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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音樂平台聲量分析及品牌競爭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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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題大綱

1.1三大品牌社群聲量與關注面向

1.2 三大品牌潛在競爭關係分析

Part  1

三大品牌
網路聲量

Part 2 

近年來隨著行動網路的普及，帶動串流媒體

【註2】平台的興起，現代人在放鬆休閒時所收聽

的音樂幾乎都來自串流音樂平台。本期《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挑選台灣市面三大

串流音樂品牌Spotify、KKbox、Apple Music

，透過網路聲量解析消費者關注的焦點，以及

品牌之間的潛在競爭關係。去年7月及11月，

LINE Music和YouTube Music先後宣布逐鹿串

流音樂市場，本期也將從網路聲量的角度來看

市場影響，透過比對LINE Music、YouTube

Music進入市場前後的聲量變化，釐清新品牌

進入市場之衝擊及影響，並進一步從熱門關鍵

字了解網友對新品牌的討論焦點。

【註1】：音樂討論專版係指專門討論音樂、影音播放軟體之討論區或社群網站，如PTT iOS版、Mobile01 音

樂鑑賞室等；由於其他討論區及社群網站之討論較為發散，故挑選專版做為資料來源。

【註2】：串流媒體是指將一連串的多媒體資料壓縮，並經由網際網路即時傳輸影音以供觀賞的技術與過程（

維基百科），串流媒體可分為串流影音平台與串流音樂平台，本期所探討之內容聚焦於串流音樂平台。

本期焦點

串流音樂平台聲量分析 解析新品牌之市場影響
- 消費者體驗回饋與品牌潛在競爭分析

- 解析新品牌的市場影響與討論焦點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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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新品牌社群迴響之討論焦點

新品牌
事件分析

2.1串流音樂市場之聲量占有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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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5%AA%92%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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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社群聆聽技術來剖析品牌之網路聲量

首先，將簡單介紹三大串流音樂平台—Spotify、KKbox、Apple Music目前所提供的服務，並透過

歸納文本整理出網友常討論的維度【註3】，進行網路聲量分析，以釐清網友熱衷討論的面向及內容。

0 1,000 2,000

歌詞收錄

方案費率

使用體驗

音樂品質

歌曲收錄

接著，針對有關Spotify的社群討論進行維度分

析，發現網友較注重Spotify的使用體驗，其中

許多網友提到更新後「超不順手」，而就好感度

【註4】來說，不少網友提到Spotify沒有提供歌詞

是使用上的一大遺憾，希望該平台能盡早推出此

功能。另外對於熱愛收聽西洋音樂的用戶來說，

Spotify平台收錄曲目齊全、曲風廣泛是他們最

滿意的特色之一。

高

低

好

感

度

▲Spotify 聲量維度 x 好感度分析

【註3】：維度係將社群討論內容依照不同關鍵字詞進行更細緻的討論面向歸納，本部分的維度可分為五類：歌曲收

錄、音樂品質、使用體驗、方案費率、歌詞收錄，其中「使用體驗」包含各種有關體驗平台時會遇到的情境詞彙，

如「方便」、「閃退」、「介面」等。

【註4】：好感度係指P/N比，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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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好感度係以單一品牌之各個討論維度之好感度數值高低作排列，好感度較低不代表不滿意

（P/N比<1），僅代表此維度之討論好感度「相對」其他維度低。

西洋流行涵蓋度受矚 無歌詞是一大遺憾

(則)

Spotify KKbox Apple Music

台灣上線
時間

2013 2005 2016

熱門方案 基本方案 個人方案
家庭方案
(6個帳戶)

月租型
KKbox
Prime

個人方案
家庭方案
(6個帳戶)

費用 免費 $149/月 $240/月 $149/月 $199/月 $150/月 $240/月

說明
基本方案可免費使用，而若要升級
無廣告、高音質，則需選擇付費訂
閱服務，付費版提供三個月試用期。

Prime會員方案另提供
旗下訂票、追劇等一
系列整合服務，除了
官方提供的3天試用期，
亦會不定期釋出試用
序號。

一般付費方案提供三個
月試用期，在台灣另有
提供每月$70的學生訂
閱方案。

▲三大串流音樂平台基本資料與訂閱方案費率一覽

1.1三大品牌社群聲量與關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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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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文所提及之使用體驗與歌曲收錄維度，節錄網友相關留

言如上圖，針對使用體驗的部分，可發現網友的抱怨多是來自

於Spotify「版本更新後」的介面差異較大，用戶需重新適應操

作介面，操作設計上也變得較不直覺，也引發其他網友討論是

否會因此退訂。而在歌曲收錄上，除了歐美歌曲的涵蓋度高受

到盛讚之外，也有不少網友提到可以運用Spotify的Podcast（

線上廣播）功能來訓練英文聽力。

綜上所述，對於喜愛西洋音樂或想提升英語能力的網友來說，

Spotify是可以多加考慮的音樂平台；而對於Spotify來說，一

方面可以考慮在下一個版本調整使用介面的設計，讓操作更為

直覺、便捷，另一方面，加入內建歌詞顯示也是諸多用戶期待

已久的功能，透過社群聆聽【註5】掌握用戶對品牌的討論與評價

，便能讓產品與服務更貼近消費者的心。

【註5】：社群聆聽（Social Listening）是一種非介入式的網路輿情

文本分析技術（Verhoef, Kooge & Walk, 2016），針對網路社群上

之網友留言進行蒐集、分析，相較傳統市調方式更易獲得較自然的

資料（維基百科）。

歌曲收錄 Spotify的podcasts蠻豐富的，
不只聽歌學外文也好用

歌曲收錄 喜歡聽西洋音樂就要用Spotify，
收錄完整度完勝其他平台

使用體驗 歌詞收錄 上一版更新就把重複
播放鍵藏起來啊，想點個單曲播放超不方便
，然後還是沒有歌詞…

使用體驗 版面更新後變超難用，沒辦法直
接搜尋音樂庫的歌曲來播放，而播放序列竟
然變成搜尋

▲Spotify之網友相關討論文本節錄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3433209_Creating_value_with_big_data_analytics_Making_smarter_marketing_decision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3433209_Creating_value_with_big_data_analytics_Making_smarter_marketing_decision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3433209_Creating_value_with_big_data_analytics_Making_smarter_marketing_decision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3433209_Creating_value_with_big_data_analytics_Making_smarter_marketing_decision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3433209_Creating_value_with_big_data_analytics_Making_smarter_marketing_decision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7%BE%A4%E8%81%86%E8%8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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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收錄 KKbox上的歌詞功能蠻齊全的，還
有動態功能跟著音樂一起跑

方案費率 KKbox有時有促銷活動很便宜，
會員方案跟朋友一起分根本爽用，幾乎免費

音樂品質 KKbox就爛音質啊，到最近才有
320K，有夠瞎，其他平台都出多久了

歌曲收錄 我常聽比較不知名的Kpop團體
KKbox每次不是沒有就是過一陣子就不授權

▲KKbox之網友相關討論文本摘錄

進一步從社群討論文本可發現，在「歌曲收錄」的部分，網友除

了討論不同語言歌曲收錄的多寡之外，也有人表示「喜歡的歌昨

天才在聽，今天就沒授權了QQ」、「怎麼有些歌都找不到…」等

內容，可以發現對於網友來說，歌曲涵蓋度仍是KKbox需要著重

加強的部分。另外，透過節錄之網友留言文本也可以得知音質對

於網友來說，是極為關注的服務提供面向，畢竟串流音樂平台之

本質即在提供音樂聆聽服務。因此，KKbox可以致力擴大其歌曲

收錄之涵蓋度，以及提升其提供音樂之音質，應可提升品牌本身

在網路上之使用者口碑。

網友熱議方案費率 音樂品質有待提升

0 200 400 600 800

音樂品質

歌曲收錄

使用體驗

方案費率

歌詞收錄

▲KKbox 聲量維度 x 好感度分析

從上表可發現網友最重視KKbox有關之方案優惠，其動態歌詞的

功能則最受到網友喜愛，然而在歌曲收錄及音樂品質的部分，有

網友提到「KKbox的西洋金屬音樂是不是有點少」、「希望

KKbox可以改善一下音樂的音質…」等內容，認為KKbox在西洋歌

曲的收錄上較不完整，音樂品質也仍有加強的空間。

(則)高

低

好

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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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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收錄 Apple Music可以想到什麼就找
，只是要看你常聽的語言

方案費率 Apple Music音樂上架很快不用
等，而且用家庭方案跟朋友分攤超便宜

使用體驗 Apple Music介面就是爛，下載一
首歌聽，光是個重複鍵重複聽都有夠難找

使用體驗 Apple Music的介面有夠不直觀
，很不好用

▲Apple Music之網友相關討論文本摘錄

接著節錄網友滿意度較高及較為熱議之討論維度的留言文本，整

體來說，網友對於歌曲收錄的討論重點在於完整度與速度，紛紛

提到「Apple Music的音樂上架速度真的快」、 「如果要聽西洋

音樂又是iOS用戶【註6】 ，可以多多考慮Apple Music，音質還不

錯」，獲得不少網友讚賞其音樂曲目廣泛且新歌收錄迅速。然而

在「使用體驗」之層面則是有網友提到「Apple Music 的UI很差

，推薦音樂的AI也不太好」，無論是在介面設計或音樂推薦上，

都有改善空間。

歌曲收錄受肯定使用介面待改善

0 200 400 600 800

使用體驗

歌詞收錄

音樂品質

方案費率

歌曲收錄

▲Apple Music 聲量維度 x 好感度分析

針對網友的留言進行維度分析，發現「使用體驗」的討論度最高

，然而好感度卻是最低的，透過質化文本分析發現，許多網友對

於其介面有頗多非議，雖然Apple Music的使用介面相較他牌簡

潔，但許多功能鍵不好找，用戶在操作上較不直覺。

(則)
高

低

好

感

度

【註6】：Apple Music亦有Android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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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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提及1,773次

占Spotify 14% 聲量
占KKbox 22% 聲量

共同提及1,251次

占Spotify 10% 聲量
占Apple Music 29% 聲量

共同提及415次

占Apple Music 9.5% 聲量
占KKbox 5% 聲量

接下來，Social Watch將串流音樂品牌兩相比較

，透過分析兩者的共同提及次數，並計算共提次

數占各自總聲量的占比，藉以推估兩者的潛在競

爭關係。

從左圖來看，兩者中對KKbox的潛在競爭影響較

大，網友對於此二者品牌比較最多的是歌曲收錄

以及使用體驗，不少人表示「就介面操作來說，

我覺得KKbox略勝Spotify」，而就曲目收錄而

言，部分網友則認為KKbox略輸Spotify一籌。

而在Spotify與Apple Music的比較當中，則是對

於Apple Music的潛在競爭威脅極大，網友除了常

針對兩平台的西洋歌曲收錄完整度做比較之外，也

會討論兩平台的操作介面，如網友表示「Spotify

不管是歐美還是日韓專輯，更新速度都超快的，只

是介面我不太喜歡，所以之後還是會轉回Apple

Music」、「個人覺得Spotify的介面比Apple

Music 好上太太太多」，品牌各有擁護者。

以Apple Music與KKbox來看，雖被共同提及比

較的次數相對少，然而從潛在競爭程度來看，仍

是以Apple Music的影響較大，當在討論兩者的

購買抉擇時，網友多會建議以個人偏好曲風做為

考量，如「喜歡聽中文歌建議KKbox」；另外，

也會討論關於音樂平台沒有收錄的歌曲的解套方

式，如「Apple Music跟KKbox交叉用，Apple

Music可以把CD轉檔進去，還蠻方便的」、「

如果我是在Apple Music上使用的話，聽不到還

可以直接用iTunes Store買歌來存入一起做串流

，這點KKbox就沒辦法做到了」。

▼ Spotify x KKbox共提次數文氏圖

Spotify x Apple Music共提次數文氏圖▼

▼ Apple Music x KKbox共提次數文氏圖

13,005 則

Spotify

7,940 則

KKbox

13,005 則

Spotify

7,940 則

KKbox

4,330 則

Apple 
Music

4,330 則

Apple 
Music

Spotify有市場優勢 Apple Music潛在競爭威脅較大

1.2 三大品牌潛在競爭關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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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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LINE Music討論難延續新品牌對KKbox衝擊小

50%

30%

19%

46%

27%

18%

8%

1%

41%

27%

11%

1%

20%

2019年3月~6月 (僅既有三大品牌時期)

2019年7月~10月

(LINE Music進入市場時期)

2019年11月~2020年2月

(YouTube Music加入市場時期)

▲各串流音樂品牌聲量占有率圓餅圖

▲各串流音樂品牌聲量占有率圓餅圖

各串流音樂品牌聲量占有率圓餅圖▲

去年的7月及11月， LINE Music及YouTube

Music分別進入台灣串流音樂市場，此處將透過

觀察新品牌進入市場前後的聲量占有率變化，瞭

解這兩個品牌對既有串流音樂市場之影響。

從左圖可以發現原有的台灣串流音樂市場是由這

三大品牌所瓜分，其中Spotify的討論度最高，而

新品牌之討論已有零星討論。

在2019年7月10日，LINE Music正式登台，不

少網友提到LINE Music的在華語流行樂的收錄

比Spotify完整，因此有網友提到願意嘗試此新

品牌，但從整體聲量占比的變化可以發現LINE

Music對於原有音樂串流市場之影響較不明顯

（詳見右圖），僅瓜分約莫8%的聲量占有率。

2019年11月10日，YouTube挾帶著Premium的

多元影音服務登台，其中便包含無廣告的音樂串

流服務，從左圖可發現YouTube Music異軍突起

，一推出即大量轉移網友在串流音樂品牌上的討

論焦點。另就既有品牌來看，可以發現KKbox的

討論占比變化幅度不大，可以推測新品牌對其影

響較小，對Spotify和Apple Music之影響相對較

大；同時從LINE Music的前後聲量占比變化亦可

發現，新品牌的推出可造就一時討論，但如何維

持長期的討論熱度則是品牌的另一個課題。

其他（含LINE Music及
YouTube Music之討論）

1%Apple 
Music

KKbox

Spotify

KKbox

Spotify

Apple 
Music

LINE Music YouTube 
Music

YouTube 
Music

Spotify

KKbox

Apple 
Music

LINE Music

2.1串流音樂市場之聲量占有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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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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近年來隨著串流音樂品牌的遍地開花，網友多會在選

擇訂閱平台前先行瀏覽網路上之評價，做為購買決策

之參考依據，因此對於企業來說，不論在服務精進或

是危機管理層面上，隨時透過社群聆聽工具來觀測自

身品牌之網路聲量、即時處理負面評價相當重要，也

能透過聆聽社群討論，讓產品與服務更上一層樓。

在YouTube平台上之內容可由任一使

用者上傳，因此在音樂曲目的涵蓋度

是遠超其他串流音樂品牌，但有網友

提到「有畫面沒音質」、「不能要求

音質多好」等內容，由此可知其平台

音質網友認為係良莠不齊。因此業者

可多注意有關音質方面的輿情討論，

以改善品牌本身的技術服務。

方案費率及結合社群通訊功能受矚

曲目涵蓋度雖廣但音樂品質遭質疑

▲2019年7月LINE Music
上市熱議關鍵詞

▲2019年11月YouTube
Music上市熱議關鍵詞

接下來將分別針對兩品牌進入市場之該月份進行關鍵詞的萃取分

析，以觀察這兩個品牌進入台灣市場後引起何種的討論風向：

關鍵詞 詞頻數

月付 174

日本 77

來電答鈴 59

背景音樂 51

貼圖 46

關鍵詞 詞頻數

音質 159

影片 138

廣告 121

下載功能 100

創作者 68

從左表可以看出在LINE Music上市的

首月較受到討論的是其「方案費率」，

然而其獨有結合通訊軟體（LINE）的

功能也受到網友們的熱議，有人提到「

直接擷取音樂傳到聊天室好像蠻方便的

」，然而就整體的社群聲量而言，該品

牌能引起的討論度仍不足，建議可多投

注行銷資源進行宣傳，例如推出試用期

以推廣產品之能見度。

2.2新品牌社群迴響之討論焦點

LINE 
Music

YouTube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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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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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5 LINE TODAY > 國內 最新／蔡英文提名陳菊任監察院長

2 2,343 LINE TODAY > 國內 投身高市長補選陳其邁哽咽：希望我的高雄可以更好

3 2,068 LINE TODAY > 生活 騎士注意荷包！陰影處躲太陽恐罰6百

4 1,972 LINE TODAY > 國內 細數陳其邁為高雄做這些事只是堵藍：不夠一生懸命？

5 1,843 LINE TODAY > 國內 陳其邁請辭行政院副院長蘇貞昌批准辭呈

6 1,716 LINE TODAY > 國際 快訊／安倍證實！日本7月底開放國境名單不含臺灣

7 1,692 LINE TODAY > 國內 監察院人事將公布正副院長陳菊、黃健庭

8 1,689 LINE TODAY > 國內 回母校雄中參加畢典陳其邁：也許會有我的畢典

9 1,668 LINE TODAY > 國際 解放軍「狼牙棒」曝光！生鏽鋼筋焊鐵釘狠殺印度軍

10 1,495 LINE TODAY > 鄉民 唐鳳被酸「髮型落後100年」！本尊高EQ神回被讚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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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 網路購物 女藝人賣東西的態度

2 1,808 時事 台灣人到底要多無知

3 1,522 網路購物 關於面膜事件的買家

4 1,485 時事 又正又會唸書？

5 1,137 逢甲大學 逢甲變態

6 1,132 感情 41歲對21歲的溫柔

7 1,121 感情 女友嫌我賺不夠多

8 1,045 女孩 真的有人可以完全素顏出門的嗎？

9 958 有趣 沒有比這還爛的畢典了吧

10 924 創業 該怎麼說服男友不要取這個店名……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0.06.15-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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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9660W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k5lzqq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Y5BWap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rvGawP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zQJjkW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3yD5kr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79QQvP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zQNmJg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v3NKr8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0NMVxP
https://www.dcard.tw/f/buyonline/p/233870315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3880902
https://www.dcard.tw/f/buyonline/p/233877696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3883988
https://www.dcard.tw/f/fcu/p/23388328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90376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871867
https://www.dcard.tw/f/girl/p/233871951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3906831
https://www.dcard.tw/f/startup/p/23388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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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975 marriage [心情]為了坐不坐嬰兒汽座想離婚

2 1,679 Gossiping [問卦]台灣打贏獨立戰爭但你會死

3 1,567 Gossiping [問卦]有沒有Quincy Davis槓上反骨男孩的八卦

4 1,499 Gossiping [問卦]去了大陸後，我真的嚇到了，台灣怎麼輸這麼多？

5 1,498 Gossiping Re: [問卦]去了大陸後，我真的嚇到了，台灣怎麼輸這麼多？

6 1,486 Gossiping [新聞] 「43-28＝15」正確算法曝光 媽一看心累

7 1,482 Gossiping [新聞]快買不起了全台房價可合理負擔城市只剩

8 1,453 marriage Re: [求助]因為遊戲所產生的婚姻問題

9 1,357 Gossiping [新聞]出價看過來！北市宣布實價每日揭露、棟?1

10 1,355 Gossiping Re: [新聞]搜救近8小時！京華城遭活埋工人尋獲死亡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12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吃素積功德、吃肉有罪過？

2 411 Gogoro Gogoro之現金我不收,你不照我規矩付費我鎖車

3 310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驚悚影片曝！竹南科學園區騎士猛撞左轉車噴飛空中亡

4 28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網紅塗黑臉拍片模仿黑人抬棺戴維斯痛批：無知和愚昧

5 199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內線定速在限速+10km最不會被開單

6 196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前車打左轉燈卻右停重機急煞「翹孤輪」摔傷還遭罰

7 175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其邁不是520才就任？不到1個月就烙跑，哪裡有臉出來選

8 170
高雄市

(居家房事南部地區)
我要買房

9 168 YAMAHA(250cc以下) 第一台機車爸媽幫忙買羞恥嗎?

10 164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年輕人不買房也不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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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732196.A.90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2552537.A.1B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2225187.A.14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2393927.A.53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2432091.A.E9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2624935.A.26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2362985.A.DFF.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92541632.A.8F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2659493.A.38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2675534.A.EF9.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4&f=37&t=611814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2&f=751&t=611838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294&t=611858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638&t=611920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4&f=294&t=609110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294&t=611921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611882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469&t=611832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661&t=612015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356&t=611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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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6,954 韓國瑜 當年歲漸長，生日蛋糕不過是一盤卡路里和膽固醇…

2 11,801 東森新聞 Live/日環食直擊上帝的戒指難得一見天文奇觀…

3 11,074 隋棠 Sonia Sui 我早已清楚說明「為保護當事人，資料經過適當修改…

4 10,235 ETtoday新聞雲 LIVE／錯過要等195年！還不快把美麗畫面印在腦海裡！…

5 9,486 ETtoday星光雲 預告氛圍超級毛…醫院題材真的很恐怖啦QQ…

6 9,381 TVBS 新聞 2020年的天文盛事！今日將出現百年難得一見的日環食…

7 7,210
千千進食中/Chien-

Chien
提早過端午來開箱貴貴有趣的肉粽

8 6,624 蔡英文 Tsai Ing-wen 等了整整24年的好消息，一定要立刻告訴大家！…

9 5,706 羅智強 早在十年前，朱立倫就是蔡英文1450大軍的受害者…

10 5,484 羅智強 常覺得有朝廷當靠山真好所謂名嘴只要一心一意專心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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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03 富發牌 跟著楠哥哥慶端午！告別週末補班的憂鬱一起準備邁向…

2 40,487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囉！各位只要在此…

3 38,934
TR Box寶藏屋：

傘的專家、居的職人
雨傘69元聽說這裡有電視五金生活百貨

4 38,315 富發牌 吃飽快來搶便宜

5 35,518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囉！各位只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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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6574975246315_636340230314691
https://www.facebook.com/698456564340647_590454401849533
https://www.facebook.com/3195377270524291_193749451959568
https://www.facebook.com/2013977718727080_275321520587586
https://www.facebook.com/3098475533582598_119536609514886
https://www.facebook.com/1133476297019389_1532090140293991
https://www.facebook.com/3361294590570690_3388456547845731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810477611065_307324053636688
https://www.facebook.com/2948783495158270_314198152922723
https://www.facebook.com/2951323058237647_1444564025739517
https://www.facebook.com/3643064122386804_284099082645259
https://www.facebook.com/3239795146110982_262039438385031
https://www.facebook.com/731815810901882_2651867895085168
https://www.facebook.com/1760360957435388_1299402473602482
https://www.facebook.com/3245266158897214_267115662982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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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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owy】中國小粉紅的足跡這次來到了
美國 反被嗆聲惱羞

【WACKYBOYS 反骨男孩】超荒謬挑戰引發爭
議 反骨男孩特地將臉抹黑引論戰

【WACKYBOYS 反骨男孩 】決議下架影片 反
骨男孩抬棺影片檢討自己

【墨鏡哥SG】答對率不到一半！這樣的數學問
題你答得出來嗎？

【Jarrow Show蒟蒻真人秀】全球民主國家竟只有38% 為何實行民主政權這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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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b-c-lowy%e3%80%91%e4%b8%ad%e5%9c%8b%e5%b0%8f%e7%b2%89%e7%b4%85%e7%9a%84%e8%b6%b3%e8%b7%a1%e9%80%99%e6%ac%a1%e4%be%86%e5%88%b0%e4%ba%86%e7%be%8e%e5%9c%8b-%e5%8f%8d%e8%a2%ab%e5%97%86%e8%81%b2/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6/youtube/%e3%80%90wackyboys-%e5%8f%8d%e9%aa%a8%e7%94%b7%e5%ad%a9%e3%80%91%e8%b6%85%e8%8d%92%e8%ac%ac%e6%8c%91%e6%88%b0%e5%bc%95%e7%99%bc%e7%88%ad%e8%ad%b0-%e5%8f%8d%e9%aa%a8%e7%94%b7%e5%ad%a9%e7%89%b9%e5%9c%b0/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6/youtube/%e3%80%90wackyboys-%e5%8f%8d%e9%aa%a8%e7%94%b7%e5%ad%a9-%e3%80%91%e6%b1%ba%e8%ad%b0%e4%b8%8b%e6%9e%b6%e5%bd%b1%e7%89%87-%e5%8f%8d%e9%aa%a8%e7%94%b7%e5%ad%a9%e6%8a%ac%e6%a3%ba%e5%bd%b1%e7%89%87/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6/youtube/%e3%80%90%e5%a2%a8%e9%8f%a1%e5%93%a5sg%e3%80%91%e7%ad%94%e5%b0%8d%e7%8e%87%e4%b8%8d%e5%88%b0%e4%b8%80%e5%8d%8a%ef%bc%81%e9%80%99%e6%a8%a3%e7%9a%84%e6%95%b8%e5%ad%b8%e5%95%8f%e9%a1%8c%e4%bd%a0%e7%ad%94/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6/youtube/%e3%80%90jarrow-show%e8%92%9f%e8%92%bb%e7%9c%9f%e4%ba%ba%e7%a7%80%e3%80%91%e5%85%a8%e7%90%83%e6%b0%91%e4%b8%bb%e5%9c%8b%e5%ae%b6%e7%ab%9f%e5%8f%aa%e6%9c%8938-%e7%82%ba%e4%bd%95%e5%af%a6%e8%a1%8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