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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宅經濟持續發酵 電商造節振興效果大解析
- 2020上半年電商社群操作剖析：節慶活動聲量 X 熱門貼文要素

- 電商造節有效嗎？以618購物節為例分析社群口碑成效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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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上半年爆發的一場新冠肺炎，讓許多民眾基於防疫因素，選擇待在家中，避免出入人潮眾多的

公共場合，因此線上購物、串流平台等「宅經濟」相關產業變得益發熱絡。早期電商產業所推出的活

動檔期大多是圍繞著幾個重點節慶為主，舉凡在聖誕節、春節等文化佳節做大型的促銷宣傳活動；而

近來各大電商品牌更興起規劃、佈局專屬的「購物節」，如廣為人知的淘寶雙11、京東618年中慶等

購物節，然而電商造節真的有效嗎？成效又是如何？本期電子報將以年中最大的618購物節為例，來

檢視電商造節的社群效益。

本期Social Watch節錄分析師蔡孟芸於《大數據開講Bar系列講座》中的演講內容，為您剖析2020年

上半年的電商社群聲量。首先，回顧上半年度電商的社群操作，觀測電商產業針對哪些特定節日進行

話題行銷，並歸納熱門貼文的成功要素；接著，再進一步深入研究電商造節是如何成功帶起網友在社

群上的討論熱度，並以京東618購物節為例，探討購物節的聲量來源以及其活動抽獎文成效。同時，

從品牌角度面去分析台灣前十大電商的品牌聲量，為您剖析什麼樣的合作形式最能受到網友關注，以

及與什麼樣類型的網紅合作，更有助於您達成有效的社群操作。

Part1

2020上半年
電商社群操作

1.1 上半年度電商聲量趨勢

1.2 購物節之熱門貼文要素

1.3 購物節之活動聲量一覽

Part2

本主題大綱

618購物節
口碑成效分析

2.2 618購物節之聲量來源

2.4 全台十大電商聲量剖析

2.5 網紅合作行銷成效分析

2.3 熱門抽獎活動文之成效

2.1 歷年618購物節之聲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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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2020上半年電商社群操作

回溯近期電商產業的整體聲量趨勢變化，可以明顯看到各階段的聲量高峰皆對應到節慶活動，如雙11

、雙12、聖誕節、春節等，表示節慶的確有助於在該段時間內提升電商的網路聲量。

接下來，根據網友回應的數量多寡篩選出節慶的熱門貼文，並歸納出三大熱門貼文要素。首先，最常

見也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利用促銷優惠、購物金等較實質的回饋方式吸引網友；第二，則是以節慶限定

、成套的組合包能引起高度討論；第三樣基本元素則是依據對應的節慶，變換貼文的主視覺背景顏色

，融入節日的氛圍，譬如新春過年的喜氣紅，搭配應景的賀新春，增添過節的氣氛，又如情人節使用

的粉紅色，營造出粉紅泡泡的浪漫氛圍。

▲節慶電商熱門貼文要素

電商的行銷活動五花八門，近年來更頻頻推出購物節活動，而究竟電商造節的效果如何？頻繁推出購物

節是否會造成消費者的討論度下降？接下來，我們將透過分析近期的電商聲量、比較跨年度的節慶聲量

，來檢視整體成效，同時也將從迴響最佳的節慶貼文中，歸納出熱門文案的重要元素。

▲2020上半年電商聲量趨勢

以上半年度聲量變化了解產業趨勢01

以購物節熱門貼文解析成功要素02

三大成功要素：優惠購物金、限定組合包、應景色彩

產業
趨勢

雙12

聖誕節 春節

情人節 母親節雙11

節慶創造聲量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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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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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七大節慶活動跨年度聲量比較

接著，我們比較七大節慶當期與前期的活動討論聲量。可以觀察到當

期各個節慶活動的聲量表現皆較前期提升，一方面說明「電商造節」

確實能持續地的提升產業討論聲量，另一方面，也代表消費者關注與

討論的風氣並沒有因為購物節頻繁地出現而削減。

由圖可見，三大電商造節—雙11、雙12及618年中慶的聲量排名僅次

於春節，其中從各個活動的聲量成長率來看，又以618活動聲量成長

最多，成長率達37%，因此接下來本文將進一步剖析618購物節，以

了解電商在今年618購物節的社群操作模式，找出聲量提升的關鍵。

PART2、618購物節口碑成效分析

源自於京東商城的「618購物節」是創立者劉強東為自家公司立下的

生日活動，每年此時京東都將籌劃大型促銷週年慶活動，吸引了其他

各大電商平台的參與，後來逐漸演變成每年年中的大型購物慶典。

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電商平台嗅到了「造節」的商機，眾多品牌逐

一跟進，包括由蝦皮帶起的33品牌購物節與99購物節等行銷活動。

下個部分將以今年聲量成長率最高的618購物節為例，從聲量趨勢觀

察消費者對於618購物節的關注有無變化，同時，也歸納電商平台的

抽獎貼文，從中找出最受消費者青睞的抽獎獎品類型。

以年度活動聲量比較電商造節之成效03

節慶熱度持續走高 618購物節聲量成長率最高

產業
趨勢

↑37%

【註】2020年8月以前(含)

之節日，係以2020年為當期

、2019年為前期； 2020年

8月以後之節日，係以2019

年為當期、2018年為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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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618購物節近兩年的討論聲量與Google搜尋量趨勢，來觀察網友

對活動的關注度是否有變化，假設消費者對購物節促銷感到疲乏，

618購物節的討論度應會呈現逐漸下滑或持平的跡象，然而，從

2018年至2020年618購物節的整體趨勢中，可發現討論量與搜尋量

都是逐年上漲，2018年到2020年的聲量漲幅甚至超過五倍，由此可

知，購物節帶來的話題，在未來依舊有持續成長的可能性。

緊接著，我們比較去年與今年的618購物節網路聲量來源，社群網站

的聲量成長率約三成，進一步細究社群網站的聲量，發現主要是因

為社群網站內的抽獎活動貼文增多，進而帶動其留言、回文數量，

提升整體聲量。

618購物節歷年聲量變化01

購物節熱度逐年攀升聲量五倍成長

案例
研究

▲ 618購物節歷年聲量暨搜尋量趨勢圖

618購物節聲量來源分布02

社群網站佔聲量大宗抽獎活動帶動留言互動

案例
研究

▲ 618購物節兩年度聲量來源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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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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View體驗申請 | 電子報訂閱

5

▲ 618購物節熱門抽獎貼文效益分析

在前一段分析中，已得出「抽獎活動是主要增加網路討論度的方式」，因此接下來將挑選618購物節最

熱門的貼文，進一步分析什麼樣類型的抽獎能有效吸引到網友的目光。綜觀電商的抽獎辦法皆是以「留

言、分享、標記好友」為主，著重實際留言互動，並透過分享、標記擴散話題與資訊，相較之下「按讚

數」的累積反而成為次要重點。而就獎品來說，上方熱門的抽獎活動貼文獎品均與3C、小家電有關，

如萬用鍋、掃地機器人、空氣淨化器等。

▲ 618購物節抽獎獎品之類別聲量

618購物節抽獎活動文成效03

3C用品、小家電獎品熱門送咖啡機最能吸引網友留言

案例
研究

整理618購物節抽獎貼文進行

分析，並進一步以回應比來

衡量獎品是否吸引民眾留言

互動，發現業者所提供的獎

品類型以鍋具為大宗，然而

鍋具獎品能帶來的互動效果

相對較差，反而以咖啡機、

吸塵器做為獎品最受到網友

青睞，能吸引網友踴躍留言

、分享。

5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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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View體驗申請 | 電子報訂閱

6

進一步拆分前五大電商平台的聲量來

源分布狀況，各家業者的主要聲量皆

是來自於品牌自家的官方粉絲團，較

特別的是，momo購物網除了是聲量

冠軍，亦是當中擁有最多來自網紅聲

量的平台。

因此，接下來將進一步分析momo購

物網與網紅合作的效益表現，解析電

商平台與網紅合作的成效如何？透過

網紅業配又能否能夠達到活動宣傳的

效果？

618購物節全台十大電商聲量剖析04

momo逆勢成長聲量居冠網紅聲量佔比最高

案例
研究

除了知道購物節活動的討論聲量集中在社群網路之外，後續我們接著從品牌面向來檢視電商平台的聲量

表現。台灣十大電商在此活動檔期期間，排名前五的平台，依序是momo、蝦皮、Yahoo購物中心、

PChome與東森購物。其中，momo購物網從2019年的亞軍，到今年榮登聲量排行榜冠軍，成長幅度

達17%。

▲618購物節電商平台兩年度聲量比較

▲ 618購物節五大電商平台聲量來源分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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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訊 2020年6月貼文平均成效 618購物節合作貼文成效

頻道

名稱

追蹤

人數

平均

回應數

平均

按讚數

合作文

回應數

合作文

按讚數

觀看

次數

Paul與咪咪的

朱式會社
13.1萬 184 1,124 471 618 31,000

宋達民和洪百

榕愛的粉園
69.2萬 157 3,935 503 3,955 110,000

曾玄玄 Sena 17.9萬 137 770 720 265 7,266

挑選今年618購物節中與momo合作宣傳，在其經營的頻道中獲得最多回應數的三位網紅—《Paul與

咪咪的朱式會社》、《宋達民和洪百榕愛的粉園》與《曾玄玄Sena》來做分析，透過比較三位網紅今

年六月份貼文的平均回應數、按讚數與618購物節合作貼文的相應指標，來進行效益表現的評估。

三位網紅皆是以直播方式進行活動宣傳，當中除了《曾玄玄Sena》之外，其餘兩位皆是從「家庭」角

度做內容設計，其直播多提及與居家、生活用品相關的優惠，如洪百榕曾以直播的方式，向粉絲、網

友介紹某品牌吸塵器的優點、直接做使用示範與器具的清潔，並帶出此次活動的優惠方案，令網友直

呼並留下「好優惠」、「請問如何購買」等回應。從上表中可看出三位網紅的合作貼文回應數皆超過

一般貼文的平均回應數，代表網紅直播的形式確實成功引發網友關注，透過網紅與粉絲間的互動也能

夠帶動電商品牌活動的聲量。

「網紅影響力」確實能為電商的宣傳帶來助益，而除了參酌社群指標成效做決策，網紅類型與形象是

否適切、網紅的受眾是否符合品牌所需，也是品牌合作的考量重點，若能找到與品牌、活動或產品關

聯度高的網紅做為合作對象，更能放大網紅在品牌宣傳上帶來的影響力。

▼ momo購物網與網紅合作成效一覽表

618購物節 momo購物網網紅合作成效05

網紅直播成功吸引網友互動詢問

案例
研究

電商「人工造節」重點面向

內容、活動與品牌三面向

本期
總結

內容面：文案搭配節慶色彩，成套式的優惠方案以及高額回饋金將帶來熱門討論聲量

活動面：活動討論集中在社群網站，3C小家電類產品做為抽獎獎品成功引起網友參與

品牌面：網紅合作可為電商品牌帶來正面效益，家庭類型網紅易於吸引網友關注

從數據分析結果中，可發現電商造節確實能有效吸引消費者關注，且並未因購物節頻繁出現而降低消

費者的討論程度。再過不久也將迎來電商產業下半年的盛事—雙11購物節，本期以618購物節為例，

從各個面向分析電商造節的聲量與口碑，最後將「電商造節」的觀察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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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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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0 有趣 真！！人間月老？（八月中業績）

2 1,828 心情 台大學生也太沒家教沒水準了吧

3 1,335 穿搭 標題：女友嫌我不會穿衣服害她丟臉

4 1,208 閒聊 人類如果不吃肉會怎樣？

5 1,194 感情 被媽媽發現住男友家

6 1,035 新生季 國立普大的錄取分數居然比私立科大低

7 1,021 感情 該怎麼坦承已結紮

8 980 感情 女友叫我去當兵…

9 910 心情 瘦子的困擾

10 861 感情 當兵對醫學系的影響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0.08.17-2020.08.23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969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逆轉！男子37刀弒母砍頭拋社區中庭二審改判無罪

2 1,959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為何請政風查彰化衛生局？陳時中：怕被質疑吃案

3 1,849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陳時中令查彰縣衛生局台大公衛前院長：台灣怎麼了

4 1,702 yahoo新聞 > 政治 蔡總統反擊馬英九別以為卑躬屈膝就能換來和平

5 1,400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大陸若武統台灣無法撐兩周美媒：美軍擋不住解放軍

6 1,382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彰化「精準篩檢」驗出確診少年台大醫：亂槍打鳥

7 1,276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中央下令對彰化衛局調查醫聲援：防疫不該一言堂

8 1,229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提彰化篩檢葉彥伯哽咽！他「狂列9點」

9 1,217 LINE TODAY > 國內 黃文博／我的不參戰聲明

10 1,213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非多做防疫即可陳時中：太多偽陽性耗光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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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card.tw/f/funny/p/234236283
https://www.dcard.tw/f/mood/p/234263071
https://www.dcard.tw/f/dressup/p/234256668
https://www.dcard.tw/f/talk/p/234238580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240140
https://www.dcard.tw/f/freshman/p/234248260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23601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23117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426162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239014
https://tw.news.yahoo.com/%E9%80%86%E8%BD%89%E7%94%B7%E5%AD%9037%E5%88%80%E5%BC%92%E6%AF%8D%E7%A0%8D%E9%A0%AD%E6%8B%8B%E7%A4%BE%E5%8D%80%E4%B8%AD%E5%BA%AD-%E4%BA%8C%E5%AF%A9%E8%AA%8D%E5%AE%9A%E5%90%B8%E6%AF%92%E7%84%A1%E8%BE%A8%E8%AD%98%E8%83%BD%E5%8A%9B%E6%94%B9%E5%88%A4%E7%84%A1%E7%BD%AA-02550077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4%BF%E9%A2%A8%E8%99%95%E6%9F%A5%E5%BD%B0%E5%8C%96%E8%A1%9B%E7%94%9F%E5%B1%80-%E9%99%B3%E6%99%82%E4%B8%AD%E5%96%8A%E5%86%A4-%E4%B8%8D%E6%98%AF%E7%8A%AF%E7%BD%AA%E6%98%AF%E9%87%90%E6%B8%85%E4%BA%8B%E5%AF%A6-06385383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99%B3%E6%99%82%E4%B8%AD%E4%BB%A4%E6%9F%A5%E5%BD%B0%E7%B8%A3%E8%A1%9B%E7%94%9F%E5%B1%80-%E5%8F%B0%E5%A4%A7%E5%85%AC%E8%A1%9B%E5%89%8D%E9%99%A2%E9%95%B7%E7%97%9B%E5%BF%83%E5%8F%B0%E7%81%A3%E6%80%8E%E9%BA%BC%E4%BA%86-22521170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94%A1%E7%B8%BD%E7%B5%B1%E5%8F%8D%E6%93%8A%E9%A6%AC%E8%8B%B1%E4%B9%9D-%E5%88%A5%E4%BB%A5%E7%82%BA%E5%8D%91%E8%BA%AC%E5%B1%88%E8%86%9D%E5%B0%B1%E8%83%BD%E6%8F%9B%E4%BE%86%E5%92%8C%E5%B9%B3-10520733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9%99%B8%E8%8B%A5%E6%AD%A6%E7%B5%B1%E5%8F%B0%E7%81%A3%E7%84%A1%E6%B3%95%E6%92%90%E5%85%A9%E5%91%A8-%E7%BE%8E%E5%AA%92-%E7%BE%8E%E8%BB%8D%E6%93%8B%E4%B8%8D%E4%BD%8F%E8%A7%A3%E6%94%BE%E8%BB%8D-03150437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BD%B0%E5%8C%96%E7%B2%BE%E6%BA%96%E7%AF%A9%E6%AA%A2%E9%A9%97%E5%87%BA%E7%A2%BA%E8%A8%BA%E5%B0%91%E5%B9%B4-%E5%8F%B0%E5%A4%A7%E9%86%AB%E7%AF%A9%E5%BE%88%E5%A4%9A%E4%BA%BA%E6%89%8D%E6%89%BE%E5%88%B0%E4%B8%80%E4%BA%BA%E6%98%AF%E4%BA%82%E6%A7%8D%E6%89%93%E9%B3%A5-06112876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A4%AE%E4%B8%8B%E4%BB%A4%E5%B0%8D%E5%BD%B0%E5%8C%96%E8%A1%9B%E5%B1%80%E6%94%BF%E9%A2%A8%E8%AA%BF%E6%9F%A5-%E9%86%AB%E8%81%B2%E6%8F%B4-%E9%98%B2%E7%96%AB%E4%B8%8D%E8%A9%B2-%E8%A8%80%E5%A0%82-22204805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F%90%E5%BD%B0%E5%8C%96%E7%AF%A9%E6%AA%A2%E8%91%89%E5%BD%A5%E4%BC%AF%E5%93%BD%E5%92%BD-%E4%BB%96-%E7%8B%82%E5%88%979%E9%BB%9E-%E6%8A%8A%E5%8F%B0%E4%BA%BA%E7%95%B6%E7%99%BD%E7%99%A1%E8%80%8D-013421714.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Qq53q0
https://tw.news.yahoo.com/%E9%9D%9E%E5%A4%9A%E5%81%9A%E9%98%B2%E7%96%AB%E5%8D%B3%E5%8F%AF-%E9%99%B3%E6%99%82%E4%B8%AD%E6%9F%A5%E5%87%BA%E5%A4%AA%E5%A4%9A%E5%81%BD%E9%99%BD%E6%80%A7-%E8%80%97%E5%85%89%E9%86%AB%E7%99%82%E8%B3%87%E6%BA%90-0646574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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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635 Gossiping [爆卦]民進黨中執委郭再欽濫倒爐渣牟利還想河蟹

2 1,546 nCoV2019 [新聞]自美返台少年確診疑雲莊人祥：指揮官已

3 1,510 Gossiping [問卦]外送員：體諒我們自己下來拿餐

4 1,481 Gossiping Re: [新聞]又增1確診！3天累計4境外 指揮中心14時

5 1,478 Gossiping [新聞]陳時中啟動政風調查 「彰化醫師群」怒

6 1,473 marriage [心情]不能歸咎於先生的毒姑問題

7 1,471 Gossiping [爆卦]民進黨中執委郭再欽的爐渣煉金術

8 1,470 Gossiping [爆卦]黃偉哲混淆視聽大力護航郭再欽

9 1,469 Gossiping [新聞] 「每個人都在瞪你」搭北捷電扶梯站左邊

10 1,457 WomenTalk [心情]剛買了房子卻又得出去租屋，是不是很蠢？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8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vs李眉蓁的碩士論文

2 65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按一聲喇叭提醒我錯了嗎

3 53 動力研究室綜合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2020大家加哪家的油比較多?

4 43 兩岸新聞 說對岸的真實情況就叫做五毛？小粉紅？

5 4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打起仗來還有電力和網路能和親人聯絡嗎?

6 38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做8年op，勉強存了300萬….

7 36 桃園縣
(居家房事北部地區) 定泰建設告經國翫住戶住戶吞藥住院中

8 34 軍事迷基地(生活娛樂) 洛馬敲定620億美元F-16V訂單法新社：買家包括台灣

9 3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韓粉這麼厲害，為何不自己組黨?

10 32 居家綜合(居家房事) 洗衣機排水孔冒水問題及責任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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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931124.A.CFB.html
http://www.ptt.cc/bbs/nCoV2019/M.1597740725.A.E1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7628504.A.9C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7651022.A.56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7799806.A.0D0.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97623694.A.94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7999282.A.3C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8161853.A.28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7729386.A.CC4.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597806211.A.1E2.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38&t=614843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7&f=294&t=616709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f=214&t=616697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f=781&t=616683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f=638&t=616676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1&f=291&t=616606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7&f=456&t=616671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637&t=616583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f=638&t=616700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f=335&t=616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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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新增回
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3,320 台灣達人秀 再撐一下就到家了影片：YT｜Ka KaI 提供授權 …

2 10,476 TVBS 新聞 要快點醒來阿江湖在走，【 TVBS新聞官方APP】…

3 9,347 外交部 【#台灣駐索馬利蘭共和國代表處揭牌禮成】係滴❗…

4 8,908 ETtoday新聞雲 #最新從無期徒刑變無罪(#嘴邊肉) …

5 8,129 ETtoday新聞雲 高院的說法，大家怎麼看(#嘴邊肉) …

6 8,057 陳其邁 Chen Chi-Mai 謝謝每一位市民朋友！我正在#旗津、#小港、#前鎮…

7 7,884 蔡英文 Tsai Ing-wen 我要嚴正表達：守護國家主權、捍衛民主自由，確保台灣…

8 6,393 東森新聞 #放假去哪編：誰來告訴小編這不是真的？一手掌握…

9 6,021 辛龍 Shin Lung 妳怎麼可以走

10 5,981 東森新聞 #Der編：吸毒=有罪、殺人=有罪、吸毒+殺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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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11
神魔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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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5,220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天氣很熱，#你會吃哪碗冰品呢? #測你會成為怎樣的父母…

3 10,522
【Major made.】

Mavis*瑪菲斯
本週新品限時優惠+1甜甜價 –瑪菲暑假約會LIVE私服穿搭…

4 10,268 女人我最大 【#心測時間】認真準爆一個人的舉手習慣✊透露出…

5 10,225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心理測驗】測你在他人眼中形象選一個你最喜歡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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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318735646399_949535725560652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585347710933_757692654775789
https://www.facebook.com/889604194897557_308186307093877
https://www.facebook.com/3682958411740296_336486707395077
https://www.facebook.com/3683267858376018_2716704655318998
https://www.facebook.com/353782509356157_115935013396274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962836196065_607372513256305
https://www.facebook.com/4949234191778299_915297375658159
https://www.facebook.com/3927818570632003_2144125542384711
https://www.facebook.com/4956791741022544_329274331452961
https://www.facebook.com/3424141187676376_2644687612437013
https://www.facebook.com/3795192427179487_318122786279640
https://www.facebook.com/601361273893072_1201052280279807
https://www.facebook.com/3322963024407023_2724317201157799
https://www.facebook.com/3798412146857515_13761485468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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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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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很閒】由海鮮的時價來點出賣方與買
方的利益糾葛

【台灣達人秀】路上意外，廁所你在哪！

【鍾明軒】沒有人能夠完全感同身受你的感受！【波特王 Potter King】中國病毒學家爆料
COVID-19病毒為人禍？！

【波特王 Potter King】台灣、香港、中國，到底誰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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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youtube/%e3%80%90%e5%8f%8d%e6%ad%a3%e6%88%91%e5%be%88%e9%96%92%e3%80%91%e7%94%b1%e6%b5%b7%e9%ae%ae%e7%9a%84%e6%99%82%e5%83%b9%e4%be%86%e9%bb%9e%e5%87%ba%e8%b3%a3%e6%96%b9%e8%88%87%e8%b2%b7%e6%96%b9%e7%9a%84/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8/youtube/%e3%80%90%e5%8f%b0%e7%81%a3%e9%81%94%e4%ba%ba%e7%a7%80%e3%80%91%e8%b7%af%e4%b8%8a%e6%84%8f%e5%a4%96%ef%bc%8c%e5%bb%81%e6%89%80%e4%bd%a0%e5%9c%a8%e5%93%aa%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8/youtube/%e3%80%90%e9%8d%be%e6%98%8e%e8%bb%92%e3%80%91%e6%b2%92%e6%9c%89%e4%ba%ba%e8%83%bd%e5%a4%a0%e5%ae%8c%e5%85%a8%e6%84%9f%e5%90%8c%e8%ba%ab%e5%8f%97%e4%bd%a0%e7%9a%84%e6%84%9f%e5%8f%97%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8/youtube/%e3%80%90%e6%b3%a2%e7%89%b9%e7%8e%8b-potter-king%e3%80%91%e4%b8%ad%e5%9c%8b%e7%97%85%e6%af%92%e5%ad%b8%e5%ae%b6%e7%88%86%e6%96%99covid-19%e7%97%85%e6%af%92%e7%82%ba%e4%ba%ba%e7%a6%8d%ef%bc%9f%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8/youtube/%e3%80%90%e6%b3%a2%e7%89%b9%e7%8e%8b-potter-king%e3%80%91%e5%8f%b0%e7%81%a3%e3%80%81%e9%a6%99%e6%b8%af%e3%80%81%e4%b8%ad%e5%9c%8b%ef%bc%8c%e5%88%b0%e5%ba%95%e8%aa%b0%e6%98%af%e4%b8%ad%e5%9c%8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