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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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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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View放大鏡

關注面向大拆解，剖析超商服務之社群口碑

鎖定品牌消費客群，看懂目標市場樣貌

台灣五大連鎖超商熱議重點與爭議面向分析

超商新零售時代五大連鎖超商聲量分析

112
發行日期：20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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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2 五大連鎖超商服務口碑解密

2-1 品牌聲量與好感度解析

2-2 品牌聲量來源與頻道特性分析

2-3 品牌討論客群剖析

2-4 網友正負回饋之評析

1-1 從全台超商網路討論聲量看超商的經營趨勢

1-2 消費者關注之超商服務面向剖析

1-3 消費者支付習慣與重點需求剖析

Part1 便利超商網路討論聲量
超商新零售時代

x

五大連鎖超商聲量分析

主題目錄

研究說明

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結論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2020.01.01~2020.08.31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地點評論、新聞（排除抽獎文）

研究方法：

剖析消費者對於「支付方

式」的討論，探討消費者

的支付習慣與重點需求。

Part1

透過全台整體超商月聲量

之趨勢，了解國內超商發

展。

Part1 Part1

統計整體超商「服務項目」

的討論，進一步了解消費

者關注的服務面向。

Part2

以聲量與好感度【註1】

比較國內五大連鎖超商

之社群口碑。

Part2

剖析品牌討論聲量的來

源與頻道特性，作為品

牌行銷資源配置的參考。

Part2

將討論聲量進行族群分

析，以了解各品牌之潛

在消費者組成。

Part2

透過語意分析區別網友

正負評價，透過網友實

際回饋了解品牌口碑。

【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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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說明

OpView觀測範圍內

提及超商話題貼文。



▲超商整體聲量月趨勢圖

配合政府政策成重要合作管道帶動超商討論聲量

首先，先了解截至今年八月底超商業的網路討論分布狀況。

從右圖中可以發現三個高峰點，分別是二月、四月與七月，

究其原因，皆與政府為因應新冠肺炎所頒布的政策有關。

• 口罩配給：二月份正值疫情爆發初期，國內掀起口罩的

搶購亂象，在口罩統一管制的情況下，國內的超商門市

成為物流渠道之一，因此陸續出現「搶購（超商）口罩

總落空」、「我附近的超商都沒有（口罩）」等討論。

• 線上報稅：為了分散報稅人潮，今年首度開放民眾至超

商繳稅，在兩萬稅額以下的民眾可在超商完成繳稅，

「超商列印查詢碼輕鬆報稅」等政策宣傳暨抽獎活動，

成功引發民眾關注。

• 三倍券預購：政府為紓困國內經濟發行的振興三倍券，

超商據點同樣扮演物流配發角色，但也重演二月份購買

口罩時的混亂場景，在網路上出現「大家不用搶著領

（三倍券）啊！（超商）店員是無辜的」等聲音。

1-1 超商討論聲量



超商提供的服務越發多元，除了販售各式冷熱食、

日常用品等，一站整合多元便利的複合式服務，更

是超商之間比拚的賽點。接下來，我們進一步分析

最受網友關注的超商服務面向為何。

• 奠基於超商高密度分布，區位的方便性使得超商

逐漸成為最受民眾青睞的物流據點之一，加上部

分電商推出超商取貨優惠，使得超商提供的「寄

貨／取貨」服務受到高度討論。

• 值得關注的是，網友對於超商提供的服務討論度

高於民生通貨的販售，顯示超商多元服務越來越

受到民眾關注。整體而言，網友在「民生通貨販

售」方面，以購買食物的相關討論較多，在「超

商其他服務」方面，除了寄貨／取貨之外，部分

民眾認為超商咖啡可以寄杯，且取貨十分方便，

因此購買現煮咖啡也相當受到歡迎。
▲超商整體服務聲量維度長條圖

超商多元服務引客來店包裹寄貨／取貨最夯

民生通貨販售

超商其他服務

1-2 消費者關注服務面向



超商多元支付方式回饋多寡、方便性成選擇關鍵

▲超商支付方式聲量占比圖

除了重視超商的販售品項、服務的擴張，超商是否有跟上新

興的金融支付服務也將影響民眾的消費選擇考量之一。

接著將從左圖觀察民眾對超商支付方式的討論情況。

• 為響應農遊券、藝Fun券等振興券，超商也推出「來店

領券享優惠」活動，使得現金與禮券的討論占比相當。

• 實體信用卡與第三方行動支付網路討論多圍繞帳單繳費

與消費回饋，如「全家可以用信用卡繳公托的錢」、

「拿玉山Ubear信用卡去超商消費還有回饋嗎」等，可

見刷卡的合作通路與支付方式的彈性亦是消費者選擇消

費通路的考量。

• 前段提到「寄／取貨」為消費者最在意的超商服務功能，

但透過文本分析發現，此服務目前尚處現金支付階段，

未來超商可考慮拓展與支付平台的合作，增加支付方式

的多元性，讓消費者支付更便捷。

• 整體來說，支付的多元與便捷性，以及與信用卡、電子

支付業者的合作優惠、回饋是消費者關注的重點。

1-3消費者支付方式



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在今年(2020)八月公布的產業

調查，截至去年底，全台超商據點創14年來最大

增幅。在超商總數逐年增加、門市服務愈趨多元的

趨勢下，超商已然是消費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此第二部份，我們挑選台灣主要的五大連鎖超

商 — 統 一 超 商 （ 以 下 簡 稱 7-ELEVEN ） 、

FamilyMart全家（以下簡稱全家）、萊爾富、來

來超商（以下簡稱OK超商），及台糖蜜鄰超市，

一覽民眾的消費口碑。

從左圖可看到超商產業中，以7-ELEVEN在社群中

最受到網友的關注，然而因其食品漲價、app操作

不順暢等評價，造成好感度略低；而聲量則數最少

的台糖蜜鄰超市卻有略高的好感度，因此後續將進

一步分析原因。

▲超商品牌聲量 x 好感度二維散布圖

7-11居超商產業聲量龍頭台糖蜜鄰好感度最佳
2-1 品牌聲量好感度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6398


7-ELEVEN 全家 萊爾富 OK超商 台糖蜜鄰超市

頻道／聲量占比(%) 頻道／聲量占比(%) 頻道／聲量占比(%) 頻道／聲量占比(%) 頻道／聲量占比(%)

靠北7-11 10.70
7-11全家各超
商新品資訊共享

5.13 靠北萊爾富 6.72 OK超商 7.47 Gossiping 11.50

7-11全家各超
商新品資訊共享

7.41 靠北全家 4.22 CVS 3.04
寶貝家

好康優惠 5.98 台糖粉絲團 3.48

早安健康 2.42 韓國瑜 3.65 ETtoday新聞雲 2.95 ETtoday新聞雲 2.09
CMoney
追訊

財經 3.21

GirlStyle
台灣女生日常

1.69 udnSTYLE 1.96
古娃娃
WawaKu

2.00 Beauty美人圈 1.18
pchome
新聞

財經 2.67

爆廢公社公開版 1.18 CVS 1.58 Gossiping 1.31 Gossiping 0.94 iBeta 愛北大 2.67

▲超商品牌聲量占比前５名頻道排行榜

接著從各品牌前５大頻道進一步分析各超商品牌的聲量分布與頻道特性。

• 7-ELEVEN、全家，以及萊爾富前５名的頻道來源皆有「靠北」系列專頁上榜，以7-ELEVEN為例，其聲量甚至占近一成

的品牌聲量，網友常貼文分享負面經驗，引發其他網友共鳴與討論，使聲量大量累積，負面口碑的影響力值得品牌關注。

• 由於四月初高雄市農業局與全家合作推出金鑽鳳梨，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分享的相關宣傳貼文帶來了大量網友迴響，因而

上榜。

• 台糖蜜鄰超市在PTT八卦版上因一篇「台糖蜜鄰便利超市是怎樣活下來的」討論文引起網友間極大迴響；同時也因其推

出的「自製防疫酒精」而獲得好評討論與關注。

消費者傾吐經驗引迴響靠北專頁累積大量負面口碑
2-2 品牌熱門討論頻道

Baby
Home

註： 臉書粉絲團 | 臉書社團｜ PTT｜ YouTube 



同時除了頻道的聲量分布，超商討論的網友

組成也是超商業者在制定行銷策略時不可或

缺的分析指標，因為從客群分析中，我們可

以更了解消費市場的型態，從而幫助我們制

定更進一步的目標族群與市場定位。整體來

看，超商關注族群以女性多於男性，其中又

以全家、萊爾富的女性聲量占比最高，且兩

性聲量差異高達2.5倍，另一方面，有子女

族群的占比也相對高，因此可考慮推出以

「媽媽」為目標族群的商品或相關優惠。

另外，進一步觀察其他族群分布，關注度以

已婚族群高於未婚者、上班族高於學生，且

多與超商販賣的咖啡討論話題有關，因此各

家超商業者也可於平日針對上班族多推出咖

啡活動優惠，搶攻上班族的咖啡市場。

▼超商客群聲量占比圖

2-3 客群聲量組成



 樂：禮拜一要去朝聖（史奴比超萌聯名限定門市）了

 食：覺得小7的黑糖珍珠鮮奶很好喝XD

 食：熱壓吐司看起來很厲害餒～

 食：我愛溫泉蛋，這個好好吃

 食：7-11三明治打開來看還不是完整的一片，縮水縮的超誇
張，食物一直漲，但配菜一直少。

 活動：7-11累積點數的方法真的很麻煩

 活動：7-11則是一直沒有特別的（活動）新意

 活動：7-11要在七月改openpoint點數沒辦法一元一點了，
如果icash結帳支付5%折扣活動結束後，應該不會進去7-11

 裝置系統：小七的APP不好下載

 正面評價：66,349 則

 負面評價：30,037 則

接續深入文本分析，解析消費者對各家超商品牌

的正負面實質討論內容，以便業者更具體地了解

消費者口碑。

• 7-ELEVEN 的好感度偏低，但我們發現 7-

ELEVEN的餐飲普遍受到網友的好評，有多種

餐飲品項被提及，惟不斷漲價受到網友批評。

• 另一方面，7-ELEVEN點數集點的複雜性與活

動項目的重複性，常引起網友的不滿，認為了

無新意，活動企劃方面猶待加強。

• 此外，近年越來越多超商搭配會員APP提升民

眾的消費便利性。但有網友反應7-ELEVEN的

裝置APP不好下載、不好使用，建議可加強

APP介面的直觀性，提升消費者使用的意願。

7-ELEVEN餐飲評價高網友期待新型優惠活動
2-4 網友回饋



全家冰淇淋口味掀風潮服務、環境不佳降低好感度

• 藉由全家相關討論文本可觀察出，正向評價主

要來自較特別的餐飲類相關討論，特別是全家

與食品業者聯名推出的夏日冰品口味屢屢得到

網友的期待。另外，全家APP不定時有咖啡特

價，且全家APP介面在各大超商APP中最受大

眾喜愛，吸引網友透過APP搶購，其中單品咖

啡的口味與包裝更是佳評如潮。

• 負面討論則多來自店面服務與環境整潔。在店

面環境與服務方面，有對環境太吵雜、門口煙

味以及店員服務態度不佳等批評，甚至有網友

發出「全家的客服信箱回覆速度慢」等牢騷，

建議全家可加強用餐環境品質與服務人員服務

態度，提升大眾對品牌好感度。

 食：全家的霜淇淋每每令人期待仙人掌冰好吃

 食：（冰棒）芋頭尬仙草！！這組合很可以

 活動：因為全家較願讓利促銷，咖啡豆也有改善

 活動：我比較愛全家，活動多優惠多咖啡好喝

 裝置系統：全家的app好用，集點，支付，跨店取寄杯等等都
很方便

 服務：買微波食品回家打開要吃才發現麵裡面還是冰的QQ

 服務：請問在全家店到店客服信箱發問，真的會有人回信嗎?

 環境：為什麼一家便利商店可以經營的比柑仔店還多蒼蠅？

 正面評價：63,251 則

 負面評價：17,707 則

2-4 網友回饋



• 觀察文本，發現萊爾富的好評主要來自店內服

務與環境，其他超商皆有店員服務態度不佳的

反應，而萊爾富店員是多數網友認為服務表現

最佳的，且雲端超商所提供便利性獲得網友高

度讚賞。

• 而萊爾富的食品、飲品等特殊的餐飲口味，普

遍得到網友的負面回饋，建議萊爾富可針對消

費者口味改良餐點，對於飲品則可提升咖啡濃

度、改良港式奶茶茶包來增加顧客的消費意願。

而萊爾富「寄／取貨」的物流功能也因發配時

程拉得過長，引發網友的不滿。

 活動：萊爾富（優惠方案）哇！看起來還不錯喔！有朋友們會
衝嗎？

 服務：店員親切~雲端超商超讚！

 服務：雲端超商萊爾富兌換，結帳可以直接選載具很好

 食：萊爾富不推港式饗宴奶油多士吐司…奉勸大家不要來萊爾
富買這種吐司

 食：萊爾富銀耳香菇雞湯這真的有點....，我不愛這味道，不會
再喝第二次

 服務：為什麼萊爾富物流可以這麼慢

 裝置系統：身為一個零售業，還是四大超商其中之一，系統真
是爛到可以

 正面評價：8,109 則

 負面評價：2,772 則

2-4 網友回饋

萊爾富服務與環境受好評餐飲食品、物流效率待加強



• 進一步歸納網友討論內容，可發現OK超商食品

評價依據產品項目而有所不同，「歐巴炸雞、炭

火炒麵與蛋塔」等隱藏版美食是網友給予正評的

商品，而御飯糰、炸物、水餃等，則是消費者回

饋較差的品項。

• 由於OK超商門市較少，因此也有網友提到，手

邊就算有超商禮券卻不知該如何消費的情況，建

議業者可適度增加超商門市以便較能滿足消費需

求。另外，有網友指出OK超商商品的品質問題，

價格低廉卻品質堪憂，因此建議業者也應注意店

內商品的狀況。

OK隱藏版特色美食受歡迎分店較少不好找

 食：兩種炸雞跟蛋塔很推，咖啡不錯

 食： OK超商的蛋塔真的比肯德基好吃，和這內餡一樣都是比
較厚實的！

 食：炭火燒肉炒麵麵條好吃不軟爛

 食：OK超商買的兩個關東煮，吃了真的超飽，之後打算買多
一點

 食：御飯糰的話都平平吧/手卷是都不好吃...

 服務：就算想買啥也得先找到OK…

 服務：50元以下的東西絕對不要買，你會後悔

 正面評價：7,970 則

 負面評價：3,995 則

2-4 網友回饋



• 台糖蜜鄰超市聲量較低，正面的聲量多來自

販賣自製防疫酒精，以及其販售的蜜香紅茶

也得到較多迴響，由此可知，台糖蜜鄰的正

面評價皆歸功於其自製商品。

• 由於台糖蜜鄰通路較少，因此有部分網友表

示該品牌較沒存在感、部分地區無店面。總

體來說，台糖蜜鄰的商品數、分店數量不及

前四大便利超商，但尚可利用自製產品的優

勢提供民眾四大超商未提供商品，搶攻不同

市場，並藉此做出市場區隔。

蜜鄰自家品牌商品受歡迎網友評價品牌存在感低

 食：尋找好喝的（蜜鄰）蜜香紅茶

 服務：台糖出的保特瓶裝酒精在他們的門市（蜜鄰）每天都有
鋪貨挺好買到的

 服務：每天下午2點開賣。95%酒精一瓶62元。一人限一瓶。
天天都買的到。不用排隊

 台糖蜜鄰啊這麼沒存在感

 正面評價：112 則

 負面評價：19 則

2-4 網友回饋



小結

• 網路討論聲量：超商配合政府政策成為重要的合作管道，並帶動整體超商的討論聲量。

• 消費者服務關注面向：超商提供的多元服務聲量高於民生通貨的討論。而網友在「民生通貨販售」方面，以購買

食物的相關討論較多，在「超商其他服務」方面，除了寄貨／取貨之外，也相當關注超商現煮咖啡的服務。

• 消費者支付方式：整體來說，支付的多元與便捷性，以及與信用卡、電子支付業者的合作優惠、回饋是消費者關

注的重點。

Part1 便利超商網路討論聲量

Part2 五大連鎖超商服務口碑

• 品牌聲量與好感度：7-11居超商產業聲量龍頭，好感度相比其他超商略低，而全家與台糖蜜鄰好感度則略高於產

業平均值。

• 品牌聲量來源頻道：消費者在其自主發起之網路資訊平台分享自身經驗易引迴響，「靠北」系列專頁累積大量負

面口碑。

• 超商討論客群之剖析：以「女性＞男性」、「已婚＞未婚」且以「有子女」族群為多，品牌可鎖定目標族群推出

特殊優惠活動。

• 網友正負回饋之評析：整體而言，消費者最常針對超商食品作評論，另外，服務、環境、物流效率、商店便捷性

也是消費者常討論的面向，業者可根據消費者的回饋做調整與應對。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0.08.31- 09.06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680 yahoo新聞 > 各家 「有人拿刀槍逼你買嗎」張雅琴談瘦肉精美豬挨批幼稚園邏輯！

2 3,163 yahoo新聞 > 各家 瘦肉精美豬不同調陳時中：食安政策應由中央統一別為小事扯台灣後腿

3 2,887 yahoo新聞 > 各家 吃多少美豬才會生病？陳時中打包票：吃一輩子都不會怎樣

4 2,812 LINE TODAY > 理財 〈美牛豬解禁〉開放進口換了什麼？陳時中：一個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5 2,096 yahoo新聞 > 健康 「全豬」開放！陳時中一席話輿論炸鍋

6 1,930 LINE TODAY > 國內 快訊／新版護照封面曝光中國消失了

7 1,891 LINE TODAY > 國內 【全代會狂語錄】黨產遭凍怎解？藍黨代表：爭取故宮收入歸國民黨

8 1,830 LINE TODAY > 國際 中國出手！砍捷克鋼琴商700萬訂單

9 1,810 LINE TODAY > 國內 喊拒吃萊克多巴胺美豬陳時中：想吃還不一定吃到

10 1,797 LINE TODAY > 生活 瘦肉精美豬引爭議陳時中：吃好幾輩子都不會超標

https://tw.news.yahoo.com/%E6%9C%89%E4%BA%BA%E6%8B%BF%E5%88%80%E6%A7%8D%E9%80%BC%E4%BD%A0%E8%B2%B7%E5%97%8E%E5%BC%B5%E9%9B%85%E7%90%B4%E8%AB%87%E7%98%A6%E8%82%89%E7%B2%BE%E7%BE%8E%E8%B1%AC%E6%8C%A8%E6%89%B9%E5%B9%BC%E7%A8%9A%E5%9C%92%E9%82%8F%E8%BC%AF-02272745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98%A6%E8%82%89%E7%B2%BE%E7%BE%8E%E8%B1%AC%E4%B8%8D%E5%90%8C%E8%AA%BF-%E9%99%B3%E6%99%82%E4%B8%AD%E9%A3%9F%E5%AE%89%E6%94%BF%E7%AD%96%E6%87%89%E7%94%B1%E4%B8%AD%E5%A4%AE%E7%B5%B1%E4%B8%80-%E5%88%A5%E7%82%BA%E5%B0%8F%E4%BA%8B%E6%89%AF%E5%8F%B0%E7%81%A3%E5%BE%8C%E8%85%BF-02053405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90%83%E5%A4%9A%E5%B0%91%E7%BE%8E%E8%B1%AC%E6%89%8D%E6%9C%83%E7%94%9F%E7%97%85-%E9%99%B3%E6%99%82%E4%B8%AD%E6%89%93%E5%8C%85%E7%A5%A8-%E5%90%83-%E8%BC%A9%E5%AD%90%E9%83%BD%E4%B8%8D%E6%9C%83%E6%80%8E%E6%A8%A3-051148518.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8XkJ0x
https://tw.news.yahoo.com/%E5%85%A8%E8%B1%AC-%E9%96%8B%E6%94%BE-%E9%99%B3%E6%99%82%E4%B8%AD-%E5%B8%AD%E8%A9%B1-%E8%BC%BF%E8%AB%96%E7%82%B8%E9%8D%8B-221829581.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ZrB8r7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232g9j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3YzJ3y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xrN71n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8Xkw0x


D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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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新生季 聯合真的有這麼不堪嗎？

2 1,491 時事 超後悔投蔡英文

3 1,366 時事 身為Taiwan人覺得有夠可悲

4 1,244 時事 超後悔投蔡英文2

5 1,164 心情 真的快被女友氣死

6 1,049 感情 跟大叔交往超幸福

7 1,035 追星 #黑特 #黃偉晉

8 1,007 影劇 拒看花木蘭的原因

9 968 感情 情侶之間有一定要做愛嗎？

10 896 時事 高雄走了草包來了一個腦包？

https://www.dcard.tw/f/freshman/p/234320258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4319125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4345171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434148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434294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325008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4344677
https://www.dcard.tw/f/movie/p/23434639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356529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4324754


PTT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贈獎文、直播文）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881 Gossiping Re: [新聞]國一女「見網友失聯」！母親淚崩：拜託快

2 1,727 Gossiping [爆卦]新護照上China不見了

3 1,528 Gossiping [新聞] 「故宮寶物收入應歸國民黨」 黨代表：泱

4 1,506 Gossiping [爆卦]黃偉哲重用郭再欽為農產運銷公司官股代表

5 1,504 Tainan Fw: [爆卦]黃偉哲重用郭再欽為農產運銷公司官股代表

6 1,493 TW_Entertain [實況] DD52 EP13終局之戰｜鑽石王牌的誕生

7 1,487 Gossiping [爆卦]秒刪上百郭再欽留言黃偉哲臉書強力維穩

8 1,487 Gossiping [新聞]彰化代課教師上PTT 幫「拐少女」嫌犯護航

9 1,486 Gossiping [爆卦]重金屬超標十倍南市府表示沒問題可復耕

10 1,483 Gossiping [問卦]一個韓國網友去台灣旅遊後的感受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8842120.A.8F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9012565.A.AC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9380640.A.A7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9306504.A.AC0.html
http://www.ptt.cc/bbs/Tainan/M.1599365037.A.248.html
http://www.ptt.cc/bbs/TW_Entertain/M.1599218598.A.51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9317737.A.71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8952163.A.3E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9197916.A.03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99321921.A.CE3.html


Mobile01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閒聊文）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0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從統計數據來看美牛美豬開放爭議

2 306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相親男是來約x的嗎？

3 246
Toyot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國內新訊】Toyota Corolla Cross 77.9萬元起展開預售...

4 24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美國豬美國人也一直吃又不會怎樣的

5 216 軍事迷基地(生活娛樂) 是把台灣人當笨蛋? 愚民新聞? 廣西落彈?

6 21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本人只想知道黑心口罩的效能如何？

7 181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撞到BMW後保桿!!

8 155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新莊22歲警騎重機上班撞上違規左轉轎車 360度空翻落地骨折

9 152 顯示卡(顯示設備) 加量不加價這次老黃良心發現了？ 3080只要700美金！

10 14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不明白一堆人幫加利說話的意圖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1&f=638&t=618007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292&t=617868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264&t=617904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638&t=617884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7&t=617892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8&t=618262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94&t=617933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294&t=617896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298&t=618043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38&t=618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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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8 蔡英文 Tsai Ing-wen 新版護照公布！凸顯台灣，讓世界看見TAIWAN！外交部詳細說…

2 11,010 輕檔車俱樂部 歡迎來到印度GP站的現場…

3 9,920 東森新聞 #貓貓編：老闆激動地保證他絕對不是黑心…防護力99.8%！

4 9,444 韓國瑜 今天是九三軍人節，對所有國軍姊妹弟兄來說，是個無比重要的日子。

5 8,730 蔡英文 Tsai Ing-wen 中國製口罩冒充MIT，政府絕對查辦到底，確保防疫沒有破口！昨天有藥師…

6 7,305 王宏哲教養、育兒寶典 ＃我們尊重孩子也要教他尊重大人你有沒有發現孩子常對大人態度不好！

7 7,101 蘇貞昌 #新版護照封面長這樣！持我國的護照去148個國家/地區，都能享有免簽…

8 7,031 東森新聞 #瑪姬編：拜託養牠就要照顧牠一輩子…特斯拉駕駛狠棄老拉拉！癡心汪苦…

9 7,017 爆料公社 王詒湘在爆廢公社發表此刻的你會怎麼做⋯⋯她就這樣跟著朋友騎20分鐘怕撥…

10 6,134 聯合報 #直擊加利工廠老闆親自現身說明，不想讓我的員工無法休息！！！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985159291065_363268404683303
https://www.facebook.com/3301583289927617_867780850294486
https://www.facebook.com/1035124276907917_138811504589664
https://www.facebook.com/2885386585031820_602204950469159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987575671065_938099883340161
https://www.facebook.com/325377068771123_171883144464935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730515851270_1497470893769564
https://www.facebook.com/5034336483268069_349031532945374
https://www.facebook.com/1395051500845331_117681433221895
https://www.facebook.com/359179445242040_694079667853646


Facebook活動文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8,455
神魔之塔 Tow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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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9,611 Halo-Mavis國際連線 「公開分享+留言關鍵字：壓軸澳洲墨鏡搶起來」 #今天送澳洲墨…

3 24,983 女人我最大 【#心測時間】小編幫你看手相同事測完都尖叫了大拇指的比例…

4 20,450
NVIDIA GeForce 

Taiwan
新發佈GeForce RTX 30系列顯卡來一起慶祝吧！加入終極致勝抽獎…

5 12,475 TCPB 局長室 ✩臺中伯仔抽獎活動✩眾所期待的警察泰迪熊來報到囉～！…

https://www.facebook.com/3459755354114959_693835211344899
https://www.facebook.com/335082697534822_152721749825188
https://www.facebook.com/3367094126660579_3367320443304614
https://www.facebook.com/10158431904516564_326148792166376
https://www.facebook.com/1566940550176141_328759761769355


YouTube大熱門（排除贈獎文）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以老高視角說明電
影星際效應與理論根據

【木曜4超玩】一日憲兵，
憲兵的榮耀及使命

【反正我很閒】業配的行為
藝術

【三立iNEWS】習近平強
調五個絕不答應回應中美
緊張關係

【TVBS NEWS】加利老闆澄清公司絕對不
是黑心，混充口罩是安全的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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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b%a5%e8%80%81%e9%ab%98%e8%a6%96%e8%a7%92%e8%aa%aa%e6%98%8e%e9%9b%bb%e5%bd%b1%e6%98%9f%e9%9a%9b%e6%95%88%e6%87%89/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9/youtube/%e3%80%90%e6%9c%a8%e6%9b%9c4%e8%b6%85%e7%8e%a9%e3%80%91%e4%b8%80%e6%97%a5%e6%86%b2%e5%85%b5%ef%bc%8c%e6%86%b2%e5%85%b5%e7%9a%84%e6%a6%ae%e8%80%80%e5%8f%8a%e4%bd%bf%e5%91%bd/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9/youtube/%e3%80%90%e5%8f%8d%e6%ad%a3%e6%88%91%e5%be%88%e9%96%92%e3%80%91%e6%a5%ad%e9%85%8d%e7%9a%84%e8%a1%8c%e7%82%ba%e8%97%9d%e8%a1%93/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9/youtube/%e3%80%90%e4%b8%89%e7%ab%8binews%e3%80%91%e7%bf%92%e8%bf%91%e5%b9%b3%e5%bc%b7%e8%aa%bf%e4%ba%94%e5%80%8b%e7%b5%95%e4%b8%8d%e7%ad%94%e6%87%89-%e5%9b%9e%e6%87%89%e4%b8%ad%e7%be%8e%e7%b7%8a%e5%bc%b5/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9/youtube/%e3%80%90tvbs-news%e3%80%91%e5%8a%a0%e5%88%a9%e8%80%81%e9%97%86%e6%be%84%e6%b8%85%e5%85%ac%e5%8f%b8%e7%b5%95%e5%b0%8d%e4%b8%8d%e6%98%af%e9%bb%91%e5%bf%83%ef%bc%8c%e6%b7%b7%e5%85%85%e5%8f%a3%e7%b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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