500多尊戲偶嚴重損壞，其中有不少珍貴戲偶，例

如1988年登場的初代素還真，文化價值損失遠高於表面上的價值。雖然遭受如此巨變，霹靂仍

不放棄成為東方迪士尼的夢想，火災過後積極進行上市上櫃的佈局，在短短三年內從「類型性戲

劇品牌｣的形象變成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最佳典範。

http://ent.appledaily.com.tw/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090827/31893628/
http://www.pili.com.tw/news/2010100116470242777/


• 霹靂秉持創意經濟產業的三大原則：｢創造流行風潮｣、｢提升價值｣、｢內容為王，一源多用｣，搭

配多角化經營策略，跨足了全方位的影音娛樂事業版圖，將布袋戲從小眾藝術轉型成大眾娛樂。

• 霹靂最大的優勢就是擁有極完整的內容製作能力，持續且長期的創新讓霹靂累積非常龐大的

IP(智財權)資源，以原創劇本為核心，衍生出語文、攝影、視聽、表演、美術、音樂著作等的完

整IP布局。

優勢之一：重視原創內容，累積強大的IP實力

• 近10人編劇團隊，賦予角色生命力：霹靂布袋戲劇本歸功於一個

將近十人的編劇團隊，由外號｢十車書｣的董事長黃強華帶領，他

每天固定和編劇們進行編劇會議。每個編劇會在一開始就被賦予

不同角色、故事橋段，讓擅長不同風格的編劇來撰寫。

編劇團每天的編劇會議。

充滿西洋巴洛克風格的
角色吸血鬼 - 闍皇西蒙。

充滿希臘天神風格的角
色棄天帝。

• 融入動漫、好萊塢元素，吸引年輕人：融入日本動漫、

武俠小說、好萊塢元素，劇中甚至會出現外星人、吸

血鬼、機器人、天神等橋段，雖讓老一輩戲迷跌破眼

鏡，但卻可以吸引年輕一代族群。

※ 資料 / 圖片來源 : 聯合報(2015.01)、 霹靂布袋戲創新學

http://udn.com/news/story/7044/672741-%E4%BA%BA%E7%94%9F%E5%A5%BD%E6%A8%A3%E7%9A%84%E2%95%B1%E9%9C%B9%E9%9D%82%E5%B8%83%E8%A2%8B%E6%88%B2%E5%89%B5%E6%96%B0%E5%AD%B8


• 一條龍製作，掌握上下遊技術：霹靂以「一條龍式生產線｣拍攝原創故事，一年可產出約8,000分

鐘的影視。由15個單位分工，如編劇、口白、音樂、動畫、攝影、操偶、導播、剪輯等，上下游

技術都囊括在自家手中，才能掌握所有IP核心資產，只在周邊商品上用授權的方式合作。美國皮

克斯(Pixar)和日本宮崎駿的吉卜力工作室也是採用一樣的模式

• 設IP授權部門，跨足遊戲、音樂產業：專業編劇團隊加上一條龍式生產，霹靂累積極為可觀的IP

資產，霹靂亦設有智財部門、專業人員、維權人員保護其創作，以及專責的授權部門，將所有IP

靈活運用推廣到影視、肖像授權以及形象代言方面，跨足遊戲、平面、音樂等產業。其2016年

前兩個月的營收高達1.25億，相較去年同期成長約17.66%，主要就是授權收入成長所致。

優勢之二：一條龍製作劇集，周邊商品授權衝營收

攝影棚和正在錄旁白的八音才子黄文擇。

※ 資料 / 圖片來源 : 甘單慢慢遊(2013.12)、蘋果日報(2014.12)、中央社(2016.03)

https://gandan.me/2013-12-18-230/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41201/36238907/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09005772-260410


• 從電視台到出租錄影帶：霹靂的發行通路從無線電視台轉戰錄影帶出租店，成為早期

台灣唯一能在出租店跟好萊塢電影、日劇、港劇抗衡的本土戲劇。

• 民眾收看習慣改變：這20多年來影視媒介從錄影帶轉換成VCD、DVD。2008年影音出

租總代理商「群體國際｣違約跳票，為了持續發片，霹靂成立子公司「巨邦國際｣接手

發行DVD，這事件使霹靂遭受極大損失，促使霹靂思考發行通路的根本變革。當時由

於民眾收看影視內容的習慣改變，連鎖錄影帶出租店縮減，經過半年多規劃，霹靂決

定2009年起全面轉換發行通路。

• 雙超商發片：首先是在全家便利商店發行，2013年又再加入7-11，全台超過8,000間

超商於每週五下午五點同步發行最新劇集DVD。藉由在超商發行DVD，霹靂也推出周

拓展戲迷的策略之一：全新的發行通路

邊商品如公仔、文具、原聲帶等，霹靂商品熱門程度超乎想像，

數年前曾因發行公仔造成戲迷漏夜排隊，甚至尾隨物流車的瘋

狂舉動。這種模式也讓霹靂品牌影響力推向一個高峰。

全家霹靂旗艦店

※ 資料 / 圖片來源 : 霹靂網、終止代理聲明

http://www.pili.com.tw/
http://www.pili.com.tw/news/200812191832377078/


• 分析數據掌握戲迷分佈區，開實體精品店：霹靂積極進

行全台直營店的展店計畫，利用DVD發行的數據分析，

掌握戲迷分佈的區域，目前共有蘭陽、高雄、台中、新

北、台南等五間直營精品店。

• 網路商城攻13億人口市場，設大陸館：霹靂在電商方面

亦有十多年的佈局，2002年在霹靂網成立「商品館｣、

「海報館｣，於2012年成立「大陸館｣，透過玉山銀行結

合支付寶，方便大陸戲迷購物。

• 奇幻武俠大展，結合新科技：2013年在華山藝文中心舉

辦的「霹靂奇幻武俠世界─布袋戲藝術大展」是霹靂近

年來最大規模的跨界創新專案，同時和十多家科技軟硬

體廠商合作，結合虛實科技互動與3D立體體驗，如360

度環場影像、浮空投影、3D立體電影等，可說是台灣科

技和藝術展演跨界合作最大且最經典的案例。

拓展戲迷的策略之二：虛實商場、現場展演

※ 資料 / 圖片來源 : 霹靂網、霹靂直營店、霹靂大陸館、旺報(2013.11)、中國時報(2013.12)

http://shop.pili.com.tw/store/index.php?
http://www.pili.com.tw/
http://shop.pili.com.tw/retail/outlets.php
http://shop.pili.com.tw/china/about.php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109001088-26030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228000403-260115


• 「打造霹靂成為東方的迪士尼」是董事長黃強華喊出的目標，他認為，必須打破傳統中小企業、

家族事業的格局，接受投資人和證券主管機關的高度監理，才能證明他們具備全球拓展的能力，

這也是霹靂積極追求上市上櫃的原因。霹靂這三年來為了上櫃安排一系列行銷活動，每個專案都

會結合上市上櫃的話題，也讓媒體主動跟進挖掘，成功佔領各媒體版面。

• 整併旗下子公司，負責整合行銷：為了轉型國際性品牌，霹靂將旗下大霹靂影音國際、巨邦國際

行銷、創世者網路三間子公司整併成一間「大霹靂國際整合行銷公司」，負責品牌整合行銷事宜。

• 跨界合作，接觸潛在消費者：霹靂這兩年積極跨界合作，和Asus合作推出變形平板的廣告、和台

灣大哥大合作行動加值服務、和YouTube推出線上霹靂劇集等，讓原本不認識霹靂布袋戲的消費

者，有機會接觸並進而產生興趣。

整合行銷業務，打造國際性品牌

※ 資料 / 圖片來源 : 品牌志(2016.05)、關鍵評論(2015.04)、霹靂網(2013.06)

開啟武林全新篇章 - ASUS 變形系列。 台灣大哥大：五大行動數位加值服務祭好康。

http://www.expbravo.com/3407/%E5%93%81%E7%89%8C%E8%A1%8C%E9%8A%B7-%E5%B8%83%E8%A2%8B%E6%88%B2%E8%B7%A8%E7%95%8C%E5%89%B5%E6%96%B0%E8%80%8D%E9%9C%B9%E9%9D%82.html
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48
http://www.pili.com.tw/news/2013062013370380141/


• 經營數位、串流平台，讓粉絲隨時隨地都能看：霹靂布袋戲現在已透過中華電信MOD、YouTube，

甚至中國優酷、土豆和愛奇藝等影音串流平台來進行數位發行。

多元觀看平台，增加粉絲黏著度

• 官方APP佈局行動商務：霹靂自2013年和瑞昱半導體集團旗下的

波比特公司合作，推出官方APP，最初是為了配合奇幻武俠大展

的活動，讓民眾可以使用APP和現場展演互動，後來持續更新內

容，未來將會是霹靂邁向行動影音市場和行動電商的重要平台。

• 攻中國市場，電影、新劇集國語配音：2013年霹靂與中國各大視

頻門戶網站如優酷、土豆、愛奇藝、風行網、PPS、PPTV、騰訊

等平台簽訂IP授權合約。為了迎合中國民眾，特別製作國語配音

和簡體字幕的版本。

• 推出日語版，超人氣動漫規模：今年7月8日中日同步首播《東離

劍遊紀》，由日本重量級劇作大師虛淵玄主導，搭配作曲家澤野

弘之編寫配樂，加上歌手西川貴教(T.M.Revolution)演唱主題曲，

規模不輸日本超人氣動畫。日語版第一集播出後，引起布袋戲迷、

動漫迷熱烈討論。

官方APP。

※ 資料 / 圖片來源 : 霹靂網、霹靂布袋戲創新學

布袋戲講國語、日語，進軍海外

http://www.pili.com.tw/news/201312201511358180/


• 霹靂至今推出過兩部電影，第一部是2000年上映的《聖

石傳說》，第二部則是2015年上映的3D偶動漫電影《奇

人密碼：古羅布之謎》。這兩部電影的風格走向完全不同，

因此也造成極大差異的成果。

• 奇人密碼一片耗資3.5億，全台票房卻只有2,000萬，公布

的財務報告顯示該片慘賠1億9,000萬。相較於當年票房破

億的聖石傳說，奇人密碼的成果可說是非常不佳。這片採

電影慘賠1.9億，創新被批「四不像」？

• 戲迷鍾情於霹靂品牌的兩大關鍵，其一是

素還真、一頁書、葉小釵等經典角色，其

二則是｢八音才子｣黃文擇的一人台語配音，

想要改變這兩者而做出創新，絕對是霹靂

日後最大的挑戰。

用國語發音和全新角色劇情，本來是想利用創新題材吸引新族群，結果反被戲迷評為四不像，

新舊族群皆失。

※ 資料 / 圖片來源 :中國時報(2015.03)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15000480-260112


• 身為傳統藝術，霹靂布袋戲數十年來積極拓展通路，和現代科技接軌，致力品牌國際化，因而有

今日的成果，雖然離「東方迪士尼」的理想尚有距離，但其內容創新和IP累積的能力，仍可作為

台灣眾多想轉型的文創產業借鏡。

• 霹靂想向市場展現自己能在文化傳承的基礎上不斷破壞式創新、創造新的商業模式，發展手遊、

偶動漫、讓角色說國、日語，都是很好的嘗試；但2015年慘敗的電影奇人密碼也證明，即使是

推陳出新，也必須考量粉絲習慣以及品牌核心價值。

• 未來，如何創造符合時代卻又不丟失原味的內容，吸引更多不認識布袋戲的消費者成為粉絲，並

發展多元營收，將是霹靂最大課題。

結語

※ 資料 / 圖片來源 : 霹靂網、霹靂布袋戲創新學

http://www.pili.com.tw/news/20131220151135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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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新北FUN街頭

• 活動日期：2016年9月24日(六)~25日(日)

• 活動地點：新北市市民廣場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

• 簡介：全亞洲最盛大、最受注目的街頭藝術嘉年華

「2016新北FUN街頭」動感開跑，超過100位來自

世界各國頂尖舞者受邀來台參與活動！

• 「新北FUN街頭」以「FUN」為核心架構，結合搖

滾、街舞等街頭藝術，主打青春、活力的健康形象，

多年來深受青少年朋友喜愛，成為國內街頭文化指

標活動之一。舞者全面攻佔新北三大都會區，邀您

一起來練舞功！

• 「2016新北FUN街頭」特別加碼於新北市板橋、三

重及新店辦理巡迴賽，除了廣邀高難度技巧性的

Breaking舞者回歸挑戰外，更力邀各年齡層「FUN 

FUN之輩」挑戰排舞賽事，讓愛跳舞的跨齡舞者都

有機會挑戰擂台，舞動新北！

※資料/圖片來源：新北FUN街頭、Google 



 最Hign夏日搖滾音樂會，引爆新北市市民廣場！由潛力獨立樂團打頭陣，與董事長樂團、

生命樹、929樂團及新生代女力朱俐靜同台飆歌，隔日緊接著是街舞賽事最終戰，各家高手

冠蓋雲集，一起來到市民廣場最高殿堂爭奪榮耀，接連兩日，以搖滾及街舞帶領大家High

翻最高點！

 破天荒總獎金70萬，超高獎金等你來拿！首次破獎金最高紀錄─最高首獎16萬，活動現場超

過萬名觀眾參與，邀請超過百位世界各國頂尖舞者來台參與。並且也在今年結合FUN

Music音樂徵選活動，利用音樂結合街舞，為此次比賽帶來多重感官衝擊。

2016 新北FUN街頭

※資料/圖片來源：新北FUN街頭、Google 



• 適合結合產品：軟性飲料/運動飲料、餐飲/點心、電玩遊戲、電信業、潮流服飾/運動休

閒、3C商品、戶外用品、汽機車……等。

• 贊助方式：廣告贊助、商品贊助、現場攤位贊助、選手贊助、專案配合…等。

• 媒體宣傳：平面/電子/網路/戶外媒體、演唱會現場佈置物/文宣…等。

2016 新北FUN街頭

歡迎異業結盟，合作相關細節請洽
Andrew.Lien@dentsuaegis.com 

※資料/圖片來源：新北FUN街頭、Google 

主辦單位保留修正、暫停或終止活動之權利，如有
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mailto:Andrew.Lien@dentsuaegis.com


電視新節目介紹
New TV Shows

Image courtesy of cc0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14 播出頻道：中天娛樂台 播出時間：22:00(一~五)

類型：影集 上檔日期：2016/08/16 播出頻道：FOX 播出時間：22:00(二)

「我家的方程式」：一個是樂觀的鄉下青年-徐榮源，一個則是古怪的天才宅女-

姜淑媛，兩人上大學後，榮源藉各種學術研討為由，讓鑽研在圖書館與實驗室的淑媛接受

他的友誼。當淑媛驚覺兩人似乎已成男女朋友時，阿源早已成她生活中不可缺的一個元素。

就這樣，雞婆的內科醫生與決心將生命奉獻給真理的科學家，展開一連串誰也料想不到的

生命旅程…

「重生契機」：一個生前失寵的75歲警長，被一個百萬富翁和他的天才科學家妹

妹重新賦予了第二次生命而復活過來。富翁兄妹倆是社交網絡帝國的創始人，復活之後的

警長變得比之前年輕了40歲，而且擁有難以置信的近乎超人的能力。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15 播出頻道：愛奇藝PPS 播出時間：VOD

「小別離」：都市家庭情感劇，由黃磊、海清、張子楓領銜主演，TFBOYS特別出

演。該劇直擊中國式教育問題，圍繞家庭親子關係，講述三個家庭面對孩子升學、留學產

生的一系列故事。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18 播出頻道：八大戲劇台 播出時間：21:00(一~五)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18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台 播出時間：23:00(一~五)

「我女婿的女人」：年輕時被婆婆逐出家門的不幸女人真淑，從此被迫與自己

的親生女兒分離。後來她視如已出的養女英彩大腹便便遭遇車禍，經緊急搶救後，產下兒

子後身亡。真淑心痛之餘將女婿賢泰視為兒子，與外孫小勳一起努力地生活。後來老實的

女婿竟然談起了戀愛，真淑不得已替女婿籌備婚禮，丈母娘與女婿與新任妻子秀卿經歷了

從起初的矛盾、憎惡、到後來的相知相惜…

「愛上女老師」：失去舞台的天才舞者龜梨和也，遇見身陷不倫的女教師深田恭

子，兩個失意靈魂，墜入不可自拔的危險之戀...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17 播出頻道：愛奇藝PPS 播出時間：VOD

「結婚為什麼」：由吳卓羲、姚笛、任重、鄭雅文、種丹妮、李岷城領銜主演的

都市情感劇。該劇講述三個北京發小閨蜜，在一場生日派對中，「一見鍾情」的大趴，酒

精成為身體的主人後，一夜間生活徹底脫軌，由此，從天而降的結婚證徹底打亂六個人剛

剛開始的而立生涯，在歷經歲月的磨礪以後，最終用不同的方式和態度實現了各自的婚姻

與幸福的故事。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19 播出頻道：緯來綜合台 播出時間：20:00(一~五)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19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台 播出時間：21:00(五)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19 播出頻道：台視 播出時間：22:00(五)

「離婚律師」：在法庭對立的兩名律師，一個因妻子出軌剛離婚，另一個感情曾

遭受重創，兩人陰錯陽差成為工作夥伴和鄰居，彼此之間的關係也產生微妙變化，但卻因

害怕再受傷害而陷入糾結…

「重返20歲」：桐谷美玲外表是20歲美少女，內在卻是65歲歐巴桑？班上有個大

帥哥想追她，但是她時間一到就會變阿桑，到底該怎麼辦？

「戀愛沙塵暴」：妳知道戀愛是什麼嗎?會不會愛久了就不知道愛了。那你戀愛

過嗎?戀愛是不是心都會痛痛又酸酸的，讓人不敢輕易嘗試。但愛情，好像是生命的必需

品，生命中一定要有一次刻骨銘心吧！所以，我們都寧可捲進這場沙塵暴！為了愛情，你

們也願意一起嗎?歡迎進入沙塵暴的世界...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22 播出頻道：衛視中文台 播出時間：21:00(一~五)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28 播出頻道：緯來戲劇台 播出時間：20:00(六、日)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6/08/29 播出頻道：華視 播出時間：17:00(一~五)

「主君的太陽」：描述一位看得見靈界好兄弟、個性樂觀如太陽的女子太恭實，

因為經常被這些靈界朋友來訪，搞得她生活日夜顛倒精神不濟，經常換工作。某日，她又

被這些靈異朋友勾勾纏而困擾，突然間遇到一位個性高傲、唯我至上的商場老闆朱中元，

當她碰觸到朱中元身體時，這些來擾的鬼神就立刻煙消雲散，兩人之間的逗趣互動與愛情

故事就此展開。

「記得你」：從小被視為天才的李賢因為目睹父親被殺而創傷失憶，與唯一的弟弟

失散；在國外留學，成為知名刑事司法副教授的李賢，因為收到一封神秘郵件回到國內，

與同樣在追查同一個罪犯的熱血刑警車智安展開了合作，本來總嫌莽莽撞撞要他協助辦案

的車智安很煩，但久而久之，心裡怎麼會不時冒出車智安？

「神奇寶貝XY」：立志要成為神奇寶貝大師的小智帶著皮卡丘，心中懷著新的

理想告別了合眾地區的同伴天桐和艾莉絲。來到卡洛斯地區後，小智與新認識的旅行夥伴

莎莉娜、希特隆、柚麗嘉三人和新的神奇寶貝相遇，並展開冒險故事。

頻道新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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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ielsen TAM (Television Audience Measurement)

※統計期間：2016/08/08-2016/08/14

無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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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花望露娘家大紅麴 民視 4.69 1 OPPO R9Plus無綜藝玩很大 中視 3.69

2 綜藝大集合娘家大紅麴 民視 3.82 2 新哆啦A夢 華視 2.68

3 OPPO R9Plus無綜藝玩很大 中視 2.74 3 綜藝大集合娘家大紅麴 民視 2.29

4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2.47 4 春花望露娘家大紅麴 民視 2.18

5 萬秀豬王 中視 2.25 5 航海王22 台視 2.09

6 航海王22 台視 1.93 6 我的老師叫小賀 民視 1.82

7 華視天王豬哥秀 華視 1.86 7 狼王子 台視 1.55

8 狼王子 台視 1.64 8 航海王多雷斯羅薩篇 台視 1.46

9 加油美玲 台視 1.55 9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35

10 我的老師叫小賀 民視 1.47 10 1800蠟筆小新 台視 1.35

11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44 11 前進里約奧運 華視 1.29

12 阿不拉的三個女人 民視 1.36 12 逆轉裁判 華視 1.29

13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32 13 新名偵探柯南 華視 1.27

14 1300春花望露娘家大紅麴 民視 1.28 14 蠟筆小新 台視 1.22

15 榮耀奧運時刻 民視 1.27 15 烏龍派出所 華視 1.21

16 天才衝衝衝 華視 1.25 16 萬秀豬王 中視 1.21

17 工研酢沒玩沒了 中視 1.15 17 工研酢沒玩沒了 中視 1.19

18 雀巢飲沛遺憾拼圖 台視 1.05 18 美好年代 中視 1.14

19 民視七點晚聞 民視 1.05 19 太陽的後裔愛妮雅化妝品 台視 1.09

20 新哆啦A夢 華視 1.04 20 榮耀奧運時刻 民視 1.08

平均 1.83 平均 1.62

4歲以上 4-1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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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期間：2016/08/08-2016/08/14

無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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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 R9Plus無綜藝玩很大 中視 2.73 1 春花望露娘家大紅麴 民視 5.55

2 狼王子 台視 2.53 2 綜藝大集合娘家大紅麴 民視 4.54

3 航海王22 台視 1.92 3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3.02

4 春花望露娘家大紅麴 民視 1.86 4 萬秀豬王 中視 2.65

5 太陽的後裔愛妮雅化妝品 台視 1.68 5 OPPO R9Plus無綜藝玩很大 中視 2.62

6 我的老師叫小賀 民視 1.59 6 華視天王豬哥秀 華視 2.22

7 航海王多雷斯羅薩篇 台視 1.11 7 航海王22 台視 1.91

8 加油美玲 台視 1.06 8 加油美玲 台視 1.72

9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01 9 阿不拉的三個女人 民視 1.63

10 華視天王豬哥秀 華視 1.00 10 1300春花望露娘家大紅麴 民視 1.58

11 綜藝大集合娘家大紅麴 民視 0.99 11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53

12 新哆啦A夢 華視 0.97 12 狼王子 台視 1.49

13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0.90 13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45

14 天才衝衝衝 華視 0.90 14 榮耀奧運時刻 民視 1.40

15 雀巢飲沛遺憾拼圖 台視 0.88 15 我的老師叫小賀 民視 1.39

16 狼情蜜意 台視 0.87 16 天才衝衝衝 華視 1.36

17 1800蠟筆小新 台視 0.85 17 工研酢沒玩沒了 中視 1.21

18 萬秀豬王 中視 0.82 18 民視七點晚聞 民視 1.19

19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0.78 19 新歌介紹 民視 1.13

20 1800航海王22 台視 0.75 20 舞力全開愛妮雅化妝品 民視 1.12

平均 1.26 平均 2.04

15-24歲 2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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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期間：2016/08/08-2016/08/14

有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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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味人生日立變頻冷氣 三立台灣 3.90 1 汪汪隊立大功 YOYO 2.90

2 超級紅人榜甘味人生鍵力膠 三立台灣 2.93 2 甘味人生日立變頻冷氣 三立台灣 2.77

3 超級夜總會小三美日 三立台灣 2.71 3 哈囉小梅子 YOYO 2.75

4 戲說台灣 三立台灣 2.23 4 2000哈囉小梅子 YOYO 2.55

5 白鷺鷥的願望 三立台灣 1.64 5 1730POLI YOYO 2.38

6 綜藝玩很大OB嚴選 三立都會 1.54 6 綜藝玩很大OB嚴選 三立都會 2.28

7 我的極品男友愛之味鮮採蕃 三立都會 1.49 7 LINE TOWN麻吉樂園 YOYO 2.17

8 民視晚間新聞 民視新聞 1.45 8 可愛巧虎島 YOYO 2.04

9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 三立台灣 1.38 9 妖怪手錶 YOYO 2.00

10 拜託媽媽 GTV戲劇台 1.31 10 SUPER WiNGS YOYO 1.98

11 頭家來開講 民視新聞 1.30 11 1930可愛巧虎島 YOYO 1.96

12 民視體育新聞 民視新聞 1.26 12 我們這一家 YOYO 1.95

13 青春好7淘 三立台灣 1.23 13 1700妖怪手錶 YOYO 1.93

14 大尾鱸鰻2 衛視電影 1.19 14 2100名偵探柯南偵探們的鎮 MOMO親子台 1.90

15 九點不一樣 民視新聞 1.18 15 1700SUPER WiNGS YOYO 1.86

16 飛魚高校生小三美日 三立都會 1.18 16 新我們這一家 YOYO 1.82

17 九點不一樣奧運特別報導 民視新聞 1.15 17 蘋果西打奔跑吧兄弟 衛視中文 1.80

18 今天國內外重要新聞 民視新聞 1.15 18 1130蠟筆小新金矛勇者 YOYO 1.79

19 草地狀元 三立台灣 1.14 19 1100妖怪手錶 YOYO 1.74

20 晚間6 7點新聞 TVBS新聞台 1.12 20 1900妖怪手錶 YOYO 1.68

平均 1.62 平均 2.11

4歲以上 4-1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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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期間：2016/08/08-2016/08/14

有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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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味人生日立變頻冷氣 三立台灣 2.88 1 甘味人生日立變頻冷氣 三立台灣 4.24

2 綜藝玩很大OB嚴選 三立都會 1.77 2 超級紅人榜甘味人生鍵力膠 三立台灣 3.44

3 我的極品男友愛之味鮮採蕃 三立都會 1.67 3 超級夜總會小三美日 三立台灣 3.18

4 飛魚高校生小三美日 三立都會 1.37 4 戲說台灣 三立台灣 2.52

5 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1.32 5 白鷺鷥的願望 三立台灣 1.79

6 1830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1.28 6 民視晚間新聞 民視新聞 1.71

7 2100名偵探柯南漆黑的追跡 MOMO親子台 1.28 7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 三立台灣 1.63

8 白鷺鷥的願望 三立台灣 1.21 8 拜託媽媽 GTV戲劇台 1.58

9 戲說台灣 三立台灣 1.21 9 我的極品男友愛之味鮮採蕃 三立都會 1.47

10 2100名偵探柯南偵探們的鎮 MOMO親子台 1.20 10 頭家來開講 民視新聞 1.45

11 綜藝大熱門OB嚴選 三立都會 1.18 11 綜藝玩很大OB嚴選 三立都會 1.39

12 超級紅人榜甘味人生鍵力膠 三立台灣 1.17 12 民視體育新聞 民視新聞 1.38

13 蘋果西打奔跑吧兄弟 衛視中文 1.17 13 九點不一樣 民視新聞 1.37

14 1230蠟筆小新 GTV綜合台 1.17 14 今天國內外重要新聞 民視新聞 1.32

15 2100名偵探柯南迷宮的十字 MOMO親子台 1.16 15 晚間6 7點新聞 TVBS新聞台 1.29

16 大尾鱸鰻2 衛視電影 1.15 16 九點不一樣奧運特別報導 民視新聞 1.28

17 超級夜總會小三美日 三立台灣 1.13 17 青春好7淘 三立台灣 1.28

18 2100名偵探柯南貝克街的亡 MOMO親子台 1.11 18 大尾鱸鰻2 衛視電影 1.24

19 1800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1.11 19 草地狀元 三立台灣 1.23

20 草地狀元 三立台灣 0.98 20 1900阿爸的願望千翔肉乾 三立台灣 1.21

平均 1.33 平均 1.80

15-24歲 2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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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期間：2016/08/08-2016/08/14

無線+有線戲劇類及綜藝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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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花望露娘家大紅麴 民視 4.69 1 綜藝大集合娘家大紅麴 民視 3.82

2 甘味人生日立變頻冷氣 三立台灣 3.90 2 超級紅人榜甘味人生鍵力膠 三立台灣 2.93

3 戲說台灣 三立台灣 2.23 3 OPPO R9Plus無綜藝玩很大 中視 2.74

4 白鷺鷥的願望 三立台灣 1.64 4 超級夜總會小三美日 三立台灣 2.71

5 狼王子 台視 1.64 5 台灣那麼旺Taiwan NO1福爾 民視 2.47

6 加油美玲 台視 1.55 6 萬秀豬王 中視 2.25

7 我的極品男友愛之味鮮採蕃 三立都會 1.49 7 華視天王豬哥秀 華視 1.86

8 我的老師叫小賀 民視 1.47 8 綜藝玩很大OB嚴選 三立都會 1.54

9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 三立台灣 1.38 9 天才衝衝衝 華視 1.25

10 阿不拉的三個女人 民視 1.36 10 工研酢沒玩沒了 中視 1.15

11 拜託媽媽 GTV戲劇台 1.31 11 紅櫻花奶油小酥誰是大歌神 中天綜合台 0.94

12 1300春花望露娘家大紅麴 民視 1.28 12 蘋果西打奔跑吧兄弟 衛視中文 0.92

13 飛魚高校生小三美日 三立都會 1.18 13 新歌介紹 民視 0.91

14 1900阿爸的願望千翔肉乾 三立台灣 1.10 14 舞力全開愛妮雅化妝品 民視 0.88

15 雀巢飲沛遺憾拼圖 台視 1.05 15 1230綜藝大集合娘家大紅麴 民視 0.83

16 1230甘味人生日立變頻冷氣 三立台灣 1.01 16 2000綜藝玩很大安可場OB嚴 三立都會 0.77

17 太陽的後裔愛妮雅化妝品 台視 0.89 17 綜藝大熱門OB嚴選 三立都會 0.72

18 美好年代 中視 0.76 18 2200超級夜總會小三美日 三立台灣 0.71

19 1230白鷺鷥的願望 三立台灣 0.74 19 歡樂智多星 衛視中文 0.69

20 德恩奈30週年羋月傳 緯來戲劇台 0.70 20 義大遊樂世界我的超人爸爸 中天綜合台 0.63

平均 1.57 平均 1.54

戲劇類型節目(4歲以上) 綜藝類型節目(4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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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5238 ext.9282  編輯小組

凱絡媒體週報部落格、粉絲團

與您分享更多國際媒體行銷新資訊

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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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