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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訊息 消費保守 生活物價指數續跌
《 99-01-06 聯合報 》

• 民眾消費意願仍趨保守：主計處公布2009年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0.87%，

創史上最大跌幅；不過代表「庶民經濟」的甲、乙、丙三類生活物價指數，月增率卻

連兩月下降，顯示國內景氣依然低迷，民眾消費意願保守。主計處強調，隨國內、外

景氣逐步復甦，預期2010年全年CPI僅微幅上升0.92% 。

• 國內物價持續下跌： 排除易受天候影響的食物類如蔬果、水產及能源價格後的核心

CPI，也出現一波連續7個月的跌勢，2009年全年年增率為-0.14%，顯示國內物價依舊

持續下跌。而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活物價指數，也自2009年11月起，甲、乙、丙

三類物價指數，皆連兩個月下跌。另一方面，國際農工原料價格自2009年下半年起已

經陸續翻升，國內躉售物價指數(WPI)年增率，自2009年11月起由負轉正，12月年增

率跳升至5.55%。

圖片提供/聯合報



市場訊息 2010年出口動能 猛
《 99-01-08 工商時報 》

• 廠商投資逐漸回升：財政部海關統計顯示，2009年全年台灣貿易出超達290.4億美元，

雖創下歷史新高，但不如先前國貿局預估的300億美元，國貿局認為這是因為近月資本

設備進口較預期高。據統計，2009年11、12月資本設備進口皆逾28億美元，較上半年

平均每月18億美元，明顯成長，其中2009年12月份資本設備進口更大幅成長54.7％。

國貿局表示，進口資本設備大幅成長，顯示廠商的投資正逐漸回升。

• 樂觀預期2010年出口動能：2009年10月來，台灣出口年增率雖屢創新高，但出口擴增

仍顯緩慢。國貿局表示，全球經濟衰退雖已逐漸邁向復甦之路，但先進國家經濟表現

仍脆弱，各國失業率仍處高峰，但2010年在廠商積極投資下，以及1月的美國消費性

電子大展和各類新產品的發表，都將大幅刺激供應鏈擴增，預計將帶動台灣2010年的

出口動能。



市場訊息 買氣沖天 車市暴漲3成
《 99-01-05 聯合報、99-01-06 經濟日報 》

• 2009年車市買氣旺：補貼貨物稅3萬元政策誘使，加上股市大漲，消費信心恢復，台

灣車市總結2009年銷售量達到299,440多輛，比2008年成長28.3%。許多車商預期少

了政府的購車補助，車市2010年恐再進入寒冬。但也有業者認為，高級車買家逐漸回

流以及新款平價車陸續上市等因素將帶動另一波買氣。

• 100cc機車將成市場新寵： 2009年實施五期機車廢氣排放標準，導致價格大漲。此外

許多車廠停產50cc產品、100cc產品性能較以往提升等因素影響，消費者傾向購買售

價較低的100cc機種。根據銷售資料分析，2009年100cc機車市占率從41.5%提升至

43.5%，反觀125cc機種市占率則從47.1%降低至45.4%，兩者差距已縮小至2個百分

點以內。業者看好100cc機車將成為國內機車的消費主流。



市場訊息 乳品打品牌 鞏固獲利
《 99-01-05 經濟日報 》

• 味全市占率逾三成最高：國內鮮乳市場以味全市占率逾三成最高，統一、光泉分居二、

三名；三家業者在國內乳品市占率合計約八成。根據農委會統計，2009年國內收乳量

約32萬公噸。由於2009年夏季國內鮮乳賣到缺貨，價格雖好，但業者只能乾瞪眼。

2010年三家業者都計劃提高生乳收乳量。

• 因應原物料價格調漲各有不同策略：味全除持續投資品牌，並積極推出高附加價值的

產品，2010年整體行銷費用將高於2009年。統一強調，2010年不推出新品，但旗下高

價位的DR.Milker與瑞穗低溫鮮乳，目前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對手，2010年將擴大整體市

場規模。此外，使用的生乳產品除鮮乳外，還有優酪乳，目前旗下LP33與AB合計市占

率近五成；光泉則強調品牌投資，擴大銷售量，並扶持包括即飲茶等產品，與乳品成

為鞏固獲利的新支柱。



市場訊息 餐飲M型化 市場大洗牌
《 99-01-07 經濟日報 》

• 國人消費習慣正改變：近來，國內餐飲市場發生重大變化。99元的小型火鍋店及每客

要價250元的超大型火鍋店，正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原本以399元或是499元吃到

飽餐廳為主的公館商圈，短短不到二個月時間，已開出二家百元以下平價火鍋店；位

在中和中山路一帶的舊廠房，近來也紛紛轉型為每客250元起價的大型火鍋餐廳，壓低

了吃到飽的價格。

• 餐飲市場朝兩極化發展：然而，以高檔客層為主力的觀光飯店也興起一股開設頂級牛

排館風潮。業者表示，消費者不見得是花不起，而是更精打細算。消費者會依照需求，

決定花多少錢。例如，公司商務宴客及個人用餐花費大幅降低，但家庭聚餐及大老闆

私人宴會的消費力則似毫未減。



媒體市場訊息 東森得易購復播
《 99-01-05 蘋果日報 》

• 蓋台風波：東森得易購五個頻道元旦凌晨起突遭撤換為U-Life頻道事件，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NCC)1月4日以業者未按程序事先申請為由，針對28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各

重罰70萬元，並限期恢復成東森得易購頻道。這是NCC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裁處，

總罰款達1,960萬元。

• 事件起因於合約糾紛：28家系統業者無預告情況下於元旦凌晨將東森得易購5個頻道

撤換為東森國際的U-Life頻道，影響全台約231萬用戶的收視權益。此事件起因於東

森得易購與東森國際公司及有線電視系統的商業糾紛，東森得易購原本在有線電視系

統5個頻道播出，但部分系統台指東森得易購2009年底前未完成續約，因此播出與東

森國際公司簽訂新年度合約的U-Life。



媒體市場訊息 IPTV決戰前夕 市場群雄並起
《 99-01-08 工商時報 》

• 2010年決戰IPTV：在台灣大哥大併購凱擘、與中華電信MOD競逐IPTV市場商機下，

帶動包括中華聯網，有線電視業者中嘉、威達超舜及群健有線等二類電信業者擴大佈

局數位電視及IPTV市場。市場人士分析，2010年將是IPTV市場競爭最激烈的一年。

• 市場潛力龐大：資策會統計指出，截至2009年底為止，台灣有線電視數位化用戶只

有20萬，加計中華電信MOD用戶仍未超過100萬。但在中華電信、台灣大、凱擘、

中嘉及二類電信業者積極投入下，市場推估至2013年，國內電視上網整體產值可望

衝高至新台幣7,635億元，受惠廠商除了機上盒大廠外，也可望帶動生產高畫質電視

機等廠商的訂單。



媒體市場訊息 Google線上電話商店 開張
《 99-01-07 經濟日報 》

• Google線上銷售自有品牌手機Nexus One ：搜尋引擎龍頭Google公司1月5日推出自

家品牌手機，並宣布線上電話商店開張，直接銷售手機給消費者。不同於蘋果同時透

過電信公司與自營線上商店賣自家手機，Google新推出的Nexus One手機完全透過

線上商店銷售。Google正召募電信公司在其網站上提供無線電信服務。

• 谷歌、蘋果展開智慧型手機大戰：以往電信商在手機設計和銷售上扮演重要角色。

Google則表示，直接在線上賣手機給消費者，可讓先進的手機功能更快普及市場，

長期下來也有助於降低手機價格，但也有分析師質疑Google的策略是否能成功。

圖片提供/經濟日報



媒體市場訊息 3D電視變主流…還有得等
《 99-01-07 經濟日報、99-01-08 經濟日報 》

• 3D能否躍居主流：3D電影「阿凡達」(Avatar)，自2009年12月發行以來票房一路長

紅，重燃世人對3D畫面的興趣。從Sony、Panasonic、樂金電子到三星電子，都儼

然把3D科技當成救世主。但分析師說，不少消費者才剛買完高解析電視，短期內不

會再輕易升級。目前市場上的3D電視數量還不多，且價格不斐。而目前看3D電視得

配戴3D眼鏡，且「內容」還未成氣候。

• ESPN與Discovery搶先跨足：知名體育頻道ESPN與知識頻道Discovery，則於1月5

日分別宣布跨足3D電視市場。ESPN表示，將於6月率先推出「ESPN 3D」新頻道，

瞄準本屆南非世界盃足球賽；日本Sony公司也宣布和Discovery頻道、IMAX成立合

資企業，共同推出3D電視頻道。美國消費電子協會(CAE)估計，在2013年前3D電視

將會占總電視銷售量的25% 。



媒體市場訊息 Skype 強攻電視視訊系統
《 99-01-06 經濟日報 》

• Skype正式跨足電視界：網路電話服務業者Skype1月5日宣布和日本Panasonic及南

韓樂金電子(LG)合作，推出透過電視進行網路視訊通話的服務，讓消費者坐在客廳沙

發上就能輕鬆跟親友用Skype視訊聊天。Skype在聲明中表示，這項高畫質電視視訊

通話新服務，最快訂6月問世；屆時樂金和Panasonic推出的部分高解析度電視機裡，

將內建最新版Skype。

• 電視革命即將展開：能連上網路的電視科技尚未廣獲消費者青睞，製造商或許能藉此

提振業績。但目前科技尚無法支援觀眾一邊看電視一邊打電話。電視廠商藉由提高電

視的附加價值，讓電視更像個人電腦，進行一場電視改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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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噗了沒?

呂盈潔●凱絡媒體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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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微網誌是一個介於部落格和MSN之間興起的網路溝通平台。它不同於部落格的文

章模式，也有別於MSN的即時訊息，簡單來說，它是一個分享生活大小事的非即

時通訊。

• 自2007年起，在國際間總共有111個同為微網誌的網站，其中Twitter開始在美加地

區竄紅。台灣近幾年也開始流行起比Twitter更早中文化、更穩定的微網誌Plurk。

• 台灣自菓子咖啡透過Plurk行銷案例成功後，相關媒體大肆報導，使大家開始不得

不注意到這個看似微小卻充滿能量的微網誌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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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軸：Plurk最大的特色是「時間軸」，使用者可經由拖曳滑鼠來控制時間軸前後。

• 回文：時間軸上可看見你和朋友的發言，滑鼠輕點發言旁的數字，便會出現所有回文。

你的發言

朋友的發言

回應篇數

時間軸

時間軸介面 回文對話框

Plurk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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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噗了沒?

 詳細內容請參見第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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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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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異業結盟

• 2010見證大團誕生系列之預告場：

 時間：2010/01/15 

 地點：Legacy Taipei (台北市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中五館)

 簡介：StreetVoice 街聲網站為全台灣最大的音樂創作

發 表平台，結合目前台灣最大的音樂展演空間Legacy

Taipei， 攜手策劃「The Next Big Thing 2010見証 大

團誕生系列」樂團徵選及全年共十三場演出計畫。

• 首場力邀最有機會成為2010獨立大團的五組樂團：

- 人氣女伶法蘭全新組合 Frandé

- 爵士文青饒舌最強代表 Soft Lipa

- 復古八零動感氣質新團 The Girl & The Robots

- 前衛古典英搖候選大團 Mary See the Future

- 後龐克迷幻噪音新寵團 Psycho

【The Next Big Thing 2010見證大團系列】
凱絡媒體IMC

※圖片&資料來源：StreetVoice.com 



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

IMC 

異業結盟
【The Next Big Thing 2010見證大團系列】
凱絡媒體IMC

※圖片&資料來源：StreetVoice.com

• 後續場次規劃：

 2010見證大團誕生系列之宣誓場：3月舉辦的

「宣誓場」主辦單位將正式宣告預測將成為

2010最具發展性的十大未來樂團。除了預告場

的五組團，另外會再選入五組樂團，安排連續

兩天，每天五團演出，展現獨立樂團未來之星

的精采實力。

 2010見證大團誕生系列之開發場：「開發場」計劃透過公開徵選，在新進的樂

團中，觀察、發掘、鼓勵表現傑出的新人，安排每月三團的演出與宣傳。在這些

場次中，透過主辦單位的公關邀請，讓獨立樂界相關業者或評論家能看到他們精

采的演出，讓樂團亦能透過自己的努力表現，爭取到樂團成名之路上更多的協助

與機會。

 2010見證大團誕生系列之年終特別回顧場：2010年底，針對開發場的所有樂團

的表現與人氣，特別選出其中四團於熱門的周末時段分兩場表演，為The Next

Big Thing系列演出作一個承先啟後的成果演出。



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

IMC 

異業結盟

歡迎異業結盟合作,相關細節請洽：

regina.yang@carat.com

【The Next Big Thing 2010見證大團系列】
凱絡媒體IMC

※圖片&資料來源：StreetVoice.com

官方部落格：www.streetvoice.com\thenextbigthing

• 目標族群：台北都會區16~23歲年輕學子、24~35歲上班族男女。

• 贊助回饋方式：

 廣告/製作物品牌露出：網路宣傳、文宣DM製作物、入口節目介紹掛報 。

 其他回饋：VIP入場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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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異業結盟
【戰隊系列—獸拳戰隊Mini Live Show in Taipei】
凱絡媒體IMC

• 活動背景：史上最強！日本東映「戰隊系列

Special Live in Taiwan」即將於2010年7月16

日~18日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登台，於登台前將

舉行5場獸拳戰隊Mini Live Show in Taipei(免費)

將透過精彩的武打、帥氣的POSE、正義的台詞，

將愛、勇氣與團結傳達給喜歡戰隊系列的小朋

友與大朋友滿滿的感動與回憶！歡迎家中有4-9

歲的兒童及家長們前往參加，另對戰隊系列

Special Live in Taiwan有贊助意願之企業也歡

迎到場觀賞。

獸拳戰隊Mini Live Show in Taipei 場次（免費）如下：

2010年1月16日（六）

11：00～12：00

士林官邸露天音樂台

台北市士林區福林路60號

2010年1月16日（六）

14：00～15：00/15:30 ～16:30

信義新光三越A81F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2號

2010年1月17日（日）

14：00～15：00/15:30 ～16:30

板橋遠東百貨店1F

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152號

主持人：YOYO TV蝴蝶姊姊 (士林官邸場不參加)

※圖片&資料來源：東映株式會社



電視新節目介紹 頻道近2週新節目介紹
凱絡媒體電視組

超能少女組
類型：卡通

上檔日期：2010/01/11

播出頻道：卡通台

播出時間：19:30-20:00(一~五)

節目簡介：21世紀，超能力者持續增加，

並且很活躍。日本等級最高的超能力者，

是隷屬於B.A.B.E.L(巴貝爾)的底下的「超

能少女組」，她們的存在具有風險，如果

教育得當，她們將為人類帶來龐大的利益，

但若她們與普通人敵對，則無人能夠阻止

災禍發生。現場指揮主任皆本光一的職責

就是，帶領這三名少女朝正確的方向成長，

避免預言中將會爆發的普通人與超能力者

的最終戰爭發生。

再見忠貞二村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0/01/18

播出頻道：中天娛樂

播出時間：20:00-21:00(一~四)

節目簡介：台灣的眷村文化，是歷

史洪流中的產物，不但見證台灣半

個世紀以來的風風雨雨，在動盪不

安中，在軍眷們胼手胝足，克勤克

儉的打拼過活，發揮了堅忍不拔，

屹立不搖的精神，隨在台灣文化經

濟快速變遷的腳步，眷村文化逐漸

在台灣這個多元文化中消失，但願

他象徵的精神永遠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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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04-20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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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 1 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5.84

2 夜市人生                       FTV   戲劇 5.92 2 戲說台灣                       SANLI 戲劇 2.64

3 豬哥會社                       FTV   綜藝 4.65 3 下一站幸福                     SL2   戲劇 2.02

4 明日之星SUPER STAR             FTV   綜藝 4.10 4 媽媽發怒了                     GTV-D 戲劇 1.96

5 海派甜心                       CTS   戲劇 4.08 5 燦爛的遺產                     GTV-D 戲劇 1.90

6 綜藝大集合                     FTV   綜藝 3.71 6 用心看台灣                     SANLI 旅遊風景 1.53

7 百萬大歌星                     TTV   綜藝 3.03 7 草地狀元                       SANLI 旅遊風景 1.43

8 鑽石夜總會                     TTV   綜藝 2.87 8 1230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1.39

9 成名一瞬間                     FTV   綜藝 2.81 9 在台灣的故事                   SANLI 旅遊風景 1.38

10 雙囍俱樂部                     FTV   綜藝 2.76 10 第二回合我愛你                 SL2   戲劇 1.33

11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CTV   新聞 2.52 11 鳳中奇緣                       SANLI 旅遊風景 1.33

12 超級偶像SUPER IDOL             TTV   綜藝 2.47 12 親親老爸                       GTV-D 戲劇 1.32

13 航海王XII                      TTV   卡通 2.13 13 新台灣加油                     SETN  新聞 1.28

14 家庭教師                       TTV   卡通 2.13 14 台灣尚青                       SANLI 旅遊風景 1.25

15 綜藝大哥大                     CTV   綜藝 1.97 15 海派甜心                       GTV-C 戲劇 1.15

16 超級星光大道                   CTV   綜藝 1.92 16 烏龍派出所                     *CHIN 卡通 1.15

17 大陸尋奇                       CTV   美食旅遊 1.91 17 型男大主廚                     SL2   美食/旅遊 1.09

18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CTV   綜藝 1.88 18 2000三立整點新聞               SETN  新聞 1.06

19 金曲超級星                     CTV   綜藝 1.81 19 戲說台灣精華版                 SANLI 戲劇 1.02

20 第2回合我愛你                  TTV   戲劇 1.81 20 1130蠟筆小新3分鐘百            YOYO  卡通 0.99

平均 3.06 平均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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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