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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疫情衝擊生存戰：社群大數據助企業突破困境
- 餐飲業解析：從決策考量與口碑話題拆解消費者行為

- 品牌案例剖析：目標族群興趣分析與合作網紅評估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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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題大綱

1.2 消費者行為模式剖析

Part 1

Part 2 2.1 探索目標客群輪廓

2.2 合作網紅評估

1.1 疫情影響與產業趨勢分析

社群大數據
探索產業變化

1.3 產業熱門服務與話題解析

2.3 產品與服務模式評價分析

突發事件往往對品牌及產業帶來巨大的衝擊，單一突發事件如代言人負面新聞、勞資糾紛、產品

社群大數據
探索品牌出路

重大瑕疵等打擊品牌形象，企業該如何快速嗅出危機，並盡早做出應對措施以降低災損；而大型

突發事件如疫情，影響大環境連帶衝擊各大產業，企業又該如何在逆風中掌握機會、尋覓出路？

本期Social Watch節錄資深分析師鍾馨瑩於《大數據開講bar直播系列講座》中的演講內容，將以

近半年來各大產業最大危機—疫情為例，說明如何從社群口碑的角度出發找到一條應對困境的路

。以疫情之下的餐飲業為例，示範如何運用社群大數據解析突發事件對產業的影響程度、掌握消

費者的想法與行為，及大眾關注的話題；並透過餐飲品牌實例延伸，帶您了解品牌如何利用口碑

工具找到目標客群？該選擇什麼類型的網紅合作？面對突發事件，品牌該如何重新找到消費者好

感度佳的服務模式？接下來將逐步解析如何將口碑數據應用於短中長期的企業策略上。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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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疫情爆發，大眾因為擔心有受感染的風險而盡量避免接觸，當無法直接接觸消費者時，企業該從

何了解消費者想法？透過網路輿情資料可「零距離」掌握網友想法，挖掘「零接觸」商機、尋找突破的

可能！接下來將以受到疫情影響的餐飲業為例，帶您了解如何衡量突發事件對產業的影響，並評估消費

者行為模式的轉變。

在開始使用資料前，我們先藉由五個步驟拆解問題。透過全面審視問題的全貌與特徵，將問題拆解為一

系列清晰的子議題，並提出以事實為基礎的假設，再依照現有的資源排定議題的優先順序，接下來我們

便能透過社群大數據進行後續的議題分析、研擬適合的解決方案，並透過追蹤成效持續優化策略。

圖示來源：Flaticon

大眾避免外出用

餐，造成營收下

降，希望重拾消

費者信心，提升

消費意願。

了解及界定問題 建立問題架構 議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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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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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每日疫情在產業中的聲量佔比進行分析，以了解疫情對於產業的影響。從圖中可發現，疫情在

餐飲業的聲量佔比約在3%~11%，將其與息息相關的食品業相互比較，可發現仍是以餐飲業的影響較

大一些。另外，較特別的是，兩者的趨勢呈現輪流成長，二月初以餐飲的聲量較多，主要是有報導國外

同桌吃火鍋遭傳染、確診，三月兩波食品業的高峰皆是以囤放糧食的討論為主，月初是國外開始囤食物

引起關注，月中則是國內開始囤泡麵罐頭，透過繪製聲量趨勢佔比，便可更了解疫情對於產業的影響。

▲餐飲業與食品業聲量佔比趨勢圖

PART1、社群大數據探索產業變化

產業
解方

透過聲量趨勢了解疫情對產業的影響01

疫情對餐飲業的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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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透過與過去同期的聲量比

較，以了解疫情期間大眾對於產業

的關注與參與程度是否與過去有所

不同。從左圖來看，我們可以發現

與前三年同期的平均聲量相比，今

年前三個月的聲量都比過去成長超

過20%，顯示今年疫情期間，網友

參與討論的程度提升，網路在這段

期間顯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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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網路聲量直方圖

2017 年 ~ 2019 年平均聲量

2020 年聲量

(則)

發現很多天母飲食店家，無論是掌廚或是服務人員都還是不戴口罩。同事發現

後都會互相提醒這些店家不要去

現在國外疫情逐漸嚴峻，還好台灣相對安全許多。跟朋友聚餐大多改在家裡吃

▲影響「外出用餐」決策角色之文本摘錄

現在國外疫情逐漸嚴峻，還好台灣相對安全許多自己煮啊，我媽他們就是連吃外面都怕寧願自己煮

了解疫情確實對產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以及網路的影響力變大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影響

消費者決策的主要因素。在消費者決策過程中可能會受到品牌、價格、社經地位、文化、環境等影響

，其中在「是否外出用餐」此決策中，共同用餐或有共同餐飲生活圈的對象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因此

我們針對餐飲業的文本進行角色分析後，發現提到朋友的次數最多，網友多會討論「與朋友在外聊天

是否應該戴口罩？」、「跟朋友聚餐會改在家裡吃」等，而在家庭方面，網友選擇少帶長輩外出，帶

小孩外出則盡量找有戶外空間的餐廳或選擇外帶餐點較為安心。最後，有共同餐飲生活圈的同事，也

會相互交流附近用餐環境的衛生狀況，提醒避開防疫措施較差的店家。

產業
解方

以消費者決策流程拆解行為改變03

朋友為疫情期間影響決策最多的角色

產業
解方

以歷史聲量資料解析討論行為改變02

特定事件增加產業口碑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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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從資料面進行剖析，更深入了解大眾對於外出用餐的想法，透過OpView自動化議題工具可一次

處理大量資料，將討論自動拆解為十個子議題，快速掌握該主題中的特定議題。從上圖中可發現，在疫

情期間，不通風的密閉空間使網友較為擔心，害怕在不通風的空間裡與鄰桌的距離太靠近，增加傳染風

險，且用餐時大家並不會戴口罩，若身邊的人打噴嚏，也有飛沫傳染的疑慮，而對於開放式夾取的自助

餐，網友則表示「隨便一個人講話或稍微咳一下就污染了」，在不敢內用的情形下，外送、外帶都是網

友考量的替代方案，另外針對店家的防疫措施，如消毒清潔、店員量體溫也有被提出討論，從結果可以

發現近距離可能是消費者較有疑慮的部份。

▲餐飲業自動化議題與文本摘錄

▲餐飲業服務模式聲量橫條圖

接下來，我們嘗試列出可降低消費者疑慮的服務模

式，並透過維度分析了解哪些是受到消費者關注的

。從左圖可看出，外送的討論度最高，不論是企業

自行提供外送服務，或是與外送平台合作，讓消費

者不用出門就可以獲得餐點的服務模式，得到最多

迴響。其次是自行外帶，如網友表示「我們今年也

不去餐廳慶祝母親節了，改用外帶」，這邊也呼應

先前提到「用餐決策會被身邊的人所影響」，疫情

期間，網友會考慮改以其他方式與親友聚餐。另外

，內用相關的服務模式，如酒精消毒、維持社交距

離等則較少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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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密閉空間

噴口水
飛沫

隔壁桌

消毒

座位
拉開

隔板

打噴嚏
戴口罩 量體溫

酒精
清潔

唾液

外帶杯

距離

外送

外送員

包廂

平台

自助餐

uber eats 訂餐

在現在這期間各位還敢餐廳內用嗎? 還是外帶呢

當然是外帶啊，或者也可以叫外送，但是要無接觸配送

平時要排隊的餐廳現在都不用排隊了

能外帶就外帶，盡量避免在人多的密閉空間用餐，也是

還有不怕死的...

[問卦]沒管控客人的餐廳算不算大膽？

沒有量體溫，也沒有噴酒精。桌與桌距離還是照舊只留

走道大小的寬度。這樣用餐環境到底安全嗎？

【問題】戴口罩去餐廳吃飯,可是餐廳中用餐的人
都沒戴口罩

去有隔板的餐廳吃

產業
解方

利用自動化議題解析大量資料04

網友較擔心密閉空間、飛沫傳染

產業
解方

以維度拆解服務模式05

外送、外帶等餐飲模式討論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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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消費者擔憂的具體因素與熱門服務模式後，接下來，我們可以

透過熱門話題探索如何吸引消費者，從上表中可發現有許多優惠活

動的文章，其中「對中身分證字號可以獲得優惠」的行銷方式較以

往更多，有趣的優惠方式可吸引網友 tag 好友觀看，以達到增加觸

及人群的目的，而與美食粉絲團合作及網紅開箱則為抽獎方式之外

，能吸引網友迴響的行銷方式。

產業影響 • 疫情對餐飲業的影響比食品業更大

消費者行為

模式轉變

• 對網路的參與度更高

• 易受到朋友影響

• 密閉空間不通風、與鄰桌距離近導致網

友不敢去餐廳用餐

熱門服務模式
• 省時方便的外送服務受到最多網友關注

• 特殊優惠、網紅開箱引起話題

產業
小結

朋友影響用餐決策外送服務受關注

產業
解方

找出吸引消費者的話題06

特殊優惠活動及網紅開箱受矚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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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一部份的分析中，可發現增加曝光與調整服務模式是品牌的新出路，而曝光的方式很多，如熱門

話題中的優惠活動、網紅開箱等都會是不錯的方式，當時間和資源有限時，須衡量資源或急迫性來做

策略的排優先順序，網紅合作與服務模式調整相比，所需資源相對較少，而服務模式改變需要花費更

大的心力與成本，因此短期進行網紅合作，中長期則進行改變服務模式。接下來，我們將以王品為例

，示範如何將將社群口碑應用於短中長期的企業策略上。

▲族群分析：以王品為例

首先，快速運用OpView提供的標準族群做初步分類，找出品牌關注者的輪廓，從上圖可發現王品的

品牌關注者以女性為大宗，其次特徵為有子女、上班族，透過第二次的交乘找出更細緻的族群輪廓，

最後發現以有子女的女性是品牌最主要的關注者。

主要族群二次交乘八大標準族群分析

掌握品牌的目標族群後，我們可以運

用OpView的頻道標籤找出目標族群

最感興趣的頻道內容，並將行銷策略

與之連結以吸引受眾。

從左圖可發現這群有子女的女性族群

，除了美食之外，也十分關注美妝保

養，由此可知，美妝保養議題為借勢

行銷的潛在著力點，並可考慮挑選和

美妝保養相關的網紅進行合作。

▲頻道標籤分析：以王品之主要族群為例 聲量數

PART2、社群大數據探索品牌出路

品牌
案例

02 短期：用頻道標籤找出 TA 輪廓

美妝保養議題為借勢行銷潛在著力點

品牌
案例

01 短期：透過族群分析了解目標族群

有子女的女性為重點目標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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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消費者興趣可得知，同時跨足美食、美妝網紅為適合的合作對象，因此鎖定相關領域的社群關鍵領

袖，發現以徐琁、蔡昕言、GINA HELLO三者的被回應數最高、互動最熱絡。進一步觀察貼文，徐琁

貼文中常出現精緻的咖啡與甜點等照片，蔡昕言則有代言包括康師傅泡麵、茶裏王等廣告，GINA

HELLO的IG貼文常出現餐廳與美食照片、非美妝的生活影片，如韓國辣泡麵、海底撈宅配試吃，她們

都有分享美食的習慣或代言食品，因此皆會是適合的合作對象。後續品牌則可從網紅的內容風格衡量

受眾適切度，選擇粉絲數與預算相當的網紅，深化網路客群經營。

(截圖來源：徐琁COS Instagram) (截圖來源：蔡昕言 Ellie Instagram) (截圖來源：GINA HELLO Instagram)

負評佔比

正評佔比

即食調理包

自己煮白飯+調理包也蠻衛生

買這種調理包當然沒好貨，您花多少錢想吃
到餐廳等級，不可能。

外帶便當
買外帶的回去吃省時又安全

因為外帶要用到一堆免洗餐具,也不是很環保

拉開距離

疫情之後餐廳要走包廂式的比較安全

那餐廳關掉算了，要吃東西不能帶口罩室內
沒1.5m要帶口罩死定了

0% 20% 40% 60%

▲合作網紅評估：以王品為例

▲服務模式正負評佔比橫條圖與文本摘錄

掌握目標客群與合適的合作對象後，我們接續進行中長期的服務模式評估，在此以正面評價佔比進行

評估，挑選當中口碑較佳的服務模式作分析，可發現即食調理包因方便、衛生等因素，成為正面評價

佔比最高的服務模式，惟需注意多與消費者溝通，避免受到便宜沒好貨的既定印象影響。

品牌
案例

03 短期：以 TA 興趣評估合作網紅

跨足美食、美妝網紅為適合合作對象

品牌
案例

04 中長期：服務模式評價分析

即食調理包的正評佔比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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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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小結

王品可與美妝網紅合作或推出即食調理包

短期：

和網紅合作增加曝光

• 目標族群為有子女的女性

• 目標族群對美妝保養有興趣，因此

可考慮與徐琁、蔡昕言或 GINA 

HELLO 進行合作

中長期：
服務模式改變

• 即食調理包為口碑最好的服務模式，

咖哩冷凍調理包、自煮火鍋為目前

最受網友關注的熱門即食調理產品

▲即時料理包文字雲

最後，我們利用OpView的關鍵字分析找出熱門的即時調理包產品

，發現摩斯漢堡的咖哩料理包、海底撈的自煮火鍋為網友討論度較

高的熱門產品，皆可做為品牌在調整服務模式、推出即食調理包的

參考。

目前國內疫情穩定趨緩，在後疫情時代，品牌除了可以透過社群口

碑掌握受眾喜好、乘勝追擊，面對未來不可預知的各種變化與突發

事件，也應及早準備，而無論是在服務模式上保有應變的彈性，或

在各種時空背景下應對危機、思量策略或挖掘商機，不變的是，我

們必須掌握消費者的想法與需求，透過社群聆聽，洞察目標族群的

需求脈動，更貼近消費者的心！

品牌
案例

05 中長期：熱門服務模式的產品分析

摩斯漢堡及海底撈即食調理包討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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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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View平台與進階數據分析課程，多達20多支教學影片讓您依照需求

自行安排觀賞！

• 不知道從何開始嗎？由大學糖循序漸進地推薦您學習菜單！

• 除了功能教學，還有補充資料與課後小測驗！

走入社群大數據的世界：

品牌都應學習的社群分析課

【大數據開講bar系列講座】

• 社群看零售+餐飲產業疫情應對

• 消費者分析線上工作坊

• 立即觀看影片、索取簡報！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course.opview.com.tw/contacts/?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
https://course.opview.com.tw/contacts/?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
https://course.opview.com.tw/?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
https://course.opview.com.tw/?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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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0 LINE TODAY > 國內 跨越門檻！韓國瑜確定被罷免

2 6,806 LINE TODAY > 國內 千字長文回擊！高票罷免成功…韓國瑜：誰會是贏家？

3 5,822 LINE TODAY > 國內 留「這一次誰會是贏家？」高市議長許崑源墜樓亡

4 3,520 LINE TODAY > 國內 28區飆破4成投票率北漂青年反撲成罷韓關鍵

5 2,974 LINE TODAY > 國內 民進黨：三倍券更方便總統未跨時空打臉自己

6 2,810 LINE TODAY > 娛樂 高雄罷韓過關！女星批「充滿仇恨的城市」

7 2,810 LINE TODAY > 國內 鐵路警李承翰父親病逝蔡英文說話了

8 2,762 LINE TODAY > 國內 三倍券／蘇貞昌7張懶人包一次看懂

9 2,255 LINE TODAY > 國際 習近平動武？美前官員：台海5年內必有一戰

10 1,942 LINE TODAY > 國內 罷韓今晚追念228遊行吳怡農現身「一定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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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8 心情 韓國瑜，讓學生回不了家

2 2,037 追星 BTS SUGA直播失言：多虧了新冠肺炎！連兩天惹爭議

3 1,815 追星 #集中討論TWICE迷你9輯 \More&More\M/V☝️

4 1,595 時事 罷韓過關！韓國瑜成台灣史上「首位遭罷免」市長

5 1,244 感情 國中生的愛情之無照還嗆聲

6 1,157 有趣 男友竟然隨身攜帶水龍頭！

7 1,145 感情 顏值高的交友軟體

8 1,128 時事 黃氏兄弟是不是神操作?

9 976 心情 韓國瑜被罷免，我真的有點傻眼

10 925 考試 這幾年大學錄取率是不是越來越低了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0.06.0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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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JOLEJP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2jJpXz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r1YgOe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E2WMYm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JOgex3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x36lXn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yY8YEo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Qnee3G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5N1BxM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eO5xBg
https://www.dcard.tw/f/mood/p/233817237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3788558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3787876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3821253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794325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378745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817334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3805815
https://www.dcard.tw/f/mood/p/233823545
https://www.dcard.tw/f/exam/p/23379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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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546 Gossiping [新聞]挺韓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崑源 晚間驚傳住處

2 1,516 marriage [求助]另一半沒節約意識怎麼辦？

3 1,498 Gossiping [問卦]日本人：台灣很落後

4 1,497 Gossiping [爆卦]高雄市長罷免成功了！！！！

5 1,494 Gossiping [新聞]單親媽砸50萬積蓄開店每天經營18小時

6 1,494 Gossiping [新聞]返鄉陪媽媽專車限設籍高雄被質疑

7 1,486 Lifeismoney [新聞]振興三倍券怎麼購買取得？不適用項目出

8 1,486 Gossiping [新聞]陳佩琪暴怒嗆簡舒培「FIRE掉我」

9 1,474 WomenTalk [閒聊]結果韓國瑜還是不知道自己怎麼輸的

10 1,465 Gossiping Re: [問卦]日本人瞧不起台灣人以外的黃種人？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608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勝選89萬票,罷免只需要60萬票,民進黨修出的選罷法

2 441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重機情侶雙雙遭水泥預拌車駕駛違規撞死

3 284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快訊】振興三倍券定案7/15上路領多少、怎麼領看這邊

4 276
重型機車(250cc以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板橋水泥車違規左轉撞2重機重機情侶1遭輾、1爆頭身亡

5 266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有一種號誌叫做禁止左轉!就是不准左轉!更新類似判決表

6 250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三倍券大家搶著要、效果非同凡響

7 248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當初如果韓國瑜好好當市長，讓朱立倫或郭台銘來選總統

8 237 軍事迷基地(生活娛樂) 若中國對台動武，你願意自動回營待命嗎！

9 23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奧步來了！交大學聯會免費送你回高雄、或直接送300元

10 232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可幫忙分析肇事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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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siping/M.1591453178.A.4A2.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91380520.A.82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1198702.A.0C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1434686.A.72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1275540.A.8B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1002800.A.683.html
http://www.ptt.cc/bbs/Lifeismoney/M.1591068668.A.B0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1016826.A.728.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591499318.A.3A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1040674.A.345.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1&f=638&t=610786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5&f=294&t=610723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291&t=610726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267&t=610647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294&t=610885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638&t=610858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638&t=611098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637&t=610612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638&t=610672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294&t=610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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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7,325 韓國瑜 這一次，誰會是贏家？選舉就像比賽一樣有勝負輸贏…

2 13,169 用心打拼許崑源 這一次，誰會是贏家？

3 12,841 韓國瑜 【高雄有你們真好】一年半前，來自四面八方的我們…

4 12,389 東森新聞 LIVE/罷韓開票韓國瑜成敗在今日？大家覺得結果會是…

5 12,105 蔡英文 Tsai Ing-wen 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每一分鐘就有60秒過去。可是在中國…

6 11,338 台灣基進 雨停了，晚上高雄的降雨機率不高。歡迎來到高雄黨部…

7 11,251 柯文哲 很多人勸我回家叫陳佩琪不要寫臉書了，我想必須要回應…

8 9,857 鏡週刊 【道歉啟事】本刊三日關於黃氏兄弟的報導，違反長期…

9 9,693 ETtoday新聞雲 韓國瑜率市府團隊現身四維中心了～罷韓確定過關！…

10 9,358 五月天阿信 五月天很短？一個小時的Live，才不短咧。那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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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38 富發牌 楠哥哥想各位囉

2 49,152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王者盃」S1轉珠比賽4強決賽賽事進行中！…

3 43,444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囉！…

4 40,971
Halo-Mavis
國際連線

慶祝Mavis上韓國經濟報！送100名肉毒乳霜「公開分享…

5 36,801 富發牌 加班一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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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6054759631670_103876401363514
https://www.facebook.com/3111129092285507_575011786748728
https://www.facebook.com/2804689149768231_710418099521140
https://www.facebook.com/252828835997318_2367970363500941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779055016065_854439568385446
https://www.facebook.com/558256181539457_2631654477109116
https://www.facebook.com/2527800310655267_149488440024315
https://www.facebook.com/2820344858185368_136244514716713
https://www.facebook.com/3081310421959959_710348816175444
https://www.facebook.com/3072022366186760_565047017705302
https://www.facebook.com/575665510051280_954827378273103
https://www.facebook.com/209523623366423_162611931920823
https://www.facebook.com/3201445809945916_2452111731747262
https://www.facebook.com/559958531370037_3192176650827953
https://www.facebook.com/1816511178488908_27847327022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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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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王 Potter King】波特王轉型了？原來是
在教學檢舉小粉紅翻牆

【攝徒日記Fun TV】八炯樂嗆小粉紅網民回覆
：「開始同情他們了」

【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不能說的這一天志
祺談六四天安門事件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老高談地球上
永生生物引導人類永生的方向

【黃氏兄弟】疑遭強迫出櫃瑋瑋與家人坦承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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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youtube/%e3%80%90%e6%b3%a2%e7%89%b9%e7%8e%8b-potter-king%e3%80%91%e6%b3%a2%e7%89%b9%e7%8e%8b%e8%bd%89%e5%9e%8b%e4%ba%86%ef%bc%9f%e5%8e%9f%e4%be%86%e6%98%af%e5%9c%a8%e6%95%99%e5%ad%b8%e6%aa%a2%e8%88%89/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6/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5%85%ab%e7%82%af%e6%a8%82%e5%97%86%e5%b0%8f%e7%b2%89%e7%b4%85-%e7%b6%b2%e6%b0%91%e5%9b%9e%e8%a6%86%ef%bc%9a%e3%80%8c%e9%96%8b%e5%a7%8b/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6/youtube/%e3%80%90%e5%bf%97%e7%a5%ba%e4%b8%83%e4%b8%83-x-%e5%9c%96%e6%96%87%e4%b8%8d%e7%ac%a6-%e3%80%91%e4%b8%8d%e8%83%bd%e8%aa%aa%e7%9a%84%e9%80%99%e4%b8%80%e5%a4%a9-%e5%bf%97%e7%a5%ba%e8%ab%87%e5%85%ad/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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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ab%87%e5%9c%b0%e7%90%83%e4%b8%8a%e6%b0%b8%e7%94%9f%e7%94%9f%e7%89%a9-%e5%bc%95%e5%b0%8e%e4%ba%ba/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6/youtube/%e3%80%90%e9%bb%83%e6%b0%8f%e5%85%84%e5%bc%9f%e3%80%91%e7%96%91%e9%81%ad%e5%bc%b7%e8%bf%ab%e5%87%ba%e6%ab%83-%e7%91%8b%e7%91%8b%e8%88%87%e5%ae%b6%e4%ba%ba%e5%9d%a6%e6%89%bf%e7%9a%84%e7%b5%90%e5%b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