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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如何用社群大數據提升社群品牌力？
- 2018社群好評產業大調查

-應用社群大數據分析產業與品牌競爭力—家電產業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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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人和社群媒體接觸的時間越來越長，已經成為生活中密不可

分的一部分，社群大數據的價值在此時便顯現出來。為此，

意藍資訊於10月4日舉辦社群大數據分析應用發表會，獨家發

布產業好評排行榜、產業熱門頻道，並提出傳統品牌

（Purchase brands）往新數位品牌（Usage brands）移動

的經營趨勢。

本期電子報節錄台大商研所兼任教授楊立偉博士和意藍資訊

資深口碑分析師陳怡文Even兩位的演講內容，分析品牌經營

趨勢轉變，探索好評聲量成長最高的產業品牌策略，帶出社

群經營的方針，並以家電產業為案例，研究其社群影響力。

從傳統品牌到數位品牌

過去三到五年間，品牌常以銷售導向做行銷，忽略顧客對品

牌的定位認知跟了解，不過最近哈佛商業評論的研究指出，

其重要性正不斷在提升中。目標客群對品牌的認知，會在數

位時代中反過來塑造你的品牌，在討論目標客戶時，同時也

是在說品牌的定位。

觀測時間：
2018/01/01-08/31
觀測範圍：討論區、社群網
站、新聞回文

▲楊立偉博士於發表會現場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hbr.org/2018/02/the-most-successful-brands-focus-on-users-not-bu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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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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許多傳統舊品牌只關注購買、漏斗理論、促銷等，著重市占率（Market share），被稱之為

Purchase brands；然而有一批新型態的數位品牌開始提倡Usage brands，讓目標客戶從傳統購

買者（Buyer）變成使用者（User），將品牌建立在顧客的生活中。數位品牌較注重產品的體

驗、服務，或是客戶之間的分享，優化使用者的體驗，以了解它的價值。舉訂房網站為例，傳統

品牌如飯店住宿業者，以往關心的是廣告、DM、傳遞的訊息內容等，而新數位品牌如Airbnb的

業者則是將焦點放在google或是網站上的評分，亦即得到使用者的五星評分可能比廣告本身得獎

還重要。傳統品牌用活動、促銷創造「買」產品的需求，現代品牌則創造「用」產品的需求，從

體驗切入、關心網友討論的東西並鼓勵分享，而非一昧地以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

品牌定位目標客戶

形塑
Curate

創造
Create

日常數位及社交生活

好評成長產業排行榜

討論聲量最高產業 排名

觀光旅遊產業 1

消費性電子及家電 2

連鎖餐飲產業 3

影視娛樂產業 4

好評成長最多產業 排名

連鎖餐飲產業 1

美妝保養品 2

行動支付產業 3

電商及網路品牌 4

▲ 2018產業聲量及好評成長率排行榜（以OpView調查；成長率為對比去年同期）

▲品牌定位與目標客戶互相影響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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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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首先從產業來看，今年討論聲量前四名的是「觀光旅遊產

業」、「消費性電子及家電產業」、「連鎖餐飲產業」、「影

視娛樂產業」。足見這四個產業，都已經轉向重視產品的體驗

及討論，而非傳統的廣告及促購。以消費性電子及家電產業，

社群開箱文及網紅直播體驗當道，深入影響客戶的行為，是今

年的觀察重點。

然而品牌不只要有話題、更希望獲得好評。因此使用AI自動判

讀網友留言文字情緒，與去年同期相比，客戶正面評價成長率

最高的產業，有「連鎖餐飲產業」、「美妝保養產業」、「行

動支付產業」、「電商及網路品牌」，不但在社群上獲取客戶

的好感，甚至不少網友發展成品牌鐵粉及擁護者，帶來極大的

擴散力量。

四大好評成長產業社群討論概覽

4.電子商務3.行動支付2.美妝保養1.連鎖餐飲

關鍵字 回文數 關鍵字 回文數 關鍵字 回文數 關鍵字 回文數

▲好評產業之熱門參與話題關鍵字

（以OpView過濾熱門回應後分析關鍵字詞）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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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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1. 連鎖餐飲 討論雖多關係薄弱

連鎖餐飲的品牌與所在的購物中心之Facebook粉絲團回文多、正評高，但其中的關係與連結

相對薄弱，多為抽獎或優惠的活動，楊博士建議此產業需思考更多關於體驗、續購、擁護之客

戶參與。關注餐飲的網友除了受旅遊、美食網紅推薦的影響性高之外，熱門的關鍵字包含各類

美食、開箱文，以及最近的環保議題「與塑膠袋分手」都吸引大量網友回覆。

0%

5%

10%

15%

20%

25%

網紅 旅遊住宿 生活分享 親子互動

排名 社群網站 討論區

1 FB > 麥當勞 Ptt > Gossiping

2 FB > 台茂購物中心 校園聊天-Dcard > 美食

3 FB > 千葉火鍋 Ptt > fastfood

4 FB > momo購物網 巴哈姆特> 場外休憩區

5 FB > 陶板屋 伊莉討論區 > 吹水聊天

▲連鎖餐飲相同客群常用社群類型▲連鎖餐飲熱門討論頻道

2. 美妝保養 體驗行銷聲量正面

美妝保養品牌參與度高的頻道多為好評，可見正在往新數位品牌發展，注重消費者評價與體驗

的角度切入，是其他產業可以學習的。除了時尚穿搭、網紅開箱試色的影響性高之外，美妝討

論版的使用者連帶對新聞、生活分享類頻道感興趣。最常討論的除了各式美妝品以外，直播、

試色、體驗也都有良好的反應。

0%

5%

10%

15%

20%

25%

時尚穿搭 網紅 新聞 生活分享

排名 社群網站 討論區

1 FB > LOOKin Dcard > 美妝

2 FB > ELLE Taiwan PTT > MakeUp

3 FB > VOGUE Taiwan PTT > BeautySalon

4 FB > momo購物網 FashionGuide > Beauty

5 FB > Kiehl's PTT > Buytogether

▲美妝保養熱門討論頻道 ▲美妝保養相同客群常用社群類型

（依照討論聲量排名，紅字者為負面聲量較多。）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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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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磨合期導致負評高

行動支付的熱門頻道中負評較多，分析其主要原因是行動支付模式正處於和台灣市場磨合的時

期。行動支付社群關注者特別注意金融理財與消費類消息，最新「情報」、「回饋」、「優惠」

等資訊皆引起網友熱烈討論，部分業者因「發紅包」活動當機事件造成負評。

3. 行動支付

0%

10%

20%

30%

40%

金融理財 消費 時尚穿搭 醫療健康

排名 社群網站 討論區

1 FB > 日貨連線(MAVIS) Ptt >  Mobile Pay

2 Youtube關鍵字搜尋 Ptt >  creditcard

3 FB > 街口APP Ptt >  Gossiping

4 FB > momo購物網 Ptt >  Lifeis money

5 FB > 中區國稅局 mobile01 > 行動通訊

▲行動支付相同客群常用社群類型▲行動支付熱門討論頻道

4. 電子商務 部分社群需謹慎經營

電子商務品牌以經營Facebook為主，因為電商品牌多樣化，網友的討論可能分散在許多地方，

除了投注心力在外部的大型社交網站，也應考慮經營官方的交流平台，黏著會員與宣傳潛在用

戶，避免成就了外部的平台，卻反而沒有自己的第一方情報。部分討論區的聲量以負評較多，

如PTT八卦板與Dcard網路購物板，需持續關注、謹慎經營。

電商社群參與者共同關注的頻道，主要與3C相關資訊，其次為美妝、穿搭、健康，他們最常

回覆的貼文提到衣服、電影票、3C產品與家電，且對直播互動有熱烈反應。

3C資訊 美妝保養 時尚穿搭 醫療健康

0%

20%

40%

60%
排名 社群網站 討論區

1 FB > 燦坤快3網路商城 Ptt > e-shopping

2 FB > PayEasy線上購 伊莉討論區 > 吹水聊天

3 FB > momo購物網 Ptt > Gossiping

4 FB > PChome 24h購物 Ptt > Lifeismoney

5 FB > MOMO購物台 Dcard > 網路購物

▲電子商務熱門討論頻道 ▲電子商務相同客群常用社群類型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本次研討會以家電產業為例，進行產品上市前的市場探勘，

以及分析各品牌目前在市場的落點，協助品牌挖掘潛在客

戶，並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或是繼續穩坐霸主。

首先以維度分析，可以發現在近百萬則的家電產業討論中，

提到品牌名稱的討論數僅占6%，代表各品牌都還有很大的

努力空間。社群露出的品牌中以飛利浦最高，再來則是LG，

其他的則都是飛利浦的聲量七成以降。

再進一步排除官方主動露出的內容、活動、抽獎文章，以

篩出實質的網友討論率，可以發現老牌大廠國際牌逆轉勝

出，韓牌 LG 和大同虎視眈眈，表現同樣不俗。

接著應用傳統的BCG矩陣，重新定義衡量指標以找出品牌

在數位市場的定位。以相對數位市占率[註1]取代相對市場占

有率為橫軸，縱軸則以平均聲量成長率[註2]取代市場預期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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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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分析產業與品牌競爭力—

家電產業

提及品牌

6%

家電產業總聲量

959,786則

▲家電產業討論概況

▲家電競爭品牌討論聲量維度分析

飛利浦

13,687 

LG

13,274 

大同

9,810 

國際牌

9,434 

東元

5,730 日立

3,408 
聲寶

2,812 

2,196 

4,991 4,343 
5,300 

2,789 3,393 
848 

總聲量數（則）

排除官網內容及活
動抽獎後聲量數

[註1]相對數位市占率：實質心

占率（特定產業實質討論中，

提到特定品牌的聲量數占比）x

品牌正評聲量數／（品牌正評

聲量數+品牌負評聲量數）之

正規化指標。

[註2]平均聲量成長率：以過去

六個月的平均聲量成長率，用

來推估未來增長。

社群BCG矩陣找出定位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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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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經典老牌國際牌與大同，落在相對數位市佔率高，但近期

討論聲量成長幅度已經趨緩的Cash Cow區。再來，LG是

具有高聲量成長率及高數位佔有率的數位社群明星事業位

於Star區，此時的產品已經具有競爭優勢與擴展機會的策

略性事業。最後看到相對數位占有率較低，但近期聲量成

長率較高的Wild Cat區，此處其他品牌包括飛利浦、日立

、東元、聲寶，各品牌根據自身定位可根據上表採取因應

的數位策略。

以關鍵字進行話題分析，區分出「對象」、「誘因」、「

家電產業討論關鍵字

定位 數位市場現況 數位策略

Star
相對數位市佔率高
平均聲量成長率高

1.持續的投資與經營。
2.並參考金牛區前輩們的輿論正負評，作為前車之鑑。

Cash Cow
相對數位市佔率高
平均聲量成長率低

1.家電相關討論有94%未提及品牌，可進一步經營的數
位社群，增加心佔率
2.積極追蹤自身正負評，了解網友想法。

Wild Cat
相對數位市佔率低
平均聲量成長率高

1. 關注全產業數位行銷策略，力求創造差異化，搶攻
市場。
2.謹慎妥善規畫社群資源，將有限資源做最大利用。

▲數位市場定位與策略

低

高

低

高
相對數位市佔率 平

均
聲
量
成
長
率

Cash Cow

StarWild Cat

Dog

飛利浦 LG

大同

國際牌東元

日立

聲寶

▲社群BCG矩陣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產品本身」的三類討論，顯示消費者經常會考慮家庭成員，

討論中提到「媽媽」、「寶寶」的聲量最高，家電不再只

是買給自己的，也可能會是一種禮物。其他誘因中「安靜」

則是現代購買家電的常見考量，而上榜的家電產品則以傳

統四大家電：「電視」、「冷氣」、「冰箱」、「洗衣機」

討論最多。

以LG為例，利用文本中所含有的族群特徵詞，透過機器學

習的方式，劃分討論族群，分析發現主要族群為上班族，

其次為男性、已婚，經過交叉族群分析其中男性的上班族

獲得最高聲量。若要擴大 TA，可以從男性上班族延伸到男

性青年，或是反向開發關注度敬陪末座的族群，如已婚女

性，都是行銷策略的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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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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描繪數位族群輪廓

男友

寶寶

媽媽

智能

偶像

原廠

保固

影片

安靜

濾網

空氣清淨機

掃地機器人

音響

洗衣機

冰箱

冷氣

8K/4K電視

產品

誘因

誰

▲家電產業討論關鍵字分析

640

248

405

177
291

245

642

110

男性 女性 已婚 未婚 有子女 青年 上班族 學生

聲量數（則）

179

262

188

男性 x

已婚

男性 x

上班族

已婚 x

上班族

LG討論族群特徵挖掘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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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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進一步透過各大家電品牌的關聯度分析，與LG同時提及、

關聯度最高的品牌是國際牌，LG與國際牌的交集族群，相

較於整體家電討論參與者，更關注親子、生活量販、廚房

或洗滌家電、新知八卦等頻道，LG可以鎖定相關頻道的熱

門話題與討論面向，了解重疊族群的喜好與網友抱怨的重

點，檢討自家同類產品，以搶食市場、滿足市場需求。

品牌策略從過去的促銷與削價競爭，到現在轉為注重使用

者體驗和互動分享。在社群足跡的分析上，透過AI自動學

習數百種興趣及消費意圖，以標籤網友族群身分，除了本

期所舉的家電產業，亦可延伸應用至美妝、汽車、金融等

各產業，藉此幫助企業找到消費者的隱性需求以及開發客

戶，瓜分市場大餅。《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下一期將

為您整理下半場研討會重點，分享如何創造行銷話題梗、

有效借勢，以及如何探索客群興趣輪廓，整合多方數位足

跡精準投放廣告。

國際牌為首要競爭對手

▲家電產業品牌競爭關聯度分析[註4]

[註4]競爭關聯度：與中心主題直線距離代表「關聯度」高低。
與中心主題相比，顏色深淺代表「聲量數」多寡。

LG族群

競爭
對手族群

?
排
名

常出沒的頻道

1 Ptt>BabyMother

2 Ptt>hypermall

3 mobile01>廚房家電

4 mobile01>洗濯家電

5 卡提諾王國>科技新知

6 卡提諾王國>明星八卦

▲LG與國際牌交集族群

常出沒頻道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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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006 LINE TODAY > 國內 韓國瑜爆黑歷史！偷襲推倒阿扁害住院

2 1,643 LINE TODAY > 國內 男童遭虐打泣訴：媽媽對狗比對我好

3 1,508 yahoo新聞 > 財經 駐日代表處辦國慶酒會主視覺曝光「滿滿蔡英文頭像」

4 1,493 yahoo新聞 > 政治 不文青了！吳音寧南下替表哥輔選嗆「不被抹黑擊倒」

5 1,441 yahoo新聞 > 政治 韓國瑜曾把扁打到住院陳致中：高雄人接受暴力市長嗎？

6 1,217 yahoo新聞 > 政治 撤銷政治受難者罪名總統道歉：這天來得太晚讓你們...

7 1,183 LINE TODAY > 理財 趕走麥當勞後金店面下場竟變這樣

8 1,141 LINE TODAY > 國內 韓國瑜主張母語回家學李永得批：外省獨尊的殖民心態！

9 1,128 LINE TODAY > 生活 不能白放颱風假？商總：勞工要補上班

10 1,091 yahoo新聞 > 生活 故意找碴？大陸國慶小英「幫狗慶生」陸網軍氣pu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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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01~2018.10.07

10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202 心情 這個真的很可愛

2 2,189 西斯 #圖笨貓

3 1,985 感情 跟男友吵架

4 1,797 心情 #幫高調高鐵上的台大同學對不起還有謝謝你

5 1,795 感情 圖#被學妹黑說是渣男中央空調

6 1,608 有趣 [笑話]哥哥我會說英文了親生經歷

7 1,494 心情 我的豆豆小腳

8 1,383 西斯 前男友看不到

9 1,315 西斯 第一次ㄩㄆ就被放鴿子

10 1,273 有趣 學費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Social Lab收錄每周各類熱議討論文章前十名，欲看上周熱門排行榜請點我。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9%9F%93%E5%9C%8B%E7%91%9C%E7%88%86%E9%BB%91%E6%AD%B7%E5%8F%B2%EF%BC%81%E5%81%B7%E8%A5%B2%E6%8E%A8%E5%80%92%E9%98%BF%E6%89%81%E5%AE%B3%E4%BD%8F%E9%99%A2-0P2O7D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7%94%B7%E7%AB%A5%E9%81%AD%E8%99%90%E6%89%93%E3%80%80%E6%B3%A3%E8%A8%B4%EF%BC%9A%E5%AA%BD%E5%AA%BD%E5%B0%8D%E7%8B%97%E6%AF%94%E5%B0%8D%E6%88%91%E5%A5%BD-nGxvXg
https://tw.news.yahoo.com/%E9%A7%90%E6%97%A5%E4%BB%A3%E8%A1%A8%E8%99%95%E8%BE%A6%E5%9C%8B%E6%85%B6%E9%85%92%E6%9C%83-%E4%B8%BB%E8%A6%96%E8%A6%BA%E6%9B%9D%E5%85%89-%E6%BB%BF%E6%BB%BF%E8%94%A1%E8%8B%B1%E6%96%87%E9%A0%AD%E5%83%8F-02425785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8D%E6%96%87%E9%9D%92%E4%BA%86-%E5%90%B3%E9%9F%B3%E5%AF%A7%E5%8D%97%E4%B8%8B%E6%9B%BF%E8%A1%A8%E5%93%A5%E8%BC%94%E9%81%B8-%E5%97%86-%E4%B8%8D%E8%A2%AB%E6%8A%B9%E9%BB%91%E6%93%8A%E5%80%92-02330209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9F%93%E5%9C%8B%E7%91%9C%E6%9B%BE%E6%8A%8A%E6%89%81%E6%89%93%E5%88%B0%E4%BD%8F%E9%99%A2-%E9%99%B3%E8%87%B4%E4%B8%AD-%E9%AB%98%E9%9B%84%E4%BA%BA%E6%8E%A5%E5%8F%97%E6%9A%B4%E5%8A%9B%E5%B8%82%E9%95%B7%E5%97%8E-05503213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2%A4%E9%8A%B7%E6%94%BF%E6%B2%BB%E5%8F%97%E9%9B%A3%E8%80%85%E7%BD%AA%E5%90%8D-%E7%B8%BD%E7%B5%B1%E9%81%93%E6%AD%89%EF%BC%9A%E9%80%99%E5%A4%A9%E4%BE%86%E5%BE%97%E5%A4%AA%E6%99%9A-%E8%AE%93%E4%BD%A0-054257729.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8%B6%95%E8%B5%B0%E9%BA%A5%E7%95%B6%E5%8B%9E%E5%BE%8C+%E9%87%91%E5%BA%97%E9%9D%A2%E4%B8%8B%E5%A0%B4%E7%AB%9F%E8%AE%8A%E9%80%99%E6%A8%A3-nGx5GJ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9%9F%93%E5%9C%8B%E7%91%9C%E4%B8%BB%E5%BC%B5%E6%AF%8D%E8%AA%9E%E5%9B%9E%E5%AE%B6%E5%AD%B8%E3%80%80%E6%9D%8E%E6%B0%B8%E5%BE%97%E6%89%B9%EF%BC%9A%E5%A4%96%E7%9C%81%E7%8D%A8%E5%B0%8A%E7%9A%84%E6%AE%96%E6%B0%91%E5%BF%83%E6%85%8B%EF%BC%81-OZWmx6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4%B8%8D%E8%83%BD%E7%99%BD%E6%94%BE%E9%A2%B1%E9%A2%A8%E5%81%87%EF%BC%9F%E5%95%86%E7%B8%BD%EF%BC%9A%E5%8B%9E%E5%B7%A5%E8%A6%81%E8%A3%9C%E4%B8%8A%E7%8F%AD-lv7kNB
https://tw.news.yahoo.com/%E5%BD%B1-%E6%95%85%E6%84%8F%E6%89%BE%E7%A2%B4-%E5%A4%A7%E9%99%B8%E5%9C%8B%E6%85%B6%E5%B0%8F%E8%8B%B1-%E5%B9%AB%E7%8B%97%E6%85%B6%E7%94%9F-%E9%99%B8%E7%B6%B2%E8%BB%8D%E6%B0%A3pupu-072700461.html
https://www.dcard.tw/f/mood/p/229771161
https://www.dcard.tw/f/sex/p/22978792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9777804
https://www.dcard.tw/f/mood/p/229791709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9770846
https://www.dcard.tw/f/funny/p/229764133
https://www.dcard.tw/f/mood/p/229790027
https://www.dcard.tw/f/sex/p/229780459
https://www.dcard.tw/f/sex/p/229790993
https://www.dcard.tw/f/funny/p/229774881
http://www.social-la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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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567 Gossiping Re: [問卦] 1124滅東廠…然後呢？

2 1,537 Gossiping [新聞]葛特曼若不道歉 柯文哲揚言募款打國際官

3 1,517 Gossiping [問卦] 不影響閱讀

4 1,486 Golden-Award [金鐘]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5 1,485 Gossiping [新聞]柯P涉器官移植風暴姚文智：賴院長相信，

6 1,475 Gossiping Re: [FB]林國成—感謝台大葉克膜團隊救了我兒子

7 1,432 KoreaStar Re: [新聞]陸女團抄襲防彈「幾乎一樣」 韓粉氣炸：

8 1,406 WomenTalk Re: [新聞]跟團遊歐脫隊閒逛她趕不上飛機…6萬旅費

9 1,364 Gossiping Re: [新聞]呱粉、柯粉高度重疊呱吉：有點失望柯文

10 1,343 Gossiping [FB] 1124滅東廠大數據分析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14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插手貿易戰！台向美採購475億黃豆大陸氣炸：背後插...

2 287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台灣碳排放與空汙世界第一，還要蓋深澳火力電廠??

3 214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如果你是那個老公，你怎麼想？

4 18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柯P火速PO律師函嗆葛特曼24小時內公開道歉

5 157
Mazd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台灣馬自達汽車聲明稿2018/10/3

6 147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我是大陆人，看了这里心里有些难过。。

7 147
台中市

(居家房事中部地區)
全新型態的三井outlet將於12/12正式開幕

8 146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人生好難，想離開了怎麼辦

9 14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誰不會用到葉克膜?

10 142
Nikon單眼相機

(可換鏡頭數位相機)
Z7跟Z6還有Canon R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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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8733748.A.20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8552309.A.14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8542448.A.262.html
http://www.ptt.cc/bbs/Golden-Award/M.1538838811.A.48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8725245.A.BD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8547062.A.0C2.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38530966.A.112.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538893342.A.16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8407233.A.08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8781687.A.3E7.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291&t=558676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638&t=558830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292&t=558743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638&t=558894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276&t=558927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37&t=559005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460&t=558753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37&t=558934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38&t=559017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248&t=558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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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7,906 員林人大小事 我老婆在昨天生產時失血過多…(集氣文)

2 7,314 柯文哲 Mr. Ethan Gutmann於西元2018年10月2日台北國賓大飯…

3 6,842 食尚玩家 芋頭控心動了嗎？美食好康在這裡 https://goo.gl/…

4 4,986 女人我最大 是不是~我現在就要去增加我的智商惹！！ #飲酒過量有礙...

5 4,800 東森新聞 原來胖也值錢！公司獎勵減肥1公斤1340元他狂鏟5公斤樂…

6 4,492 udn.com 聯合新聞網 陳水扁被韓國瑜打到住院三天【影／民進黨批黑道底韓國瑜…

7 4,317 ETtoday新聞雲 千萬不要浪費吼～～11/3快來ETtoday壞朋友音樂節…

8 4,080
快樂寶寶～

教養、育兒媽媽經
看著女兒做化療一整天…(集氣文)

9 4,069 ~~我愛鹿港小鎮~~ 我老婆在昨天生產時失血過多…(集氣文)

10 4,021 食尚玩家 妳是那位#酒鬼閨蜜嗎？愛美別錯過啦 http://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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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80 天下文化
【留言+1免費領取】#21世紀的21堂課慶祝年度最期待的必
讀書!榮登…

2 28,934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心理測驗】你未來另一半的星座是…？ #留言私訊答案給你
們#阿編自己測了覺…

3 18,487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99%的人都無法解開!!!一塊豆腐，最多只能切2刀，要怎樣才
能切成8塊? #留…

4 18,007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快來測看看財神爺有沒有眷顧你? #偏財運

5 16,024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心理測驗】為了愛，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 #留言私訊答案
給你們#阿編選了B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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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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facebook.com/1105921189564048_1107898739366293
https://www.facebook.com/1493986874036621_2240966149276268
https://www.facebook.com/2343122425703842_323386721800953
https://www.facebook.com/1925698360800170_771446256528632
https://www.facebook.com/2306460079389070_310823599503255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351594466030_515409085603784
https://www.facebook.com/2146531058716380_337409766809200
http://www.facebook.com/957412661111296_959833897535839
http://www.facebook.com/1867055120010173_1870725089643176
https://www.facebook.com/2341757639173654_252585852115359
https://www.facebook.com/10155595364182213_1364859293644401
https://www.facebook.com/2293805467318198_1997584316951948
https://www.facebook.com/2285708374794574_142604793361721
https://www.facebook.com/2285672744798137_561508030945677
https://www.facebook.com/2295236507175094_1965708813507962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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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大熱門(排除贈獎文 )

Social Lab收錄每周前十名Youtube熱門影片排行榜，欲看更多熱門影片請點我。

13

【阿滴英文】史上最難，阿滴英文挑戰香港DSE

【安啾咪】做生日蛋糕給自己！26歲小感言 【搞神馬】用冰淇淋機挑戰用珍奶做冰淇淋

【人生肥宅x尊】火柴球創造極致的療癒感？ 【年代向錢看】葛特曼衝柯P來！吳祥輝背後算計？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social-lab.cc/2018/10/youtube/8430/
http://www.social-lab.cc/2018/10/youtube/8427/
http://www.social-lab.cc/2018/10/youtube/8422/
http://www.social-lab.cc/2018/10/youtube/8417/
http://www.social-lab.cc/2018/10/youtube/8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