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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

- 春節國外旅遊討論聲量之趨勢變化

- Facebook/討論區旅遊景點聲量比較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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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春節即將到來，難得有一段與家人朋友相處的空閒時

間，不少人期望轉換不同的環境，因此「出國旅遊」成了國

人的最佳休閒選擇。

本次口碑調查收錄熱門社群、討論區資料，觀察2017年8月

至2018年1月，將同時提及農曆新年詞組與出國旅遊詞組之

文本進行聲量趨勢變化分析；再將Facebook及討論區做區

隔，比較廣告行銷與網友討論旅遊景點之差異，最後提供熱

門景點整理，一窺國人出國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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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時間：2017/8/1~2018/1/31

資料範圍：討論區、社群網站(排除

贈獎文)

春節國外旅遊聲量趨勢變化

春節出國旅遊的口碑資料中，於討論區出現的文章，多為

民眾詢問行程或徵求地點推薦的自發性文章，而Facebook

則為多為旅行社的廣告行銷管道。

<Note 1>
討論區的文本多為民眾自
主性發文之景點詢問、徵
求推薦等文章；臉書粉書
團則多為推廣行銷文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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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出國旅遊 討論區聲量變化

比起旅遊業者鄰近過年聲量才大幅攀升，網友們的討論

在8月即開始發酵，隱約有網友開始籌畫春節旅遊行程，

聲量至12月明顯增加，並在1月出現過年出國行程安排

的討論高峰，而旅遊資訊及相關優惠的宣傳，也持續帶

動民眾對於旅遊討論的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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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出國旅遊 Facebook聲量變化

〈噪咖〉紛絲團一則韓國旅遊
的影片貼文，引發大量回文。

12/31-1/1出現國外
過年的討論風潮

觀測6個月的聲量變化，可從Facebook的趨勢圖發現，排

除贈獎文章，各旅遊相關粉絲專頁在1月前穩定釋出優惠

資訊，而其他類型的粉專搭上春節出國旅遊的氣氛，拍攝

話題影片引起網友們的廣大回響。

<Note 2>
相較業者近過年(1月)，因
操作議題與氣氛而大量增
加討論，一般民眾的國外
旅遊規劃更早(12月)開始
準備。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EBCbuzz/videos/90998543254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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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所提供的《中華民國國民出國人

數及成長率》統計資料[註1] ，日本皆為1-2月出國人次最多的

國家，與網路口碑調查不謀而合。

針對討論區與Facebook發文類型之差異，將討論區自發性

文本，與Facebook推銷活動文，做進一步的景點分析比較。

兩者的聲量泡泡圖中，東京、北海道、大阪及沖繩皆是熱門

地區，但地點排名卻稍有不同，網友討論以易達性高的東京、

大阪地區為主，而旅行社則以北海道、九州地區為推廣景點。

日本熱門景點之比較

[註1] 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所

提供之觀光統計年報

從輿情聲量來看，不論是討論區文章或是Facebook行銷廣

告，日本、南韓、中國、香港、泰國為國人旅遊的前五大

國家。且「日本」聲量遠高於其他國家，為春節第一首選。

春節旅遊國家排行榜

日本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year.aspx?no=1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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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討論區第一名景點為東京，利用自然語言分析工具，探索文

章中的權威詞，文字雲中出現「小孩」、「小朋友」、「寶

寶」等關鍵字；因東京交通便利，且有吸引大人小孩的迪士

尼樂園，景點較多元，成為網友安排親子旅遊的最佳城市。

討論區東京旅遊
關鍵字文字雲

討論區熱門景點 Facebook熱門景點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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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第一名景點為北海道，文字雲中的「親子」、「親子

團」、「春節」、「寒假」被提及次數較多，不同於網友們討論

的親子景點「東京」，旅行社在春節前夕強力推薦「冬季限定北

海道之旅」，主打親子同遊，希望大家藉由跟團，在春節期間帶

著家人暢遊絕美雪景的北海道。

下週就是期待已久的過年了，除了與家人團聚一起吃年夜飯，接

下來一連好幾天的春節假期想好要做什麼了嗎？不妨參考本次調

查報告及Social Watch Vol.18-19獨家公布日本旅遊特輯Part1─

五大行程大解密、日本旅遊特輯Part2 ─ 旅遊族群觀測，與家人朋

友共度愉快的旅行。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0年至105年中華民國國民出國目的地人口》

統計，出國人次從100年950多萬，於105年成長至1,400多萬人

次，台灣國外旅遊人數快速成長，旅遊需求也日益增加。

旅遊產業可說是競爭激烈，如何了解自身消費者與對手做出市場

區隔，並發掘品牌優勢掌握商機。OpView收錄台灣超過2萬的熱

門頻道，可掌握大範圍市場走勢，亦可針對指定品牌/活動分析受

眾組成與特定議題，若您有任何行銷需求，歡迎與我們聯繫。

▲ Facebook 北海道旅遊關鍵字文字雲

<Note 3>
雖品牌在年節北海道行程
以親子團進行包裝，然而
實際上國人的親子行程偏
好以交通便利、景點多元
的城市為主。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20161012
http://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20161027
http://www.opview.com.tw/contactus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575 LINE TODAY > 生活 新新台幣入圍設計太美 網友：國父、蔣公對不起

2 1,439 LINE TODAY > 國內 為勞工掉淚、失眠？ 蔡總統：會為很多事情感到不捨

3 1,274 東森新聞 > 兩岸 14萬年終變4千！ 老員工爆氣集體跳槽挖客戶

4 1,246 東森新聞 > 生活 攏係愛！研究：老媽越愛碎念女兒未來更容易成功

5 1,141 LINE TODAY > 國內 拒馬總統？ 蔡英文：我是最會溝通的總統

6 1,102 yahoo新聞 > 政治
「比阿富汗戰區威脅更大」台灣飛彈密集到連美軍飛官
都怕！

7 1,052 東森新聞 > 社會 直播3人30分鐘活春宮女 高中生狂換姿勢喊：好痛！

8 957 LINE TODAY > 國內 導師帶頭霸凌小一童 逼清屎還賴作弊

9 909 yahoo新聞 > 政治 前副總統呂秀蓮 考慮參選台北市長

10 894 LINE TODAY > 理財 學歷貶值嚴重？ 台大畢業投200封履歷找不到22K工作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 2018.01.22~2018.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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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124 感情 結婚前夕，跟伴娘逢場作戲？

2 1,608 感情 對不起，這個婚我結不起

3 1,386 心情 #圖（文長）兩年前的一場死亡車禍

4 1,285 美妝 21歲第一次漂第一次極短髮

5 1,230 閒聊 十年養成計畫 胖弟變男神？

6 1,191 心情 外勞是我的敏感詞

7 1,146 有趣 頂太深（微西斯

8 1,009 女孩 圖多/10個月跟60公斤說掰掰

9 978 心情 基層賤警

10 907 西斯 #圖#月經來前漲不停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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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6%96%B0%E6%96%B0%E5%8F%B0%E5%B9%A3%E5%85%A5%E5%9C%8D%E8%A8%AD%E8%A8%88%E5%A4%AA%E7%BE%8E%E3%80%80%E7%B6%B2%E5%8F%8B%EF%BC%9A%E5%9C%8B%E7%88%B6%E3%80%81%E8%94%A3%E5%85%AC%E5%B0%8D%E4%B8%8D%E8%B5%B7-QPQPK0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6%9B%BE%E7%82%BA%E5%8B%9E%E5%B7%A5%E6%8E%89%E6%B7%9A%E3%80%81%E5%A4%B1%E7%9C%A0%EF%BC%9F%E8%94%A1%E7%B8%BD%E7%B5%B1%EF%BC%9A%E6%9C%83%E7%82%BA%E5%BE%88%E5%A4%9A%E4%BA%8B%E6%83%85%E6%84%9F%E5%88%B0%E4%B8%8D%E6%8D%A8-vZ1E33
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96071
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96781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6%8B%92%E9%A6%AC%E7%B8%BD%E7%B5%B1%EF%BC%9F%E8%94%A1%E8%8B%B1%E6%96%87%EF%BC%9A%E6%88%91%E6%98%AF%E6%9C%80%E6%9C%83%E6%BA%9D%E9%80%9A%E7%9A%84%E7%B8%BD%E7%B5%B1-eZ2oQG
https://tw.news.yahoo.com/%E6%AF%94%E9%98%BF%E5%AF%8C%E6%B1%97%E6%88%B0%E5%8D%80%E5%A8%81%E8%84%85%E6%9B%B4%E5%A4%A7-%E5%8F%B0%E7%81%A3%E9%A3%9B%E5%BD%88%E5%AF%86%E9%9B%86%E5%88%B0%E9%80%A3%E7%BE%8E%E8%BB%8D%E9%A3%9B%E5%AE%98%E9%83%BD%E6%80%95-233001851.html
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96661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B0%8E%E5%B8%AB%E5%B8%B6%E9%A0%AD%E9%9C%B8%E5%87%8C%E5%B0%8F%E4%B8%80%E7%AB%A5%E3%80%80%E9%80%BC%E6%B8%85%E5%B1%8E%E9%82%84%E8%B3%B4%E4%BD%9C%E5%BC%8A-mJoMGe
https://tw.news.yahoo.com/%E5%89%8D%E5%89%AF%E7%B8%BD%E7%B5%B1%E5%91%82%E7%A7%80%E8%93%AE%E3%80%80%E8%80%83%E6%85%AE%E5%8F%83%E9%81%B8%E5%8F%B0%E5%8C%97%E5%B8%82%E9%95%B7-064628291.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AD%B8%E6%AD%B7%E8%B2%B6%E5%80%BC%E5%9A%B4%E9%87%8D%EF%BC%9F%E5%8F%B0%E5%A4%A7%E7%95%A2%E6%A5%AD%E6%8A%95200%E5%B0%81%E5%B1%A5%E6%AD%B7%E6%89%BE%E4%B8%8D%E5%88%B022K%E5%B7%A5%E4%BD%9C-rZrl3Y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822092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8239183
https://www.dcard.tw/f/mood/p/228221380
https://www.dcard.tw/f/makeup/p/228226978
https://www.dcard.tw/f/talk/p/228194874
https://www.dcard.tw/f/mood/p/228173244
https://www.dcard.tw/f/funny/p/228181260
https://www.dcard.tw/f/girl/p/228222524
https://www.dcard.tw/f/mood/p/228169296
https://www.dcard.tw/f/sex/p/228195918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786 Gossiping [爆卦]台南市政府你們真是夠了

2 1,501 Boy-Girl [心情]加錯一次油車會壞嗎

3 1,501 Gossiping 請大家幫忙集氣我真的想不到辦法了

4 1,486 KoreaStar [閒聊] Blackpink比想像中沒有圈很多粉絲的理由

5 1,414 Gossiping [新聞]捨不得花...「新新台幣」美翻了！

6 1,398 Gossiping Re: [問卦]全身麻醉是什麼感覺啊？

7 1,392 Gossiping [新聞] 「沒有一發霰彈不能解決的事」維安特勤徵

8 1,390 Gossiping [新聞]台大聲明挺「管爺」 綠委續打：預算還沒

9
1,379 KoreaStar Re: [新聞] Section TV "20代誰也不認識NCT SM危機之說是

事實"激怒

10 1,237 KoreaStar [新聞] Wanna One爆合約拉長到明年2月！YMC坦承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15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台中市空污變嚴重 網友：終於知道真相

2 410 SAMSUNG(Android) S8+極度卡頓問題

3 409 iPhone(蘋果電腦) 如果錢不是問題，有多少人堅持要用Android？

4 361
電動機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陸學森今宣布：使用Gogoro電池與換電系統無須權利金

5 315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當你們在仇富時，你們又做了什麼？

6 302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終於還味全公道了

7 26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降空汙有成 林佳龍：台中什麼都好空氣也不錯

8 231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尖山村民冒雨怒吼不要基地台 中華電信3月底前拆除

9 229 Asus(Android) zf3更新android o囉～

10 229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當台灣被大陸統一後，台灣會剩下這些人

PTT批踢踢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贈獎文、直播文)

Mobile01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閒聊文)

新增回文數：於觀測期間內所新增之回文留言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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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7402758.A.537.html
http://www.ptt.cc/bbs/Boy-Girl/M.1517662336.A.D3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6897707.A.F1D.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16719784.A.3D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7368566.A.E3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6896090.A.07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6870142.A.90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7051559.A.37A.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17226287.A.E92.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17375449.A.F5E.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2&f=638&t=5373117#6735139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2&f=568&t=5374986#6735395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1&f=383&t=5378198#6734369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7&f=622&t=5379913#6734185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356&t=5380592#6735224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291&t=5377241#6735031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638&t=5377166#6734990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18&t=5378058#6735299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588&t=5378068#6735429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638&t=5380148#67350800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99615 未來Family
【全台家長非懂不可‼108新課正式上線】108課綱即將上路，
將全面影響國...

2 57597
吃心絕對

高雄美食粉絲團
草莓富士山250元🍓🍓🍓🍓滿滿的🍓🍓🍓🍓蓋住了綿綿
冰，綿綿冰...

3 55253
派愛族 - 來自日本最受
歡迎的婚姻媒合服務

未來的你會有幾個小孩呢？

4 52452
Dappei 搭配 –
服飾穿搭社群

日子在過，大腦要有 冰雪聰明的各位朋友們快留言來猜猜哪..

5 34320 FunkyLook FunkyLook心理測驗小學堂你真實的個性會是.....

6 30716 爆料公社 社員吳思在爆廢公社發文再買就剁手

7 30401 Byebyechuchu 我已經替大家製造機會了

8 26524 星座百科
✨按讚追蹤✨星座百科快tag他一起去買刮刮樂！中獎就請
客

9 26297 好事多俱樂部
你在傳說對決裡面最適合什麼角色呢？千百年來，眾神和惡魔
之間爆發過無數次戰爭！...

10 25689 iFit 社群專屬購物中心 身體老是硬梆梆、肌肉緊繃不舒服你的老毛病＃睡姿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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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30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直播派獎又來了！只要在星期日 2 月 4 日直播期間 ...

2 28734 Kevin老師 日本松本清藥妝店直播來了！有禮物哦！

3 28557 蝦皮拍賣 (Shopee) #看影片回放有全站購物金直播10分鐘全被破關！！！

4 22717 Life 8 30秒內答對，智商可上哈佛！快留下答案，贈送好禮。...

5 18506 錵鑶居家料理小教室
『直播』錵鑶年菜煮給你看免費抽一組送給你小年菜剩下最後
300組...

跨平台贈獎文 聲量探索排行榜(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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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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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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1989438507965863_1989485954627785
https://www.facebook.com/1998143613534828_1998196513529538
https://www.facebook.com/1811534562201320_1813914971963279
https://www.facebook.com/1647024728698357_557995861229493
https://www.facebook.com/1684177891627810_1684185528293713
https://www.facebook.com/617775178572971_617861475231008
https://www.facebook.com/1830517303634117_1830517473634100
https://www.facebook.com/1740659589312722_1740664915978856
https://www.facebook.com/1914590558568761_1049879621834671
https://www.facebook.com/1063963517079121_1063963853745754
https://www.facebook.com/1726000914157087_1726007197489792
https://www.facebook.com/10155924420673376_10155924421598376
https://www.facebook.com/812209895631380_812210218964681
https://www.facebook.com/1725532600844802_542742146109220
https://www.facebook.com/1659315067463303_1659318870796256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國產快時尚NET 外商環敵仍屹立不搖

國產快時尚中最為人所知的NET，在外國快時尚品牌相接進入台灣後，仍持續擴店，一則批踢踢上詢
問其存活性的發文引發眾人熱議，而回文內容中，競品Uniqlo為台灣現行最普及之快時
尚品牌，因此被提及比較的次數最多，其次則為同樣是台灣品牌的lativ；「布料品質」
則是網友最關心的話題，網友反應兩極，其中短褲、內搭品質較被推薦。而能夠生存
的原因，有人推論「NET在鄉下小鄉鎮佈點很多，這些大牌不見得願意」、「過季紅綠
配真的便宜，常看外勞們都掃個幾十件」等原因。

品牌話題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註]參考《經理人月刊》 Brand Asia亞洲影響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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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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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OpView探索台灣百大[註]與各領域知名品牌在網路頻道上的討論聲量，並即時產出前十大排

行榜，讓您隨時了解品牌輿論風向。

排名 品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光陽

/Gogoro
443 Ptt > biker

Re: [新聞]如果你認同光陽說「政府圖利
Gogoro」...

2 中華電信 252 Ptt > Gossiping [新聞]尖山村民冒雨怒吼不要基地台中華電信3

3 Pchome 246 Ptt > Lifeismoney [新聞] pchome商店街2月維持超商取貨免運費

4 Benz 218 LINE TODAY > 科技 台幣百萬不到！最便宜M-Benz將於今年8月問世

5 Toyota 207 Ptt > car [新聞]掀背版神車Toyota Auris即將引進

6 MAZDA 201 Ptt > Gossiping
[新聞]加速改善汽油引擎 馬自達：電動汽車的
時代根本不會來

7 NET 192 Ptt > Gossiping
[新聞]開了26年...台灣NET對抗UQ、ZARA「怎
麼

8 宏達電 191 Ptt > MobileComm
[新聞]宏達電U12悄露餡，傳4K螢幕、耳機孔復
活

9 宏碁 176 Ptt > Stock [新聞]幫你自動累算功德…宏碁推智慧佛珠

10 Honda 174
mobile01 > Hond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台灣本田~傲慢售後處理之鈑件原始瑕疵..HR-V
準車主領牌前請仔細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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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4671
http://www.ptt.cc/bbs/biker/M.1517686255.A.B3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7146729.A.436.html
http://www.ptt.cc/bbs/Lifeismoney/M.1517230390.A.8AA.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8F%B0%E5%B9%A3%E7%99%BE%E8%90%AC%E4%B8%8D%E5%88%B0%EF%BC%81%E6%9C%80%E4%BE%BF%E5%AE%9C+M+Benz+%E5%B0%87%E6%96%BC%E4%BB%8A%E5%B9%B4+8+%E6%9C%88%E5%95%8F%E4%B8%96-ZYPk2Q
http://www.ptt.cc/bbs/car/M.1516967075.A.94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6604286.A.93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6941838.A.58F.html
http://www.ptt.cc/bbs/MobileComm/M.1516594156.A.A1E.html
http://www.ptt.cc/bbs/Stock/M.1516754030.A.649.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261&t=5381648#67353407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