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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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日期：

1

113

2020/09/30

本期焦點

國旅熱點花東旅遊發展趨勢及社群口碑解析
- 花東旅遊大爆發？剖析花東旅遊整體趨勢與變化

- 花東觀光網友帶路消費者旅遊口碑大揭密

－旅遊體驗真心話挖掘花東旅遊潛藏的發展契機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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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旅遊遙遙無期花東微旅行滿足民眾想望

主題大綱

Part 1. 花東旅遊聲量分析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無不籠罩在

恐慌之中，同時受限於各項邊境管制措施，

民眾出國旅遊的規劃也備受影響。因此，當

國內疫情漸趨緩和，不少民眾選擇安排二至

三天的國內旅遊來舒緩被悶壞的生活。我們

可以看到不論是政府，抑或是航空、住宿等

觀光業者，紛紛以「微旅行」作為主題包裝

來推出各式政策與優惠，大力推廣國旅，一

方面希望民眾在國內能玩得盡興，另一方面

也能達到振興與復甦產業之成效。

本期 Social Watch 將鎖定國內旅遊的熱門

選擇──花蓮及台東，從社群聲量的角度帶

您走訪花東，一探花東旅遊整體發展與變化

趨勢；進一步以熱門景點、活動、美食以及

住宿等多方視角，剖析花蓮及台東的旅遊口

碑。最後，收斂網友的正負評價，窺探花東

旅遊潛在的機會點及痛點，從消費者需求出

發，展望花東旅遊在未來可調整的方向。

【資料時間】2020.01.01-2020.08.31

【資料來源】社群討論不含新聞發布內容 (討論區、社群網

站、部落格、地點評論、新聞回文)

【註】本文圖片參考來源請見附錄

1-1 花東整體聲量趨勢分析

1-2 花東旅遊聲量組成分析

Part 2. 花東旅遊口碑內容分析

2-1 「育樂」：旅遊熱點解析

2-2 「食」：美食關鍵字大熱搜

2-3 「住」：熱門住宿類型排行

Part 3. 花東旅遊正負評價文本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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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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台東旅遊 2020 年 1 至 8 月聲量

首先，綜覽整體花東旅遊的聲量變化與趨勢，今年一月至八月共累積近百萬則社群聲量，且討論度

相較於去年同期成長近三成，可見即便受到疫情影響，網友對於花東旅遊的討論熱度與關注度，仍

舊持續攀升。原因則在於疫情始爆發之時，不少網友宅在家也要鍵盤旅遊，而花東的「海」讓網友

對於解封之後的出遊有所期待；五月份疫情逐漸趨緩，當時花東兩縣市作為少數零確診的淨土，以

開放性的自然景點取得優勢，成為許多民眾能夠放心安排一場微旅行的首要選擇。若是就月聲量進

行解析，則可以發現花東旅遊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六月至八月，且今年七月、八月的社群聲量皆較去

年成長四成，顯示出今年暑假檔期的旅遊旺季，因為少了搭飛機出國的選擇，民眾將目標瞄準國內

旅遊，而花東正好滿足國人想要放鬆且安心遊玩的需求，進而成為網友熱烈討論的旅遊去處。

花東旅遊社群熱度不降溫暑期最受網友關注

Part 1. 花東旅遊聲量分析

聲量(則)

▲ 花東旅遊月聲量變化及去年同期比較

平均：100,281 則

接著，分別就花蓮及台東今年度截至目前的旅遊

聲量進一步做比較。整體而言，花蓮旅遊不論是

在總體聲量或是每月聲量，皆高於台東旅遊。其

中，聲量相差最為懸殊之月份為三月，原因為以

浪漫著稱的景點討論──花蓮海景露營區及網美秘

境天空之鏡，拉開與台東的聲量差距。而台東在

七月份之聲量則迎頭趕上花蓮，原因為相較於花

蓮，台東更多了綠島及蘭嶼兩大離島，作為暑假

期間的旅遊、潛水勝地，受網友大力討論。

聲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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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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覽花東整體旅遊聲量的變化以

及縣市差異之後，進一步透過社群

聲量的組成，討論 2020 年度花東

旅遊聲量多源自於哪些重點頻道。

整體而言，旅遊相關粉絲團廣受網

友關注，如「ETtoday旅遊雲」及

「好想去喔」，以打卡景點、私藏

秘境、主題活動、美食與住宿分享

等，引起網友的旅遊動機，上榜花

蓮及台東旅遊熱門頻道。此外，景

點官方粉絲團釋出活動訊息，以及

地方性社團提供網友發問與推薦的

旅遊諮詢平台，皆聚集花東旅遊社

群聲量，這些熱門頻道也成為民眾

前往花東旅遊時的重要參考指標。

最後，觀察網友對於兩縣市旅遊的

重點討論詞彙，可以發現「花蓮」

與「台東」經常為網友共同提及，

可見兩縣市旅遊的關聯性相當高，

網友除了同時安排與規劃一趟東部

旅行，也容易將兩縣市的觀光在不

同層面上相互比較。而歸納兩地的

旅遊討論，包含「太魯閣」、「國

家公園」、「熱氣球」、「蘭嶼」

及「綠島」等與育樂相關的景點詞

彙；必吃之「餐廳」、「早餐」、

「甜點」等美食話題；及「民宿」

、「飯店」、「露營」等住宿的關

鍵字詞，皆為網友關注的焦點。因

此，接下來的部分將分別從花東旅

遊的育樂、美食與住宿三大面向著

手，透過整併與差異性的討論，來

解構花東旅遊之社群口碑。

FB > 時刻旅行…, 8,463 

FB > 遠雄海洋公園, 8,728 

FB > 台灣達人秀, 13,899 

FB > 好想去喔, 22,011 

FB > ETtoday旅遊雲, 32,617 

FB > 就是愛台東, 7,664 

FB > 台東就醬玩…, 9,120 

FB > 好想去喔, 13,690 

FB > ETtoday旅遊雲, 28,268 

FB > 台東大小事(109年), 38,326 

花蓮旅遊

聲量來源熱門頻道 TOP 5

聲量來源熱門頻道 TOP 5

聲量(則)

聲量(則)

台東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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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育樂 花蓮親子、美拍景點、金針花季受矚 台東離島、熱氣球活動吸睛

首先，我們分別篩選出花蓮、台東各季節聲量最高的景點與活動，除了呼應前述提及之開放式自然

景點受到關注，當中又以夏季水上活動，如花蓮清水斷崖獨木舟、立槳衝浪、樂園星光滑水道，以

及滿足民眾偽出國需求的離島潛水最為熱門。進一步來看，花蓮旅遊隨四季更迭而富有話題性，在

年假出遊期間，以親子主題之稻草藝術季及崇德瑩農場的牧場動物，特別吸引民眾目光；天空之鏡

則除了夢幻網美照拍攝外，以沙灘車活動提供不同的感官刺激，引起網友迴響；此外，金針花季也

成為秋季的矚目焦點。相較於花蓮，台東的熱議景點多聚集在夏季，除離島玩水秘境外，熱氣球嘉

年華從宣傳期至活動期間話題不斷，以其壯闊且獨特的性質被網友納入台東旅遊的必朝聖清單。

結合海景一大優勢食住育樂皆滿足視覺享受

Part 2. 花東旅遊口碑內容分析

花蓮熱門旅遊景點、活動 台東熱門旅遊景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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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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食

美食清單

阿強西瓜攤、橋頭臭豆腐、周家小籠包蒸餃、活跳蝦、蛋
餅、玉里麵、黎明紅茶、公正包子、炸彈蔥油餅、耕壽司

美食集散地

玉里、東大門夜市、菜市場、廟口、鯉魚潭、美崙

特色美食

古早味、手工

美食達人

小劍劍務農夫婦、劉沛、林宣、小菁

美食商機

可愛、風景、拍照、消暑、銅板美食

花蓮、台東美食一籮筐

美食清單

東河包子、臭豆腐、阿鋐炸雞、藍蜻蜓、飛魚飯糰、麵線、
米苔目、釋迦、海鮮、南王黃家肉包、豆花、大骨麵

美食集散地

蘭嶼、綠島、池上、知本、夜市、正氣路、福建路、富岡

特色美食

健康、養生、古早味、手工、原住民美食、部落美食

美食達人

啵比、土豆、葳葳

美食商機

音樂餐廳、風景、海景

網友到花東旅遊時的美食口袋名單為何？我們觀察重點關鍵字詞並且進一步歸納出五個類型的討論方

向，發現以具有地方獨特性的「古早味小吃」最能夠引起網友熱議，如臭豆腐、包子、或是夜市與離

島特色小吃等，吸引網友至當地嘗鮮。另一方面，透過熱門字詞所收斂出的趨勢觀察，發現將海景結

合美食所打造的景觀餐廳，以及主打精緻且可愛的餐點，皆能抓住消費者目光，亦成為逐步興起的商

機。整體而言，美食除了要好吃，更被賦予了視覺感官的需要，消費者在蒐集必訪美食清單的過程中

越來越脫離不了對於「好拍」的需求，因此相關的元素也成為小吃美食之外能夠引起話題的原因。

網友垂涎花東古早味小吃坐擁海景與可愛餐點「好拍」吸引網友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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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最後，分別列出花東前五大熱門的住宿話題，並進行分類，歸納出網友偏好的住宿類型，以花蓮的露營

區及台東的觀海民宿最受歡迎。而進一步標記兩地熱門住宿的地理位置，發現以鄰近東海岸線為其共通

點。其中，花蓮露營區推出的露營車、帳棚住宿選擇，以完善的規劃吸引眾網友目光；而除了海景，浪

漫星空也被列入情侶出遊的選項當中。台東則是以海景民宿備受討論，除了因抽獎活動增加曝光，包含

設有落地窗、陽台、獨立泳池等觀海房型，讓消費者能夠享受靜謐的悠閒時光，因此獲得網友青睞。

人氣住宿皆坐落東海岸線浪漫且靜謐的時光讓網友一見傾心

花蓮熱門住宿

排名 熱門話題 回文數 類型

1
露營之旅揪起來！ #花蓮#露
營…

9,566 露營區

2
超想去這裡玩！！看著蔚藍大海
睡覺！花蓮絕美海景露營區…

6,238 露營區

3
【遠雄悅來大飯店X遠雄海洋公
園】暑假已經開始了…

4,482 飯店

4
超美峇里島主題民宿 #文末抽
獎#ygt住宿分享

3,383 民宿

5
好想在裡面睡覺，起床就能看海
♥窗外是蔚藍七星潭！…

3,308 露營區

台東熱門住宿

排名 熱門話題 回文數 類型

1
我！想！去！窗外整片漸層藍海！
綠島私房無敵海景…

1,260 民宿

2
台東民宿。富杉晴#文末住宿抽
獎#ygt住宿分享這次蘭嶼

876 民宿

3
台東冷氣吹到飽+雙B接駁！
400元就能入住夢幻露營車！…

651 露營區

4
Kitty迷們在哪裡～～ #Kitty主
題房#台東旅遊…

530 飯店

5
好了，我真的決定我要衝台東耍
廢 #台東旅遊…

398 民宿

遠雄悅來大飯店

踏浪星辰露營 CAMP

海崖谷
露營休閒園區

都鐸王朝

費斯玻璃屋

綠島 TORO 觀海民宿

1

都蘭草堂民宿

富杉晴民宿

波希米亞露營區

知本金聯世紀酒店

3

5

2

4

1

5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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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tshow/posts/3933784026633205?comment_id=321687032201483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TRAVEL/posts/3051806348205025?comment_id=593002634643289
https://www.facebook.com/FargloryHotel/posts/10158497237598482?comment_id=660677947851142&reply_comment_id=579373226011801
https://www.instagram.com/p/CAIDW_rJc6W/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TRAVEL/posts/3137331539652505?comment_id=262066698329075&reply_comment_id=256452679053852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TRAVEL/posts/3196343240418001?comment_id=298877757953525
https://www.instagram.com/p/CC0k61HpH0j/
https://www.facebook.com/3206443056055337_3233887433310899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152116151507377&id=244954082223613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TRAVEL/posts/3186677984717860?comment_id=3187500221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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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友的正負評價當中，可以歸納出花東在疫情嚴峻時刻，何以成為民眾國內旅遊熱門選擇的原因。

首先，呼應前述的口碑觀察，花東的海岸線及大自然景點，總是讓前去的遊客著迷，也是不少民眾年

年回訪的旅遊去處。而花蓮的溪川及蘭嶼的潛水活動，此類親水行程因夏季消暑亦深受好評。另一方

面，不堪負荷的人潮與過度的觀光發展，對於環境產生威脅與傷害，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也隨之受到

影響。因此，像是蘭嶼便有關於登島費的議題再次浮上檯面。同時，連假時受限於交通選擇，塞車以

及車票預訂的問題也都是花東旅遊當前面臨到的挑戰，以及後續必須著重調整與規劃的方向。

網友大讚花東絕美景色然亦須正視環境問題

Part 3. 花東旅遊正負評價文本摘錄

網友好評 網友負評

花

蓮

旅

遊

台

東

旅

遊

 花蓮有不少透心涼的溪川哩！
比如：三棧溪之類的～

 想去翡翠谷玩水

 非常適合我們這種熱愛大自然
的女紫！

 三個夜市的整合，超級熱鬧，
前後任縣長與觀光局各人員，
給你們按個讚

 小吃，快炒，原住民料理種類
多，值得來此—遊

 一個美麗的景點又要被弄髒和
破壞了，越是透過媒體散播越
是會有更多人破壞和糟蹋，請
不要散播所謂秘境。

 人多到像大眾池，到處都有垃
圾，烤肉的用具也亂丟

 美麗的七星潭海景早已不復以
往那樣，可以一望無際了...現
在甚至繼續增建得越來越無法
無天！這一大片高聳的民宿，
想也知道會是誰允許開發破壞
的！

 台東太美了，湛藍的海岸線，
讓我又想去玩了。

 台東好山好水好風光，熱氣球
嘉年華國際知名。近年幾乎每
一年會去一趟台東...

 9年前也是去這裡浮潛，去過
很多地方浮潛，蘭嶼最美。

 我十幾年前去蘭嶼的時候還有
點像鄉下地方，但是水質清澈
見底，超級棒棒。現在也很漂
亮。4-5-6月是風浪最小的時
候

 (登島費)50$也在那嫌貴，有
錢去消費沒有50$？沒去過不
知道蘭嶼的好，要等到大自然
都破壞了才在用好幾倍的錢復
育嗎，大自然無價好嗎⋯⋯

 租機車載還沒國小的小朋友在
台東是要怎麼玩？好歹也是租
汽車吧…但連假火車不好訂，
租車費也會三級跳

 從台北到台東開車超過14小時
，小朋友悶在車內不耐煩

自然
景點

夜市

環境

過度
開發

風景

離島

登島
費用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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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花東旅遊聲量分析：

花東旅遊社群熱度不降溫，暑期最受網友關注

對於遊客而言，花東一望無際的海岸線及親水行程，最是讓人印象深刻。但

是人潮控管與否以及觀光、環境如何達到永續平衡，亦為不少網友所關切的

重點，值得多方共同調整與規劃，正視問題的嚴重性。

綜合以上，總結本期 Social Watch 花東旅遊之重點：

花東旅遊給予大多數網友的是對於生活在海邊那樣愜意且遼闊的嚮往，因此

說到花東旅遊，就不能不提及「海」對於旅程的重要性。所以不論是景點、

活動，抑或是美食與住宿，結合海景以及水上活動的發展便能高度引起社群

討論。

即便受到疫情影響，花東旅遊的年度社群聲量依然逆勢成長，並以暑期 6~8

月最受關注。以大自然景點為取向的花東旅遊，帶給民眾相對舒適且開放的

遊玩空間，因此成為社群上網友首要關注的旅遊去處。

Part 2. 花東旅遊口碑內容分析：

結合海景一大優勢，食住育樂皆滿足視覺享受

Part 3. 花東旅遊正負文本摘錄：

網友大讚花東絕美景色，然亦須正視環境問題

圖片參考來源

【1】花蓮縣富里鄉農會 Facebook粉絲團。

【2】崇德瑩農場 Facebook粉絲團。

【3】交通部觀光局。

【4】花蓮天空之鏡特色活動 Facebook粉絲團。

【5】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6】栗松溫泉 Facebook粉絲團。

【7】台東觀光旅遊網。

【8】台東小魚兒的家 Facebook粉絲團。

【9】愛上嘉明湖 Facebook粉絲團。

【10】台東觀光旅遊網。

【11】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觀光資訊網。

【12】都鐸王朝海洋會館 Facebook粉絲團。

【13】遠雄悅來大飯店 Facebook粉絲團。

【14】費斯玻璃屋民宿 Facebook粉絲團。

【15】踏浪星辰露營 CAMP Facebook粉絲團。

【16】綠島TORO觀海民宿 Facebook粉絲團。

【17】富杉晴 Rich-Sunshine Inn Facebook粉絲團。

【18】波希米亞露營區 Sunshine Camping Facebook粉絲團。

【19】知本金聯世紀酒店 Chihpen Century Hotel, Taiwan Facebook粉絲團。

【20】都蘭草堂 Facebook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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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ifarmersassoci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E5%B4%87%E5%BE%B7%E7%91%A9%E8%BE%B2%E5%A0%B4-1346664308749479/photos/a.1346665502082693/2751021311647098
https://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01124&id=10
https://www.facebook.com/HL.ATV/photos/a.102255344719437/102255368052768
https://www.erv-nsa.gov.tw/zh-tw/attractions/detail/58
https://www.facebook.com/asd510775/photos/a.396693084092913/396693094092912
https://tour.taitung.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s/430
https://www.facebook.com/littlefishs0913916875/photos/a.210401132312535/586988737987104/
https://www.facebook.com/JiamingLake/photos/a.1105224349518819/1162194633821790
https://tour.taitung.gov.tw/zh-tw/experience/hot-air-balloon
https://www.eastcoast-nsa.gov.tw/zh-tw/diary/detail/504
https://www.facebook.com/fwy7682z/photos/a.1660979240814843/1663342617245172
https://www.facebook.com/FargloryHotel/photos/a.451379373481/10151353744368482
https://www.facebook.com/fasbnb/photos/a.1811561512394461/2127176954166247
https://www.facebook.com/bestcamp2019/photos/a.110789733654616/172745297459059/
https://www.facebook.com/greenislandtorovilla/photos/a.167063636682417/709714975750611
https://www.facebook.com/Rich.Sunshine.Inn/photos/a.1578504772243534/2882334371860561
https://www.facebook.com/sunshingcamping/photos/a.161511681197209/320185691996473
https://www.facebook.com/honeymoon.century/
https://www.facebook.com/%E9%83%BD%E8%98%AD%E8%8D%89%E5%A0%82-249623208390846/photos/a.249627211723779/6267537040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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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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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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 感情 男友長得不好看卻不願意去整形，該怎麼辦

2 2,090 感情 有女友能接受的嗎？

3 1,857 網路購物 不知道該怎麼辦………

4 1,670 感情 男友吃飯突然暴怒 用iPhone打歪我阿姨剛做好的鼻子

5 1,513 感情 好好回訊息很難嗎？？

6 1,385 感情 女友喜歡模仿妥瑞或是重度智障

7 1,375 追星 我是高爾宣事件的當事人

8 1,206 感情 分手後續#最後更了

9 1,138 感情 #更分手了

10 1,112 時事 陳妍希抱歉我不是你的粉絲了#小鬼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0.09.21-2020.09.27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949 LINE TODAY > 娛樂 祝賀陸國慶！歐陽娜娜將獻唱〈我的祖國〉

2 1,929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馬英九憂心：政策若錯誤 千萬人頭落地

3 1,791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共機頻擾台！台青喊話：「願成為保護台灣的一員」

4 1,718 LINE TODAY > 國內 台灣原住民被統戰！阿美族人高喊：我是驕傲中國人

5 1,680 LINE TODAY > 國內 罷韓後高雄現在有什麼變化？網妙回一針見血

6 1,554 LINE TODAY > 國內 共機頻擾台 蔡：怎可讓別人在自己領空上耀武揚威

7 1,526 LINE TODAY > 國內 罵郭台銘！網友留言「果凍垃圾不如」下場悲劇了

8 1,510 LINE TODAY > 國內 台美有望建交？「駐美大使」深夜回應

9 1,456 LINE TODAY > 國內 《時代》公布2020百大風雲人物蔡英文入選

10 1,324 LINE TODAY > 國內 打台北就轟上海？！揭密國軍「源頭打擊」飛彈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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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p/23446372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463843
https://www.dcard.tw/f/buyonline/p/234476782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50027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474079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482204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447234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49417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487288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4484056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NGMkJM
https://tw.news.yahoo.com/%E9%A6%AC%E8%8B%B1%E4%B9%9D%E6%86%82%E5%BF%83-%E6%94%BF%E7%AD%96%E8%8B%A5%E9%8C%AF%E8%AA%A4-%E5%8D%83%E8%90%AC%E4%BA%BA%E9%A0%AD%E8%90%BD%E5%9C%B0-22144677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5%B1%E6%A9%9F%E9%A0%BB%E6%93%BE%E5%8F%B0-%E5%8F%B0%E9%9D%92%E5%96%8A%E8%A9%B1-%E9%A1%98%E6%88%90%E7%82%BA%E4%BF%9D%E8%AD%B7%E5%8F%B0%E7%81%A3%E7%9A%84-%E5%93%A1-084001767.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MoGWRj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ko1QK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6QqB5X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BVV6E6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ZroQJQ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xrr7pe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qzZX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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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932 Gossiping Re: [問卦] NET和Hang Ten哪家較好？

2 1,626 Gossiping Re: [問卦]命理師怎麼不敢幫自己算命?

3 1,625 Gossiping [爆卦]市長室前幕僚踢爆 黃偉哲與郭再欽背後金流

4 1,511 Gossiping [新聞]國軍訂88杯突然棄單 蔡英文親赴飲料店買

5 1,502 Gossiping [問卦]真開戰的話你願意上第一線嗎？

6 1,500 Gossiping [問卦]不AA的台女結帳新招？

7 1,495 Gossiping [新聞]綠委要刪公視董事3/4同意門檻？

8 1,488 DMM_GAMES [閒聊][霧車]五大國角色列表

9 1,461 marriage [求助]前夫的女友干預我跟孩子的權益

10 1,456 DMM_GAMES [心得][霧車]新手Q＆A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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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627 空間設計與裝潢
(居家房事) 【開箱】中壢30年老屋翻新 屬於我們小倆口的北歐清新宅

2 36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好好的日子不過,就是喜歡對岸軍機滿天飛?

3 355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新北23歲重機騎士跑北宜 下山遇死劫撞上左轉車殞命

4 256 動力研究室綜合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多花40萬買「豪華品牌」，值嗎？

5 224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在納版攻擊的這些人，應該是有組織運作

6 219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1996年的台海危機，我正在當兵

7 210 Volkswa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請問沒有存款該全額貸買車嗎

8 209 Huawei(Android) 新訊！索尼停供相機CMOS給華為

9 208 Gogoro 又上頭條新聞了⋯⋯

10 208 汽車消費經驗分享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在Yahoo看中古車差點被坑的經驗分享（不要貪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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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773886.A.FB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1009915.A.C6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0958392.A.C4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0750346.A.69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0744576.A.F0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1089015.A.EA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0940385.A.D7D.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600783059.A.0B2.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01025875.A.155.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600872881.A.89A.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4&f=360&t=619598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7&f=638&t=619490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6&f=294&t=619490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214&t=619885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94&t=619742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8&t=619600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09&t=619622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629&t=619460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751&t=620001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397&t=619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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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新增回
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7,095 吳宗憲 Jacky Wu TO:小鬼❤️！

2 12,792 綜藝玩很大Mr.Player 今天開始都要好好的 0926也是吳宗憲Jacky Wu生日…

3 10,298 韓國瑜 向各位關心國瑜的好朋友們報告，卸下公職生涯後…

4 9,045 吳宗憲 Jacky Wu 今天大家說好了！盡可能收拾起悲傷的心情，最後送你…

5 7,474 蔡英文 Tsai Ing-wen 美國TIME雜誌公布2020年百大影響力人物（100 most …

6 6,575 爆料公社 Alice sheep發表於爆廢公社二館各位觀眾…

7 6,423 爆料公社 曾小斌在爆廢公社發表小弟沒讀什麼書，知識不高…

8 6,253 蔡英文 Tsai Ing-wen 中華民國的空軍，絕對不會讓別人在我們的領空耀武揚威…

9 6,124 486先生 你選哪一個？左右？

10 5,983 達人秀寵物 緬因貓 假日就去翻牌一下～ #想被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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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00
神魔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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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131
Big 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任天堂無極限出了馬莉歐AR遙控車，我老闆說要送…

3 7,541 英雄聯盟 不多說了，自選以下造型一個，抽20位。 Pyke血月幽影…

4 7,537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心理測驗】測你的易怒質是多少你最想吃哪種蛋糕？

5 7,309 小許 新魔族黑金!!一抽入魂來啦!!想要乘龍拉普拉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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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0452222183991_161143508972407
https://www.facebook.com/1733384573506045_2583301418648512
https://www.facebook.com/2904747673095711_616182519071376
https://www.facebook.com/2983605998535280_970837753436403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024747141065_335851690831009
https://www.facebook.com/1418800048470476_334756821130135
https://www.facebook.com/1415648425452305_3495225713849364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023311651065_687331448807726
https://www.facebook.com/3612556798776369_371539507564702
https://www.facebook.com/2828079877422899_251553146189915
https://www.facebook.com/3526071044150056_177727053914211
https://www.facebook.com/3362927887122801_3291219570995368
https://www.facebook.com/3858145690880448_1075960599508592
https://www.facebook.com/3913058428726219_127262022133693
https://www.facebook.com/1701390556692383_102654079119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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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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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深喉嚨】共機擾臺臺灣安全嗎？【波特王 Potter King】波特王友善回應中國大
陸網友私訊留言

【自由時報電子報】國軍因保衛家園非惡意棄單
，蔡英文代付飲料費

【少康戰情室】中共否認臺海中線，恐即將武
統台灣？

【攝徒日記Fun TV】回應中國大陸網友影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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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youtube/%e3%80%90%e6%96%b0%e8%81%9e%e6%b7%b1%e5%96%89%e5%9a%a8%e3%80%91%e5%85%b1%e6%a9%9f%e6%93%be%e8%87%ba-%e8%87%ba%e7%81%a3%e5%ae%89%e5%85%a8%e5%97%8e%ef%bc%9f/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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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f%8b%e5%96%84%e5%9b%9e%e6%87%89%e4%b8%ad%e5%9c%8b%e5%a4%a7%e9%99%b8%e7%b6%b2%e5%8f%8b%e7%a7%81%e8%a8%8a/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9/youtube/%e3%80%90%e8%87%aa%e7%94%b1%e6%99%82%e5%a0%b1%e9%9b%bb%e5%ad%90%e5%a0%b1%e3%80%91%e5%9c%8b%e8%bb%8d%e5%9b%a0%e4%bf%9d%e8%a1%9b%e5%ae%b6%e5%9c%92%e9%9d%9e%e6%83%a1%e6%84%8f%e6%a3%84%e5%96%ae%ef%bc%8c/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9/youtube/%e3%80%90%e5%b0%91%e5%ba%b7%e6%88%b0%e6%83%85%e5%ae%a4%e3%80%91%e4%b8%ad%e5%85%b1%e5%90%a6%e8%aa%8d%e8%87%ba%e6%b5%b7%e4%b8%ad%e7%b7%9a%ef%bc%8c%e6%81%90%e5%8d%b3%e5%b0%87%e6%ad%a6%e7%b5%b1%e5%8f%b0/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9/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5%9b%9e%e6%87%89%e4%b8%ad%e5%9c%8b%e5%a4%a7%e9%99%b8%e7%b6%b2%e5%8f%8b%e5%bd%b1%e7%89%87%e5%85%a7%e5%ae%b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