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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1-10 聯合報 》

• 出口創一年來單月新高出口創一年來單月新高出口創一年來單月新高出口創一年來單月新高：：：：財政部統計處11月9日公布10月份進出口貿易統計，出口總
值198.2億美元，比去年同月衰退4.7%，但已是近1年來單月新高；進口總值165.8億
美元，是近1年來次高，比去年同月衰退6.7%。 進、出口相抵後，貿易出超32.3億美
元。累計1到10月的出口總值1,636.3億美元，進口總值1,383.7億美元，和去年同期相
比分別衰退27.3%、35.2%，貿易出超252.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2倍。

•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11111111月份出口額將好轉月份出口額將好轉月份出口額將好轉月份出口額將好轉：：：：統計處表示，第4季向來是出口旺季，加上全球經濟走出衰
退，以及去年基期偏低等因素，預估11月出口將轉好，年增率也可能達到2位數成長。
10月份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出口值已連續三個月超越82億美元；對歐洲、美國和日本
出口也較上個月增加。

圖片來源/聯合報



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啃老族增啃老族增啃老族增啃老族增啃老族增啃老族增啃老族增啃老族增 老年就業人口跟著多老年就業人口跟著多老年就業人口跟著多老年就業人口跟著多老年就業人口跟著多老年就業人口跟著多老年就業人口跟著多老年就業人口跟著多
《 98-11-09 聯合報 》

• 主力就業人口大減主力就業人口大減主力就業人口大減主力就業人口大減：：：：主計處最新調查發現，國內失業率雖然不再攀升，但25到44歲的
工作主力就業人數，今年前三季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0.4萬人，減幅創下史上最大紀
錄。而原本應該是屬於「退休一族」的65歲以上民眾，今年前三季的就業人數為19.2
萬人，不僅連續第五年增加，更有76%左右的人表示不想退休，想一直工作下去。

• 「「「「啃老族啃老族啃老族啃老族」」」」漸增漸增漸增漸增 改變就業人口平均年齡改變就業人口平均年齡改變就業人口平均年齡改變就業人口平均年齡：：：：台大國發所教授表示，這種現象表示國人延
後退休的趨勢已經形成，不單只是受到金融海嘯重擊，使許多人必須改變退休財務規
畫，延長工作時間、重新累積財富，更有可能是由於現代社會「啃老族」愈來愈多，
辛苦的父母只好持續扮演提供子女財務後援的角色。104人力銀行分析也發現，許多青
年族群選擇待業，理由往往是「準備國考」、「準備研究所」等，延遲進入就業市場
的時間。 年輕人就學時間無限期延長，啃老族越來越多，影響就業人力的平均年齡。

圖片表來源/聯合報



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補益飲品巿場有補益飲品巿場有補益飲品巿場有補益飲品巿場有「「「「錢錢錢錢」」」」力力力力補益飲品巿場有補益飲品巿場有補益飲品巿場有補益飲品巿場有「「「「錢錢錢錢」」」」力力力力
《 98-11-11中國時報 》

• 「「「「外食族外食族外食族外食族」」」」人口大幅成長人口大幅成長人口大幅成長人口大幅成長 補益飲品漸受歡迎補益飲品漸受歡迎補益飲品漸受歡迎補益飲品漸受歡迎：：：：根據Ｅ-ICP調查，台灣補益飲品市場由
2002至2004年的10％，成長至2005至2007的12％，2008年更提升至15.4％；「補充
體力」、「補充營養」與「熬夜提神」則名列民眾購買補益飲品最重視的三大效能，
其中，「補充體力」與「熬夜提神」需求持續成長中。

• 保健保健保健保健、、、、保養商品比率逐年增加保養商品比率逐年增加保養商品比率逐年增加保養商品比率逐年增加 補品巿場亦漸擴大補品巿場亦漸擴大補品巿場亦漸擴大補品巿場亦漸擴大：：：：白蘭氏、台糖等業者競爭也更趨白
熱化，二、三年前還稱霸蜆精巿場的台糖，因白蘭氏後來居上，大舉瓜分巿場，巿占
率呈現下滑，目前與白蘭氏各擁半邊天。根據Ｅ-ICP統計，消費者使用保健、保養商
品比率逐年增加，國內維他命、礦物質食品的月使用率由2002年的12％，成長至2005
年的近20％，去年更一舉突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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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1-12 經濟日報》

• 中國出口明顯復甦中國出口明顯復甦中國出口明顯復甦中國出口明顯復甦：：：：大陸海關總署11月11日公布外貿統計，10月出口值為1,107.6億美
元，這是今年來單月出口值連續四個月超過千億美元，出口明顯復甦，表示中國經濟
持續好轉。

• 出口年比跌幅也逐步縮小出口年比跌幅也逐步縮小出口年比跌幅也逐步縮小出口年比跌幅也逐步縮小：：：：大陸出口自7月站上千億美元後，9、10月更進一步攀升到
1,100億美元以上；此外，出口年比跌幅也逐步縮小，由7月的23%縮小到10月的
13.8%。專家認為，大陸出口穩步成長，大量國外資金進入中國，使中國擺脫通貨緊
縮的陰影。統計顯示，10月進出口總值達1,975.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0.7%；其
中，出口較去年同期下降13.8%，降幅比9月的15.2%更為縮小，也是今年以來中國出
口降幅最小的一個月，出口降幅繼續收窄。10月進口值為867.8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下
降6.4%。

圖片來源/經濟日報



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英航英航英航英航、、、、伊利比亞航空宣布合併伊利比亞航空宣布合併伊利比亞航空宣布合併伊利比亞航空宣布合併英航英航英航英航、、、、伊利比亞航空宣布合併伊利比亞航空宣布合併伊利比亞航空宣布合併伊利比亞航空宣布合併
《 98-11-13 中央社 》

• 航空業歷年來大規模的合併案之一航空業歷年來大規模的合併案之一航空業歷年來大規模的合併案之一航空業歷年來大規模的合併案之一：：：：英國航空公司與西班牙伊比利亞航空公司宣布達
成合併的初步協議，合併後的新公司營收金額將成為歐洲規模第三大的航空公司。合
併案預定明年初可以正式完成。根據協議，未來英航（British Airways）將擁有新公司
55%的股權，伊比利亞航空（Iberia Airlines）則擁有45%，合併案金額達44億英鎊，
是全球航空史上大模規的合併案之一。

• 合併後規模將成為歐洲第三大合併後規模將成為歐洲第三大合併後規模將成為歐洲第三大合併後規模將成為歐洲第三大：：：：英航與伊比利亞航空合併後，在歐洲的規模將僅次於
德國漢莎航空公司（Lufthansa German Airlines ）及法荷航空集團（Air France-
KLM）。合併後的新公司機隊將有419架飛機，飛航地點達205個城市，乘客合計達
6,150萬人次。受去年金融風暴重創，商務與一般旅客人數大減，英航與伊比利亞航空
的營運都受到影響，合併後將有助兩家公司度過經濟衰退的危機。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電視廣告置入大幅放寬電視廣告置入大幅放寬電視廣告置入大幅放寬電視廣告置入大幅放寬電視廣告置入大幅放寬電視廣告置入大幅放寬電視廣告置入大幅放寬電視廣告置入大幅放寬
《 98-11-10 聯合報 》

• 新聞與兒童節目除外新聞與兒童節目除外新聞與兒童節目除外新聞與兒童節目除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11月9日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修
正案，將大幅放寬置入性行銷，但新聞與兒童節目仍是禁區，且政府只能贊助不得置
入。NCC指出，包括戲劇、體育賽事與藝文等非新聞性節目，過去常因置入性行銷
被罰，但廣電三法過去並未明文規定，因此引發爭議。在大環境改變下，許多產業都
利用媒體行銷，歐盟修法後，自今年12月起大幅放寬商業贊助或置入性行銷，因此
NCC也決定跟進，符合現有趨勢。

• 必須清楚揭露贊助商必須清楚揭露贊助商必須清楚揭露贊助商必須清楚揭露贊助商：：：：NCC指出，未來包括談話性節目、新聞專題與深度報導將不
受限制，但純新聞與兒少節目仍禁止置入性行銷。此外，所有置入性行銷必須清楚揭
露贊助商，且不得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編輯、直接鼓勵購買物品、服務或誇大產品效
果，否則依法仍可罰，修法後罰金更高，把關也更嚴格。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中華電信與中華電信與中華電信與中華電信與中華電信與中華電信與中華電信與中華電信與 VodafoneVodafoneVodafoneVodafoneVodafoneVodafoneVodafoneVodafone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 98-11-12 中央社 》

• 雙方合作首推漫遊優惠費率雙方合作首推漫遊優惠費率雙方合作首推漫遊優惠費率雙方合作首推漫遊優惠費率：：：：中華電信11月12日宣佈與歐洲電信巨擘 Vodafone 合
作，加入全球最大通信聯盟，雙方將開啟四大合作，包括國際漫遊優惠、企業用戶、
聯合採購等，未來不排除引進 Vodafone 品牌手機。中華電信與 Vodafone12月1日
起將先推出歐洲及紐澳等17國 Vodafone國際漫遊優惠費率，未來將陸續擴及日本、
香港等 Vodafone通信聯盟成員，共計可享70國漫遊優惠。Vodafone是全球最大電信
聯盟，在全球60多國皆有投資或合作夥伴關係，擁有逾5億用戶，組成橫跨世界5大
洲的最大國際電信聯盟。

• 台灣可望成為亞洲重要轉運中心台灣可望成為亞洲重要轉運中心台灣可望成為亞洲重要轉運中心台灣可望成為亞洲重要轉運中心：：：： Vodafone是全球最大電信聯盟，在全球60多國皆
有投資或合作夥伴關係，擁有逾5億用戶，組成橫跨世界5大洲的最大國際電信聯
盟。接下來雙方在跨國企業用戶的合作，Vodafone也可為中華電信帶來更多跨國企
業用戶漫遊合作業務。未來雙方合作還將擴及聯合採購終端設備等，甚至不排除引進
Vodafone品牌手機，使台灣為亞洲地區的重要轉運中心。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網路行銷網路行銷網路行銷網路行銷網路行銷網路行銷網路行銷網路行銷 3C3C3C3C3C3C3C3C美妝觀光產業跑最快美妝觀光產業跑最快美妝觀光產業跑最快美妝觀光產業跑最快美妝觀光產業跑最快美妝觀光產業跑最快美妝觀光產業跑最快美妝觀光產業跑最快
《 98-11-11 中央社 》

• 雅虎關鍵字廣告擁有高市佔率雅虎關鍵字廣告擁有高市佔率雅虎關鍵字廣告擁有高市佔率雅虎關鍵字廣告擁有高市佔率：：：：Yahoo! 奇摩11月11日表示，台灣發展網路行銷數
年，市佔達整體廣告市場6%至8%，從產業別來看，以3C、美妝產品以及觀光旅遊
業發展最快速。據該公司估計，雅虎關鍵字廣告在台灣市佔率高達7成，而整體廣告
量也佔台灣網路廣告的 6成，居數位廣告業龍頭地位。

• 未來廣告趨勢將是全年無休行銷未來廣告趨勢將是全年無休行銷未來廣告趨勢將是全年無休行銷未來廣告趨勢將是全年無休行銷：：：：過去對廣告主來說，廣告波段多半集中在新品推出
時期，但Yahoo! 奇摩認為，未來廣告趨勢將是全年無休的行銷，只要消費者一有需
求並上網搜尋，網路上就該隨時提供產品資訊，對廣告業而言是挑戰，但也是機會。
從網路廣告的優勢面來說，未來廣告將不再有傳統電視廣告的30秒時間限制，對廣
告的創意發想和廣告通路，都將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團購平台半月增團購平台半月增團購平台半月增團購平台半月增團購平台半月增團購平台半月增團購平台半月增團購平台半月增600600600600600600600600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網路交易版塊挪移網路交易版塊挪移網路交易版塊挪移網路交易版塊挪移網路交易版塊挪移網路交易版塊挪移網路交易版塊挪移網路交易版塊挪移
《 98-11-14中央社 》

• 知名拍賣網站收取手續費知名拍賣網站收取手續費知名拍賣網站收取手續費知名拍賣網站收取手續費 引爆店家引爆店家引爆店家引爆店家「「「「移民移民移民移民」：」：」：」：繼奇摩拍賣於2006年首開收取成交手
續費的前例，露天拍賣也自2009年11月開始收取成交手續費， 引發網路店家出現
「移民潮」。有中華電信當背後靠山的HiNet拍賣，雖喊出「保證0手續費」招兵買
馬；但不少網拍店家因應團購風氣趁機轉型，轉到成立兩年多的愛合購團購網站。該
網站近半個月來增加600店家，網路交易市場版塊正逐漸挪移。

• 網路交易市場競爭將更白熱化網路交易市場競爭將更白熱化網路交易市場競爭將更白熱化網路交易市場競爭將更白熱化：：：：愛合購表示，近半個月來新增店家約600家，網站開
店店家數增加至約1萬9,000家，規模再創新高。愛合購成立第1年營業額為新台幣
1.48億元，今年營業額到10月止已超過5億，全年可望達到6億元。除了愛合購、
HiNet拍賣各出手段迎接新移民外，奇摩拍賣也祭出3筆刊登免費、部份項目拍賣手續
費從3%降到1.5%，還祭出送汽車等好康，吸引買家下單。隨著團購平台網站逐漸站
穩腳步，網路交易市場競爭將更白熱化。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全球三大搜尋網全球三大搜尋網全球三大搜尋網全球三大搜尋網全球三大搜尋網全球三大搜尋網全球三大搜尋網全球三大搜尋網 百谷虎全都仿百谷虎全都仿百谷虎全都仿百谷虎全都仿百谷虎全都仿百谷虎全都仿百谷虎全都仿百谷虎全都仿
《 98-11-13 工商時報 》

• Baigoohoo仿造百度仿造百度仿造百度仿造百度、、、、谷歌谷歌谷歌谷歌、、、、雅虎三大搜索引擎雅虎三大搜索引擎雅虎三大搜索引擎雅虎三大搜索引擎：：：：中國網路上最近新出現一個新的
搜尋引擎「百谷虎(Baigoohoo)」。主頁上醒目Baigoohoo的Logo是由百度、谷歌、
雅虎三大搜索引擎Logo中的其中3個字母拼湊而成，截取的每個Logo字體、顏色都與
原版一致。

• 未來恐面對侵權問題未來恐面對侵權問題未來恐面對侵權問題未來恐面對侵權問題：：：：到目前為止，百度和谷歌以及雅虎這三大搜尋引擎的業者都還
未對百谷虎山寨搜尋引擎提出任何的看法。北京通廣律師事務所認為，百谷虎雖然在
Logo上採取拼接各個搜索網站的形式並不構成侵權，但直接引入這三家知名搜索引
擎的搜索功能，就已經構成侵權的行為。顯然，如果這個山寨搜尋站如果真的一日紅
過一日，遲早得面臨侵權訴訟的問題。



媒體專題媒體專題媒體專題媒體專題

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

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
●●●●●●●●凱絡中國凱絡中國凱絡中國凱絡中國凱絡中國凱絡中國凱絡中國凱絡中國



媒體專題媒體專題媒體專題媒體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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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 在凱絡媒體週報第500期，談論過中國媒體環境的概況，並在第501、502期進一步介
紹中國電視媒體。本期將延續前期內容，介紹中國的報紙媒體情形。



媒體專題媒體專題媒體專題媒體專題

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

中國報紙媒體現狀中國報紙媒體現狀中國報紙媒體現狀中國報紙媒體現狀中國報紙媒體現狀中國報紙媒體現狀中國報紙媒體現狀中國報紙媒體現狀

• 中國共有1,938份報紙。

• 按範圍覆蓋可分為全國報紙和地方報紙。

• 而按類別區分可分為綜合類報紙和專業類報紙。

• 聲稱高發行量的報紙，絕大部分並未經過發行量審核。

• 高閱讀率的報紙集中在各城市的少數主流報紙中。

• 報紙版面廣告環境混亂，尤其是各個城市中的前兩家主流報紙。

• 越來越高的印刷成本（紙張、墨水等）使得報紙行業的發展面臨更多挑戰。

• 報社聲稱其業務量在2008年普遍下滑。由於競爭激烈, 報社提供優惠專案價及贈刊
以推動廣告銷量。

• 廣告購買形式越來越靈活，諸如插頁(inserts) 、破格(odd sizes) 、廣告交換
(“barter deal” in exchange of space )等。

• 2222種普遍尺寸種普遍尺寸種普遍尺寸種普遍尺寸：：：：
� 大報大報大報大報：：：：48cm(高) x 35cm (8 個通欄) 
� 小報小報小報小報：：：：35cm(高) x 24cm (6 或 7 個通欄)



媒體專題媒體專題媒體專題媒體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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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請參見第509期凱絡媒體週報，如欲訂閱週報請寄至下列信箱！

• 本文章由「凱絡媒體週報」授權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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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mediaweekly@carat.com

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中國報紙媒體概況



電視新節目介紹電視新節目介紹電視新節目介紹電視新節目介紹 頻道近頻道近頻道近頻道近頻道近頻道近頻道近頻道近22222222週新節目介紹週新節目介紹週新節目介紹週新節目介紹週新節目介紹週新節目介紹週新節目介紹週新節目介紹
凱絡媒體電視組

燦爛的遺產燦爛的遺產燦爛的遺產燦爛的遺產 家門的榮光家門的榮光家門的榮光家門的榮光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韓劇

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2009/11/11
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八大戲劇台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22:00-23:00(一~五)
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意外的遺產注定恩星
（韓孝珠飾演）、鮮于煥（李勝
基飾演）兩人的命運，也開啟了
灰姑娘與王的子間的戰爭，為他
們的人生帶來最燦爛的曙光。

校園校園校園校園４４４４賤客賤客賤客賤客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韓劇
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2009/11/23
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衛視中文台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20:00-21:00(一~五)
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家門的榮光」講述
著名門宗家子孫們的故事。掛著
名門後代的這些成員即使有些缺
點但是各自用各自的方式維持自
己家族的精神面貌。
河萬基會長一手振興已沒落的河
氏宗家，他雖然並非河家的親子
孫，但他決心將河氏宗家精神傳
承下去。即使孫兒們的生活與河
萬基會長所期待的不同，但他們
也是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將宗家
精神和文化傳承下去…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綜藝娛樂
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2009/11/23
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Channel V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23:00-24:00(一~三)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CIRCUS
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最無厘頭，最大膽的
KUSO團體CIRCUS，即將攻破你
的校園，綁架你的師長！學生必須
在CIRCUS層層考驗下，盡全力表
現才意來贖回老師！另外，
CIRCUS也將以最貼近年輕人的方
式，來介紹學校裡的另類老師，型
男靚女，風雲人物，及所有你絕對
意想不到的瘋狂人事物！



電視新專案介紹電視新專案介紹電視新專案介紹電視新專案介紹

專案內容

• 20秒「音樂學堂」短片製播於短片畫面上露出客
戶Logo、Slogan、圖片,共播出200秒。

• 「音樂學堂」電子報上由贊助客戶Logo冠名。
• 音樂會節目進出口卡 5秒*2次(1進+1出)共10秒。
• 20秒節目Promo+10秒贊助卡98/12/1~99/1/1止,

於臺視無線台播出360秒＋數位台播出1600秒。
• 2秒節目片頭+3秒贊助卡於數位台音樂會節目開

始前及結束後播出。
• 贊助客戶CF 98/12/1-99/1/1止,於臺視無線台播出

320秒＋數位台播出1600秒。
• 臺視網站活動網頁98/12/1-99/1/1期間,於臺視全

球資訊網,所規劃的音樂會宣傳網站 上，不限次
數播出節目Promo+客戶贊助卡之影音檔。

• 臺視網站會員電子報於臺視製作電子報１則並秀
出所有贊助客戶Logo。於專案期間內發送1次給
臺視全球資訊網的60萬會員。

• 活動現場的螢幕兩側看板 / 空飄氣球 / 燈旗 / 羅馬
旗 / 節目單上露出客戶Logo。

• 贈送活動現場攤位帳棚1個。

• 20秒「音樂學堂」短片製播。
• 20秒節目Promo+10秒贊助卡

98/12/1~99/1/1,於臺視無線台播出360
秒+數位台播出1600秒。

• 2秒節目片頭+3秒贊助卡於數位台音樂
會節目開始前及結束後播出。

• 贊助客戶CF98/12/1-99/1/1止,於臺視無
線台播出320秒＋數位台播出1600秒。

• 臺視網站活動網頁98/12/1-99/1/1期間,
於臺視全球資訊網,所規劃的音樂會宣傳
網站 上，不限次數播出節目Promo+客
戶贊助卡之影音檔。

• 臺視網站會員電子報於臺視製作電子報
１則並秀出所有贊助客戶Logo。於專案
期間內發送1次給臺視全球資訊網的60
萬會員。

• 活動現場的螢幕下方看板或人形拍照立
板露出客戶Logo。

• 贈送活動現場攤位帳棚1個。

• 20秒節目Promo+10秒贊助卡:   
98/12/1~99/1/1止,於臺視無線台播出
360秒＋數位台播出1200秒。

• 2秒節目片頭+3秒贊助卡:於數位台音
樂會節目開始前及結束後播出。

• 贊助客戶CF:98/12/1-99/1/1止,於臺視
無線台播出300秒＋數位台播出1200秒
。

• 臺視網站活動網頁:98/12/1-99/1/1期間
,於臺視全球資訊網,所規劃的音樂會宣
傳網站 上，不限次數播出節目
Promo+客戶贊助卡之影音檔。

• 臺視網站會員電子報: 臺視製作電子報
１則並秀出所有贊助客戶Logo; 專案期
間內發送1次給臺視全球資訊網的60萬
會員。

CCCC案案案案----70707070萬萬萬萬((((未稅未稅未稅未稅))))BBBB案案案案----50505050萬萬萬萬((((未稅未稅未稅未稅))))AAAA案案案案----30303030萬萬萬萬((((未稅未稅未稅未稅))))

台視獨家播出 :
日期：2010年1月1日
時間：
臺視頻道- 23:30~02:00
數位頻道- 18:15~20:30 (live)

實況同步轉播:
轉播日期：2010年1月1日
時間：18:15~20:30
地點：台中市圓滿劇場、台中縣藝術中心、

彰化縣員林演藝廳、高雄縣衛武營

台視台視台視台視台視台視台視台視20102010201020102010201020102010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贊助方案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贊助方案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贊助方案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贊助方案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贊助方案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贊助方案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贊助方案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贊助方案
凱絡媒體電視組



電視新專案介紹電視新專案介紹電視新專案介紹電視新專案介紹 更正啟示更正啟示更正啟示更正啟示更正啟示更正啟示更正啟示更正啟示
凱絡媒體電視組

• 凱絡媒體週報第508期第36頁電視新專案介紹「衛視西片台元旦贊助專案」該頁，誤植
專案金額，經確認後更正如下：

• S級時段-180秒
• A級時段-300秒
• B級時段-300秒
• C級時段-300秒
秒數總計：1080秒

(30” 電影 promo + 5”客戶訊息)
標版影像內容：由客戶廣告素材剪輯而成，文案與台詞為客戶量身

訂作
• 衛視電影台：80檔
• 衛視西片台：120檔
• 衛視中文台：50檔
• Channel [V] ：50檔
總計：總秒數不少於 8,400秒

3檔 x 30秒 x 3部 =270秒（共 270秒）

量子危機－播出日期:1月1日(五)
惡靈古堡3：大滅絕－播出日期:1月2日(六)
兇鏡 (首播)－播出日期:1月3日 (日)

2010/1/1 -1/3 21:00

2009/12/15  – 2010/1/3 (3 weeks)

TV CF 

贊助商宣傳標板

贊助電影節內廣告

贊助片單

贊助電影播出時間

贊助期間

專案內容專案內容專案內容專案內容

120萬元(未稅)專案價格專案價格專案價格專案價格

衛視西片台衛視西片台衛視西片台衛視西片台「「「「元旦元旦元旦元旦」」」」贊助案贊助案贊助案贊助案專案名稱專案名稱專案名稱專案名稱



電視觀察窗電視觀察窗電視觀察窗電視觀察窗

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

電視電視電視電視電視電視電視電視TOP20TOP20TOP20TOP20TOP20TOP20TOP20TOP20節目排行節目排行節目排行節目排行節目排行節目排行節目排行節目排行
凱絡媒體電視組

※資料來源：AGB Nielsen Media Research TAM
※統計期間：2009/11/09-2009/11/15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節目名稱節目名稱節目名稱節目名稱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節目類型節目類型節目類型節目類型 平均收視平均收視平均收視平均收視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節目名稱節目名稱節目名稱節目名稱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節目類型節目類型節目類型節目類型 平均收視平均收視平均收視平均收視
1111 娘家                           FTV   戲劇 4.71 1111 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5.05
2222 下一站幸福                     TTV   戲劇 4.25 2222 愛的謊言                       GTV-D 戲劇 2.71
3333 綜藝大集合                     FTV   綜藝 4.21 3333 戲說台灣                       SANLI 戲劇 2.57
4444 明日之星SUPER STAR             FTV   綜藝 4.17 4444 媽媽發怒了                     GTV-D 戲劇 1.63
5555 豬哥會社                       FTV   綜藝 4.00 5555 草地狀元                       SANLI 社教資訊 1.37
6666 成名一瞬間                     FTV   綜藝 3.11 6666 1230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1.32
7777 航海王XII                      TTV   卡通 3.09 7777 在台灣的故事                   SANLI 社教資訊 1.22
8888 百萬大歌星                     TTV   綜藝 2.89 8888 鳳中奇緣                       SANLI 旅遊風景 1.18
9999 鑽石夜總會                     TTV   綜藝 2.71 9999 燦爛的遺產                     GTV-D 戲劇 1.18

10101010 雙囍俱樂部                     FTV   綜藝 2.58 10101010 烏龍派出所                     *CHIN 卡通 1.17
11111111 家庭教師                       TTV   卡通 2.55 11111111 用心看台灣                     SANLI 社教資訊 1.12
12121212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CTV   新聞 2.53 12121212 鳥來伯與十三姨新再製           SANLI 戲劇 1.06
13131313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TTV   戲劇 2.19 13131313 型男大主廚                     SL2   旅遊風景 1.06
14141414 超級星光大道                   CTV   綜藝 2.09 14141414 巴比倫密碼                     *WMVE 影片 1.05
15151515 綜藝大哥大                     CTV   綜藝 2.03 15151515 台灣尚青                       SANLI 旅遊風景 0.99
16161616 大陸尋奇                       CTV   旅遊風景 2.01 16161616 戲說台灣精華版                 SANLI 戲劇 0.99
17171717 超級偶像SUPER IDOL             TTV   綜藝 1.97 17171717 大話新聞                       SETN  新聞 0.98
18181818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TTV   卡通 1.85 18181818 2300愛的謊言                   GTV-D 戲劇 0.95
19191919 POWER SUNDAY星期天             CTS   綜藝 1.74 19191919 台灣大頭條                     SETN  新聞 0.91
20202020 周五8點黨                      CTV   旅遊風景 1.73 20202020 康熙來了                       CTiV  綜藝 0.90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2.822.822.822.82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1.471.471.471.47

4444歲以上無線電視節目歲以上無線電視節目歲以上無線電視節目歲以上無線電視節目 4444歲以上有線電視節目歲以上有線電視節目歲以上有線電視節目歲以上有線電視節目



安吉斯媒體集團簡介安吉斯媒體集團簡介安吉斯媒體集團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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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共有四大國際級的行銷傳播品

牌，分別為凱絡媒體（Carat）、偉視捷媒體（Vizeum）、安索帕數位行銷
（ Isobar）以及博仕達戶外傳播媒體（Posterscope）。

• 安吉斯媒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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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吉斯媒體集團隸屬於Aegis Group plc.，Aegis Group plc.是英國倫敦證交所股票上
市公司。

媒體服務 媒體服務

互動行銷 戶外媒體

市場研究



問題與建議問題與建議問題與建議問題與建議問題與建議問題與建議問題與建議問題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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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n.mediaweekly@carat.com

�電話：(02) 2719-1768 ext.854  編輯小組編輯小組編輯小組編輯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