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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訊息 景氣黃紅燈 25月來首見
《 98-12-29 聯合報 》

• 經濟指標轉趨樂觀：經建會公布11月景氣燈號，亮出代表「景氣熱絡」的黃紅燈，是

近25個月以來首見。中央大學也同步公布，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65.39點，飆至20

個月來新高，其中國人對未來半年的台股最有信心。

• 雖樂觀但仍有待觀察： 11月景氣對策分數一口氣大幅增加11分，創下5年半來新高，

讓燈號直接從代表「穩定」的綠燈直接跳上黃紅燈。不過，經建會表示，主要是2008

年的比較基期太低，11月是特殊現象，不能解讀為景氣過熱。2010年缺水危機、兩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能否順利洽簽，將成為景氣變數。景氣燈號雖然樂觀，但

失業率仍高，薪資也未回穩。

聯合報/提供



市場訊息 消費者信心 趨向樂觀
《 98-12-28 聯合晚報 》

• 經濟持續回溫：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公佈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CCI)持續

上揚，顯示經濟持續回溫。6項指標中，上升幅度最大為未來半年「投資股票時機」，

本次調查結果為98.5點，較上月上升9.5點，已連續4個月呈上揚趨勢。唯一下降的為

未來半年「物價水準」，本月調查為41.3點，較上月微幅下降2.0點。

• 趨勢持續上升：整體而言，6項指標中全數小於100點，皆呈現「偏向悲觀」，但趨勢

持續往上。12月CCI總數65.3點，較11月上升2.9點，已連續5個月上揚。「國內經濟

景氣」上升幅度居次。「購買耐久性財貨時機」、「國內就業機會」與「家庭經濟狀

況」皆有小幅上揚，其中就業機會呼應國內失業率改善，已連續3個月上升。



市場訊息 揮別4藍 Q3房市升至黃藍燈
《 98-12-29 工商時報 》

• 房地產燈號轉樂觀：內政部建研所發布最新房地產景氣燈號，受市場資金寬鬆及房價

過度預期的影響，國內房市揮別連續4季的藍燈，於第3季亮出代表景氣轉向的「黃藍

燈」，領先指標也呈連續第2季回升。

• 泡沫化隱憂仍須審慎：負責這項指標編製的政大教授張金鶚表示，第三季的景氣確實

呈現好轉，但這是市場資金過度寬鬆與房價過度預期的影響，大家必須居高思危，因

為在目前失業率偏高及實質所得減少下，部分地區房價如此高漲，確實有泡沫化的隱

憂。第三季房市景氣領先指標回升0.01％，雖連續2季上升，但本次領先指標回升幅度

極微，只能說是持穩，預期短期景氣仍將呈現盤整趨勢。



市場訊息 車貸餘額回升
《 98-12-29  經濟日報 》

• 車貸餘額近4年首度回升：根據央行資料，11月銀行車貸餘額是532.97億元，較10月

增加1.1億元。2009年以來，受到貨物稅減徵影響，民眾購車意願增加，車貸餘額也跟

著止跌。央行統計，2008年銀行車貸餘額減少逾200億元，2009年到11月底為止的減

少金額合計不到100億元，11月車貸餘額更較10月反向增加。

• 貨物稅減徵政策喊停引發購車潮：銀行主管認為，車市最壞的情況應該已經過去，車

貸餘額可望逐漸回升。車商主管表示，預計3萬元貨物稅減徵不會再延期，原先打算半

年內買車的民眾，幾乎全部都搶在這兩個月下單，有些民眾手上的現金不夠買車，但

為了「賺」3萬元補助，寧可先和銀行借錢。

經濟日報／提供



市場訊息 實體看書網路買書
《 98-12-29 經濟日報 》

• 實體書店看書、網路書店買書：在實體書店看書、到網路書店買書儼然已是台灣圖書

市場的真實圖像。博客來銷售量超越實體書店即反映出此現況。博客來網路書店的折

扣彈性大，背後又有母公司統一超商支援的物流與全台7-ELEVEn的取貨點，已造成國

內圖書通路重分配。博客來網路書店從2005年規模僅有11.5億元，到2009年挺進30億

元大關，過去每年都以三、四成的速度快速擴張，2009年受到景氣影響成長稍有下滑，

擴大市場的速度未有減緩。

• 實體書店仍有不可取代性：消費者雖然擁抱網路書店，但實體書店也有不可取代性，

尤其特定的書種更是實體書店賣得比網路好。業者想要透過藝文、文學活動，讓硬梆

梆的文字活潑化，更直接和讀者溝通，區隔出差異化的經營。



市場訊息 開春紅包 美國補貼家電舊換新
《 99-01-02 工商時報 》

• 新政策將帶動「舊換新」買氣： 繼舊車換新車計畫廣受歡迎後，2010年開春美國政

府將再度推出家電補貼計畫，鼓勵美國民眾將家電用品換成低耗能的新機種。2009

年「舊車換新車」計畫使美國車市出現睽違已久的盛況，而美國家電銷售屢屢下挫，

該項計畫預計可以為2010年的美國家電帶來一股「舊換新」買氣。

• 購耗能家電產品即可獲補助：該計畫會在2010年初啟動，美國消費者凡購買具「能

源之星」（Energy Star）標章的各式低耗能家電產品，即可獲得補助。不過此計畫

預算僅編列約3億美元，相當於平均每個美國人分到1美元。美國政府大致會依各州

人口進行分配，人口最多的加州將可獲得3,520萬美元補貼金。



媒體市場訊息 中華電+IDG 合攻網路電視
《 98-12-31 經濟日報 》

• 中華電將推出網路電視：中華電信將與美商IDG（美國國際數據集團）旗下網尚數位

科技合作，由中華電打造網路內容加值平台，網尚負責影音數位內容，計劃2010年

第一季在台灣推出網路電視（Internet TV）服務。新網站命名為VV8影視網，先奠基

台灣，再搶進大陸。

• 雙方合作打造平台：大陸網尚擁有IDG集團、迪士尼及媒體大亨梅鐸兩大股東。此次

雙方合作，中華電信將打造一個網路內容加值平台，負責所有平台建置，包含IDC

（網路資料中心）、雲端服務架構以及金流。網尚則負責媒體營運及內容提供。透過

與IDG集團合作，中華電將循大陸網尚在大陸布局資源，前進大陸市場。

經濟日報/提供



媒體市場訊息 大陸手機閱讀市場商機大
《 99-01-02 工商時報 》

• 移動閱讀成潮流：近年來手機閱讀的習慣在大陸逐漸普遍，尤其3G普及化後，手機

閱讀將是必然的市場趨勢，為此，大陸的3大電信系統業者一方面與電子書供應商結

盟，跨足電子書市場，如中國移動與大唐、漢王合夥推出適用於TD-SCDMA系統的

電子書，一方面卻也著手布局以3G手機為基礎的手機閱讀業務。

• 預計市場將高度成長：而根據上述3大電信系統廠商的統計，手機閱讀在用戶中的普

及率超過3成，預計相關總用戶數至少超過2億。「2009~2010年中國移動互聯網閱

讀市場狀況調查」中顯示，2009年大陸手機閱讀市場規模約30億元，未來2年相關商

機將會出現高成長力道，預計2010年大陸的手機閱讀商機規模會提高到46億元。



媒體市場訊息 好萊塢片商 強攻線上影視
《 98-12-29 工商時報 》

• 片商大力推動線上影視：為不讓電子書專美於前，好萊塢片商如今也決定大力推動線

上影視銷售，分食宅經濟大餅。美國Showtime有線電視網日前便搶在DVD上市之前，

率先在iTune網站上開放熱門影集付費下載。索尼影業（Sony Pictures）也預先推出

線上租片服務，提供索尼電視的用戶先睹為快。

• 市場仰賴更多具備上網功能機種：不過，根據市調機構Adams Media Research估計，

總計2009年線上影片銷售額只有2.3億餘美元。相較之下，DVD以及藍光影碟的銷售

額則超過百億美元，兩者差距相當遙遠，主要是因消費者動機不足所致，多數人還是

傾向使用電視來觀賞影片。線上影視業者無不引頸期盼，具備上網功能的新電視機種、

數位錄影機以及數位DVD播放機可以早日普及。



媒體市場訊息 時代華納有線 續播福斯節目
《 99-01-03 經濟日報 》

• 雙方爭議突顯有線電視市場飽和等問題： 彭博資訊時代華納有線電視公司（Time 

Warner Cable）1月1日與新聞公司（News Corp）達成協議，讓新聞公司旗下福斯

公司（Fox）的電視節目可以繼續透過時代華納播送。雙方此次續約爭議一度讓許多

熱門節目面臨斷訊，凸顯有線電視市場飽和與廣告收益下滑的問題。但觀察家指出，

福斯成功漲價，將使更多電視公司跟進。

• 雙方爭執的關鍵在於收費問題：福斯電視公司原要求每個頻道對每個收視戶每月收取

1美元費用，時代華納拒絕這項提議。近幾年來，美國有線電視頻道已飽和，電視公

司廣告收入又因收視率被網路等新媒體瓜分，而開始對無線頻道內容收費，並調高有

線頻道收視費。有線電視公司則也因市場飽和，難以調漲收視費，轉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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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不知道的PTT—

台灣Social Media 的另類主流

李子瑋、施靜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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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忽略的媒體─PTT

網路語言百科：

「BBS(Bulletin Board System)電子佈告欄系統」

最初設計與一般的佈告欄一樣，提供查詢各項資訊，多為校

園內使用；與一般傳統的佈告欄不一樣的是，在BBS上面溝

通是雙向的，每個人都可以是作者與讀者。

• 台灣Social Media 的另類主流：您一定知道，目前最火紅的social media是

「FACEBOOK」，但您或許不知道在十年多前，台灣本土的social media--BBS就

已經悄悄誕生。

• 您或許不知道無名小站創站原因只是交大資訊工程學系學生「貢獻所學、滿足別人」

解決同學們想觀賞帥哥、美女照片的問題而開發出來的系上BBS平台，之後隨著使

用者的口碑擴散，使用者日增，加上之後無名小站的商業化而造就了無名小站今天

的榮景。

• BBS究竟是怎樣的媒體，早期的台大椰林風情、中央資管龍貓到現在集大成的PTT，

平均每小時都有上萬至數十萬人同時在線，有著social media特性，卻不曾登上

ARO排名前十大，”惦惦”成為各大新聞媒體參考的主要來源之一，如此另類的主流，

知道無名小站與FACEBOOK的您，更不可忽略這一個媒體─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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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T基本小資料

• 成立：批踢踢即是一個電子佈告欄。創立於1995年，現主機置於台大電子計算機

中心，受〈台灣學術網路管理原則〉所規範。

• 提供功能：線上交談、聊天以及聊天室、電子郵件 (包括站內寄信以及一般

Internet 郵件) 、小遊戲等等。批踢踢同時提供諸如Web BBS，Web精華區以及其

他的服務。

• 分站：

 PTT1：內容涵蓋極廣(目前所稱之PTT即指本站)。

 PTT2：主要以個人版為主(目前會員註冊人數約30萬人)。

 PTT3：主機設於美國華府，主要提供海外留學生服務。

• 看板數量與每日上站人次：PTT看版數量約1萬6千多個看板，討論內容涵蓋範圍極

廣，每日平均進站人數約40萬人次，目前註冊會員註冊人數約150萬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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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不知道的PTT

 詳細內容請參見第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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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C 

異業結盟
【和諧之旅 - 銀河戰艦皇家馬德里台北賽】
凱絡媒體IMC

※圖片&資料來源：大漢整合行銷

 時間： 2010年8月4日(五)

 地點：臺北田徑場(臺北市敦化北路5號)

 比賽雙方：皇家馬德里隊VS中華龍之隊

 簡介：

有「銀河戰艦」之稱的西班牙皇家馬德

里足球隊,已確定於2010年8月再訪北京，

而台灣將成為艦隊第一個亞洲停靠站。

馬德里足球隊中擁有2007年、2008年兩

屆世界足球先生卡卡（Kaka）、C羅

（Cristiano Ronaldo）的等一級球星的

「銀河戰艦」皇馬隊市值超過四百億台

幣，堪稱現代最豪華的足球勁旅，也是

全球最會賺錢、最吸睛的職業運動隊伍。



IMC 

異業結盟

• 目標對象：

18-45歲，熱愛運動

喜愛新鮮事物、與世界接軌

追求限量尊榮、潮流世代

• 活動內容：

2010年8月，緊接著在南非世界盃(6-7月)之後，世界

最豪華、昂貴、最有看頭的足球勁旅西班牙皇馬隊襲

台，將刮起皇馬旋風。以公益、慈善、關懷角度出發，

透過台北賽中華龍之隊與皇馬隊的交誼比賽，傳遞希

望與和諧。

• 合作效益：

國際宣傳，結合世界最知名的宣傳大使，借力使力

相得益彰 ，公益關懷訴求，加強品牌好感、印象度

※圖片&資料來源：大漢整合行銷

【和諧之旅 - 銀河艦隊皇家馬德里台北賽】
凱絡媒體IMC



IMC 

異業結盟

• 異業結盟方式：冠名贊助、品牌結合、廣告資源交換、通路宣傳配合......等。

1)活動冠名、獎盃冠名

2)集體肖像使用、影像使用權利

3)球星出席品牌活動

4)訪台記者會、球迷見面會、慈善活動

• 媒體宣傳：

電視廣告、平面廣告、網路廣告、戶外廣告、

活動宣傳露出……等。

• 適合產業：

運動品牌、飲料、酒、汽車、金融金控、手機、

電信、數位相機、科技、連鎖超商、國際快遞等。

歡迎異業結盟合作,相關細節請洽：

regina.yang@carat.com

※圖片&資料來源：大漢整合行銷

【和諧之旅 - 銀河艦隊皇家馬德里台北賽】
凱絡媒體IMC

2003皇馬中國行肖像使用範例



電視新節目介紹 頻道近2週新節目介紹
凱絡媒體電視組

母與女交換戀人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0/01/12

播出頻道：八大戲劇

播出時間：22:00-23:00(一~五）

主持人：陳昭容、陳全真

節目簡介：一名突然知曉丈夫在

他國早已有妻子而離婚的女人

「李康愛」,離婚後她的人生沒因

此受挫,反而成為全韓國最暢銷的

小說家,唯一的女兒也成績優異乖

巧聽話,但這一切的好景在她44

歲那年產生了巨變,女兒忽然叛逆,

身體疾病正一步步侵蝕著她...

該劇耗資大筆資金,遠赴日本宮崎

縣拍攝,就是為了呈現給觀眾最優

質的戲劇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0/01/11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

播出時間：23:00-24:00(一~五)

節目簡介：29歲的宇佐美啟(玉

木宏飾)在IT公司擔任課長,看似

年輕有為的他其實是靠未婚妻

父親的關係而獲得錄取。即將

步入禮堂的他卻突然被未婚妻

要求解除婚約。一夕間宇佐美

啟要面臨失戀和失去穩定生活

的危機。面對戀人突然的變心,

他決定盡力挽回未婚妻的芳

心…

家有花樣男子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0/01/11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

播出時間：21:00-22:00(一~五)

節目簡介：峯田千里(堀北真希)

母親去逝,父親留下1億日元的賭

債後落跑,由於時常被黑道追債,

千里只能四處流浪。但是後來

他遇到好心有錢人答應替他還

債,但交換條件是必須與他結婚。

婚後不久老公即因病過世,千里

被迫與社長6個性格古怪的帥哥

養子展開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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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8-20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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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 1 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5.48

2 夜市人生                       FTV   戲劇 6.33 2 戲說台灣                       SANLI 戲劇 2.55

3 明日之星SUPER STAR             FTV   綜藝 4.73 3 下一站幸福                     SL2   戲劇 2.06

4 豬哥會社                       FTV   綜藝 4.52 4 媽媽發怒了                     GTV-D 戲劇 2.00

5 綜藝大集合                     FTV   綜藝 4.45 5 燦爛的遺產                     GTV-D 戲劇 1.72

6 海派甜心                       CTS   戲劇 4.12 6 在台灣的故事                   SANLI 社教資訊 1.66

7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TTV   戲劇 3.53 7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SL2   戲劇 1.63

8 百萬大歌星                     TTV   綜藝 3.45 8 迎接2010臺北最High新           TVBSG 特別節目 1.52

9 成名一瞬間                     FTV   綜藝 3.38 9 台灣尚青                       SANLI 美食旅遊 1.47

10 鑽石夜總會                     TTV   綜藝 2.96 10 葉問                           *MVE  電影 1.46

11 超級偶像SUPER IDOL             TTV   綜藝 2.65 11 草地狀元                       SANLI 社教資訊 1.37

12 雙囍俱樂部                     FTV   綜藝 2.60 12 1230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1.33

13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CTV   新聞 2.49 13 1230海綿寶寶電影版海           YOYO  卡通 1.29

14 航海王XII                      TTV   卡通 2.47 14 用心看台灣                     SANLI 社教資訊 1.23

15 金曲超級星                     CTV   綜藝 2.33 15 型男大主廚                     SL2   美食旅遊 1.22

16 家庭教師                       TTV   卡通 2.31 16 烏龍派出所                     *CHIN 卡通 1.17

17 綜藝大哥大                     CTV   綜藝 2.17 17 鳥來伯與十三姨新再製           SANLI 戲劇 1.12

18 大陸尋奇                       CTV   美食旅遊 1.95 18 鳳中奇緣                       SANLI 美食旅遊 1.05

19 第2回合我愛你特別企            TTV   特別節目 1.91 19 1130海綿寶寶電影版海           YOYO  卡通 1.00

20 週日午間劇場下一站幸福      TTV   戲劇 1.86 20 1130蠟筆小新3分鐘百            YOYO  卡通 0.99

平均 3.40 平均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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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