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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1010101010101010月零售銷售激增月零售銷售激增月零售銷售激增月零售銷售激增月零售銷售激增月零售銷售激增月零售銷售激增月零售銷售激增1.4%1.4%1.4%1.4%1.4%1.4%1.4%1.4%
《 98-11-17 經濟日報 》

• 美美美美10101010月零售銷售成長月零售銷售成長月零售銷售成長月零售銷售成長：：：：美國商務部11月16日公布，10月零售銷售成長1.4%，扭轉前
月下滑2.3%的頹勢，也優於經濟學家預估的成長0.9%；不含汽車的10月零售銷售則成
長0.2%，小於前月0.4%的增幅，也出乎市場預期地成長0.4%。消費者支出占美國經
濟活動的七成，唯有勞動市場好轉，消費支出才可能大幅回升。

• 市場漸好轉但房市復甦則需更長時間市場漸好轉但房市復甦則需更長時間市場漸好轉但房市復甦則需更長時間市場漸好轉但房市復甦則需更長時間：：：：汽車經銷商與零件商的10月銷售激增7.4%，
遠優於前月的銳減14%。汽車需求已從2009年稍早的30年低谷回升。此外服飾、百
貨、醫療與個人保健業者、網路零售商、餐廳的銷售都爬升。但家具、電子和建材業
者的銷售則呈現下滑，顯示房市需要更久時間才能踏上復甦坦途。

經濟日報/提供



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歹時機歹時機歹時機歹時機歹時機歹時機歹時機歹時機 線上購物銷售熱翻線上購物銷售熱翻線上購物銷售熱翻線上購物銷售熱翻線上購物銷售熱翻線上購物銷售熱翻線上購物銷售熱翻線上購物銷售熱翻
《 98-11-16 工商時報 》

• 全球線上購物平台蓬勃發展全球線上購物平台蓬勃發展全球線上購物平台蓬勃發展全球線上購物平台蓬勃發展：：：：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報告顯示，金融風
暴與經濟衰退，促使消費者和企業透過網路尋求低價商品，帶動全球線上購物平台蓬
勃發展。然OECD亦提及，網路購物崛起也面臨部分潛在問題的阻礙，包括個人資料
的安全性、對產品不滿意、出貨未如客戶預期等，皆可能影響消費者對網購的信心。

• 歐美和中國電子商務銷售額皆攀升歐美和中國電子商務銷售額皆攀升歐美和中國電子商務銷售額皆攀升歐美和中國電子商務銷售額皆攀升：：：：OECD報告引述一份調查數據指出，消費者藉此
省下的錢相當可觀。英、德、法消費者若透過網路平台購買電子產品、DVD、衣服，
可較實體商店節省17％。研究機構Forrester預估，西歐消費者線上購物的花費將以年
平均成長率9.6％的速度攀升，到2014年可望達1,231億歐元；中國線上零售業發展亦
欣欣向榮，中國電子商務龍頭阿里巴巴在2009年2月的交易量較去年同期躍升131％。



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金融金融金融金融金融金融金融金融MOUMOUMOUMOUMOUMOUMOUMOU模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兩岸談判新活路兩岸談判新活路兩岸談判新活路兩岸談判新活路兩岸談判新活路兩岸談判新活路兩岸談判新活路兩岸談判新活路
《 98-11-19 中央社 》

• 首份官方代表簽署文件首份官方代表簽署文件首份官方代表簽署文件首份官方代表簽署文件：：：：兩岸11月16日簽署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MOU），
是雙方分治以來第一項由官方代表簽署的文件。雙方代表以台灣/大陸金融監督管理機
構，避開政治性頭銜， 「換文」簽署，不僅著眼於金融業發展，更要擴大兩岸在各項
產業上的交流合作，作為接下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敲磚石」。

• 為兩岸金融產業奠利基為兩岸金融產業奠利基為兩岸金融產業奠利基為兩岸金融產業奠利基：：：：MOU完成簽署後，為兩岸金融產業擴大版圖奠下利基，隨著
兩岸交流日益頻繁，接下來對於包括ECFA在內的各種專業談判、協議，如何在政治性
框架和經濟綜效間找到平衡點，創造雙贏局面，MOU模式不僅是嘗試性的開始，也是
新活路。



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台灣兒童不幸福台灣兒童不幸福台灣兒童不幸福台灣兒童不幸福台灣兒童不幸福台灣兒童不幸福台灣兒童不幸福台灣兒童不幸福 愈來愈宅愈來愈宅愈來愈宅愈來愈宅愈來愈宅愈來愈宅愈來愈宅愈來愈宅
《 98-11-19 聯合晚報 》

• 城鄉差距大城鄉差距大城鄉差距大城鄉差距大 兒童處境兩世界兒童處境兩世界兒童處境兩世界兒童處境兩世界：：：：台灣城鄉差距嚴重，孩子的處境也是「一個台灣、兩個
世界」。兒福聯盟11月19日公布調查指出，三成偏鄉孩子落入「低所得家庭」，比一
般兒童多出近兩倍。報告也發現偏鄉兒童，平均每10個學童就有一個是由祖父母教
養， 「隔代教養」比率高過一般家庭三倍。

• 「「「「宅童化宅童化宅童化宅童化」」」」更成普遍現象更成普遍現象更成普遍現象更成普遍現象：：：：調查發現，無論是偏鄉、都會或一般兒童，有三成五的孩
子放假時，每天看電視超過五小時，高達五成的孩子抱怨「好玩的地方越來越少」。
八成都會兒童一年出遊兩次以上，一成偏鄉學童整年都沒有出遊機會。



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百貨週年慶百貨週年慶百貨週年慶百貨週年慶百貨週年慶百貨週年慶百貨週年慶百貨週年慶 兩大集團業績躍升兩大集團業績躍升兩大集團業績躍升兩大集團業績躍升兩大集團業績躍升兩大集團業績躍升兩大集團業績躍升兩大集團業績躍升
《 98-11-17 工商時報 》

• 兩大集團週年慶營收創佳績兩大集團週年慶營收創佳績兩大集團週年慶營收創佳績兩大集團週年慶營收創佳績：：：：台北百貨周年慶重頭戲，忠孝商圈的太平洋SOGO三店
與信義商圈新光三越四館對決兩周以來，分別衝出43億、44億元佳績。太平洋SOGO
指出，今年周年慶基於上半年表現不如預期，無論百貨業者或廠商均下猛藥準備「賭
輸搏大」，加上去年基數低，整體呈現大幅成長。

• 整體營收大幅成長整體營收大幅成長整體營收大幅成長整體營收大幅成長：：：：遠百零售控股旗下太平洋SOGO百貨，今年加上天母SOGO首度
迎戰周年慶，總計台北四家店周年慶業績逼近50億元，若以原三店比較，較去年35億
元成長25％。與忠孝商圈對決的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周年慶全檔26天，衝出44億元，
較原訂目標成長15％，其中，成長超過三成的是兒童商品、男性商品以及家用品，此
外包括女性服飾、休閒服飾也都有兩成以上的成長，化妝品則成長超過一成以上。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行動上網費行動上網費行動上網費行動上網費行動上網費行動上網費行動上網費行動上網費 三雄互砍三雄互砍三雄互砍三雄互砍三雄互砍三雄互砍三雄互砍三雄互砍
《 98-11-16 工商時報 》

• 電信三雄行動上網價格戰正式開打電信三雄行動上網價格戰正式開打電信三雄行動上網價格戰正式開打電信三雄行動上網價格戰正式開打：：：：為搶攻行動上網商機，中華電信將推出上網月租
費八折優惠，月繳680元吃到飽的行動上網資費方案；台灣大也緊接著將行動上網吃
到飽方案降至650元，並祭出每月350元上網10小時的計時型月租費率；遠傳則決定
將無限飆網月租費降至620元，並免費搭配Wifly，創電信三雄最低。

• 3.5G行動上網市場白熱化行動上網市場白熱化行動上網市場白熱化行動上網市場白熱化：：：：分析指出，行動上網為電信三雄和威寶電信2010年的發
展重點。加上中華電率先佈建14.4Mbps-21Mbps網路建設計畫將帶動HSPA+網路設
備及支援7.2-21Mbps行動上網卡的採購商機；以中華電信2010年將投資至少30億元
建設HSPA+網路建設來看，電信三雄加上威寶電信、2010年光是投注在3.5G網路的
預算總計將近100億元；行動網卡部份則預計2010年將有40-50億元的採購商機。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各路人馬各路人馬各路人馬各路人馬各路人馬各路人馬各路人馬各路人馬 搶當華語電影大亨搶當華語電影大亨搶當華語電影大亨搶當華語電影大亨搶當華語電影大亨搶當華語電影大亨搶當華語電影大亨搶當華語電影大亨
《 98-11-16 工商時報 》

• 台灣領銜的華語電影台灣領銜的華語電影台灣領銜的華語電影台灣領銜的華語電影「「「「錢錢錢錢」」」」途看好途看好途看好途看好：：：：2009金馬影展創投會議將聚集10國40家的投資
方，與25部入選華語電影的企劃方，共同舉行250場創投會議，為歷年之最。包括中
國2大電影公司保利博納、華誼兄弟，日本獨立電影片商Avex、南韓最大片商CJ 

Entertainment、香港最大片商安樂，及知名海外版權分銷商荷商Fortissimo Films等
亞洲大片商幾乎到齊，其中1/4投資方來自中國。創投業者看好附加價值也首度與
會，包括台灣的歐華創投集團、華川資產管理公司、英商星達客資本管理集團；緯
來、公視等電視台也在投資方之列。

• 三大原因促華語電影熱潮三大原因促華語電影熱潮三大原因促華語電影熱潮三大原因促華語電影熱潮：：：：促成聚焦台灣的華語電影熱潮的原因包括「海角七號」創
下全省5.3億元票房，帶動國片市場，讓海外影人也對台灣片大感興趣；二是兩岸關
係解凍，兩岸電影交流基金會成立，開放大陸劇組來台合拍片，台灣漸成匯集人才、
資金進軍大陸市場的樞紐；三是大陸市場年成長率平均30％，預估2009年規模60億
人民幣，居全球第五，2012年達百億人民幣，華語電影將是外商搶攻大陸的利器。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新華社辦國際電視台新華社辦國際電視台新華社辦國際電視台新華社辦國際電視台新華社辦國際電視台新華社辦國際電視台新華社辦國際電視台新華社辦國際電視台
《 98-11-18 聯合報 》

• 新華社投入鉅資打造國際電視台新華社投入鉅資打造國際電視台新華社投入鉅資打造國際電視台新華社投入鉅資打造國際電視台：：：：大陸官方媒體新華社投入鉅資，於11月18日起試
播中國國際電視台。新華社內部稱中國國際電視台為「新華社電視台」，以衛星電視
頻道全天候播出國際新聞，初期開闢中文頻道，2010年1月再推出英文頻道，將以中
國視角報導全球新聞。電視台的稿件來源，除由新華社記者負責拍攝撰發外，大陸各
地方電視台也將成為主要供稿來源。

• 官方下令打造國際級媒體官方下令打造國際級媒體官方下令打造國際級媒體官方下令打造國際級媒體：：：：北京中央下撥數百億元人民幣，要求新華社、央視、人民
日報等中央級媒體，打造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新媒體、中國的聲音不再被西方忽視。
不過，西方媒體倒不怎麼擔心，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中文網指出，中國的新聞報
導，仍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和審查，官方的宣傳背景很難說服西方的觀眾，這也是中
國媒體走向世界的瓶頸。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近十年網路大事近十年網路大事近十年網路大事近十年網路大事近十年網路大事近十年網路大事近十年網路大事近十年網路大事 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維基百科、、、、iPhoneiPhoneiPhoneiPhoneiPhoneiPhoneiPhoneiPhone入選入選入選入選入選入選入選入選
《 98-11-20 聯合報 》

• 網路十年大事紀網路十年大事紀網路十年大事紀網路十年大事紀：：：：每年頒發的威比獎（Webby Awards）11月18日公布了10年來網
路的十大重要事件，維基百科（Wikipedia）誕生、Napster關站導致網路檔案分享更
加流行、iPhone上市及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上線皆名列其中。

• 網路大幅改變人類生活各種層面網路大幅改變人類生活各種層面網路大幅改變人類生活各種層面網路大幅改變人類生活各種層面：：：：籌辦威比獎的紐約「國際數位藝術與科學學院」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Digital Arts and Sciences）也把這個年度獎項頒給伊朗
大選示威中大量使用推特等其它社交網站、Craigslist網路分類廣告服務擴大到舊金
山以外地區，以及Google推出關鍵字廣告服務（AdWords）等。其它入選的重大事
件包括：Google首次公開上市；YouTube所引發的網路影音革命；以及美國總統大
選中網路的使用。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美國線上時代華納美國線上時代華納美國線上時代華納美國線上時代華納美國線上時代華納美國線上時代華納美國線上時代華納美國線上時代華納 拆夥拆夥拆夥拆夥拆夥拆夥拆夥拆夥
《 98-11-18 經濟日報 》

• 2009年底將結束長達九年合作關係年底將結束長達九年合作關係年底將結束長達九年合作關係年底將結束長達九年合作關係：：：：美國媒體巨擘時代華納公司（Time Warner）
11月16日宣布將於12月9日正式分拆旗下美國線上公司（AOL），結束這段長達九
年、堪稱史上最糟的企業聯姻關係。華納和AOL聯姻，原先是看好未來媒體內容將透
過網路傳播，但這番美好願景從未實現，華納高層也逐漸取回業務控制權。

• 時代華納未來將專注於提供媒體內容時代華納未來將專注於提供媒體內容時代華納未來將專注於提供媒體內容時代華納未來將專注於提供媒體內容：：：：時代華納旗下擁有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HBO和華納兄弟影業公司（Warner Bros）。該公司2009年5月透露計劃
分拆AOL，未來將更專注於提供媒體內容。2008年時代華納已將旗下時代華納有線
公司（Time Warner Cable）分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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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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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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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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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紹中國電視媒體環境；第509期我們也介紹中國報紙媒體的概況。本期將延續前期內
容，介紹中國雜誌媒體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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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雜誌媒體現狀中國雜誌媒體現狀中國雜誌媒體現狀中國雜誌媒體現狀中國雜誌媒體現狀中國雜誌媒體現狀中國雜誌媒體現狀中國雜誌媒體現狀

• 2007年共有9,468份不同雜誌出版。

• 大多數是通過郵局訂閱或郵遞的全國性發行雜誌。

• 以銅版紙印刷的雜誌在編輯和製作品質方面日益改進。

• 由於管制放寬，越來越多國際專業類雜誌得以在中國市場中出現。

• 雜誌目標族群明顯，但是專業類雜誌的選擇仍然有限。

• 發行量大多是未經查核的, 除了一些BPA認證的商業雜誌，其他雜誌發行量均沒有
第三方認證。

• 一些知名雜誌試圖引入認證，但由於政府雜誌所處的敏感位置而面臨阻礙。

• 雜誌的計畫缺少全面調查資料的支援; 雜誌覆蓋率低於國際平均水準；定性分析評
估是選擇雜誌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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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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中國雜誌媒體概況

� 詳細內容請參見第詳細內容請參見第詳細內容請參見第詳細內容請參見第510510510510期凱絡媒體週報期凱絡媒體週報期凱絡媒體週報期凱絡媒體週報，，，，如欲訂閱週報請寄至下列信箱如欲訂閱週報請寄至下列信箱如欲訂閱週報請寄至下列信箱如欲訂閱週報請寄至下列信箱！！！！

• 本文章由本文章由本文章由本文章由「「「「凱絡媒體週報凱絡媒體週報凱絡媒體週報凱絡媒體週報」」」」授權刊登授權刊登授權刊登授權刊登，，，，如果您對媒體有任何問題如果您對媒體有任何問題如果您對媒體有任何問題如果您對媒體有任何問題，，，，或是對於或是對於或是對於或是對於【【【【凱凱凱凱
絡媒體週報絡媒體週報絡媒體週報絡媒體週報】】】】有任何建議有任何建議有任何建議有任何建議，，，，都歡迎您來函不吝批評指教都歡迎您來函不吝批評指教都歡迎您來函不吝批評指教都歡迎您來函不吝批評指教。。。。我們將由媒體專業人員我們將由媒體專業人員我們將由媒體專業人員我們將由媒體專業人員
針對您的問題針對您的問題針對您的問題針對您的問題，，，，提出詳盡的回答提出詳盡的回答提出詳盡的回答提出詳盡的回答。。。。來函請寄來函請寄來函請寄來函請寄：：：：twn.mediaweekly@carat.comtwn.mediaweekly@carat.comtwn.mediaweekly@carat.comtwn.mediaweekly@car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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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奧華之亂大奧華之亂大奧華之亂大奧華之亂 第第第第４６４６４６４６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日劇
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2009/11/25
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緯來日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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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第五代將軍鋼吉
的側室阿傳夫人生下兩個兒子，
深得將軍生母的寵愛。正室夫人
看在眼內很不是滋味，因而與桂
昌院及側室夫人水火不容。綱吉
心儀的家臣牧野成貞的女兒安子
下令要收為側室，但安子早已心
有所屬，安子的丈夫一怒之下切
腹自盡，悲憤的安子決心進入大
奧展開他的復仇計畫。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特別節目
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2009/11/28
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東風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18:00-23:00(六)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陶晶瑩
入圍名單入圍名單入圍名單入圍名單：：：：
最佳劇情片：不能沒有你、鬥牛、瘋狂的賽車、臉、如夢
最 佳 導 演：戴立忍-不能沒有你、管虎-鬥牛、蔡明亮-臉、羅卓瑤-如夢
最佳男主角：陳文彬-不能沒有你、張家輝-證人、

黃渤-鬥牛、吳彥祖-如夢
最佳女主角：張榕容-陽陽、袁泉-如夢、周迅-風聲、李冰冰-風聲
最佳男配角：蔡振南-老徐的完結篇、黃健瑋-陽陽、

張涵予-李米的猜想、王學圻-梅蘭芳
最佳女配角：劉引商-片刻暖和、陸弈靜-一席之地、

惠英紅-心魔、章子怡-梅蘭芳
最佳新演員：陳文彬-不能沒有你、何思慧-陽陽、

余少群-梅蘭芳、陳妍希-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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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萬(未稅)專案價格

1.贊助期間：2010年 2月 1日 - 2010年 2月21日 (3週)
2.播出期間：2010年 2月13日 - 2010年 2月21日 (9天)
3.贊助時間：STAR MOVIES 2100 黃金電影線
4.電影頭尾標板 5“贊助卡：9 部電影 x 2(頭+尾) x 5秒 = 90 秒
5.節內廣告5“進出口卡：9部電影 x 5秒 x 2(進+出) x 6段廣告 = 540 秒
6.衛視電影台節內廣告秒數： 9 部電影 x 30 秒CF x 3段廣告= 810 秒
7. 30”強檔巨片Integrated Promo：

衛視電影台：90檔 / STAR MOVIES：150檔 / 衛視中文台：90檔 /  Channel [V]：90檔

專案內容

衛視西片台農曆年專案專案名稱

衛視西片台農曆年媒體贊助案衛視西片台農曆年媒體贊助案衛視西片台農曆年媒體贊助案衛視西片台農曆年媒體贊助案衛視西片台農曆年媒體贊助案衛視西片台農曆年媒體贊助案衛視西片台農曆年媒體贊助案衛視西片台農曆年媒體贊助案
凱絡媒體電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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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6-200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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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幸福                     TTV   戲劇 5.05 1111 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5.66
2222 娘家                           FTV   戲劇 4.68 2222 愛的謊言                       GTV-D 戲劇 3.07
3333 豬哥會社                       FTV   綜藝 4.52 3333 戲說台灣                       SANLI 戲劇 2.43
4444 綜藝大集合                     FTV   綜藝 4.24 4444 在台灣的故事                   SANLI 社教資訊 1.63
5555 明日之星SUPER STAR             FTV   綜藝 4.18 5555 媽媽發怒了                     GTV-D 戲劇 1.63
6666 鑽石夜總會                     TTV   綜藝 3.33 6666 台灣尚青                       SANLI 美食旅遊 1.49
7777 航海王XII                      TTV   卡通 3.27 7777 下一站幸福                     SL2   戲劇 1.47
8888 百萬大歌星                     TTV   綜藝 3.17 8888 燦爛的遺產                     GTV-D 戲劇 1.43
9999 成名一瞬間                     FTV   綜藝 2.93 9999 草地狀元                       SANLI 社教資訊 1.32
10101010 雙囍俱樂部                     FTV   綜藝 2.62 10101010 1230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1.31
11111111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CTV   新聞 2.49 11111111 用心看台灣                     SANLI 社教資訊 1.22
12121212 超級偶像SUPER IDOL             TTV   綜藝 2.32 12121212 鳳中奇緣                       SANLI 美食旅遊 1.14
13131313 海派甜心                       CTS   戲劇 2.21 13131313 型男大主廚                     SL2   美食旅遊 1.11
14141414 綜藝大哥大                     CTV   綜藝 2.14 14141414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SL2   戲劇 1.10
15151515 家庭教師                       TTV   卡通 2.09 15151515 烏龍派出所                     *CHIN 卡通 1.08
16161616 超級星光大道                   CTV   綜藝 2.09 16161616 2300愛的謊言                   GTV-D 戲劇 1.03
17171717 大陸尋奇                       CTV   美食旅遊 2.03 17171717 鳥來伯與十三姨新再製           SANLI 戲劇 1.01
18181818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TTV   戲劇 2.01 18181818 戲說台灣精華版                 SANLI 戲劇 0.98
19191919 週日大精彩                     CTV   綜藝 1.87 19191919 台灣大頭條                     SETN  新聞 0.96
20202020 終極三國                       FTV   戲劇 1.76 20202020 第一劇場                       GTV-1 戲劇 0.96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2.952.952.952.95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1.601.601.6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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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