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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市場 明年首季悶 

百年首見 人口性別比反轉娘子軍奪冠 

勞委會公布明年第一季人力需求調查結果，明年因為農曆春節提早，進用人力高峰期

已過，加上國際不確定因素未除，廠商明年1月底較今年10月增加聘僱人力意願仍顯

保守，總計淨增加聘僱人力2.9萬人，較去年同期微增12%，為近5年同期次低，出現

「旺季不旺」的警訊。服務業徵才人數持續低迷，是否因為食安風暴減少國人外食及

消費意願，值得觀察。[2013/12/03 聯合晚報] 

據金管會統計，今年1~10月發卡機構合計的簽帳金額，累計已達

1.58兆元，逼近去年全年的1.76兆元，而年底消費旺季將至，推

估全年刷卡金額可望破1.85兆元，寫下新高。銀行業者分析，信

用卡簽帳金額維持高檔，有部分原因是民眾消費習慣改變，如果

購物場所提供刷卡服務，就會減少使用現金支付。此外，國內信

用卡支付環境愈來愈成熟，包括卡數、特約商店家數都不斷增

加，也自然會提高消費者刷卡的意願。[2013/12/08 工商時報] 

台灣今年刷卡額 衝1.85兆新高 

圖片來源： http://www.psdgraphics.com/ & http://www2.psd100.com/ 

經濟部發布產業經濟統計簡訊，統計處分析，由於飲料業

持續開發新品與展店效應，營業額近年來都在成長中。除

了夏季連日高溫時間長外，咖啡店展店貢獻不少，同時，

飲料業通常是銅板經濟，小額消費的習慣不會因為大環境

悲觀進而減少次數。預估今年全年飲料業營業額可望達到

430億元，刷新歷史紀錄，成為連4年翻新高紀錄，此數字

還不包括便利商店與賣場等飲料。[2013/12/06 工商時報] 

飲料業年營業額 上看430億 

內政部發布戶籍人口統計資料顯示，今年11月底，全國全國男性人口為1,168萬3,187

人，女性為1,168萬4,133人，女性人口較男性多出946人，這是百年來首次性別比例翻

轉，呈現女多於男現象。性別比例（指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的比例，也就是每百名女子

所當男子數）為99.99，經建會推估，到2060年將降為93.1，亦即女性人口將持續比男

性多。[2013/12/06 工商時報] 



 

入主兄弟象 中信銀4億冠名10年 Yahoo奇摩公布2013年「十大熱搜榜」，「棒球」與

「蘭陵王」分居冠亞軍，季軍是「毒澱粉」，Yahoo奇

摩認為，以往網友多關注人物話題，今年熱搜關鍵字多

與在地生活相關，吃喝玩樂相關的搜尋內容成為主流。

第4名到第10名，依序為，第4名卡牌遊戲「神魔之

塔」、第5名動漫「進擊的巨人」、第6名「郭雪芙」、

第7名「圓 仔」、第 8名「 路跑」、 第9名 「黃色小

鴨」、第10名「熱氣球」。[2013/12/03 中央社] 

          熱搜榜 棒球     奪第一 

兄弟象轉賣終於拍板定案，兄弟球團與中信金控下中國信託銀行正

式簽約，並宣布象隊由華翼育樂公司接手，中信銀則以4億元取得

10年的冠名權和廣告合作權，中信只贊助，不會介入球隊經營。至

於球隊轉手後的隊名和吉祥物，則有待華翼育樂確定後再對外公

布。中信銀也會依據球隊營運狀況，每年再贊助約5,000~6,000萬

元；以10年期間累計，中信銀取得兄弟象，至少砸下十億元。

[2013/12/03 聯合新聞網] 

圖片來源： http://sports-tips.net/ & http://www.jenniferphelan.com/ & http://robohub.org/ 

美國今年「網路星期一」(cyber Monday)銷

售締造史上單日網購最高紀錄，推估可望首

度突破20億美元。IBM發布新聞稿說，紐約 

美網路星期一銷售 創新高 
無人飛行器 飆速快遞 

全球網路零售商龍頭亞馬遜公司(Amazon)，正測試可用來送貨的

小型無人飛行器，預計五年內啟用，屆時消費者只要按下「確認購

買」，半小時內就能收到商品。這將是亞馬遜計劃以更快送貨速

度，從實體商店搶得更多生意的極致表現。使用八旋翼的無人飛行

器最高可承重5磅(約2.3公斤，亞馬遜86%的包裹都比這要輕)，可

在亞馬遜各物流中心方圓10英里內，依系統傳達的GPS座標將商品 

時間2日晚上9時止，網路星期一網路銷售較去年同期成

長19%，尤其迎合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使用者的商家受

益最多，行動用戶流量占網路總流量30%，比去年成長

58%。沃爾瑪網站總裁安德森也說，今年「是引爆行動

網購的一年」。IBM指出，從感恩節行動網購的模式來

看，消費者普遍用平板來購物，手機則用來瀏覽。透過

平板消費金額也高於智慧手機。[2013/12/04 經濟日報] 

送至指定地點。這項名為Prime Air的

服務尚須取得美國聯邦航空局核可，

估 計 再 過 四 或 五 年 開 通 。

[2013/12/03 經濟日報] 



 

市調業者IDC對明年科技趨勢發布10大預測，認為2014年競爭會更激烈，資訊科技

(IT)業將出現以少數大贏家為中心的整併風潮，整個產業面貌會大為改觀，以下是這

十大預測： 

1. 整體IT支出增長5.1%至2.14兆美元；全球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銷售將繼續快速

成長， PC則將繼續下滑。 

2. Android陣營與蘋果對決進入第六回合。三星領軍的Android陣營仍會在數量上

領先蘋果，但蘋果會繼續享有較高平均售價和穩固的應用程式(APP)生態系。 

3. 亞馬遜網絡服務(AWS)對傳統IT供應商發動攻勢。 

4. 新興市場將恢復10%的二位數成長率。 

5. 雲端商機達1,000億美元，資料中心數量將大增。 

6. 雲端服務業者也將驅動IT市場。 

7. 巨量資料相關支出將超過140億美元，較今年成長30%。 

8. 社群企業(social enterprise)來臨。企業將把社群媒體技術整合至內部的IT系

統，以增強行銷、拉近與顧客聯繫，並蒐集有助開發新產品與服務的資訊。 

9.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來臨。預估到2020年，物聯網將可創造300億個自動

連接的終端，並產生8.9兆美元營收 

10.所有行業數位化。到2018年，所有行業三分之一的市場領導者會「亞馬遜

化」，競爭關鍵是創造以行業為中心的創新平台，以吸引並促成龐大的創新者社

群。[2013/12/06 經濟日報] 

看見科技十大趨勢 

圖片來源： http://cdn0.tnwcdn.com/ 

下一代行動產品 

智慧手機市場逐漸飽

和，穿戴式電腦的時

代即將來臨，智慧手

錶可望成為最具體的

下一代行動產品。市

調機構DisplayBank 

看好智慧手錶 

表示，主導市場的跨國資訊電子(IT)廠商

競相推出智慧手錶新產品，三星電子公

布Galaxy Gear智慧手錶，隨後高通、索

尼相繼發表Toq、Smart Watch 2，正式

進軍智慧手錶市場。另外，目前已有

Pebble Smart Watch、Geak Watch，

以及I’m Watch等多款智慧手錶上市銷

售；日本汽車大廠日產公開專為汽車打

造的智慧手錶，NIKE 與ADIDAS推出專

為健身打造的智慧手錶。隨各大企業搶

市，智慧手錶市場即將上演激烈競爭戲

碼。[2013/12/02 中央社] 



 

30秒400萬美元 超級盃廣告賣光 

YouTube首次公布台灣使用者行為大調查，今年至今，YouTube的總觀看時數年增6成，台

灣網友透過手機觀看YouTube的時數更成長3倍，顯示電視之外、「多螢幕」視聽時代正式

來臨。調查顯示，近8成台灣使用者表示，每周至少造訪YouTube一次，僅次於電視的

88%；其中16歲至24歲族群在非假日黃金時段觀看YouTube，更首次超越電視。台灣民眾出

門在外使用行動裝置瀏覽YouTube的比例，2年內成長4倍，超過7成民眾會透過不同的裝置

觀看YouTube。不過，台灣使用者「在家中觀看YouTube」的比例高達95%，超越於亞洲各

國。[2013/12/04 經濟日報、工商時報] 

高成長 打開「多螢幕」時代 

福斯電視網(Fox network)表示，將於明年2月2日開打的第48屆超級盃廣告時段已銷售一空，這個全世界最貴

的廣告時段30秒要價400萬美元，顯示企業對熱門廣告時段的需求維持強勁。根據廣告研究公司Kantar 

Media，這個全世界最貴的廣告時段價格自2004年以來已上漲42%。福斯電視網表示汽車業是明年超級盃廣

告主要買家，包括通用、現代、積架(Jaguar)及起亞等。[2013/12/06 經濟日報] 

Google、美國線上(AOL)和雅虎等網路公司，無不設法透過電視以外的管道吸引廣告主，但由於電視廣告具備接觸範圍廣等優

點，就連Netflix等許多網路業者都仍難抗拒其吸引力。廣告追蹤業者Kantar媒體則指出，今年前8個月網路業者花9.595億美元

買電視廣告，知名影音串流業者Netflix的電視廣告預算也接近3,000萬美元。旅遊網站TripAdvisor最近啟動3,000萬美元的電視

廣告宣傳，是該公司歷來首見。TripAdvisor品牌策略副總說：「只有電視能接觸到這麼多民眾和快速建立品牌。」她認為電視

仍是接觸觀眾和說故事的最佳工具。[2013/12/03 經濟日報] 

電視廣告 網路企業最愛 

圖片來源： http://www.google.com/ 



 

媒體專題 Media Report 

王純玉 

媒體專題 Media Report 

用微定位迎接零售2.0時代 

http://www.mdgadvertising.com/ 



 

• 行動正在催生新型的通訊和商務：2013年，智慧型手機的全球銷量已經超越功能型手機，而且價

格急遽下降。已開發國家的智慧型手機市場趨向飽和，普及率已達到62%，新興市場將會持續發

展。行動裝置的普及，更多時候是可以用以打破實體和數位的界線，而Beacon的技術就是一個例

子。 

• 主流支持微定位技術出線：在今年6月蘋果公司全球軟體開發者年會(WWDC, Apple 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發表iOS 7時，當大家都在關注扁平化視覺設計之際，他們亦低調地公開

iBeacon技術。iBeacon是透過藍牙4.0的無線通訊技術來實現微定位(micro-location)的可能性，蘋

果不斷將無線通訊技術押寶在藍牙上，並逐漸開花結果。此外，搭載Android的行動裝置現在也

獲得晶片大廠高通的技術支持，藍牙4.0的傳輸可望在未來更加普遍。 

前言 

圖片來源：http://digilab.clemengergroup.com/ 

• 本篇專題將與讀者淺談藍牙4.0的傳輸技

術，以及在現有通路上的應用，迎接零售

2.0的大未來 

http://digilab.clemengergroup.com/
http://digilab.clemengergroup.com/


 

• 藍牙4.0，亦稱為低功耗藍牙(BLE, Bluetooth Low Energy，也

叫做Bluetooth smart)研發始於2001年，在 iPhone的帶動

下，現在已經變成iPhone的標準硬體。Beacon的意思是燈

塔，可以簡單地想像：舉凡在燈塔照射範圍內，都能幫助迷航

船隻導航。而iBeacon, Paypal Beacon, 或ShopBeacon等裝置

的用途是基地台，也就是基地台透過低功耗藍牙的無線傳輸技

術，在低成本、低耗能、快速傳輸等優勢下，成為微定位技術

的最佳選擇。 

如何用藍牙4.0實現微定位 

Courtesy of shopkick Courtesy of Estimote Courtesy of Gimbal 

 上圖為各種基地台，包含Qualcomm Gimbal, ShopBeacon, Estimote，以搭
載低功率藍牙的行動裝置為接收器。 

• 訊號傳輸的方式是，基地台會建立一個訊號區域，當行動裝置進入該區域時，支援接收的應用程

式便會詢問消費者是否要接受這個訊號。接收後，消費者即可享受微定位帶來的便利。 

http://www.alcgeorgetown.org/ 



 

• 隨著行動科技的進展，與消費者接觸的方式也隨之多元。從運用大眾

媒體灑網捕魚的溝通模式，進展為一對一，現在又更精進到在合適的

情境發送訊息。這種基於位置服務(LBS)所發展的行銷方式，稱為鄰

近行銷(Proximity Marketing)。 

「微定位」為通路帶來那些想像與應用？ 

Courtesy of estimote 

資料來源：新通訊元件雜誌、新華網 

• 室內導航/資訊補充：除了為消費者提供必要的服務，如室內導航外，在特定的櫃點前，零售通

路亦可提供產品資訊、網友評價與教學影片等，個人化的商品推薦以及隨傳隨到的客服諮詢。 

• 即時促銷：研究指出，讓消費者在商品附近接收到相關廣告資訊，確實可以增加消費衝動與購買

的可能性。例如帶著支援iBeacon的iPhone進入通路，也意味已經進入了iBeacon信號區域，就

能夠推播即時優惠折扣。 

• 行動支付：透過帳號綁定，讓使用者走進店裡消費時，不用拿出手機就可付款。 

• 蒐集消費行為：藉由提供無線傳輸服務，通路可以蒐集非常大量的消費資料，從中可分析購物者

的行為，包含行經路線、區域停留時間、同一消費者的購物週期，甚至還可以在通路內進行即時

的行銷測試活動。 

• 隨時改變數位看板資訊：上述都是基地台發送訊號到手

機上，反之亦可透過基地台發送訊號後所回傳的消費者

資料辨識，來即時改變數位看板資訊，讓廣告相關性更

強。 

Courtesy of Gimbal  

http://www.2cm.com.tw/markettrend_content.asp?sn=1208230002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info/2013-09/15/c_132721362.htm


 

• 美國電子支付業者PayPal在今年9月發表無線支付裝置PayPal Beacon，店家只要將Beacon接上

電源後，安裝POS系統，透過低耗能藍牙信號辨識使用者的PayPal帳號，就會自動震動提醒打

卡，並告知優惠，也能支援提前預約和支付。即使在沒有網路的環境下，都能進行交易。 

• 從官方影片中可以看到，當消費者進入店家後，消費者的照片與名稱就會出現在店家POS的螢

幕。結帳時只要告知收銀員數量和產品名稱後，經過雙方確認，店家將自動從消費者的PayPal帳

號扣款。不但減少交易時間，也有助於獲得消費者資料。 

案例：釋放雙手的PayPal Beacon 

資料來源：PayPal, Engadget 

PayPal Beacon外型與USB相似，僅3吋長，輕巧且不占
空間。訂於2014年正式在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地區
開賣，至於定價則尚未公布。點選圖片可前往瀏覽影片。 

https://www.paypal.com/webapps/mpp/beacon
http://www.engadget.com/2013/09/09/paypal-beacon-hands-free-payment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8h_i8qv1FY


 

• 美國零售商梅西百貨(Macy’s Store)與基於位置服務(LBS)的購物行動應用shopkick合作，自11月底

開始在商場內部放置shopBeacon基地台。使用iPhone的消費者可開始體驗室內定位，並接受不同

的商家訊息。shopkick鼓勵使用者到商店內打卡，可獲得虛擬點數的獎勵。此外，shopkick讓消費

者在家標註購物清單，當進入梅西百貨時，shopBeacon讓消費者輕鬆找到商品，搭起線上搜尋與

實體店面的橋樑。 

 

案例：梅西百貨與shopkick的合作 

資料來源：Techcrunch、工商時報 

 shopkick主要的服務可分為二類：一為提供虛擬紅利點數，稱為

kick，另一類是用kick點數兌換禮品。使用者可透過多種方式賺取點

數，包括進入商店(Walk-In)、掃描特定商品條碼、於服飾店試衣間內

賺取點數。創新的紅利點數模式一方面抓住消費者對於集點與兌點之

喜好，也替企業帶來更多可能性，維繫忠誠度、提升再購意願等。 

點選上圖可前往瀏覽影片。 

http://techcrunch.com/2013/11/20/shopkick-rolls-out-ibeacon-enabled-shopping-alerts-with-shopbeacon-with-macys-as-its-first-trialist/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31129000318&cid=121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3h0eKGfUfI


 

• 蘋果公司在上周五(12/6)在美國254家直營門市推出iBeacon的室內

定位服務，可在iPhone上顯示折扣、購物建議，甚至會直接「提

醒」使用者該升級手上的iOS裝置了。 

• 若 要使用 iBeacon的服務，會先 要求 使用者 安裝Apple Store的

App。Apple Store是一個陳列各種蘋果商店位置與訊息的行動程

式，它可供使用者購買各種蘋果裝置，也能選擇取貨的門市，但目

前僅支援美國市場。 

 

 

案例：iBeacon導入蘋果直營門市 

資料來源：iThome、聯合新聞網 

ithome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MAIN_ID=320&f_SUB_ID=2943&f_ART_ID=489295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MAIN_ID=320&f_SUB_ID=2943&f_ART_ID=489295


 

• 隨處可得的電子雜誌：倫敦一家電子雜誌平台公司Exact Editions，日前推出ByPlace™的服務，

透過在書報攤安裝如硬幣大小的發射器，就可以幫內容業者在指定地點發送免費的電子雜誌。目

前合作的出版社包括Wire、Popshot Magazine和電視節目的配套雜誌Grand Designs。而未來

可望在咖啡廳、或醫院的候診間，免費提供數位雜誌。或許能增加自行訂閱的銷售。 

• 球賽的資訊都在這裡：美國大聯盟 MLB開發一個名為「Ballpark」的 App，開始測試利用 

iBeacons 進行球場導覽。球迷只要從地鐵站或停車場往球場方向行進，當iBeacon偵測到App

後，就會出現導引，甚至當晚比賽球隊的成員、目前戰績，以及附近的飲食優惠等，都會出現在

iPhone上。 

案例：書報攤與棒球場也能用？ 

資料來源：Techcrunch, macrumors, Techcrunch 

http://techcrunch.com/2013/12/04/ibeacons-used-to-deliver-location-based-access-to-ios-newsstand-publications/
http://www.macrumors.com/2013/12/04/ibeacon-technology-tapped-to-unlock-location-specific-newsstand-content-on-ios-devices/
http://techcrunch.com/2013/09/29/mlbs-ibeacon-experiment-may-signal-a-whole-new-ball-game-for-location-tracking/


 

• 隨 著 iBeacon 的 應 用 ， 微 定 位 技 術 也 將 成 為 下 一 個 地 圖 戰 場 。 美 國 行 動 晶 片 業 者 高 通

(Qualcomm)在今年初美國消費電子展(CES)上展示低功率藍牙傳輸技術應用，近日亦推出兩款

偵測器，同時支援Android與iOS平台，傳輸範圍最遠可達45公尺，定位精準可達30公分，能夠

應用在室內以及室外，甚至是針對移動中的物件傳送即時資訊，預期將成為擴大Beacon技術蓬

勃發展的關鍵。 

 

晶片大廠支持BLE技術 

資料來源：GIGAOM; CTimes 

Courtesy of Qualcomm 

二款偵測器大小僅硬幣與撲克牌，價錢僅5美元，
低成本十分利於實體通路導入。 

http://cdn.slashgear.com/ 

隨消費者不同，可即時更
換廣告。前一秒是女性消
費者經過，即出現保養品
廣告；當男性經過則顯示
刮鬍刀廣告。點選圖片可
前往瀏覽影片。 


 

http://gigaom.com/2013/12/09/step-aside-ibeacon-qualcomm-has-low-cost-gimbal-proximity-beacons
http://www.ctimes.com.tw/DispNews-tw.asp?O=HJXCC6I55WESAA00N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3LX84jdfn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3LX84jdfnE


 

• Wired報導認為iBeacon的出現，將會重塑物連互動設計。第一，數位內容可更即時、簡潔地在

實體世界展現，例如在博物館內用手機做為館內導覽。除了室內定位外，Beacon的傳輸技術在

室外也可以透過多個基地台三角定位交叉出消費者更精確的位置。再者，這樣的創新互動也為零

售業者帶來更多購物行為的革新，例如梅西百貨、或是PayPal Beacon的行動支付，而更多人機

間的智慧互動也將等著被發掘與展開。 

• 與NFC技術相似，iBeacon不僅能夠獲得消費者資訊，也可以完成行動支付。不過相對於NFC，

iBeacon 擁有更廣泛的傳輸範圍。NFC的理想使用距離是4公分，而iBeacon的資訊傳輸距離可

達50公尺。另一方面，雖然iBeacon基地台要比NFC標籤的價格稍微昂貴，但是搭載NFC晶片的 

 

 

iBeacon的大好前景 

手機不如支援藍牙來得普及，讓這個技術更加平民。

基於上述的優勢，因此多有媒體報導iBeacon將成為

NFC殺手。不過這些無線通訊技術，並非用在取代彼

此，而是在不同場合、不同領域發揮互補作用。 

Courtesy of Wired 

• 除了微定位運用外，對於有寶寶或寵物的人，或是容

易遺失錢包的人來說，這類產品同樣能夠滿足他們的

需求。 

http://www.wired.com/design/2013/12/4-use-cases-for-ibeacon-the-most-exciting-tech-you-havent-heard-of/


 

• 行動裝置與藍牙技術皆廣泛普及：TechCrunch預測到2014年大約有2.5億個iOS設備可以運行

iBeacon服務，而Android平台亦獲得晶片大廠支持。顯而易見的是，在行動裝置與傳輸技術的

普及，相信有更多商家會發覺這個技術的潛力，並帶領產業發生巨大的變化。 

• 行動裝置是最佳的輔銷工具：當即時的優惠擺在消費者前面，應該很難有人能夠抵抗這樣的小便

宜，更不用提及消費者會上網查價了。實體通路的優勢加上促銷導購，可望削弱展示廳現象，將

行動裝置轉化為留住消費者的最佳輔銷工具。 

• 提升消費者接受導購訊息的意願：研究指出，57%的受訪者表示願意用位置訊息來交換與接收更

相關的廣告資訊，而53%的受訪者表示較有可能和適地性(LBS)的廣告互動。因此，如果店家能

對消費者提供更精確且更符合情境的導購資訊，而店家也能更清楚掌握消費者的動態，想必可以

提高消費者接收訊息的意願。但若是商家無法拿捏消費者的互動頻次與訊息內容，亦有可能造成

反效果。 

 

 

結語：零售2.0時代的來臨 

資料來源：http://www.macos.utah.edu/ 



 

IMC異業結盟 Alliance Strategy 

Image: gameanna / FreeDigitalPhotos.net 



※ 圖片&資料來源：環星創意、Google 

八三夭《全員集合》 
復出演唱會  
異業結合 



 

 單曲[東區東區] 網路點擊率破400萬人次 
KTV點播排行前5名長達1年！ 

• 活動時間：2014/02/22(六)  19:00 

• 活動地點：台大綜合體育館 3樓 

• 活動簡介： 

• 成軍十年，由主唱阿璞、鍵盤手小橘、貝斯手霸天、吉他手劉逼與鼓手阿電組成，多次參與春天

吶喊、野台開唱、海洋音樂祭等台灣大型音樂活動。曾為《康熙來了》製作演唱2012電視片頭

曲，也為五月天阿信潮牌STAYREAL品牌編寫形象歌曲《本色》。為Channel V 當紅節目

《Circus Action》製作節目主題曲 -《來去夏威夷》超過十七萬人點閱。主唱阿璞的作品深受五

月天、張惠妹、丁噹、SHE等天王天后青睞並分別收錄於專輯中。 

• 2012年受邀參與全台超過百場高中職、大專院校校園演出。2013年1月舉行八三夭 【最後一擊

LAST SHOT ！】大型售票演唱會，全場座無虛席，吸引近四千名熱血歌迷到場參與。2014年團

員退伍後，八三夭將以最熱血的演唱會號召所有歌迷全員集合一同歸隊。  

八三夭《全員集合》復出演唱會  

※ 圖片&資料來源：環星創意、Google 



 

• 適合產業：男性相關用品、機車、 3C商品、休閒服飾/配件、零食飲料等。 

• 合作方式：記者會公關造勢活動、通路宣傳配合、其他活動結合等。 

• 宣傳方式：平面/電子媒體/OOH/網路社群宣傳、文宣品/現場各項製作物/官方網站LOGO露出

等。 

 

八三夭《全員集合》復出演唱會  

※ 圖片&資料來源：環星創意、Google 

歡迎異業結盟，合作相關細節請洽：lesley.cheng@aemedia.com 

mailto:lesley.cheng@aemedia.com


 

電視新節目介紹 New TV Shows 

Image courtesy of Grant Cochrane / FreeDigitalPhotos.net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紀錄  上檔日期：2013/12/15   播出頻道：Discvoery  播出時間：21:00(日) 

「華人藝術記」：Discovery頻道「華人藝術紀」將介紹4位國際級藝術家李真、

楊識宏、徐冰及張洹，首度聚焦兩岸當代藝術家的創作。「華人藝術紀」系列共4集，將

完整介紹華人當代藝術家的獨特性，節目將在15日起每週日晚間9時播出。 

類型：競賽  上檔日期：2013/12/22   播出頻道：緯來體育台  播出時間：LIVE 

「2013明星公益棒球賽」：孫協志帶領的「SUN-STAR明星棒球隊」及澎

恰恰發起帶領的「閃亮之星棒球隊」共計約50餘位明星舉辦公益賽事。請鎖定緯來體育台

的精采直播。 

類型：競賽  上檔日期：2013/12/17   播出頻道：緯來體育台  播出時間：LIVE 

「全國成棒年度盟主爭霸賽」：邁入第五屆的全國成棒盟主盃，今年將有

八隊參賽採單敗淘汰制，誰會是今年國內業餘甲組成棒今年最強的球隊呢？17日起舉行的

全國成棒年度盟主爭霸賽就可以拚出今年度的武林盟主，請鎖定緯來體育台現場直播。 



 

頻道新節目介紹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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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4~1/4   播出頻道：愛爾達影劇台  播出時間：21:00(一~五) 

「都市怪談之女」：長澤雅美飾演的月子是警視廳搜查一課丹內班的一名刑警，

自稱是為了找出各類都市傳說的科學依據才立志成為一名刑警的，每當有事件發生時，月

子都會將其與都市傳說扯上關系，並且獨自進行搜查。 

「清潭洞愛麗絲」：描述一個原以為只要努力就能出頭天的女人，在遭遇現實

無情的打擊後，決定成為一名敗金女，沒想到卻邂逅偽裝窮小子的時尚公司會長，進而發

展出一段浪漫情緣。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3/12/25~1/9   播出頻道：愛爾達影劇台  播出時間：19:30(一~五) 

「愛的生存之道」：35歲知名保養品牌行銷企劃經理紀安蕾，在一夕之間失去

事業與愛情，在婚姻、愛情、事業裡，該以什麼態度走出自己的生存之道？「他在我這學

會遺憾、後悔、珍惜，接著全部銘記在心，然後終於變成一個更好的人，然後去愛了別

人...」 



 

電視觀察窗 TV Outlook 

Image: Master isolated images / FreeDigitalPhotos.net 



 

無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1 

※ 前20名平均為總平均收視率。計算方式為(a1*b1*c1)+(a2*b2*c2)…/(b1*c1)+(b2*c2)…[an=排名n節目的收視率；bn=排名n節目的播出時間;cn=
排名n節目的節目播出次數。] 

※ 資料來源： Nielsen TAM (Television Audience Measurement)   
※ 統計期間： 2013/12/02-201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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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水世家 民視 5.73 1 航海王19 台視 4.80

2 綜藝大集合 民視 4.93 2 綜藝大集合 民視 4.14

3 萬秀豬王 中視 4.13 3 美食獵人 台視 3.36

4 明日之星SUPER STAR 民視 2.86 4 哆啦A夢 華視 3.05

5 航海王19 台視 2.46 5 新獵人 台視 2.92

6 優生矽晶劇場阿信 民視 2.24 6 新名偵探柯南 華視 2.69

7 民視七點晚間新聞 民視 2.11 7 1800新名偵探柯南 華視 2.68

8 三星報囍 民視 2.06 8 鑽石王牌 台視 2.66

9 佰憶園劇場葉青歌仔戲皇甫 民視 2.01 9 萬秀豬王 中視 2.64

10 豬哥會社精選版 民視 1.94 10 刀劍神域 中視 2.60

11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83 11 烏龍派出所 華視 2.59

12 王子的約會 台視 1.74 12 風水世家 民視 2.51

13 回到愛以前 台視 1.70 13 遊戲王5Ds 華視 2.34

14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66 14 廉政英雄 民視 2.18

15 SUPER STAR我要當歌手 台視 1.63 15 青之驅魔師 中視 1.92

16 廉政英雄 民視 1.63 16 火影忍者疾風傳 華視 1.81

17 大陸尋奇 中視 1.54 17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76

18 愛妮雅舞力全開 民視 1.49 18 宇宙兄弟 華視 1.70

19 新名偵探柯南 華視 1.42 19 王子的約會 台視 1.70

20 美食獵人 台視 1.37 20 華視晚間新聞 華視 1.51

平均 2.32 平均 2.58

4歲以上 4-14歲



 

無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2 

※ 前20名平均為總平均收視率。計算方式為(a1*b1*c1)+(a2*b2*c2)…/(b1*c1)+(b2*c2)…[an=排名n節目的收視率；bn=排名n節目的播出時間;cn=
排名n節目的節目播出次數。] 

※ 資料來源： Nielsen TAM (Television Audience Measurement)   
※ 統計期間： 2013/12/02-201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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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海王19 台視 2.92 1 風水世家 民視 7.00

2 綜藝大集合 民視 2.39 2 綜藝大集合 民視 5.56

3 新獵人 台視 2.09 3 萬秀豬王 中視 4.98

4 美食獵人 台視 2.04 4 明日之星SUPER STAR 民視 3.65

5 王子的約會 台視 1.94 5 優生矽晶劇場阿信 民視 2.68

6 風水世家 民視 1.85 6 民視七點晚間新聞 民視 2.65

7 新名偵探柯南 華視 1.68 7 三星報囍 民視 2.57

8 回到愛以前 台視 1.55 8 佰憶園劇場葉青歌仔戲皇甫 民視 2.55

9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51 9 豬哥會社精選版 民視 2.42

10 SUPER STAR我要當歌手 台視 1.42 10 航海王19 台視 1.99

11 廉政英雄 民視 1.14 11 台視晚間新聞 台視 1.90

12 火影忍者疾風傳 華視 1.11 12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中視 1.89

13 航海王十六 台視 1.10 13 大陸尋奇 中視 1.87

14 刀劍神域 中視 1.09 14 愛妮雅舞力全開 民視 1.85

15 鑽石王牌 台視 1.07 15 回到愛以前 台視 1.76

16 烏龍派出所 華視 1.02 16 SUPER STAR我要當歌手 台視 1.72

17 萬秀豬王 中視 1.01 17 意難忘 民視 1.71

18 愛的生存之道 台視 0.99 18 王子的約會 台視 1.71

19 哆啦A夢 華視 0.99 19 廉政英雄 民視 1.64

20 超級接班人 台視 0.92 20 nubia努比亞華人星光大道3 中視 1.42

平均 1.49 平均 2.68

15-24歲 25歲以上



 

有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1 

※ 前20名平均為總平均收視率。計算方式為(a1*b1*c1)+(a2*b2*c2)…/(b1*c1)+(b2*c2)…[an=排名n節目的收視率；bn=排名n節目的播出時間;cn=
排名n節目的節目播出次數。] 

※ 資料來源： Nielsen TAM (Television Audience Measurement)   
※ 統計期間： 2013/12/02-201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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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情 三立台灣 2.58 1 蠟筆小新B級美食大逃亡 YOYO 3.46

2 佰憶園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44 2 1100蠟筆小新B級美食大逃 YOYO 3.11

3 超級紅人榜 三立台灣 2.27 3 世間情 三立台灣 2.11

4 孤戀花 三立台灣 1.84 4 有愛一家人 三立都會 1.94

5 戲說台灣 三立台灣 1.82 5 1900阿甘妙世界 卡通頻道 1.90

6 有愛一家人 三立都會 1.74 6 1100肥貓鬥小強 卡通頻道 1.77

7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 三立台灣 1.67 7 1900魔法公主 迪士尼 1.68

8 我的自由年代 三立都會 1.66 8 1830肥貓鬥小強 卡通頻道 1.68

9 1230孤戀花 三立台灣 1.23 9 我的自由年代 三立都會 1.65

10 晚間6 7點新聞 TVBS新聞台 1.13 10 1000逗逗蟲 迪士尼 1.65

11 寶島漁很大 三立台灣 1.09 11 1800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1.61

12 自由ing 三立都會 1.07 12 1000阿甘妙世界 卡通頻道 1.61

13 台灣啟示錄 東森新聞 1.05 13 1900米奇歡笑多 迪士尼 1.60

14 麻雀變鳳凰 GTV戲劇台 1.02 14 1900哈囉小梅子 迪士尼 1.58

15 中國好聲音2 中天綜合台 1.01 15 終極一班2 GTV綜合台 1.58

16 康熙傳奇 GTV第一台 0.98 16 1200蠟筆小新電影版森巴入 YOYO 1.58

17 台灣尚青 三立台灣 0.96 17 1800哈囉小梅子 迪士尼 1.56

18 在台灣的故事 三立台灣 0.96 18 1730探險活寶 卡通頻道 1.55

19 草地狀元 三立台灣 0.94 19 萌學園5異界對決 YOYO 1.54

20 民視晚間新聞 民視新聞 0.92 20 1845飛哥與小佛 迪士尼 1.54

平均 1.42 平均 1.84

4歲以上 4-14歲



 

有線電視TOP20節目排行-2 

※ 前20名平均為總平均收視率。計算方式為(a1*b1*c1)+(a2*b2*c2)…/(b1*c1)+(b2*c2)…[an=排名n節目的收視率；bn=排名n節目的播出時間;cn=
排名n節目的節目播出次數。] 

※ 資料來源： Nielsen TAM (Television Audience Measurement)   
※ 統計期間： 2013/12/02-201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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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由年代 三立都會 3.02 1 佰憶園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88

2 自由ing 三立都會 1.99 2 世間情 三立台灣 2.77

3 世間情 三立台灣 1.98 3 超級紅人榜 三立台灣 2.71

4 有愛一家人 三立都會 1.78 4 戲說台灣 三立台灣 2.15

5 回到愛以前 三立都會 1.45 5 孤戀花 三立台灣 2.02

6 孤戀花 三立台灣 1.37 6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 三立台灣 1.92

7 我的自由年代 東森綜合 1.29 7 有愛一家人 三立都會 1.70

8 佰憶園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1.16 8 1230孤戀花 三立台灣 1.41

9 綜藝大熱門 三立都會 1.14 9 我的自由年代 三立都會 1.40

10 冠軍任務 衛視中文 1.12 10 晚間6 7點新聞 TVBS新聞台 1.35

11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 三立台灣 1.12 11 麻雀變鳳凰 GTV戲劇台 1.30

12 超級紅人榜 三立台灣 1.06 12 台灣啟示錄 東森新聞 1.26

13 倒轉時間遇上愛 三立都會 1.04 13 寶島漁很大 三立台灣 1.20

14 烏龍派出所 衛視中文 1.00 14 在台灣的故事 三立台灣 1.18

15 Running Man FOX娛樂台 1.00 15 康熙傳奇 GTV第一台 1.17

16 超級接班人 三立都會 0.95 16 民視晚間新聞 民視新聞 1.17

17 2013新北市歡樂耶誕城樂夜 超級電視 0.91 17 中國好聲音2 中天綜合台 1.13

18 1645自由ing 三立都會 0.91 18 草地狀元 三立台灣 1.09

19 超級偶像 三立都會 0.89 19 台灣尚青 三立台灣 1.08

20 1230蠟筆小新 GTV綜合台 0.88 20 台灣大頭條 三立新聞 1.07

平均 1.30 平均 1.60

15-24歲 25歲以上



 

無線+有線 戲劇類及綜藝類TOP20節目排行 

※ 前20名平均為總平均收視率。計算方式為(a1*b1*c1)+(a2*b2*c2)…/(b1*c1)+(b2*c2)…[an=排名n節目的收視率；bn=排名n節目的播出時間;cn=
排名n節目的節目播出次數。] 

※ 資料來源： Nielsen TAM (Television Audience Measurement)   
※ 統計期間： 2013/12/02-201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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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水世家 民視 5.73 1 綜藝大集合 民視 4.93

2 世間情 三立台灣 2.58 2 萬秀豬王 中視 4.13

3 優生矽晶劇場阿信 民視 2.24 3 明日之星SUPER STAR 民視 2.86

4 孤戀花 三立台灣 1.84 4 佰憶園超級夜總會 三立台灣 2.44

5 戲說台灣 三立台灣 1.82 5 超級紅人榜 三立台灣 2.27

6 有愛一家人 三立都會 1.74 6 三星報囍 民視 2.06

7 回到愛以前 台視 1.70 7 豬哥會社精選版 民視 1.94

8 戲說台灣假日完整版 三立台灣 1.67 8 王子的約會 台視 1.74

9 我的自由年代 三立都會 1.66 9 SUPER STAR我要當歌手 台視 1.63

10 廉政英雄 民視 1.63 10 愛妮雅舞力全開 民視 1.49

11 意難忘 民視 1.32 11 nubia努比亞華人星光大道3 中視 1.28

12 1230孤戀花 三立台灣 1.23 12 新歌介紹 民視 1.13

13 女王的誕生 中視 1.13 13 超級歌喉讚 中視 1.03

14 1300風水世家 民視 1.09 14 中國好聲音2 中天綜合台 1.01

15 愛的生存之道 台視 1.03 15 天才衝衝衝 華視 0.98

16 麻雀變鳳凰 GTV戲劇台 1.02 16 綜藝大熱門 三立都會 0.91

17 戲點鴛鴦 中視 0.99 17 2230愛妮雅舞力全開 民視 0.86

18 康熙傳奇 GTV第一台 0.98 18 流行新勢力 民視 0.84

19 封神榜 民視 0.93 19 女人要有錢 JET綜合台 0.83

20 1230世間情 三立台灣 0.77 20 歡樂智多星 衛視中文 0.82

平均 1.66 平均 1.76

戲劇類型節目(4歲以上) 綜藝類型節目(4歲以上)



 

安吉斯媒體集團簡介 

• 安吉斯媒體集團是全球發展最快的行銷傳播集團，集團的優勢在於所有團隊所具備的企業家精神，

和「以消費者為核心，從數位思考領先」的專業理念。 

• 台灣安吉斯媒體集團旗下共有六大行銷傳播品牌，分別為提供媒體傳播服務之凱絡媒體(Carat)、

偉視捷媒體(Vizeum)以及集思媒體(AAA)，提供數位傳播行銷之安索帕台灣(Isobar)，專注於家

外媒體服務之博仕達(Posterscope)以及專精於數位績效行銷領域的安布思沛(iProspect)。 

偉視捷媒體 凱絡媒體 安索帕台灣 安布思沛 博仕達 集思媒體 

台灣安吉斯媒體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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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5  編輯小組 

凱絡媒體週報部落格、粉絲團與APP 

與您分享更多國際媒體行銷新資訊 

APP for Android APP for iOS 部落格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mobimedia.aCaratWeek&feature=search_result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kai-luo/id553411867?l=zh&mt=8
http://twncarat.wordpress.com/
https://www.facebook.com/CaratWeek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