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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1-24 經濟日報 》

• 經濟步入成長軌道經濟步入成長軌道經濟步入成長軌道經濟步入成長軌道：：：：經濟部11月23日公布數據顯示，10月外銷訂單年增率達4.41%，
是金融海嘯以來首度正成長。就接單國別，來自大陸（含香港）的接單較2008年10月
成長19.60%，來自東協六國接單也成長16.26%。來自美國的訂單接近零成長；歐洲
訂單仍減少逾10%，反映出全球經濟重心東移現象。

• 12121212月接自大陸訂單可望翻倍成長月接自大陸訂單可望翻倍成長月接自大陸訂單可望翻倍成長月接自大陸訂單可望翻倍成長：：：：外銷訂單是經濟領先指標之一。10月工業生產指數
是109.63，年增率為6.56%，是自2008年5月以來成長最大。此一指數在金融海嘯發生
後，最低曾跌至80以下。經濟部表示，11月表現雖然可能受到耶誕節接單旺季已過而
略下滑，但農曆新年即將來臨，12月接自大陸的訂單可望翻倍成長。

圖片提供/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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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率連兩個月下降失業率連兩個月下降失業率連兩個月下降失業率連兩個月下降：：：：主計處11月23日公布10月失業率為5.96%，已跌破6%，顯示失
業情勢已趨穩定。主計處表示，經季節調整後的失業率，高點出現在9月，為6.09%，
8月是6.08%，直到10月才下降。這是2008年4月以來首度下降；10月就業人數為
1,031萬人，較9月增加3.2萬人；10月失業人數65.3萬人，較9月減少8,000人，其中
「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也較9月減少1,000人，呈連續四個月減
少。此外，10月中高齡（45至64歲）失業人數13.8萬人，較9月增加1,000人，較2008
年10月則增加4萬人，中高齡勞工失業多屬非自願，值得關注。

• 景氣好轉景氣好轉景氣好轉景氣好轉 加班工時呈三個月成長加班工時呈三個月成長加班工時呈三個月成長加班工時呈三個月成長：：：：主計處11月23日公布9月薪資與生產力統計結果，
由於景氣逐漸好轉，9月加班工時較8月增加0.2小時，已連續三個月成長，且是近11個
月來最高水準。9月薪資為3萬6,036元，較8月增加近1,000元，也是近11個月來首度
突破3.6萬元。不過，2009年以來的薪資表現仍不如往年。

圖片提供/經濟日報



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商業營業額商業營業額商業營業額商業營業額商業營業額商業營業額商業營業額商業營業額 強彈強彈強彈強彈強彈強彈強彈強彈4.41%4.41%4.41%4.41%4.41%4.41%4.4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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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業表現最佳零售業表現最佳零售業表現最佳零售業表現最佳：：：：經濟部統計處11月23日公佈資料顯示， 10月商業營業額年增率高達
4.41%，創16個月以來最高增幅。其中以零售業增加5.88%居冠、其次為批發業增加
3.67%，餐飲業則增加0.67%。累計2009年1至10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為10
兆2,394億元，較2008年同期減少6.58%。

• 車市回溫最明顯車市回溫最明顯車市回溫最明顯車市回溫最明顯：：：：隨著整體車市回溫，各項零售業中，以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業增
加21.52%最多，其次是燃料業，增加16.31%。最直接反映內需回穩的綜合商品零售
業部分，由於10月有不少百貨公司推出周年慶活動，使得百貨公司(含購物中心)10月
營收達270億元，較9月大增70.77%，也創下年增10.79%的佳績；網購(無店面零售)年
增率也達11.20%。



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4545454545454545家連鎖業者家連鎖業者家連鎖業者家連鎖業者家連鎖業者家連鎖業者家連鎖業者家連鎖業者 搶攻網路開店搶攻網路開店搶攻網路開店搶攻網路開店搶攻網路開店搶攻網路開店搶攻網路開店搶攻網路開店
《 98-11-26 蘋果日報 》

• 網路開店夯網路開店夯網路開店夯網路開店夯，，，，45454545家連鎖業者爭相上網開店家連鎖業者爭相上網開店家連鎖業者爭相上網開店家連鎖業者爭相上網開店：：：： Yahoo!奇摩超級商城11月26日宣布和10
多家連鎖店合作，包括流行生活、3C通路都有業者參與，並舉辦開幕促銷，包括美妝
店莎莎、松青超市、順發3C、今生金飾和百事特童裝等連鎖業者皆爭相上網開店進駐
Yahoo!奇摩超級商城開店；其他像一之鄉、美而美等餐飲業者也和PChome商店街、
樂天市場合作，推出限定商品優惠。

• 針對網路平台推出折扣商品針對網路平台推出折扣商品針對網路平台推出折扣商品針對網路平台推出折扣商品：：：：早餐店美而美也在PChome開店，販售早餐食材，讓消
費者DIY更省錢。而樂天市場上也有許多連鎖店家，像是無印良品、康是美等都有網路
獨家優惠商品，另外像是一之鄉也有針對網路平台推出折扣商品。



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市場訊息 首家國際首家國際首家國際首家國際首家國際首家國際首家國際首家國際OUTLET OUTLET OUTLET OUTLET OUTLET OUTLET OUTLET OUTLET 登台掀激戰登台掀激戰登台掀激戰登台掀激戰登台掀激戰登台掀激戰登台掀激戰登台掀激戰
《 98-11-24 蘋果日報 》

• OUTLET(OUTLET(OUTLET(OUTLET(暢貨中心暢貨中心暢貨中心暢貨中心))))市場商機無限市場商機無限市場商機無限市場商機無限：：：：華泰飯店與國際精品暢貨中心集團The Outlet！
Company簽約，預計於2011年來台展店，美國排名前三大的OUTLET品牌Urban(美國
城市開發集團)，也搶先確定於2010年4月底在宜蘭新月廣場，推出佔地6000坪的純美
式大型暢貨中心Urban Premium Outlets(爾本精品暢貨倉)，除一、二線國際精品與生
活雜貨外，也正積極與國內3C賣場洽談，擬開出首家3C暢貨店。

• 禮客時尚館也於公館開設分店禮客時尚館也於公館開設分店禮客時尚館也於公館開設分店禮客時尚館也於公館開設分店：：：：目前全國最大OUTLET的禮客時尚館在內湖深根五年
後，11月27日在公館開出第二家店。為與公館的年輕學生族群結合，館內品牌多以運
動與戶外休閒為主，而以即品網、專營日系零嘴的上友食品，也首度在禮客二館設立
專櫃。Le coq sportif sports、DIESEL、麗嬰房的Open for kids童裝、D&G飾品也都是
此次新面孔。禮客時尚館表示，本館開店至今，每年營業額都有20%穩健成長，預計
2010年會在竹北、台中，展出超過5000坪，涵蓋電影視聽、汽車、3C的OUTLET購物
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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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多媒體服務將超越簡訊手機多媒體服務將超越簡訊手機多媒體服務將超越簡訊手機多媒體服務將超越簡訊：：：：市調業者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11月23日表示，2009

年亞太地區手機多媒體服務銷售將超越簡訊，成為手機非語音通訊營收的最大來源。
基於市場上推出更多款高階手機，IDC預估2009年底前，日本以外的亞太地區多媒體
服務銷售額將達到163.4億美元，佔此區手機服務營收總額的11%。相較之下，手機
簡訊的營收預計可達146.5億美元，占總營收的10%。

• 預估多媒體服務未來將持續成長預估多媒體服務未來將持續成長預估多媒體服務未來將持續成長預估多媒體服務未來將持續成長：：：：早期多媒體服務以鈴聲與螢幕桌布下載為主，現在
又增加了遊戲、影片、圖片、音樂與其他多媒體服務。IDC表示，2008年簡訊占手機
總營收的10.3%，而多媒體服務占10.1%，兩者已經相差無幾。IDC在報告中說：
「IDC預期簡訊服務(SMS)未來幾年對營收的貢獻都將維持在10%，而多媒體服務會
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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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社群網站累積粉絲和客群利用社群網站累積粉絲和客群利用社群網站累積粉絲和客群利用社群網站累積粉絲和客群：：：：隨著社群媒介的蓬勃發展，美國的運動聯盟、企業贊
助商，以及媒體業者近來爭相在Facebook 、MySpace和Twitter等知名社群網站設立
帳戶，以累積粉絲及客群。這些社群媒介可以幫助運動界更緊密連結與消費者的關
係，有助於他們的事業。

• 藉此增加與運動迷接觸機會藉此增加與運動迷接觸機會藉此增加與運動迷接觸機會藉此增加與運動迷接觸機會：：：：不過，這些社群媒介現在還不能讓體育界大喊「讓我賺
大錢」！因為直接來自這些社群平台的營收仍遠較其他營收少。雖如此，忽略這些社
群媒介的運動業者，只會自食苦果。根據尼爾森公司資料，美國人10月平均花16.5%

的時間在社群網站上，較去年同期增加了5.7%。北美各運動聯盟紛紛加入這些網
站，避免錯過與運動迷接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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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網路遊戲用戶數量在中國網路遊戲用戶數量在中國網路遊戲用戶數量在中國網路遊戲用戶數量在2009年大幅成長年大幅成長年大幅成長年大幅成長：：：：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調查顯示，2009

年中國大型網路遊戲用戶規模為6,931萬人，較2008年增長24.8％。該中心針對每月
至少使用過一次大型多人線上遊戲產品的用戶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與2008年5,500

萬的用戶的規模相比，中國網路遊戲用戶數量在2009年大幅成長，達到了6,931萬
人，增幅為24.8％。

• 女性網路遊戲用戶比例已達女性網路遊戲用戶比例已達女性網路遊戲用戶比例已達女性網路遊戲用戶比例已達38.9％：％：％：％：報告也指出，2009年大型休閒遊戲用戶規模達
4,706萬，較2008年的3,929萬增加19.8％；大型角色扮演遊戲增長率為11％。調查
資料更顯示，目前中國女性網路遊戲用戶的比例已經達到了38.9％。過去網路遊戲市
場直接以「打鬥」、「練級」為主要內容，但近年，主攻年輕女學生與粉領族的網路
遊戲崛起，內容以舞蹈、賽車或是虛擬戀愛、休閒類等遊戲大量興起，大幅帶動女性
網路遊戲用戶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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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媒體集團將創辦線上報攤美媒體集團將創辦線上報攤美媒體集團將創辦線上報攤美媒體集團將創辦線上報攤：：：：為因應印刷雜誌銷售下降並找出適當的數位商業模式，
美國「時代」(Time Inc.)、「赫斯特」(Hearst)，梅里迪斯(Meredith)、英國「康德納
斯」(Conde Nast)等至少四家媒體集團已同意合組一個財團，聯合創辦一個線上報
攤，發行多種數位格式的雜誌。

• 賣雜誌的賣雜誌的賣雜誌的賣雜誌的iTunes：：：：新成立的雜誌公司將使民眾更方便從單一網站，就能購買不同公
司出版的紙本或電子雜誌，例如紐約客(New Yorker)、運動畫刊(Sports Illustrated)、
君子(Esquire)等。各大出版商將開發一套可以在iPhone等行動裝置上閱讀雜誌的軟
體標準，並將硬體方面留給其他設備製商。



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媒體市場訊息 網路聊天內容網路聊天內容網路聊天內容網路聊天內容網路聊天內容網路聊天內容網路聊天內容網路聊天內容 成行銷風向球成行銷風向球成行銷風向球成行銷風向球成行銷風向球成行銷風向球成行銷風向球成行銷風向球
《 98-11-24 工商時報 》

• 利用聊天內容作第一手市場調查利用聊天內容作第一手市場調查利用聊天內容作第一手市場調查利用聊天內容作第一手市場調查：：：：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指出，許多大企業正利用網
路聊天內容作第一手市場調查，然後按不同客群特性而對調整廣告內容，效果頗佳。
報導指出，過去廣告商極依賴不完整和不夠即時的市場調查，來為客戶宣傳行銷。但
科技進步和網路普及，廣告商發現用新技術去搜索網路世界的關鍵字，可了解消費者
是否在談論其企業客戶的品牌與產品。

• 藉聊天關鍵字了解廣告效果藉聊天關鍵字了解廣告效果藉聊天關鍵字了解廣告效果藉聊天關鍵字了解廣告效果：：：：由於搜索關鍵字既不侵犯網友的隱私，又能貼近民眾，
因此許多企業在發動廣告攻勢前，不但先利用這些資訊來為廣告設計特定文宣和照
片；即使廣告已經發動，仍然可以藉網友的聊天關鍵字來了解廣告效果，然後對廣告
作出調整，務求把宣傳效果發揮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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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 藍光光碟(Blu-ray disk)發展出乎意料地快！簡單地說，DVD在1997年問世，記錄型
碟片花了5到6年時間才達到2,000萬片門檻，但是藍光光碟只花2到3年就超過這個門
檻。自去年HD-DVD陣營宣告終止，藍光光碟正式成為新世代光碟片正宗後，全球八
大影業與五大唱片龐大的內容資源，更積極搶攻更高階層的家庭影音娛樂市場，也
因而加速藍光的成長！

‧ 根據市場調研機構The Digital Entertainment Group在2009年7月中旬公布的數據，
2009年上半年，全球藍光產品的銷售數字較去年同期成長91％。這比原先藍光陣營
所預估的71％成長率高出許多，達到4.07億美元。美國研究機構Gartner還預估，
2009年藍光播放機的出貨量將有1,355萬台，成長率達79％;2010年也將有2,240萬台
的水準，成長率將達65％，顯示藍光播放機正創造影音的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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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BluBluBluBluBluBluBlu--------Ray Ray Ray Ray Ray Ray Ray Ray 次世代光碟霸主次世代光碟霸主次世代光碟霸主次世代光碟霸主次世代光碟霸主次世代光碟霸主次世代光碟霸主次世代光碟霸主

‧ 在2008年2月藍光光碟(以下簡稱BD)戰勝HD DVD (High Definition DVD，「高清晰
度DVD」或「高畫質DVD」)後，原支持HD DVD的 Toshiba在2009年8月10日表
示，有鑑於近來支援藍光數位產品的成長，加上市場需求旺盛，Toshiba已經決定加
入藍光協會(BDA)。自此，BD獲得全面性的勝利。

‧ BD是採用短波長的藍光半導體雷射，可成功地將雷射光束的光點大幅縮小。此外，
藉使用僅0.1mm的光學透射保護層，讓光碟片有較佳的讀取特性，並增加其記錄的
密度。BD因為利用三種不同軌距原理產生出不同的容量，分別是23.3GB、25GB、
27GB。在技術更趨成熟後，BD軌距甚至可再被縮短，以增加各個容量層容量。

較小的讀取軌距帶來大容量 高密集資料光儲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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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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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1151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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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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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結婚了我們結婚了我們結婚了我們結婚了 家族誕生家族誕生家族誕生家族誕生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綜藝節目
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2009/12/6
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緯來戲劇台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21:00-23:00(日）
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韓國情境綜藝節目，
每集找來4對藝人假扮成夫妻體
驗結婚生活，透過男女明星們在
設定時間內以丈夫和妻子的角色
共處，在現實生活中瞭解對方的
優缺點、生活習慣，還必需與對
方的父母親相處，討他們歡心...
許多戀愛男女新婚中會發生的情
節，也透過明星男女的假扮夫妻
真實呈現而妙趣橫生。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綜藝節目
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上檔日期：：：：2009/12/6
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播出頻道：：：：緯來戲劇台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播出時間：：：：18:00-20:00(日)

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這是韓國SBS每週
日大型綜藝節目「星期天真
好」中最熱門單元。每期藝人
們組成家族選擇鄉間農村的一
戶人家，在此度過兩天一夜，
完成主人留下的各種農村工
作．藝人們分隊的對抗遊戲，
以及為了填飽肚子必須共同料
理，尋找更好的睡覺位置等環
節，為你奉獻藝人們求生本能
的搞笑節目。

夜光的階梯夜光的階梯夜光的階梯夜光的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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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3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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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22:00(一~五)

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節目簡介：：：：「魚干女又怎樣」
男主角藤木直人在劇中飾演為
了實現自己野心而不惜一切手
段往上爬的美容師佐山道夫。
而圍繞在他身邊的女人則由實
力派女演員夏川結衣、木村佳
乃、室井滋等人擔綱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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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GB Nielsen Media Research TAM
※統計期間：2009/11/23-200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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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1111 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6.08
2222 娘家                           FTV   戲劇 4.59 2222 戲說台灣                       SANLI 戲劇 2.49
3333 豬哥會社                       FTV   綜藝 3.97 3333 第46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ASIA  特別節目 2.05
4444 明日之星SUPER STAR             FTV   綜藝 3.81 4444 草地狀元                       SANLI 社教資訊 1.84
5555 綜藝大集合                     FTV   綜藝 3.73 5555 下一站幸福                     SL2   戲劇 1.67
6666 航海王XII                      TTV   卡通 3.40 6666 燦爛的遺產                     GTV-D 戲劇 1.58
7777 百萬大歌星                     TTV   綜藝 3.24 7777 用心看台灣                     SANLI 社教資訊 1.57
8888 成名一瞬間                     FTV   綜藝 3.00 8888 1230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1.46
9999 鑽石夜總會                     TTV   綜藝 2.69 9999 媽媽發怒了                     GTV-D 戲劇 1.46

10101010 海派甜心                       CTS   戲劇 2.67 10101010 鳳中奇緣                       SANLI 美食旅遊 1.34
11111111 雙囍俱樂部                     FTV   綜藝 2.41 11111111 在台灣的故事                   SANLI 社教資訊 1.29
12121212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TTV   戲劇 2.39 12121212 第46屆金馬獎星光大道           ASIA  特別節目 1.22
13131313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CTV   新聞 2.18 13131313 台灣尚青                       SANLI 美食旅遊 1.21
14141414 家庭教師                       TTV   卡通 2.10 14141414 1830海綿寶寶                   YOYO  卡通 1.21
15151515 超級偶像SUPER IDOL             TTV   綜藝 1.96 15151515 烏龍派出所                     *CHIN 卡通 1.16
16161616 超級星光大道                   CTV   綜藝 1.94 16161616 型男大主廚                     SL2   美食旅遊 1.13
17171717 大陸尋奇                       CTV   美食旅遊 1.94 17171717 大話新聞                       SETN  新聞 1.09
18181818 綜藝大哥大                     CTV   綜藝 1.83 18181818 鳥來伯與十三姨新再製           SANLI 戲劇 1.03
19191919 週日大精彩                     CTV   綜藝 1.81 19191919 戲說台灣精華版                 SANLI 戲劇 1.01
20202020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TTV   卡通 1.69 20202020 康熙來了                       CTiV  綜藝 0.95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2.852.852.852.85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1.641.641.6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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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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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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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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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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