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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訊息 11月外銷訂單 大增37%
《 98-12-24 經濟日報 》

• 基期低年增率增：經濟部公布11月外銷訂單金額為312.6億美元。由於2008年基期低，

年增率達37.11%。年增率雖昂揚，月增率卻低頭，11月的外銷訂單金額比10月的

317.54億美元減少1.56%。2008年11月後外銷訂單驟降，2009年1月更只有176億美元，

預估未來幾個月的接單都會出現高成長率。

• 5大主要接單地區全轉正：經濟部指出，11月大陸訂單的年增率「暴衝」，高達

73.32%。但從接單金額來看，11月接單金額為78.8億美元，9、10月則都超過80億美

元。五大主要接單地區的訂單金額年增率在11月全數轉正，包括美國和歐洲。來自歐

洲的訂單月月穩定成長，10月為59.61億美元，11月達59.79億美元；日本訂單也是逐

月上升，10月接單37.92億美元，11月上升到38.30億美元。

圖片來源：經濟日報



市場訊息 製造業氣候測驗點 連3月下滑
《 98-12-25 中國時報 》

• 保守預測未來半年景氣：台經院發布11月營業氣候測驗點為116.45點，較10月下滑

1.14點，已是連續3個月呈現下滑。台經院表示，雖然新興市場需求熱絡，帶動台灣生

產、出口相關經濟指標；但國際原物料行情持續波動，市場銷售單價回升走勢受到抑

制，導致大宗物資業者整體表現不佳。此外，汽車貨物稅補貼政策年底即將到期，未

來3至6個月汽車銷售恐將呈現衰退態勢，加上未來半年將步入產業淡季，使得廠商預

期未來半年景氣較為保守。

• 看好批發零售業：不過，隨著國內經濟景氣的緩步復甦，農曆年前將帶動商品與服務

的需求，有利於零售端通路買氣的提升，因此未來半年批發零售業景氣看好。展望未

來，台經院指出，由於歐、美、日等國搶救經濟紓困案似已奏效，全球經濟走勢漸趨

穩定，投資信心恢復，全球景氣復甦動能可望維持。



市場訊息 消費熱起來 11月商業營業額 強彈近15％
《 98-12-23 中國時報、工商時報 》

• 民間消費可望熱起來：經濟部公布11月商業營業額為1兆1,093億元，年增率躍升至

14.75％，是金融海嘯以來首度站上兩位數成長，主要是批發業銷售暢旺拉抬所致。經

濟部表示，顯示出下游廠商看好12月聖誕假期及農曆年節帶來的消費熱潮，紛紛下單

補貨。

• 批發業年表現最亮眼：商業活動三大項目當中，以批發業成長表現最為亮眼，年增率

為17.37%，創下2006年2月以來新高；零售業年增率為9.19%，創下2003年2月以來

新高；餐飲業年增率則為1.05%。進一步分析商業細項營收，11月批發業又以汽機車

及其零配件用品業增加42.66%最多，零售業則以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業，隨著整體

車市回溫增加近6成為最多。餐飲業則以其他餐飲業增加4.62%最多。



市場訊息 平均薪資年增率 9個月來首度轉正
《 98-12-23 聯合報 》

• 失業人數持續下降：主計處公布11月失業率為5.86%，較10月下降0.1個百分點，已連

續第3個月下降；經季節調整後的失業率為5.98%，也是連續第2個月下降；失業人數

降至64.5萬人，較10月減少8,000人，其中「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

已經連續5個月減少；初次尋職失業者也減少3,000人。

• 顯示失業情勢趨穩： 10月上班族平均薪資為40,156元，年增率為1.4%，是2月以來首

度正成長，但主要是受2008年金融海嘯衝擊、比較基期過低所致，2009年1至10月，

平均薪資仍較2008年同期減少5.57%，跌幅創歷年同期最大。10月底國內工業及服務

業受雇員工人數為636.1萬人，是近9個月來最高水準，而加班工時也已經連續4個月呈

現正成長。主計處表示，這顯示企業僱用意願漸呈增加，國內失業情勢已趨穩定。



市場訊息 傳統保單翻紅
《 98-12-21工商時報 》

• 傳統型年金險與健康險銷售佳：與以往投資型保單大賣相比，2009年反而是傳統型年

金險與健康險銷售數字最好。根據壽險公會統計，截至11月底為止，投資型保險的初

年度保費為1420.9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2.1％；傳統型保險的初年度保費為6684.55

億元，較2008年同期成長34.9％。而國泰人壽、富邦人壽及新光人壽2009年最熱賣的

保單也都集中在利變型年金險與健康險。

• 低利率時代加上保險觀念改變：傳統型保單中，又以年金險與健康險的成長幅度最高。

截至2009年11月底，傳統型年金險初年度保費較2008年同期大幅成長超過4成，健康

險成長幅度也超過3成 。業者指出，利變型年金熱賣是因為宣告利率高於銀行定存，

且透過銀行通路銷售，吸引不少定存族。而過去較不被國人重視的健康險，則因近年

國人保險觀念開始改變，兼具提升醫療保障以及不浪費所繳保費的保本型健康險便成

為市場主流。



媒體市場訊息 兒少法修正 新聞紙、網路擬納管
《 98-12-25 聯合報 》

• 新聞紙及網路業者將受兒少法規範： 行政院會12月24日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修正草案，將新聞紙及網際網路業者納入規範，新聞紙業負責人如有違兒少法修正草

案，有害兒少身心健康，可處新台幣十萬以上，五十萬以下罰鍰，並公開姓名及名稱。

草案增訂新聞紙不得刊載描述或描繪犯罪、施用毒品、自殺行為的工具、方法及細節

的文字或圖片，也不得刊載描述或描繪暴力、血腥、色情、猥褻、強制性高細節的文

字或圖片，違者將處上述處罰。

• 內容不得危害兒上身心健康： 草案也規定，未來如國家通訊委員會告知網路內容有

害兒少身心健康，網路平台業者如未限制兒少接取、瀏覽或先移除，可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得連續處罰。另外，錄影節目帶與遊

戲軟體都應分級。



媒體市場訊息 上網買 吃的用的統統一網打盡
《 98-12-24 聯合報 》

• 美食與日用品列網購十大商品：宅經濟效應發酵，網購市場2009年更蓬勃發展，資策

會統計，共創造3,116億元營業額。各大網站也紛紛公布2009年熱賣的十大商品，除

了三C商品、流行服裝外，異軍突起的是美食與日用品。Yahoo!奇摩公布旗下三大電

子商務群熱賣排行榜，拍賣類以「賣自己」的個人服務奪冠，其中包括跑腿打雜、代

練網路遊戲等，流行天王麥可傑克森紀念商品居次；奇摩購物中心風雲品牌由acer

（宏碁）奪冠，但風雲品牌與網路爆紅品牌超過七成是女性商品分據。

• 網路團購風潮熱 2009年「網路團購」風潮更盛，樂天市場表示，團購大戶為女性上

班族與家庭主婦，由於團購可以殺價、省運費，比在超市賣場採購還便宜；PChome

網路購物公布銷售量前三名全為日用品，包括衛生紙、除溼盒與包裝水、飲料等，年

度銷售以三C與日用品為主，且消費者男女比例平均，日用品販售的年齡層也向上提升，

表示網路購物已擺脫只賣三C、服裝商品的刻板印象。



媒體市場訊息 央視網路電視台將開播
《 98-12-25 經濟日報 》

• 大陸國家網路電視台亮相： 大陸央視「中國網路電視台」將於12月28日正式啟動，

這是大陸第一個國家網路電視台，被稱為視頻業中的「國家隊」。報導指出，中國網

路電視台的網路位址是「CNTV.Com」，定位為視聽互動的傳播平台。央視網路電視

台表示，未來播放地區除在大陸，還有北美、歐洲、東南亞等地。

• 網路視頻業激戰：據報導，除了央視外，湖南廣電已整合原來的新媒體業務「金鷹網」

改名為「芒果TV」，率先進軍網路電視台產業。業內人士預期，未來有更多的官方

媒體和版權方進入此一領域，網路視頻行業將有場混戰。



媒體市場訊息 3D+續集電影 好萊塢賺翻
《 98-12-22 經濟日報 》

• 突破不景氣重圍： 拜熱門電影續集和3D高畫質電影強力吸金之賜，好萊塢年度總票

房可望突破100億美元，逼近2002年11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據追蹤電影票房的Box 

Office Mojo統計，北美電影總票房到12月20日為止已達99.5億美元，預料能輕鬆突

破100億美元大關。

• 2009年觀影人數增加：Box Office Mojo指出，2009年以來看電影人數比去年成長3%，

達13.9億人次，這還不包含年底假期將推出轟動電影的觀看人數。受到不景氣影響，

2009年喜劇和驚悚劇等不耗腦力思考的類型最受觀眾歡迎，而帶動年度票房勁揚的

關鍵，是每張票價比一般電影票貴上3至5美元的3D立體電影。分析師估計，2009年

來3D電影的收入已達13億美元，還不包括聲勢驚人的「阿凡達」（Avatar）在內。



OOH風向球

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 博仕達

張千惠、秦珮珊、林志宜、曹文憲 ● 博仕達

out-of-home

互動行銷，分享多更多



OOH風向球

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

• 各商圈以立體裝置物、擺攤試飲、試用、試玩的行銷手法吸

引消費者的注目，但看似完整一致性的行銷方式，還能在資

訊麻痺的環境下掠奪消費者的目光嗎?

• 其實，OOH的行銷方式已經進階了!!更有趣的行銷方式不但

能讓消費者樂於參與，更能讓消費者成為你的傳播者，向更

多人分享產品， 也能提高品牌與商品的辨識度，突破重圍不

再與他人混為一談!!

• 舉例來說，犇牛節在人潮洶湧的商圈皆有主題藝術裝置物，

且眾多牛隻「同時」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倘若當中的牛隻在

消費者接近時，主動透過手機藍芽傳送，收獲免費下載的圖

鈴、桌布、小遊戲或coupon券，不但能增加與消費者的互動，

還能透過分享資訊，創造出口碑行銷。

OOH行銷方式進階了!



OOH風向球

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

OOH行銷方式的演進

AfterBefore

等待消費者的需求購買行為

以廣告主為思考出發點

消費者被動接受

創造消費者的需求購買慾

以消費者為思考出發點

消費者主動參與

單一的行銷運用 多元的組合變化

創造更多的話題

分享更多的樂趣

串連更多的媒介

消費者被動 廣告主主動 消費者主動 消費者傳遞 高接受度



OOH風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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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of-home互動行銷，分享多更多

 詳細內容請參見第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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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女的條件寶島Life Show

類型：綜藝

上檔日期：2010/01/04

播出頻道：超視

播出時間：21:30-23:00(一~五）

主持人：陳昭容、陳全真

節目簡介：挖掘台灣社會中隱身

各角落的「魔女」,不管是超青春

肌齡的「魔女」或是當了阿嬤仍

保持火辣身材的「魔女」。還是

經過生活艱辛歷練及感情創傷之

後重新找到自我的「魔女」。她

們不但擁有讓所有女人又羨慕又

忌妒的「魔女」特質，還要在節

目中坦率分享成為「魔女」的撇

步及秘辛。

類型：資訊

上檔日期：2010/01/04

播出頻道：超視

播出時間：19:00-20:00(一~四)

主持人：于美人

節目簡介：在【寶島Life Show】

節目裡，于美人將以「家」為

出發點，為觀眾提供各式各樣

與「家」有連結性的人、事、

物。因「家」而衍生出的趣事

又有哪些?買賣房子的笑話、感

動人的過程，裝潢時的烏龍、

令人傻眼的事情，風水擺設的

過程、不可思議的經驗等都將

是本節目探討及分享的話題。

超級大老婆

類型：綜藝

上檔日期：2010/01/04

播出頻道：超視

播出時間：23:00-24:30(一~五)

主持人：陽帆、Julie

節目簡介：為何當成功的大男

人，遇到老婆後，卻變成小男

人?！讓大老婆Julie告訴你如何

使大男人變成小男人的馭夫秘

訣，讓陽帆教你如何從大男人

轉變成小男人的夫妻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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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1-2009/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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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家 FTV 戲劇 7.97 1 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5.43

2 夜市人生 FTV 戲劇 6.84 2 戲說台灣 SANLI 戲劇 2.33

3 下一站幸福 TTV 戲劇 6.64 3 葉問 *MVE 國片 1.99

4 明日之星SUPER STAR FTV 綜藝 5.08 4 媽媽發怒了 GTV-D 韓劇 1.89

5 豬哥會社 FTV 綜藝 4.95 5 燦爛的遺產 GTV-D 韓劇 1.69

6 綜藝大集合 FTV 綜藝 4.32 6 下一站幸福 SL2 戲劇 1.54

7 航海王XII TTV 卡通 3.75 7 草地狀元 SANLI 社教資訊 1.44

8 海派甜心 CTS 戲劇 3.52 8 1230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1.41

9 百萬大歌星 TTV 綜藝 3.37 9 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 VLM 外片 1.38

10 你是海派我甜心 CTS 其他 3.37 10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SL2 戲劇 1.37

11 成名一瞬間 FTV 綜藝 3.15 11 烏龍派出所 *CHIN 卡通 1.35

12 鑽石夜總會 TTV 綜藝 3.08 12 台灣尚青 SANLI 美食旅遊 1.35

13 雙囍俱樂部 FTV 綜藝 2.90 13 用心看台灣 SANLI 社教資訊 1.31

14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CTV 新聞 2.49 14 在台灣的故事 SANLI 社教資訊 1.27

15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TTV 戲劇 2.45 15 蠟筆小新3分鐘百變大 YOYO 外片 1.24

16 大陸尋奇 CTV 美食旅遊 2.43 16 海綿寶寶電影版海神王 YOYO 外片 1.13

17 超級偶像SUPER IDOL TTV 綜藝 2.14 17 鳳中奇緣 SANLI 美食旅遊 1.13

18 家庭教師 TTV 卡通 2.07 18 海派甜心 GTV-D 戲劇 1.11

19 POWER SUNDAY星期天 CTS 綜藝 2.07 19 型男大主廚 SL2 美食旅遊 1.08

20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TTV 卡通 1.91 20 鳥來伯與十三姨新再製 SANLI 戲劇 1.02

平均 3.73 平均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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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