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焦點

親子小旅行 人氣觀光工廠大公開

隨著農曆年節接近，大家已經決定好春節要去哪裡玩了嗎?

趁著連假擺脫繁重的工作，爸爸媽媽終於可以放鬆地帶著小

寶貝趴趴走。計畫赴日本的家長們，不妨參考第 18、19 期

《OpView Social Watch電子報》，快速了解日本雪祭與親

子熱門行程；但如果您決定留在台灣，別擔心，台灣的景點

可也不少！

近年在地方政府推廣與傳統產業轉型潮流下，觀光工廠以

「傳統再造」+「體驗經濟」+「藝文活動」的多重元素席捲

台灣，再加上內容兼具寓教於樂，頗受親子客群歡迎。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針對全台觀光工廠，蒐集自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各大社群網站上之評價

留言，告訴您現今最夯的前10大觀光工廠！

參考下頁頻道整體表現的圖表，觀光工廠屬娛樂型議題，廣

受媒體青睞，新聞聲量占比最高，然而從主回主文來看，來

自傳統新聞網站的文章幾乎無法引起民眾回覆興致；而社

短 小精簡文章 民眾反應佳

發行日期：2017/01/06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24

本期焦點

親子小旅行 人氣觀光工廠大公開
- 聲量來源概述

- 人氣排行前30大榜單 食品類工廠最夯

OpView放大鏡

熱議文章大公開 (新聞 / 批踢踢 / Mobile 01 / Facebook / 品牌話題)

《 2016年觀光工廠人氣大調查》

觀測期間：2016.01.01~2016.12.31

分析範圍：社群網站、討論區、

部落格、新聞
1

http://www.opview.com.tw/wp-content/uploads/2015/12/OpView-Social-Watch-Vol.18.1.pdf
http://www.opview.com.tw/wp-content/uploads/2015/12/OpView-Social-Watch-Vol.19.pdf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群網站的平均字數最為簡潔易讀，回主文比高；部落格可詳盡

說明遊玩細節，字數量最高，回應程度介於社群網站與討論區。

補充說明，部落客青青小熊經營的Facebook粉絲團與部落格，

皆占Facebook粉絲團與部落格頻道中的聲量第一名；Ptt地方

版則以宜蘭版討論最熱烈，台南版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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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站─前5大聲量網站

排名 網站 聲量

1 facebook 8,643

2 Ptt 1,608

3 LineQ 639

4 Youtube 415

5 Yahoo!奇摩知識+ 89

討論區─前5大聲量網站

排名 網站 聲量

1 iPeen愛評網 1,632

2 abic愛貝客親子遊 272

3 背包客棧 239

4
BabyHome 寶貝家
庭親子網

238

5 mobile01 228

部落格─前5大聲量網站

排名 網站 聲量

1 痞客邦 PIXNET 2,807

2 中時部落格 469

3 wordpress 456

4 udn部落格 382

5 Xuite日誌 252

新聞─前5大聲量網站

排名 網站 聲量

1 Yahoo旅遊 2,213

2 Yahoo新聞 1,111

3 pchome新聞 907

4 Hinet新聞 733

5 Sina新聞 695

《觀光工廠》
聲量來源概況圖

▲4大來源前5大聲量網站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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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吃又有玩 食品業觀光農場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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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方聲量泡泡圖來看(其中的觀光酒廠，合併聲量雖高居第

二名但因為全台遍布，瓜分單點聲量，故不予標記)，嘉義、

彰化與宜蘭皆有5家上榜，獲得較最高關注，其次為桃園與台

南，各有4家上榜。參考下一頁榜單，整體而言以「食品類」

觀光工廠最受歡迎，其中又以甜食糕點占比最高，除了好吃

之外，許多工廠舉辦DIY活動，讓民眾參與其中，大小朋友皆

適合遊玩，增添不少趣味。除家庭客群外，主打女性朋友的

美妝工廠，以位於台南的台鉅表現最佳，除了有多樣化的商

品，再搭配館內的活動與展演，十分吸睛；同類型的雅聞峇

里海岸觀光工廠，則是以南洋沙灘渡假風的休閒行程吸引民

眾前往。

巧克力共和國
全家出遊好地方

01

奇麗灣珍奶文化館
超Q造型：燈泡珍奶

02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小男孩的夢想天地

03

台鉅美妝觀光工廠
平價美妝愛美女孩失心瘋

05

台灣玻璃館
必訪精緻玻璃廟

04

排除新聞主文
圓圈大小表示聲量大小

▲前30大觀光工廠聲量泡泡圖

Photo provided by Ivani Chang

▼巧克力共和國DIY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https://goo.gl/xQHl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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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聲量前30大觀光工廠榜單

排名 名稱 聲量 地區 類型

1 巧克力共和國 1,002 桃園 食品

2 奇麗灣珍奶文化館 779 宜蘭 食品

3 臺灣菸酒觀光酒廠 623 全台 酒

4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431 桃園 機器人

5 台灣玻璃館 412 彰化 玻璃

6 台鉅美妝觀光工廠 411 台南
保養
美妝品

7 卡司‧蒂菈樂園 399 桃園 食品

8 台灣優格餅乾學院 356 彰化 食品

9 亞典蛋糕密碼館 353 宜蘭 食品

10 白人牙膏觀光工廠 324 嘉義
清潔
用品

11 廣興紙寮 321 南投 紙藝品

12 民雄金桔觀光工廠 277 嘉義 食品

13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272 桃園 食品

14 緞帶王觀光工廠 271 彰化 布織

15 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271 彰化 保健

16 老楊方城市觀光工廠 265 嘉義 食品

17 玉兔鉛筆學校 257 宜蘭 文具

18 虱目魚主題館 246 台南 食品

19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238 台南 食品

20 旺萊山鳳梨文化園區 237 嘉義 食品

21 興隆毛巾觀光工廠 225 雲林 毛巾

22 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 225 雲林
保養
美妝品

23 宜蘭餅發明館 218 宜蘭 食品

24 梅子元氣館 195 嘉義 食品

25 中興穀堡稻米博物館 189 彰化 食品

26 虎牌米粉產業文化館 185 宜蘭 食品

27 悠紙生活館 180 雲林 紙藝品

28 大補內彈珠汽水觀光工廠 175 苗栗 食品

29 台灣氣球博物館 170 台中 氣球

30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165 台南 家具

觀光工廠將原有商品或點子，以新觀念包裝，重現於大眾眼

前，《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幫您彙整去年一整年的人

氣排名，從南到北皆有代表入圍，還沒有規畫假期的您，不

妨挑選喜愛的產業，來趟主題之旅吧!

Photo provided by xalekd

▼玉兔鉛筆學校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https://www.flickr.com/photos/xalekd/6937567327/in/photostream/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針對不同網路平台進行聲量探索，由OpView自動計算出超過1600個新聞頻道中，
網友熱議的前10大社會話題；並挑選台灣網友集中的社群平台如批踢踢、
Mobile01與臉書粉絲團各別探索，再加上台灣熱門品牌的網友關注話題，讓您快
速掌握網民最夯的討論動向。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360
yahoo新聞 > 教育(中時電子

報)
光復學生發起「到操場挺校長」

2 2,023
yahoo新聞 > 生活綜合

(三立新聞網)
對世界大勢不了解 台灣名列無知國家

3 1,476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明起雞蛋不能賣散裝了！沒用「一次性包材」開罰3~15萬元

4 1,427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24年了…《新暫時停止呼吸》這幕還是最恐怖網：音樂好毛

5 1,414 ETtoday新聞雲 > 社會新聞
貧病老夫婦拿藥！被BMW酒駕男慘撞2死 獨留高中孫發抖淚
掉不停

6 1,289 ETtoday新聞雲 > 旅遊新聞 會冒煙的草莓鍋！全台3間爆量草莓冰品特蒐 再冷也想吃

7 1,277 ETtoday新聞雲 > 政治新聞 新制！國軍官兵體測不跑3000公尺可換跳繩、健走方案

8 1,266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比酒駕更重！為何雞蛋禁用散裝賣？「最高罰15萬」民怨吵翻

9 1,242
yahoo新聞 > 地方

(聯合新聞網)
日本媒體人擔憂：台灣這個國家終將自我解體

10 1,241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八方雲集撐不住…水餃漲價了！騙人一例一休「全民皆輸」？

11 1,232
yahoo新聞 > 地方

(中時電子報)
科技部長快嘴 副總統向張忠謀道歉

12 1,181 ETtoday新聞雲 > 新奇新聞 國三制服到婚紗！他們「熱戀10年異地9年」用愛打敗遠距離

13 1,162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總覽
【可惡】醉男持刀14分鐘兩度砍狗 可憐店狗奄奄一息

14 1,099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總覽
黑白無常在前！機車行老闆一個空翻救兩條命

15 1,096 ETtoday新聞雲 > 寵物新聞 哈士奇被撞死…痛8小時等嘸主人 女躲2天祭拜3聖筊獲原諒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鑒於媒體逐漸傾向於官方網站內嵌Facebook留言功能，將官網留言與臉書留言整合，故於此排行榜

露出之文章，將不再重複於後方Facebook排行榜露出，並擴大節選前15名民眾熱議之新聞話題。

觀測期間| 2016.12.19~201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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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news.yahoo.com/%E5%85%89%E5%BE%A9%E5%AD%B8%E7%94%9F-%E7%99%BC%E8%B5%B7-%E5%88%B0%E6%93%8D%E5%A0%B4%E6%8C%BA%E6%A0%A1%E9%95%B7-215005483.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B0%8D%E4%B8%96%E7%95%8C%E5%A4%A7%E5%8B%A2%E4%B8%8D%E4%BA%86%E8%A7%A3-%E5%8F%B0%E7%81%A3%E5%90%8D%E5%88%97%E7%84%A1%E7%9F%A5%E5%9C%8B%E5%AE%B6-002100186.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223/835433.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223/835379.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226/836980.htm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838511.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220/833063.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224/835734.htm
http://tw.news.yahoo.com/%E6%97%A5%E6%9C%AC%E5%AA%92%E9%AB%94%E4%BA%BA%E6%93%94%E6%86%82-%E5%8F%B0%E7%81%A3%E9%80%99%E5%80%8B%E5%9C%8B%E5%AE%B6%E7%B5%82%E5%B0%87%E8%87%AA%E6%88%91%E8%A7%A3%E9%AB%94-043600264.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231/839950.htm
http://tw.news.yahoo.com/%E7%A7%91%E6%8A%80%E9%83%A8%E9%95%B7%E5%BF%AB%E5%98%B4-%E5%89%AF%E7%B8%BD%E7%B5%B1%E5%90%91%E5%BC%B5%E5%BF%A0%E8%AC%80%E9%81%93%E6%AD%89-215006360--finance.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229/838589.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animal/20161226/1021313/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61223/1018928/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223/835697.htm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943 Ptt > Gossiping Re: [問卦]欸，都一年的最後一天了是在噓啥小？

2 1,736 Ptt > Gossiping [問卦]欸聖誕夜不快樂要賣多少錢??

3 1,541 Ptt > Gossiping Re: [問卦]男生身高168cm是不是有點尷尬?

4 1,533 Ptt > Gossiping Re: [問卦]我好興奮啊

5 1,525 Ptt > Gossiping [問卦]有沒有伊莉論壇的八卦？

6 1,489 Ptt > Gossiping [爆卦]中華郵政為規避加班費 罔顧員工權益

7 1,465 Ptt > Kaohsiung [轉錄]高雄捷運盜用我作品用來城市行銷！

8 1,464 Ptt > Gossiping [問卦]我是一個臺灣軍人1

9 1,395 Ptt > Gossiping [爆卦]光復中學當天「扮演」霧社事件的影片

10 1,369 Ptt > Gossiping Re: [新聞]光復學生怒了 怒批總統不挺自家人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9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12／26決戰立法院！！「觀望」的政府，「流血」的百姓？

2 360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為什麼勞工沒有國民旅遊卡可以用呢?

3 343
重型機車(250cc以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2輪機車不得上國道的原因?!

4 302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開始有點對興航員工感到反感

5 289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社會新鮮人低薪的思維

6 261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有無辦法推廣紅燈熄火？

7 259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台灣高中生高舉納粹旗參加校慶(中時電子報2016/12/23 
22:31)

8 253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身為汽車駕駛人,重機上快速道路及國道的看法?

9 24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有什么想了解的咩【新用户，来自大陆】

10 242
Toyot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安裝車門防撞警示燈分享

PTT批踢踢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直播文、贈獎文)

Mobile01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直播文、贈獎文)

新增回文數：於觀測期間內所新增之回文留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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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3116012.A.DC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2667197.A.F7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2985066.A.75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2908604.A.F8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2945130.A.08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2408499.A.43A.html
http://www.ptt.cc/bbs/Kaohsiung/M.1482573446.A.45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2166351.A.85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2723714.A.77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2720316.A.219.html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4&f=638&t=5015415#62864329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7&f=651&t=5024690#62902844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5&f=267&t=5017029#62867526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651&t=5018761#62816348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651&t=5020266#6290005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294&t=5019146#62855164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638&t=5022120#6283152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7&f=294&t=4873497#62901934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638&t=5021076#62867875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264&t=5023574#62870661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8,323
派愛族 - 來自日本最受歡

迎的婚姻媒合服務
2017年你的感情狀態是什麼呢？ ▶ http://bit.ly/2hFALU0

2 15,888 閨蜜2 Girls
那些年的閨蜜，曾經一起笑過，亦為男人而爭吵過。。。。。
一輩子能有多少個知己,一...

3 15,023 東森新聞
【東森方新聞】摔到分手！？以為女友要公主抱結果反遭慘
摔#星編：這位女友太...

4 13,106
Nico品筠&Kim京燁

【那對夫妻】

那天看了網路一個影片就想說來問老公:你....喜歡我哪一點!!
其實我印象中好像沒...

5 12,919 東森新聞
【東森直新聞】爆笑！超盧Siri不唱PPAP   嗆換三星嚇到秒
唱#快分享：ta...

6 10,455 東森新聞
甜點飲料瘋抹茶 冬天大推「抹茶火鍋」 #其中一編：快來
了解抹茶的祕密#請分享：...

7 8,910 Clouddad 試試看FB輸入"新年快樂"放煙火特效

8 8,118 東森新聞
這堂人生哲學課必上！近億人瘋傳教你活得更快樂#快分享：
認同就分享給親朋好友吧...

9 6,521
展榮展瑞

Keelong and Rays

服務員想專心點餐，現場客人太吵，有時候還是要出來管一
下秩序，維持現場氣氛。 #...

10 5,759 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難道老闆去過少林寺...也要跟你們說嗎？ #地表最強老闆#
連恩尼遜都輸你#...

Facebook粉絲團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6,579 東京正宗 ✨[好康分享-聖誕禮物] Christmas is for shari...

2 13,426 BuzzHand 這好難呀～怎麼抓都抓不到抓到的快截圖留言！

3 12,824 7-ELEVEN
【跨年品味法式食尚新生活~揪團好友一起來！】 12/31快
到7-ELEVEN一起...

4 9,709 7-ELEVEN
快讓法國LE CREUSET食尚精品為你的戀情加分！與戀人一
起分享每個甜蜜食...

5 9,613 Mega City板橋大遠百
【#Mega耶誕來好禮】【遊戲規則】 ☝按讚+分享貼文

✌12/26截止?...

Facebook粉絲團 聲量探索排行榜(贈獎文 )

閒聊文：❶特定頻道週期性發起之聊天性文章。❷主文發文日期於觀測期前14天，網友仍持續回帖之長期性討論文章。
直播文：提供直播連結或相關資訊，並於該主文下討論影片內容。
贈獎文：發文者要求回覆文章、按讚、分享等，並提供特定回饋，誘發網友大量留言之文章
欲了解更詳細的排行榜訊息，請至官網查閱 請點我

7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46104075411040&id=61202110548601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569971366526195&id=246033428919992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41209642580790&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682594155100062&id=119969379672343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36545843047170&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35766289791792&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56438774397708&id=41406226530203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42843345750753&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962596843873359&id=15035841843054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65543360235536&id=35296273149360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7894790395697&id=33800021569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923181164582804&id=1458700344364224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4071492667190&id=14564997718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4071455007190&id=14564997718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48102208608789&id=178012528951101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2017年 網友感嘆中國信託的『停車神卡』成為過去式… … ?

中國信託公布今年度的信用卡優惠調整後，因鼎極卡『市區停車』與『機場接送』的服務優惠門檻調

高，批踢踢網友一片哀嚎。主要的留言內容包含: 1. 不滿新制，欲剪卡或換別家信用卡

(留言提到16次玉山、4次台新、 3次聯邦與2次花旗)  2. 不滿有繳年費的鼎極卡使用者，

也被調高成月刷2萬元的門檻 3. 中信之前大量發行頂級卡種，造成頂級卡普卡化，如今

優惠大幅縮水是可預期的，只好懷念中信曾經給予的美好。

品牌話題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註1]參考《商業周刊》所公布的台灣百大影響力品牌，百大品牌列表請點我
若某事件廣泛於各大頻道露出，為不重複提供相似資訊，品牌話題排行榜僅收錄該事件相關文章之聲量最高者。

8

透過OpView探索台灣知名百大品牌[註1]在網路各頻道上的討論聲量，並即時產出前十大排行榜，

讓您隨時了解品牌輿論風向。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排名 品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KFC

肯德基
371

校園聊天-Dcard > 
美食

關於肯德基的小常識

2
Luxgen
納智捷

370
U-CAR > 品牌與車

型討論(汽車)
納智捷銷售不佳？嚴凱泰：絶不退縮

3

CTBC 
Bank

中國信託
227 Ptt > creditcard [情報]中國信託鼎極卡全面改惡

4
任天堂

Nintendo
208

巴哈姆特新聞網 > 
GNN新聞網

外媒揭露任天堂新主機「Nintendo Switch」將採
用Tegra X1世代處理晶片-巴哈姆特

5
Toyota 
和泰汽車

193
Toyota(小惡魔的動

力研究室)
toyota業代刮傷我車 還跟我嗆聲打嘴砲...新店營
業所

6
Luxgen
納智捷

190
LUXGEN(小惡魔的

動力研究室)
我的Luxgen S3停在國立屏東大學停車場，越看
越顯得好看。

7
HUAWEI
華為

185
Ptt > 

MobileComm
[新聞]華為達成手機年出貨1.4億支，台廠警訊？

8

EVA Air
長榮航空 171 Ptt > Aviation

[新聞]長榮洛杉磯險撞山FAA：管制員誤將右轉說
成左轉

9
Uber
優步

165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

室)
拒絕搭Uber?

10

Cathay 
Life

國泰人壽
161 Ptt > car [問題]乙式(國泰)保險請益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5/brands100/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https://www.dcard.tw/f/food/p/225459369
http://forum.u-car.com.tw/thread.asp?page=25&forumid=302472#post_483
http://www.ptt.cc/bbs/creditcard/M.1482416284.A.439.html
https://gnn.gamer.com.tw/7/141537.html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264&t=5023613#62894864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444&t=5020013#62871346
http://www.ptt.cc/bbs/MobileComm/M.1482824057.A.53B.html
http://www.ptt.cc/bbs/Aviation/M.1482321990.A.A84.html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4&f=294&t=5016521#62900808
http://www.ptt.cc/bbs/car/M.1483112442.A.E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