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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訊息 景氣轉綠燈 明年增4.8萬職缺
《 98-12-02 中國時報 》

• 人力需求大 創3年最高紀錄：景氣對策信號燈終於轉為綠燈，2010年第一季人力需求

可望大幅增加。勞委會調查顯示，企業2010年1月底預計增加近4.8萬個職缺，增加原

因除陸客觀光人數刺激相關產業人力需求外，國際景氣復甦帶動高科技產業訂單增加

也是主因。調查結果顯示，3千多家企業中有21%表示明年第1季會增加人手，僅8%表

示會減少人力，其餘為「需求不變」或「無法預估」。勞委會解釋，廠商回應調查時

多半較為保守，但調查發現近2成廠商預期景氣好轉，是3年來最高比例。

• 「支援服務業」需求人數漸增：2010年第1季預計增加人力最多的行業為製造業約2萬

人、批發零售業增加約8千人、 支援服務業約7千人、住宿餐飲業約3千多人，金融保

險業約2千6百多人；所有行業僅營造業預計減少165人。至於無薪假人數統計，截至

11月底僅約336家公司、2萬人仍在休無薪假，比3月初最高峰24萬人大幅減少。



市場訊息 房巿M型化發展 明年更明顯
《 98-12-04中國時報 》

• 房價過高為十大民怨之首 明年房價備受矚目：2009年台灣房地產市場，受全球金融海

嘯衝擊，年初仍延續低迷走勢，但受惠於MOU、ECFA政策利多，加上低利、優惠房

貸等寬鬆貨幣政策影響，房市於第一季落底後，第二季即扶搖直上，大台北平均房價

上漲到歷史新高的每坪29萬，卻也因短期價格漲幅過快，第三、四季房市交易量進入

盤整階段。

• 2010年M型化購屋趨勢會更明顯：永慶房仲集團指出，預期兩岸資金將帶動頂級投資

型產品價格走高，首購、換屋自住族往市中心外環移動，2010年M型化購屋趨勢將更

明顯。ECFA簽訂後，將為台灣房市開啟國際化新市場。而北市房價居高不下，加上縣

市升格利多，吸引大量買方移至北縣購屋，北縣買賣移轉件數可望止跌回升；中南部

房地產市場受金融海嘯影響較輕徵，但台中市及高雄市的幾個重劃區地段，近年來土

地標售水漲船高，成為中南部未來的房市指標地區。



市場訊息 藥妝店爭霸 拚店數比服務
《 98-12-02 聯合報 》

• 藥妝店大戰：屈臣氏2009年已完成180家門市升級和改裝，近期開幕的台北西門店樓

高4層、面積近百坪，不僅增加展店數，更希望提升空間概念和陳列規畫，給消費者更

舒適的購物空間。屈臣氏在2009年也引進超過180個新品牌，包括醫學美容保養品、

保健食品、男性保養品和開架彩妝皆有40％的成長；寵i會員人數已高達200萬；預計

2010年除開設30家新店、升級改裝220家現有店，也將全面更新升級POS收銀、庫存

管理及資料庫資訊系統。

• 拚店數也拚服務：康是美在2009年新開25家門市，總店數達300家，康是美接下來將

著重在異業結盟、企業活動和拓展自有品牌上。例如結合各類型通路的「粉樂購」，

以及統一集團的OPEN小將集點活動，都有不錯成績；自有品牌目前已有236個品項，

並培訓483位專業美容師，另外也計畫推出「預購誌」，提供門市中沒有的商品。



市場訊息 電視上網聯盟 拚千億商機
《 98-12-01經濟日報 》

• 以鴻海最為積極：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及台灣數位電視協會成立「電視上網

聯盟」，成員包含台灣從內容應用、服務平台、使用介面到終端設備等電視上網供應

鏈。資策會MIC統計，台灣數位電視產值2009年內外銷達4,465億元，至2013年將可

達7,635 億元。

• 數位電視商機指日可待：大同董事長暨電視上網聯盟共同會長林蔚山表示，電視上網

已成為數位電視發展的主流，又可稱為複合式寬頻聯網電視技術。資策會亦表示，台

灣PC及網通產業全球市占率高，聯盟將積極訂定電視上網標準及規格，積極與外界

接軌，並打造從軟體、平台到硬體產業供應鏈，搶攻外銷商機。

圖片提供/經濟日報



市場訊息 網路星期一 業績年增5％
《 98-12-04 工商時報 》

• 美線上零售表現佳：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2009年由於各大線上零售業者大打折扣，

網路星期一（Cyber Monday）線上零售業績不僅較2008年同日成長5％，更平了有史

以來最高單日業績紀錄。 「網路星期一」意指美國感恩節過後的第1個星期一，因各

大線上零售業者歷年來都選在這天展開促銷特賣故得其名。網路市調機構comScore資

料顯示，11月30日當天美國線上零售業績達到8.87億美元，金額和2008年12月9日創

下的年度單日最高業績紀錄不相上下。

• 大型零售商強打特惠帶動買氣：資料顯示，11月30日美國線上消費人數較2008年增加

6％，但平均個人線上消費金額卻較2008年下滑2％，降至102.19美元。 2009年除了

網路星期一之外，感恩節隔日的「黑色星期五」也締造亮眼的網路業績。comScore資

料顯示，11月27日美國線上零售業績較去年成長11％，主要是沃爾瑪、希爾斯

（Sears）等大型零售商今年也強打網路商店特惠，因而帶動整體網路買氣。



媒體市場訊息 台灣大併凱擘 有條件過關了
《 98-12-03 中國時報 》

• 公平會有條件准台灣大併購凱擘：備受矚目的台灣大併購凱擘案，公平會12月2日審

查後認為，雖然合併對有線電視系統及衛星電視節目供應市場有限制競爭疑慮，但另

一方面卻能突破固定通信及數據通信市場的壟斷局面，也有助於有線電視數位化及數

位匯流發展，決議附加10條但書後不禁止結合。

• 將形成有線電視市場數位化競爭態勢：在10項負擔中，較特別的是，公平會要求台

灣大與凱擘，在3年內履行3項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的事項，包括完成有線電視數位

化及系統網路的雙向化建設、落實建構電信和有線電視網路與服務等有利於數位匯流

之開放式共通平台計畫，並於寬頻上網服務市場，提供相對於現有主要數據通信接取

服務經營者（ISP），較有利的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交易條件參與競爭。

市場分析認為，台灣大加快投資數位化採購數位機上盒腳步，勢必在整體有線電視市

場形成另一股數位化競爭態勢。



媒體市場訊息 WiMAX再添一家 全球一動年底開台
《 98-12-03 經濟日報 》

• 各家營運商積極佈局中：WiMAX營運商全球一動12月2日正式宣布取得國家通訊委員

會（NCC）核發北區首家WiMAX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特許執照，預計2009年底前可望

順利開台；遠傳及威邁思也積極布建中；大同電信2009年已在澎湖、高雄市率先宣

布WiMAX開台。

• 預計2010年下半年將蓬勃發展：2009年底到2010年初將是WiMAX營運商密集開台的

關鍵時點，WiMAX營運商也將積極展開終端設備採購計畫。NCC官員表示，根據無

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WiMAX所有業者必須在2009年3月底完成籌設，拿到特

許執照，並在2010年9月開台完畢，預計2010年下半年WiMAX將蓬勃發展。



媒體市場訊息 蘋果日報動新聞植入程式碼
《 98-12-01 中央社 》

• 蘋果日報將設置限制級專區：關於蘋果日報動新聞爭議數日後，網推基金會12月1日

與蘋果日報溝通後，蘋果日報表示將全力改善。依電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第6條

第1款，蘋果日報應設置限制級專區，並在各限制級網頁的電腦程式碼依網推基金會

規定作標示，以供過濾軟體辨識進而達到過濾效果。

• 針對限制級動新聞植入程式碼：蘋果日報表示，針對被列為限制級的動新聞，網頁將

會植入網推基金會建議的程式碼，以供過濾軟體辨識和過濾。此外，根據內容分級處

理辦法第6條第3款，蘋果日報應在網站首頁標示「本網站已依台灣網站內容分級規

定處理」意旨的文字。



媒體市場訊息 善用臉書行銷 可口可樂奪魁
《 98-12-02 工商時報 》

• 社交網站成為各大企業行銷管道：隨著社交網站成為企業行銷利器，金融雜誌The 

Big Money近日特別針對企業在Facebook（臉書）的活躍程度進行評比，並公布最

善用Facebook的「The Big Money Facebook 50」企業名單，由可口可樂奪冠。評

比結果顯示，前5大善用Facebook的企業均屬美國品牌，包括星巴克、迪士尼、維多

利亞的秘密及iTunes。

• Facebook廣大用戶被視為潛在消費者：除了本次獲選的50大企業之外，全球有越來

越多品牌也意識到網路行銷的重要，尤其Facebook的廣大用戶群更被企業視為潛在

消費者。不少企業懂得利用Facebook公告優惠訊息、舉辦各項競賽，甚至發送免費

贈品。本次獲選第38名的奧迪汽車更在Facebook開設論壇，將網友的意見納入未來

新車設計。



媒體市場訊息 康凱斯特 躍美娛樂業龍頭
《 98-12-04 經濟日報 》

• 藉此因應詭譎多變的媒體前景：全美最大有線電視事業者康凱斯特公司（Comcast）

12月3日宣布，同意以137.5億美元從奇異公司（GE）手中取得NBC環球公司的經營

權。這筆交易若經主管機關核准，將使康凱斯特入主這家全美歷史最悠久的電視網路，

旗下包括20多個有線頻道、環球環球影城，以及數座主題公園。若與現有的事業合

計，康凱斯特旗下資產的總營收將達510億美元，超越時代華納、迪士尼或新聞公司

等媒體巨擘。

• 奇異趁機退出媒體產業：在在DVD銷售下滑、電視重播價值萎縮、廣告日益區塊化

之際，康凱斯特正積極將電視節目放上網路，並發展隨選視訊，而NBC環球正好能

提供現成的娛樂內容。另一方面，奇異也將趁此退出耕耘多年的媒體產業。奇異在

1986 年收購RCA公司後取得NBC環球的經營權，但始終不被外界看好。這筆交易也

引發消費者團體關切。



媒體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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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贊助展魅力 『整合行銷』大關鍵

林育君、李子瑋、楊欣樺 ● 凱絡媒體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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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談運動的贊助行銷

• 「運動」在世界的魅力：

 以美國來說，目前運動贊助已佔所有贊助金額的80%，並維持每年25%至30%的

成長率。而英國每年贊助金額超過100萬英鎊。預估2010年全球贊助市場將達

500億美元，其中贊助運動的部分將佔三分之二。由此可見運動行銷與企業贊助

運動已受全球企業重視，且有愈發蓬勃的趨勢(Harris,1993)。

 根據國際事件行銷集團（International Events Group ; IEG）所出版的贊助調查

報告（Sponsorship Report）顯示，1998年全球贊助金額為173億5,000萬美元，

2000年已達到220億美元，而至2005年全球企業贊助各式活動總金額約已高達

420億美元的新高，其中近七成投資在運動項目上。

※資料來源：Harris, T. L.(1993), The Marketer’s Guide to Public Rel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IEG 

Sponsorship Report.(2007).、《管理雜誌》,2006/6.、IEG, Sponsorship Report,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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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贊助」做為一種行銷工具

• 運動贊助為何可以成為重要角色？

 贊助活動提升品牌能見度與形象：宏碁自2001年贊助歐洲F1賽車以來，成功在

歐洲打下Acer品牌市場；巨大機械以捷安特品牌贊助自由車隊，成功站上世界舞

台；正新橡膠的瑪吉斯（MAXXIS）輪胎，出現在各項運動賽事中，讓美國七成

以上的小孩都認識這個品牌。

 贊助活動讓品牌偏好度提升：三星（Samsung）2000年雪梨奧運的無線產品全

球贊助商，爾後皆為奧運全球贊助夥伴，不到十年就創造出一個世界級品牌。同

時，三星的品牌價值成長近三倍，品牌偏好度也大幅成長至72％，現為世界IT百

強中的第三名。

※資料來源：管理雜誌,2006/6月



媒體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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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贊助展魅力 『整合行銷』大關鍵

 詳細內容請參見第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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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新節目介紹 頻道近2週新節目介紹
凱絡媒體電視組

青梅竹馬 金大班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09/12/8

播出頻道：中視

播出時間：20:00-22:00(一~四）

節目簡介：中視最新八點檔《青

梅竹馬》，一對沒有血緣卻死生

與共的母子、四個青梅竹馬但命

運迥異的好友、永不褪色的童年

回憶，蘊藏了多少說不出的祕密。

這是四個家庭歡笑淚水走過的歲

月縮影， 更是你跟我大家都曾經

歷的故事。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09/12/8

播出頻道：民視

播出時間：21:30-23:00(一~四)

節目簡介：改編自作家白先勇

同名小說「金大班的最後一

夜」，劇中主角金大班曾由劉

曉慶、姚煒分別演過舞台劇與

電影在當時都造成轟動，這次

電視版「金大班」的紅牌舞女

角色由范冰冰挑大樑演出，還

邀請到兩岸三地的重量級演員

周渝民、范文芳、黃秋生、方

中信、黃少祺等超強卡司擔綱

演出。

魔王

類型：日劇

上檔日期：2009/12/10-12/24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台

播出時間：23:00-24:00(一~五)

節目簡介：不管面對什麼樣的

法官都能做出對自己當事人有

利的辯護，具有出色能力的律

師成瀨領（大野智飾演），由

於擅長為弱勢群體提供無償的

辯護，被稱為＂天使的律師＂。

然而實際上真實的他，卻是一

個為了追捕11年前殺害自己弟

弟的兇手，而賭上自己全部人

生的＂冷血復仇之鬼～「魔

王」。



新專案介紹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系列活動合作案

專案名稱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系列活動合作案

合作說明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承辦單位：統一超商

協辦／媒體：三立電視台、KISS  Radio

贊助優勢

高收視現場轉播：2009大港OPEN高雄飛犇跨年晚會，有線電視台收視第一

夢時代：亞洲最美的摩天輪煙火秀，展現品牌活力與台灣的創意

接觸群眾： 12~75歲,從青少年到家庭受眾,從普羅大眾到時尚精英

體驗行銷：感受跨年週一系列活動的歡樂氛圍

系列活動

12/31(四)高雄市跨年晚會12/27(日)大氣球遊行12/25(五)民歌高雄會



新專案介紹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12/25民歌高雄會

專案名稱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系列活動合作案-12/25民歌高雄會

合作說明

1. 活動特色 :民歌手李建復擔任總召集，重現民歌世代的美好。

2. 重現美好的70年代：活動現場將以七零年代的校園意象呈現，七零年代學生時期舊照片搭

配藝人演出穿插其間，讓現場觀眾隨著歌聲走回屬於自己的校園生活光景。

3. 參與人數 : 預估可吸引3萬人以上觀眾(不含夢時代來客)。

4. 目標觀眾群：南台灣35~65歲以上具消費力的社會中堅人士。

施孝榮

20:50

王夢麟

20:15

娃娃

19:00

趙樹海

19:25
李建復

21:15
曾淑勤

19:50

美好年代‧感動體驗



新專案介紹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12/27夢時代大氣球遊行

專案名稱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12/27夢時代大氣球遊行

合作說明

1.活動特色: 師法梅西百貨大遊行，全世界最精采的大氣球遊行就在夢時代

2.特別企劃:Sponsor專屬遊行團隊

3.跨界演出：20組以上表演團隊彙集全台表演團體，在地傳統表演跨界時尚演出

4.參與人數: 全年齡層共同參與，預估今年參與人次10萬人

夢想與歡樂



新專案介紹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12/31高雄市跨年晚會

專案名稱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12/31高雄市跨年晚會

合作說明

1.活動特色: 全台首創！紅橘雙舞台藝人競技飆唱媲美日本紅白對抗

2.勇奪去年跨年晚會有線頻道收視冠軍，199秒摩天輪煙火將在今年再創佳績

3.庹宗康、孫鵬、屈中恆主持，藝人團體完整Live呈現媲美國際大型音樂盛會

4.參與人數: 2009高雄跨年晚會創下36萬觀賞人次 ，2010跨年晚會預估40萬觀眾現場同樂

5.三立都會台LIVE轉播

絕佳的品牌展演舞台



新專案介紹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12/31摩天煙火秀

專案名稱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12/31摩天煙火秀冠名宣傳

合作說明

活動特色1:參考London Eye，為跨年煙火裝上輪子，唯一燈光搭煙火的表演

活動特色2:今年預估以15000發，199秒的煙火秀，和台北101力拼台灣第一

活動特色3: Log燒字，或大投影

活動特色4:結合賣場空間展示，讓銷售更具潛力

燦爛奪目摩天煙火



新專案介紹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系列活動贊助總表

2010年高雄市跨年週系列活動贊助總表

贊助項目 贊助內容 人數預估

12/25民歌高雄會活動宣傳置入
現場廣告宣傳與佈置、主持人現場進行品

牌介紹推薦 、現場實車展示、販售

現場人數預估3萬人以上

主要TA:35~65歲社會中堅人士

12/27大遊行活動車隊宣傳置入
現場廣告宣傳與佈置’、贊助商遊行隊伍 、

現場商品展示、販售

現場人數預估10萬人以上

主要TA:家庭客層

12/31跨年晚會活動宣傳置入
現場廣告宣傳與佈置、Delay tower品牌形

象置入、現場商品展示、販售

現場人數預估40萬人以上

主要TA:全客層

12/31摩天煙火秀冠名宣傳

唯一燈光搭煙火的表演，今年預估以

15000發，199秒的煙火秀，和台北101力

拼台灣第一

現場人數預估40萬人以上

三立電視台SNG連線轉播

平面媒體話題性新聞畫面

12/14 ~ 1/1統一超商通路宣傳

電視及電台廣告，贊助商名稱及聲音出現

一次、平面廣告、7-11通路宣傳、網路宣

傳信件及活動網站全力結合、記者會

通路媒體接觸人次

每日約336萬人

12/14起高雄市實體宣傳/海報、

DM 、路燈旗
品牌LOGO識別物露出

媒體宣傳
KISS：活動訊息活動快遞口播+現場轉播與報導

三立：新聞專題+SNG連線+晚會轉播

如對以上活動有贊助或合作意願，歡迎與我們連絡!

聯絡人：朱守茹 02-2717-5238 #212  Rebecca.Chu@carat.com

闕燕婷 02-2717-5238 #818  Daphne.Chueh@car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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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20節目排行
凱絡媒體電視組

※資料來源：AGB Nielsen Media Research TAM

※統計期間：2009/11/30-2009/12/06

排名 節目名稱 頻道 節目類型 平均收視 排名 節目名稱 頻道 節目類型 平均收視

1 下一站幸福                     TTV   戲劇 5.94 1 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6.42

2 娘家                           FTV   戲劇 4.89 2 戲說台灣                       SANLI 戲劇 2.73

3 綜藝大集合                     FTV   綜藝 3.73 3 民視晚間新聞開票最速           FTVN  新聞 1.88

4 百萬大歌星                     TTV   綜藝 3.59 4 台灣新版圖決戰百1800           SETN  新聞 1.71

5 航海王XII                      TTV   卡通 3.17 5 燦爛的遺產                     GTV-D 戲劇 1.65

6 明日之星SUPER STAR             FTV   綜藝 3.05 6 台灣尚青                       SANLI 美食旅遊 1.57

7 海派甜心                       CTS   戲劇 2.91 7 下一站幸福                     SL2   戲劇 1.57

8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TTV   戲劇 2.77 8 暮光之城無懼的愛               *WMVE 影片 1.55

9 鑽石夜總會                     TTV   綜藝 2.75 9 媽媽發怒了                     GTV-D 戲劇 1.50

10 成名一瞬間                     FTV   綜藝 2.66 10 民視晚間新聞縣市新政           FTVN  新聞 1.47

11 豬哥會社                       FTV   綜藝 2.63 11 1230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1.45

12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開票           CTV   新聞 2.62 12 在台灣的故事                   SANLI 社教資訊 1.36

13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CTV   新聞 2.42 13 草地狀元                       SANLI 社教資訊 1.33

14 雙囍俱樂部                     FTV   綜藝 2.39 14 鳳中奇緣                       SANLI 美食旅遊 1.32

15 大陸尋奇                       CTV   美食旅遊 2.17 15 用心看台灣                     SANLI 社教資訊 1.29

16 超級偶像SUPER IDOL             TTV   綜藝 2.13 16 大話新聞                       SETN  新聞 1.20

17 射鵰英雄傳                     TTV   戲劇 1.92 17 新台灣加油                     SETN  新聞 1.20

18 POWER SUNDAY星期天             CTS   綜藝 1.84 18 台灣演義                       FTVN  新聞 1.18

19 週日大精彩                     CTV   綜藝 1.82 19 烏龍派出所                     *CHIN 卡通 1.14

20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TTV   卡通 1.75 20 大選看中天文茜小妹大           CTiN  新聞 1.13

平均 2.86 平均 1.73

4歲以上無線電視節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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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viz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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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wn.mediaweekly@carat.com
mailto:mrringo@ucwest.ucua.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