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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揭開行動支付使用者之網路口碑（上）
-行動支付的討論趨勢與熱議焦點

-各行動支付口碑評價與社群印象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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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12

行動支付熱潮來襲 深度剖析消費者口碑

資料時間：2019/11/01 – 2020/01/31｜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新聞
（不含抽獎活動文）

Part  3

Part  2
2-2 社群討論度、行銷策略比較

行動支付
種類評比

行動支付間的競爭度比較

本主題大綱

行動支付於各通路的心佔率
通路體驗
口碑分析

超商超市通路使用者回饋評析

Part  1

1 行動支付網路討論聲量趨勢線行動支付
討論趨勢

2-3 各支付之社群印象(文字雲)

行動支付【註1】相較於現金支付，有著金融透

明度、提升經濟活動效率、降低現金處理成本

等優點【1】 ，因此近年來金管會、國發會按照

《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2】 ，透過政策

方案的推動逐步提升我國的行動支付普及率，

期望能於2020年提升至52%（2015年為26%

）。另外，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的《行動支付消費者調查》【3】台灣曾使用

行動支付的用戶已達六成，行動支付熱潮看似

勢不可擋，然而消費者對於各種類的行動支付

之網路口碑又是如何？因此本期Social Watch

便要透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去掌握

行動支付目前網路上的社群討論口碑。

2-1 頻道擴散度、好感度二維圖

本期 下期

【註1】行動支付是指不需實體現金或金融卡，而可使用行動裝置進行支付行為之服務（維基百科）。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opview.com.tw/
https://www.opview.com.tw/
https://www.opview.com.tw/
https://www.opview.com.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5%8B%95%E6%94%AF%E4%BB%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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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研究對象說明 行動支付懶人包

本期Social Watch於Part 1透過聲量趨勢線，掌握目前的討論焦點。接著在Part 2透過對資料母體的

維度分析，逐步分離出不同的通用型【註2】支付種類的網路口碑。再透過社群討論、抽獎直播等聲量

佔比組成，去剖析各支付的行銷策略。接著，透過二維圖的建構，為各支付種類做優劣勢的定位。

最後透過文字雲的製作，了解各支付種類在目前的社群討論中有著如何的印象。

在下一期的Social Watch中，運用各支付種類間的共同提及率，分析競品間的競爭關係，並於Part 3

中加入通路限定型【註3】支付的分析，去深度剖析網友們在社群網路上在超商、超市等通路是如何討

論電子支付。

本期Social Watch鎖定的行動支付研究對象，是以資策會MIC《行動支付消費者調查》中前5名民眾

常用的通用型支付類型，排除由單一銀行發行的行動支付App，另加入其他調查數據中較為常見的

通用型支付，最終選定7個通用型支付作為本期的分析對象。

名
稱

LINE Pay 
（及LINE Pay

Money）

街口
支付

台灣
Pay

Pi
拍錢包

Apple 
Pay

Google Pay Samsung Pay

簡
介

LINE Pay是由
Naver集團旗下的
LINE株式會社所開
發的支付軟體。

LINE Pay Money
則是與我國一卡通
業者合作推出。

由胡亦嘉所
創立的電子
支付專營業
者開發的支
付App。

由財政部聯
手九大公股
行庫所推出
的行動支付

App。

由PChome
網路家庭子
公司拍付國
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所提
供的行動支
付平台。

由Apple公
司所推出行
動支付和電
子錢包服務。

Google將
Google 

Wallet 和
Android Pay 
整合的單一行
動支付服務。

由韓國三星電
子開發的行動
支付、電子錢
包、會員卡管
理服務。

使
用
方
式

條碼付款
掃碼支付
NFC感應
付款

條碼付款
掃碼支付

條碼付款
掃碼支付

條碼付款
掃碼支付

NFC感應
付款

(限iOS系統)

NFC感應
付款

(限Android系
統)

NFC感應
付款

(限Android系
統)

綁
定
形
式

LINE Pay可綁定信
用/金融卡；LINE 

Pay Money
僅可綁定銀行帳戶。

可綁定信用/
金融卡、銀
行帳戶

可綁定
合作銀行之
金融卡

可綁定
信用/金融卡

使用

可綁定
信用/金融
卡使用

可綁定
信用/金融
卡使用

可綁定
信用/金融
卡使用

【註2】通用型意味著能夠跨通路使用，並不侷限在單一通路消費。下表皆為通用型支付。

【註3】限定型通常由某通路開發，並限定僅能於該集團通路使用，如全家的Fami Pay、全聯的PX Pay等。

▲本期Social Watch收錄之通用型支付比較一覽表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mic.iii.org.tw/news.aspx?id=519&Lis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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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線
690

1 · 網路聲量趨勢線社群較關注資安、回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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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日期 聲量 當日熱議文章

A 11/1 1,615 [閒聊]收到街口卡完成七彩信用卡系列

B 11/4 1,669 Fw: [討論] LINE Pay一卡通被盜領

C 12/3 1,414 [情報] LINE Pay挺進亞太 串連7800萬用戶

D 12/16 1,338 Re: [新聞]商圈回饋台灣Pay增加到20%（非原標）

從上述熱議文章，可以得知LINE Pay的自主討論度最高，從網友的熱議議題類型去彙整，會發現聯名

信用卡、個資問題以及消費回饋是最受到網友關注。然而本研究時間橫跨多個購物季期間（雙11、雙

12、聖誕節、年終、農曆年），熱議文章前幾名卻無相關討論，在購物季中，可能因優惠不夠，或是

資訊不夠引起大眾關注，聲量並未因購物季節有顯著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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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LINE Pay議題散播度高台灣Pay優惠獲高滿意度

▼社群討論之聲量趨勢線與峰點熱議文章表

▼各行動支付題之議題擴散度與滿意度二維散布圖

平
均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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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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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擴散數：654(個)

(則)

(個)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ptt.cc/bbs/creditcard/M.1572585124.A.DEB.html
https://www.ptt.cc/bbs/creditcard/M.1572585124.A.DEB.html
https://www.ptt.cc/bbs/creditcard/M.1572585124.A.DEB.html
https://www.ptt.cc/bbs/creditcard/M.1572585124.A.DEB.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2882861.A.4ED.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2882861.A.4ED.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2882861.A.4ED.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2882861.A.4ED.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2882861.A.4ED.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5344355.A.88C.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5344355.A.88C.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5344355.A.88C.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5344355.A.88C.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5344355.A.88C.html
https://www.ptt.cc/bbs/MobilePay/M.1575344355.A.88C.html
https://www.pttweb.cc/bbs/Lifeismoney/M.1576463331.A.1F6
https://www.pttweb.cc/bbs/Lifeismoney/M.1576463331.A.1F6
https://www.pttweb.cc/bbs/Lifeismoney/M.1576463331.A.1F6
https://www.pttweb.cc/bbs/Lifeismoney/M.1576463331.A.1F6
https://www.pttweb.cc/bbs/Lifeismoney/M.1576463331.A.1F6
https://www.pttweb.cc/bbs/Lifeismoney/M.1576463331.A.1F6
https://www.pttweb.cc/bbs/Lifeismoney/M.1576463331.A.1F6
https://www.pttweb.cc/bbs/Lifeismoney/M.1576463331.A.1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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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Pay

Google Pay

台灣Pay

Pi拍錢包

Apple Pay

街口支付

Line Pay

討論

抽獎直播

在行動支付中，街口支付較常運用官方粉絲團抽獎活動文去做曝光、行銷。LINE Pay和Apple

Pay則多透過異業結盟合作，舉辦抽獎活動增加聲量，進而提高品牌曝光度。

而我國政府機關主導成立的台灣行動支付（台灣Pay），在社群曝光度上仍不如其他業者所為，能

夠取得高優惠的通路地點較為侷限被許多網友提及，或許可仿效其他行動支付商，結合異業行銷

資源或在自身社群管道多張貼優惠資訊、舉辦抽獎活動、直播等，以此提高社群曝光度。

從二維圖中可以發現，LINE Pay挾帶著龐大通訊軟體使用者基數的優勢，在議題的擴散程度上遠

高於其它行動支付。而受到手機型號綁定的侷限性，Samsung Pay的相關討論僅存在於相對較少

的頻道中。就好感度（P/N比【註4】 ）來說，台灣Pay去年底曾加碼20%的消費回饋（各夜市、商

圈等），確實讓網友對其較有好感，因此有著最佳的滿意度。

綜觀而言，頻道擴散數與網友的好感度呈現些微的負相關，意味著當相關議題不斷發酵、並擴散

到許多社群頻道時，很可能是某件負面觀感的爭議性事件正在引起討論，如LINE Pay一卡通的個

資遭洩盜刷、街口支付的託付寶與金管會之衝突事件等等。

▲各行動支付社群討論與抽獎直播聲量佔比橫條圖

【註4】意藍資訊使用文字語意分析技術，自動判讀文章情緒所獲得的正面文章（P）與負面文章

（N）之比值（P/N比），比值大於1代表正面文章數多於負面文章數，整體口碑滿意度較佳；反

之，若小於1則代表負面文章數多過正面文章數。

(則)

2-2 ‧ 街口官方抽獎 LINE Pay異業合作拉抬聲量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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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電子支付的社群印象

LINE Pay「一卡通」帳戶的個資問題在PTT、Dcard等討論區發酵，許多苦主紛紛跳出來附和。另外

LINE Points的使用性相當便利，因此許多網友也較為關注「LINE Points」的回饋%數、取得管道與可

消費折抵的商品。雖然LINE Pay可以綁定多家「信用卡」，但LINE Points的取得須綁定特定聯名卡才能

享有回饋，因此「中信」聯名卡的討論度也較多。

▲ LINE Pay社群討論之詞頻數文字雲

一卡通帳戶個資及盜刷爭議於討論區發酵

品牌印象深 託付寶「保證收益」標語遭議

▲中國信託推出的LINE Pay聯名卡

▲台新銀行推出的街口支付聯名卡

▲街口支付社群討論之詞頻數文字雲

在街口支付的文字雲中，較為特殊的是電子支付主管機關「金管會」字眼，從質化文本分析發現，去年

底街口支付推出「託付寶」的嶄新服務，卻因為其「保證收益」保證年化率之標語，引來金管會的關切

。除了其支付服務內容與回饋受到討論之外，台新銀行與街口支付合作推出的聯名卡也受到關注，如「

街口聯名卡心得分享」、「網購可以用街口聯名卡了？」等通路與使用攻略相關內容討論熱烈。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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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Apple Pay本身算是目前跨國金融消費主要管

道之一，因此出現較多國家名，如「美國」、「

日本」，透過質化文本分析發現，網友關注在國外

旅遊討論上，如出國使用Apple Pay之可能性與便

利性等。另外Apple Pay本身傾向於行動信用卡的

概念，因此並不一定具備實體卡的刷卡優惠，因此

較少人討論使用該支付管道能獲得之回饋。

從台灣Pay熱議關鍵詞「全聯」、「店家」、「商

圈」可看出網友十分關心通路的相關資訊，也有網

友提到傳統市場結合行動支付將會更加衛生、便利

，如「大龍市場」結合台灣Pay即是一例，而各大

觀光商圈配合使用之回饋％數高也受到網友關注。

台灣Pay由於是政府主導成立，因此多了政府機關

（經濟部）及公股行庫（華南銀行）之相關字眼。

▲Pi拍錢包社群討論之詞頻數文字雲
▲玉山銀行推出的Pi拍錢包聯名卡

Pi錢包一樣能綁定多家信用卡，但是僅綁定特定銀行「玉山」銀行推出的聯名卡才能享有「P幣回饋」。

P幣可全額折抵可消費管道及相關繳費通路，因此網友較關注P幣的回饋、取得方式。另由於Pi錢包是由

網路家庭「PChome」旗下公司所開發，因此該電商相關名詞提及頻率相對其他支付較高。

銀行聯名卡名稱深刻 配合電商共提次數高

▲台灣Pay社群討論之詞頻數文字雲

消費通路提及次數高顯見網友關心可用管道

▲Apple Pay社群討論之詞頻數文字雲

國際消費可用性受網友大量討論 少優惠字眼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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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網友表示使用的是三星手機，所以曾使用過Samsung Pay，

但最常用的仍然以LINE Pay為主。而由於Samsung Pay與Google

Pay都是Android手機才能使用的支付類型，因此兩者的共提次數高

。另外去年年底Samsung Pay將支援「悠遊卡」功能，也令當時不

少網友期待不已。

▲Samsung Pay社群討論之詞頻數文字雲

▲Google Pay社群討論之詞頻數文字雲

關注手機型號可否使用行動支付

電子錢包、行動信用卡功能受矚

許多網友反映Google Pay在支付時會出現解鎖、付款問題，因而有

許多人建議再將他們的紅米、Realme、小米等手機進行手機作業系

統重灌以排除一些付款障礙及問題。總體來說，有關Google Pay的

相關討論較無一個討論熱區，且討論時易被網友拿來與其他支付比

較，產品之社群印象較薄弱。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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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Social Watch參考資料列表如下：

【1】蔡福隆（2017）。電子支付帶動台灣金融科技發展。

【2】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6）。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

【3】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20）。【行動支

付大調查】行動支付用戶達六成最常使用方案與場域大排名。

本期《行動支付》小結

綜合前面所述，本期Social Watch針對幾個行動支付歸納之

社群建議如下：

 LINE Pay以「LINE Points回饋」相關訊息最受關注，透

過Line使用者基數優勢，可著重宣傳網友關心的「回饋」

資訊與話題，同時，業者應特別注意「資安」議題所引

發的負面形象。

 台灣Pay可與較普及的異業通路合作，以回饋取得的方便

性增加網友使用意願，在藉由高回饋活動搭配抽獎提高

曝光度，並在宣傳上多強調支付使用者較關注的「通路

」相關訊息，包含可使用通路、高回饋通路等。

 Apple Pay除了可多透過異業合作、舉辦抽獎活動提高聲

量，亦可多強調跨國消費、海外旅遊等「國際使用」的

便利性。

在下一期的Social Watch中，我們將接續本期的分析脈絡，

將這7個支付種類去做競爭關係的分析（共提率及競爭風暴

圖）；並分析通路使用行動支付時，網友大部分有何回饋、

討論。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bit.ly/38MbYVy
https://bit.ly/2ICtr86
https://bit.ly/2TFyZ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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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疫情蔓延，消費者不出門卻更加仰賴網路，品牌要如何掌握「網路

口碑」所帶來的未知風險及潛在商機？

想從客群數據掘更多客戶沒說出口的習慣與需求？

本次演講適合第一次接觸口碑分析的人，由台大商研所助理教授楊立偉

博士，與多位擅長數據洞察的意藍資訊分析師線上開講，參加活動您將

獲得：

✅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品牌的分析心法及社群戰略

✅一窺能深入目標客群、挖掘潛在客群的行銷利器

✅ 產業大數據解析給您看！了解如何評估產業/品牌網路聲量趨勢及追蹤

行銷成效！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opview.com.tw/20200319webinar?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0319webinar?target=blank
https://www.opview.com.tw/20200319webinar?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0319webinar?target=blank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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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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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497 LINE TODAY > 國內 滯留湖北台人揚言告政府違憲陸委會：包機早備妥

2 2,429 yahoo新聞 > 首頁 不滿余天切割館長怒嗆民進黨：下次選舉別找我幫忙！

3 2,423 LINE TODAY > 國內 杜絕「黃安們」濫用健保立委提案月收1.2萬全額保費

4 2,126 LINE TODAY > 生活 健保制度擬重大變革藥品部分負擔不再200吃到飽

5 1,795 LINE TODAY > 國內 親力親為！韓國瑜回高雄拚市政賣水果、防疫宣導…

6 1,678 LINE TODAY > 生活 黃士修／2300萬人繳錢給14億人用健保？！

7 1,488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 40萬連署書出征！罷韓赴警局求保護

8 1,483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陳時中瞌睡照掀討論！網友脫口這句話

9 1,437 LINE TODAY > 國內 稱讚中國變日常？ WHO：看中國防疫「很感動」

10 1,406 LINE TODAY > 娛樂 EBC東森新聞|小S真的怒了！忍好久爆氣說重話轟老公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191 感情 女友跟她的乾哥無套上床還內射..

2 1,147 心情 室友愛偷喝別人冰箱的東西，然後現在喝出問題

3 1,040 感情 經痛看清男友……

4 1,020 感情 約炮就是髒沒啥好說的

5 1,006 追星 KT無情開嗆老公謝和弦是厲鬼冥婚

6 975 感情 大學四年女生不可能沒交過男友吧

7 943 感情 男友向卡友要裸照

8 931 感情 被抽菸男友帥到

9 843 追星 227事件科普，肖戰糊了！！

10 818 感情 我想嫁的像她那樣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0.03.02-03.08

http://www.social-lab.cc/%E7%86%B1%E9%96%80%E9%A0%BB%E9%81%93%E6%8E%92%E8%A1%8C%E6%A6%9C/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rNyRxe
https://tw.news.yahoo.com/%E4%B8%8D%E6%BB%BF%E4%BD%99%E5%A4%A9%E5%88%87%E5%89%B2-%E9%A4%A8%E9%95%B7%E6%80%92%E5%97%86%E6%B0%91%E9%80%B2%E9%BB%A8%E4%B8%8B%E6%AC%A1%E9%81%B8%E8%88%89%E5%88%A5%E6%89%BE%E6%88%91%E5%B9%AB%E5%BF%99-225652801.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VjWMW2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zoBRkg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25R8WP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NeEgP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vgvgQ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67Rpj9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K31LYN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D91OX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178335
https://www.dcard.tw/f/mood/p/233174892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18825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170009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316707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194012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173170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168668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318214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17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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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544 marriage [求助]宴客後天天吵架……

2 1,504 Gossiping [新聞]除非陳建仁接指揮官…柯P:我去也不會太差

3 1,503 Gossiping [問卦]鄉民霸凌？台灣妹子:我選擇回到大陸

4 1,497 Gossiping [新聞]杜絕「黃安們」濫用健保 林俊憲提案修

5 1,491 Gossiping [新聞]台灣防疫成就領先全球陳建仁：歸功中國

6 1,489 Gossiping Re: [問卦]支那是歧視用語？以後要被水桶了嗎？

7 1,486 Gossiping [新聞]竹女高三生學測優異卻滯留湖北，憂

8 1,480 Gossiping Fw: [申請]請辭Gossiping/GossipPicket板主

9 1,476 Gossiping [爆卦]韓國人也想要一個唐鳳

10 1,475 Kaohsiung [新聞]民眾黨佈局高雄市長 五連霸親民黨議員鬆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36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如何证明宗教的神是存在的？

2 313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00 開11X被開罰，車主喊冤

3 305 健康與養生(生活娛樂) [開箱]口罩國家隊口罩機開箱

4 270 軍事迷基地(生活娛樂) 【戰略地位超越金馬】國防院：澎湖失守將面臨無險可守

5 267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杜絕「黃安們」濫用健保林俊憲提案修法

6 257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50歲單身,有房,存款200,沒工作…

7 257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我國口罩2月仍出口千萬片

8 237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高房價之你家沒年輕人嗎？

9 23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各國提高口罩生產！醫師：【罵政府增加生產線閉嘴了吧】

10 22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影片顯示嫌犯\沒\打孕婦為何蔡阿嘎謊稱\有\打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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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83462243.A.D2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3555063.A.CC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3140503.A.98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3125177.A.4F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3592284.A.81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3458452.A.4E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3397478.A.48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3603838.A.89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3609892.A.9E4.html
http://www.ptt.cc/bbs/Kaohsiung/M.1583632750.A.7A0.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4&f=37&t=603654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294&t=603582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637&t=603549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638&t=603602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291&t=603965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638&t=603736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356&t=603883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638&t=603790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638&t=603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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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View體驗申請 | 電子報訂閱

12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9,978 韓國瑜 大家晚上好，吃過晚飯了嗎？好久沒有和大家晚上直播…

2 15,719 ETtoday新聞雲 要全中太難了吧！(#條紋馬我差一個啊！) 🙋♀拿獎金囉！…

3 11,771 鳥先生&鳥夫人 一直沒有跟大家說這個悲痛的消息…除了自己都無法相信…

4 11,526 韓國瑜 滑滑手機高雄新鮮外銷精品水果送到家，喊聲+1優惠免運…

5 11,050 食尚玩家 📣有認識有叫「ㄕㄢㄕㄢ」的人嗎？ #免費泡湯♨ …

6 10,941 東森新聞 #B編：女王加油！全台今晚一起來集氣#病危#腦出血#劉真

7 10,813 噪咖 路人偷聽又來了！真的是遇到瘋子哈哈哈哈哈最後搭訕被拒

8 9,846 蔡阿嘎 【大頭佛娛樂有限公司重要聲明】蔡阿嘎先生與懷有身孕…

9 9,183 黃智賢世界 偉大的陳時中1 1月31日，鑽石公主號2000遊客，在北台…

10 8,293 Yahoo奇摩旅遊 這到底是什麼啦!!!!!!國外有人做了香菜美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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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28
TR Box寶藏屋：傘的
專家、居的職人

最黑的夜空會有最亮的星💥小遲到了一下下一樣要High起來

2 23,931
TR Box寶藏屋：傘的
專家、居的職人

如果你不肯努力那就讓別人來做吧成功是自己的💯

3 23,275 星座好朋友 ⭐️塔羅占卜⭐️測！未來三個月你會有什麼意外收穫？

4 17,920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日本最夯的樹卡測驗🔥一次知道你的財運、工作、愛情運

5 16,362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神準心測#測出你的內在性格以下哪張臉讓你最不舒服❓

Facebook活動文 聲量探索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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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2634952303498763_483066415908607
https://www.facebook.com/3201119863257489_181897539913116
https://www.facebook.com/2626560850800644_2434965749937714
https://www.facebook.com/521866722060323_215960266269750
https://www.facebook.com/3342360109113397_812996662535809
https://www.facebook.com/3717434971624900_113935890211125
https://www.facebook.com/1681506145389778_523339264987106
https://www.facebook.com/3007266492669332_490752958275198
https://www.facebook.com/2555671951339791_567830913824742
https://www.facebook.com/2960377617352771_615281382650721
https://www.facebook.com/686433805429367_250592125979167
https://www.facebook.com/2783884611665549_236592080836270
https://www.facebook.com/3467813313232946_136559187888818
https://www.facebook.com/3327538080611593_2442169806113519
https://www.facebook.com/3313610995337635_63883986361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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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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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老高暢談昆蟲
的謎團真的是從外星來的嗎？

【即新聞】義大利議員被嘲笑他脫口罩爆氣：
我去過3個疫區

【一隻阿圓 I am CIRCLE】疫區返國未自主隔
離參加頒獎典禮網紅道歉

【鍾明軒】鍾明軒漂亮回擊中國網友諷刺：不
喜歡就滾開

【蔡阿嘎】知名網紅蔡阿嘎夫妻遇襲緊急送醫無大礙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3/youtube/%e3%80%90%e8%80%81%e9%ab%98%e8%88%87%e5%b0%8f%e8%8c%89-mr-mrs-gao%e3%80%91%e8%80%81%e9%ab%98%e6%9a%a2%e8%ab%87%e6%98%86%e8%9f%b2%e7%9a%84%e8%ac%8e%e5%9c%98-%e7%9c%9f%e7%9a%84%e6%98%af%e5%be%9e/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3/youtube/%e3%80%90%e5%8d%b3%e6%96%b0%e8%81%9e%e3%80%91%e7%be%a9%e5%a4%a7%e5%88%a9%e8%ad%b0%e5%93%a1%e8%a2%ab%e5%98%b2%e7%ac%91-%e4%bb%96%e8%84%ab%e5%8f%a3%e7%bd%a9%e7%88%86%e6%b0%a3%ef%bc%9a%e6%88%91%e5%8e%bb/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3/youtube/%e3%80%90%e4%b8%80%e9%9a%bb%e9%98%bf%e5%9c%93-i-am-circle%e3%80%91%e7%96%ab%e5%8d%80%e8%bf%94%e5%9c%8b%e6%9c%aa%e8%87%aa%e4%b8%bb%e9%9a%94%e9%9b%a2-%e5%8f%83%e5%8a%a0%e9%a0%92%e7%8d%8e%e5%85%b8/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3/youtube/%e3%80%90%e9%8d%be%e6%98%8e%e8%bb%92%e3%80%91%e9%8d%be%e6%98%8e%e8%bb%92%e6%bc%82%e4%ba%ae%e5%9b%9e%e6%93%8a%e4%b8%ad%e5%9c%8b%e7%b6%b2%e5%8f%8b%e8%ab%b7%e5%88%ba%ef%bc%9a%e4%b8%8d%e5%96%9c%e6%ad%a1/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3/youtube/%e3%80%90%e8%94%a1%e9%98%bf%e5%98%8e%e3%80%91%e7%9f%a5%e5%90%8d%e7%b6%b2%e7%b4%85%e8%94%a1%e9%98%bf%e5%98%8e%e5%a4%ab%e5%a6%bb%e9%81%87%e8%a5%b2-%e7%b7%8a%e6%80%a5%e9%80%81%e9%86%ab%e7%84%a1%e5%a4%a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