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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訊息 消費信心 六年來最強
《 99-04-28 經濟日報》

• 消費信心快速上升：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發布4月CCI，為78.68點，較3月

上升4.35點。構成CCI的六項指標中，一向不太起勁的「國內經濟景氣」突然暴衝，上

升至80.80點，較上月大幅上升13.15點，是六項指標中上升幅度最大，也是繼2003年

7月的83.8指數後，首次高於80點，創下十年來單項指數第二高。但央大指出，80仍

未達樂觀水準，還在「傾向悲觀」範圍。

• 看好未來經濟情勢：六項指標中上升的還有「國內就業機會」、「國內物價水準」和

「家庭經濟狀況」。「購買耐久性財貨時機」信心持平，維持102.05點。

※圖片來源：經濟日報



市場訊息 景氣燈號連三紅 史上第二回
《 99-04-28 經濟日報》

• 景氣燈號出現連三紅：經建會發布3月景氣概況，綜合判斷分數較上月增加1分，為39

分，燈號亮出紅燈。由於代表民間消費的「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指數變動率」

由上月的7.4%增為9.3%，燈號由黃紅燈轉為紅燈。構成景氣燈號的九項指標中，兩項

未亮紅燈的是「非農就業人數」和「直接及間接金融」指標，前者維持綠燈，後者續

亮藍燈。

• 領先指標值得再觀察：領先指標六個月平滑化年變動率為16.9%，較上月減少3.4個百

分點，連續兩個月下降。但由於3月份半導體皆單比仍高於1，股價指數在4月再度站上

8,000點，經建會表示領先指標仍尚處高水平，毋需太過擔心。

※圖片來源：經濟日報



市場訊息 景氣回來了 外銀衝卡紅利加倍
《 99-04-30 中國時報》

• 紅利點數加碼戰開打：景氣好轉，民眾刷卡消費意願提高，渣打、花旗兩外銀，近期

動作頻頻。渣打銀4月29日推出新版血拼卡，標榜9.99％的循環利率，更祭出點數8倍

優惠。外銀發卡龍頭花旗銀五月份也與遠東集團旗下的HAPPY GO卡合發聯名卡，創

跨集團合作先例。

• 搶攻消費商機：看準消費信心觸底反彈，銀行近期紛以「點數加倍」為號召，刺激民

眾辦卡、用卡。渣打銀行此次捲土重來，將血拼卡分為VISA、萬事達卡兩品牌：舊版

VISA定位為分期卡，為無息分三期；萬事達卡則提供循環利率9.99％，兩者都提供點

數8倍優惠。花旗銀除了即將推出的HAPPY GO聯名卡外，目前有紅利白金卡、饗樂

生活卡兩卡，也提供點數加倍。



市場訊息 手機軟體商店 群雄爭霸
《 99-04-27 經濟日報》

• 手機軟體商店進入戰國時代：繼蘋果電腦推出iPhone，帶起智慧型手機應用軟體下載

風潮，Google、諾基亞及電信業者紛紛搶進，手機軟體商店進入戰國時代。根據研究

機構顧能指出，全球應用程式市集消費金額，將從2010年70億美元，成長到2013年的

290億美元。

• 台灣電信業者搶進軟體商店：台灣大分析，2009年9月到2010年3月期間，iPhone下載

量成長一倍，來到40億次；Google的Android從4,000萬次成長到4億次，成長幅度更

達九倍之多，以致吸引越來越多手機軟體商店開張。遠傳和中華電信皆相繼推出S市集

和Hami加值服務入口網。看好智慧型手機軟體商店需求，中華電信更計劃5月初推出

軟體商店，預估上市之初就可望累積近2, 000個應用軟體。智慧型手機帶動行動上

網，及手機應用軟體下載需求，將成為電信業者加值服務營收成長的主要動能。電信

三雄2010年加值營收都可望成長二成以上。

※圖片來源：經濟日報



市場訊息 經濟復甦 小筆電失寵
《 99-04-27 經濟日報》

• 筆記型電腦重獲青睞：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隨著經濟復甦確立，過去兩年大受歡迎的

低價小筆電逐漸失寵，價格較高、運算能力更強的筆記型電腦重獲消費者青睞；許多

消費者願意付更多錢購買螢幕及電路板加大的筆電，也有部分消費者轉而擁抱高階智

慧型手機和蘋果平板電腦iPad等裝置。

• 價格非首要考量：微軟指出，2010年首季搭載視窗作業系統、且價格介於550到850美

元的傳統筆電銷售量年增幅逾35%；相較下，小筆電在美國、歐洲和日本消費者市場

的增幅都不到20%。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也說，觀察到消費者捨棄小筆電，改買

主流筆電，尤其在歐洲、非洲和中東更為明顯。分析師表示，傳統筆電重獲青睞的原

因很多，包括景氣好轉使消費者有能力購買價格較高的產品，以及電腦製造商調降傳

統筆電售價並新增高階功能。這顯示消費模式隨著景氣回春出現劇烈轉變，價格已不

是消費者選購筆電時的最大考量。



市場訊息 品牌價值 三星成長最驚人
《 99-04-29 經濟日報》

• 三星電子成長最高：英國金融時報公布2010年全球百大品牌調查結果，搜尋引擎龍頭

Google居冠，二至五名分別為IBM、蘋果、微軟和可口可樂。進步幅度前五名則分別

為三星、百度、萬事達（MasterCard）、Next和威士（Visa）。南韓三星電子的品牌

價值暴增80%，躍居成長最快的品牌；中國百度以62%的增幅緊追在後。

• 百度首度入榜表現亮眼：三星電子2010年因品牌價值大增80%至113億美元重回榜

上，排名第68。報告指出，三星的電視部門「表現絕佳」，在液晶電視各大品牌中知

名度最高，進步神速；中國網路搜尋引擎百度2010年首次入榜就有亮眼表現，品牌價

值大增62%至逾93億美元，排行第75，在百大品牌中成長第二快。

※圖片來源：經濟日報



媒體市場訊息 蘋果推行動廣告 喊價100萬美元
《 99-04-30 工商時報 》

• 蘋果進軍行動廣告市場：華爾街日報報導，蘋果近日推出的廣告服務「iAd」是該公

司進軍行動廣告市場的頭號產品，號稱能在iPhone、iPod Touch應用程式中帶入高度

互動的廣告內容，但廣告費用卻高達100萬美元。

• 價格不斐但內容極具互動性：不少業者認為蘋果開價實在太高，但廣告集團

Interpublic旗下Hill Holiday媒體長Baba Shetty則表示，iAd軟體不但能在應用程式中

播放廣告影片，還能一併呈現廣告商品的門市地圖與特惠資訊，整體內容極具互動

性。廣告主能根據消費者在iTunes商店的下載偏好鎖定廣告族群，也可鎖定單一城市

的iPhone用戶。



媒體市場訊息 柯南出版商 日本小學館進駐高軟
《 99-04-23 經濟日報 》

• 日本小學館以台灣作為中繼站：出版「多啦A夢」、「名偵探柯南」等多部暢銷動漫

作品的日本小學館，2010年6月將斥資1,600萬元，進駐高雄軟體園區，成立「台灣

小學館」。這是日本小學館首度啟動海外投資，小學館將以台灣做為連接大陸與全球

華文世界的中繼站。

• 與台灣廠商共同開發DDS：經濟部加工出口區4月29日審議通過，日商株式會社小學

館斥資千萬元進駐南台灣的雲端運算聚落－高軟園區。小學館將在高雄成立台灣小學

館，與台灣廠商一同開發平價的數位教育輔助系統（Digital Drill System，DDS)。

※圖片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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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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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5月1日，首度由中國舉辦的綜合性世界博覽會在上海開幕。不僅中國，全球

各大媒體無不加倍關注這場2010年最大的盛會。

• 本期凱絡媒體週報的專題內容，將針對以下四大方向，為您介紹目前正如火如荼進行

中的上海世博會，和您搭上這波上海世博熱潮！

前言

媒體與世博

民眾與世博

世博會介紹

企業與世博



媒體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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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會介紹

官方正式慶典活動：如開幕
式、閉幕式、各個參展國家的
國家館日、國際組織館日、主
辦國的地方日活動；大型文藝
演出、音樂會等文藝表演。

展館展示為主

負責世博會協調管理的組織是

國際展覽局，英文簡稱為

“BIE”。國際展覽局成立於1928

年，總部設在法國巴黎。但世

博會最早於1851年倫敦舉辦。

不單展示技術和商品，且伴以

異彩紛呈的表演和壯觀景色。

會場充滿節日氣氛，成為市民

娛樂和消費的場所。

世界博覽會（World Exhibition or Exposition，

簡稱：World Expo）是一項由主辦國政府組織

或政府委託有關部門舉辦的有較大影響和悠久

歷史的國際性博覽活動。

世博會簡介

背景

管理

組織
歷史

形式

主要

活動

會場

世博會最初以美術品和傳統工藝

品的展示為主，後來逐漸變為薈

萃科學技術與產業技術的展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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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會特刊

 詳細內容請參見第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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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著作權，使用本資料請經凱絡授權同意！

IMC 

異業結盟
【華語歌壇 男女搖滾雙主唱- 神木與瞳】
凱絡媒體IMC

• 歌手：神木與瞳（賴銘偉＆黃美珍）

• 唱片公司：環球音樂

• 作品：

 2008年8月發行首張專輯【為你而活】

 預計於2010年5月底6 月初再發行第二

張專輯

• 藝人特色簡介：

 神木與瞳於2008年成立，並在8月15日

以唯一搖滾男女二人組神木與瞳之名發

行首張專輯《為你而活》，銷售首週進

榜G-music綜合榜及華語榜第二名，五

大唱片華語榜第三名。

 星光冠軍班長 賴銘偉 Yuming & 最佳

人氣王 黃美珍 Jane是兩個人並駕齊驅

份量相當的雙主唱搖滾組合。

※圖片&資料來源：環球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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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異業結盟
【華人樂壇 幸福的聲音 - 梁文音】
凱絡媒體IMC

※圖片&資料來源：環球音樂

• 歌手：梁文音

• 唱片公司：環球音樂

• 作品：

 2008年12月12發行個人首張專輯【愛的詩篇】

 2009年02月06日發行第二張專輯【愛,一直存在】

(預計於2010年8-9月發行第三張專輯) 

• 藝人特色簡介：

 華視 八大 偶像劇 「紫玫瑰」女主角。

 發行自傳「量文音」登上暢銷書排行榜。

 獲邀參與台灣影史上最賣座國片「海角七號」，並

演唱片尾曲「那兒風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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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木與瞳、梁文音 】
凱絡媒體IMC

※圖片&資料來源：環球音樂

• 適合產業：手機、飲料、服飾、男/女性

保養品、電玩、運動品牌等。

• 異業結合方式：

 專輯形象置入：CF  / MV 拍攝及播出專輯歌

曲使用 (廣告/襯底樂)宣傳照商品/形象。

 藝人出席/ 活動配合

 其他合作：折價券置入與實體銷售管道宣傳

商品贊助與數位音樂平台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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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很忙
類型：綜藝

上檔日期：2010/05/3

播出頻道：緯來綜合

播出時間：18:00-17:00(一~五)

節目簡介：幽默風趣的金鐘主

持人-曾國城以及可愛指數破表

的超級童星-小彬彬一同聯手主

持適合闔家觀賞的綜藝節目，

主要內容是打造可以親子同樂

的益智競賽型節目並同時發掘

現今小孩都在忙什麼的各類議

題。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0/05/13

播出頻道：緯來日本

播出時間：22:00-23:00(三)

節目簡介：在東城大學醫學部

附屬醫院，有一個從未失敗、

成績傲人的精英醫療團隊，專

門進行最困難的心臟外科手

術：巴提斯塔手術（左心室減

容手術，用以治療擴張型心肌

症）。這支「巴提斯塔小

組」，創下了手術成功率 100% 

的奇蹟，讓醫院相當自豪。然

而在換了新成員之後，小組的

不敗神話開始瓦解，接連發生

三起病患在手術中死亡的事

件。 究竟是醫療過失？還是蓄

意殺人？

白色榮光
類型：戲劇

上檔日期：2010/05/11

播出頻道：緯來戲劇

播出時間：21:00-22:00(一-五)

節目簡介：秀賢原本要與民英

結婚，卻遭到民英母親反對，

秀賢分手後得知民英急性肝硬

化需要捐肝，此時，民英母親

假借同意兩人結婚的理由慫恿

秀賢救民英，民英因此康復，

但秀賢卻昏迷不醒，民英的母

親瞞著一切，將民英帶到美

國 … ， 3 年後，民英和善雅帶

著 3 歲的兒子歸國回到首爾遇

到醒來的秀賢,但秀賢已不記得

所發生一切…

不要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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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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6-201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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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市人生                       FTV   戲劇 5.91 1 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5.06

2 偷心大聖PS男                   TTV   戲劇 4.80 2 戲說台灣                       SANLI 戲劇 2.34

3 豬哥會社                       FTV   綜藝 3.80 3 媳婦的人生                     GTV-D 戲劇 1.45

4 綜藝大集合                     FTV   綜藝 3.73 4 草地狀元                       SANLI 社教資訊 1.43

5 明日之星SUPER STAR             FTV   綜藝 3.56 5 愛你千萬次                     GTV-D 戲劇 1.42

6 航海王XIII                     TTV   卡通 2.98 6 烏龍派出所                     *CHIN 卡通 1.37

7 鑽石夜總會                     TTV   綜藝 2.72 7 用心看台灣                     SANLI 社教資訊 1.34

8 就想賴著妳                     CTV   戲劇 2.72 8 偷心大聖PS男                   SL2   戲劇 1.26

9 金曲超級星                     CTV   綜藝 2.71 9 1230天下父母心                 SANLI 戲劇 1.24

10 超級偶像SUPER IDOL             TTV   綜藝 2.62 10 戲說台灣精華版                 SANLI 戲劇 1.19

11 PS男的PS製作特輯               TTV   特別節目 2.61 11 在台灣的故事                   SANLI 社教資訊 1.14

12 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CTV   新聞 2.59 12 鳳中奇緣                       SANLI 美食旅遊 1.10

13 成名一瞬間                     FTV   綜藝 2.46 13 台灣尚青                       SANLI 美食旅遊 1.09

14 雙囍俱樂部                     FTV   綜藝 2.38 14 大話新聞                       SETN  新聞 1.01

15 百萬大歌星                     TTV   綜藝 2.07 15 康熙來了                       CTiV  綜藝 0.99

16 綜藝大哥大                     CTV   綜藝 1.82 16 即刻救援                       *WMVE 影片 0.96

17 超級星光大道                   CTV   綜藝 1.82 17 晚間6 7點新聞                  TVBSN 新聞 0.92

18 全家劇場神話                   CTV   戲劇 1.81 18 航海王                         *CHIN 卡通 0.91

19 家庭教師                       TTV   卡通 1.76 19 台灣大頭條                     SETN  新聞 0.91

20 大陸尋奇                       CTV   美食旅遊 1.69 20 台灣大搜索                     CTiN  新聞 0.91

平均 2.83 平均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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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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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