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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人身保險大小事壽險業與人壽品牌口碑剖析
- 聲量大本營，頻道討論重點各不同

- 產業熱詞面向大拆解，看懂網友討論話題重點

- 共提比較，分析五大品牌的潛在競爭關係！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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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時間 :

2020.01.01~2020.09.30

資料來源 :

社群網站、討論區、新聞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於去年(2019)年底陸續宣布將祭

出多項監理政策，以健全保險市場之發展；年初疫情的爆發也讓民眾對

自身的風險保障意識抬頭，再加上金融科技、商品等創新，無不讓產業

迎來了多方面的轉型趨勢。

在保險市場中，分為人身保險（下稱壽險）與財產保險（下稱產險）兩

大類，前者是以人的生命與身體為保險標的，後者則以動產、不動產為

保障標的，兩者穩定了個人與社會的經濟發展穩定。根據財團法人保險

事業發展中心統計，2019年台灣壽險業保險密度【註1】排名世界第五、

滲透率【註2】位居全球第二，因此本期Social Watch將深入探索壽險市

場的網路聲量發展趨勢，第一部份首先將探討壽險業的聲量趨勢、討論

頻道的分布，第二部份則會從話題的熱議關鍵詞，進一步探究網友關注

壽險業之面向，再以五家壽險公司為競爭分析案例，了解壽險品牌公司

間的潛在競爭關係。

【註1】保險密度係指一國平均每人

每年的保費支出，用以衡量該地區

保險業務的發展程度。

【註2】保險滲透率係指一國保費占

其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重，

用以了解該國保險市場的成熟度及

其對該國經濟的重要程度。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11190002&toolsflag=Y&dtable=News
https://www.tii.org.tw/tii/information/information1/000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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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業月聲量趨勢與保費收入月增減率圖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1-1 壽險業討論聲量

產業討論聲量受活動貼文、保險新制影響

首先，先從一月到八月壽險業的網路聲量趨勢【註3】，與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公布之壽險業保費收入做綜合觀察、比對。發現因金管會宣布的保險

新制中包含了責任準備金的利率調降，將使得保費增高，因此各月份的

保費收入月增減率，與去年同期相比，除了因六月份受保費即將調漲的

消費者預期心理，其餘月份皆屬負值。

然而，儘管在保費收入月增減率【註4】 大抵呈現負值的情況下，壽險業的

討論聲量並未因此消失，網路上除了對金管會的監理政策有所討論之外

，如在一月份，一方面因農曆過年將至，多家壽險業者在其官方粉絲團

發起的一系列活動抽獎文，提高了討論聲量；另一方面，尚有業者為因

應政府緊急發布的新冠疫情法定傳染病之公告，遞出相關應變處理，如

保費緩收等服務措施，也有業者針對法定傳染病推出一年期的醫療健康

保險，從而帶動整體壽險業的討論聲量。後來的產業聲量稍有起伏，但

始終不乏網友對壽險的討論關注，因此接續將分析網友都集中於哪些頻

道做產業的討論，討論的內容又為哪些。

【註3】本報告分析採用之壽險業

聲量，係涵納保障人身健康、意外

傷害、年金保險等非由政府開辦之

人身保險產業聲量。

【註4】保費收入月增減率為與去

年同期之比較。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tii.org.tw/tii/information/information1/000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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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了解網友多在哪些頻道、討論哪些內容，我們將聲量來源分為三組—社群網站、討論區，與新聞

頻道，並分析各來源的前五大聲量頻道，以便觀察不同來源內部的話題走向與討論焦點。

▲壽險業社群網站熱門頻道分布

▲壽險業新聞熱門頻道分布

▲壽險業討論區熱門頻道分布

社群網站的前五大頻道皆為壽險公司經

營之官方Facebook粉絲團，貼文多為

順應時勢、節慶而起的抽獎活動，因此

聲量多為網友參與活動的留言回覆，較

少見網友對保險的問答互動，且在粉絲

團中，也少見壽險公司對自家商品的敘

述著墨。

有許多網友藉著討論區匯聚各方建議之

特性，在頻道內討論有關保險之議題，

以保單健檢、保單請益為大宗，如父母

對其新生子女的保單規劃、選購的注意

事項，以及商品停賣、調整等需求討論。

此外，也多見網友對壽險公司獲利、經

營等情況作出回應。

不同於討論區有關保險商品之問答，新

聞頻道多報導在政策、利率環境下，壽

險業整體的發展趨勢，以及壽險公司為

因應時代、消費者需求而推出的險種整

理等系列報導文章，因此在新聞頻道中

常見報導保險公司於壽險之外的投資、

公告等文章。

臉書多留言活動 討論區多保單請益

1-2 壽險業討論頻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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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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話題熱議關鍵詞

透過上圖的熱議文字雲，了解產業的熱議關鍵詞組，可以發現除了有

多家壽險公司在內，保險的保障內容、投保費用、給付項目等皆為網

友關注的議題，同時亦可歸納以下幾項討論重點。

首先，可發現在這波新冠疫情下，網友對自身保險的醫療保障需求增

加，因此如「防疫」、「疾病」、「健康」、「住院」等關鍵字在文

字雲中出現，也可看出在各個時期、環境影響下，網友對於自身與家

庭的保障需求調整。

再來，保險的理賠給付、保費豁免的條件，或期望藉由保險達到退休

生活規劃等目的亦是網友關注保險的重點，因此可見文字雲中的「保

險金」、「理賠」、「保費」、「意外」、「退休」等關鍵詞。

另一方面，從文字雲也可看出幾個較常被提及的保障型商品險種，如

「疾病」、「醫療險」、「癌症」相關的健康保險；保障「車禍」、

「意外」等非疾病所造成之事故的傷害保險。同時，在文字雲中亦有

，如「美元」、「利率」、「投資型」、「儲蓄險」、「基金」等討

論理財型商品【註5】險種的關鍵詞。

▲壽險業話題熱議文字雲

保障健康傷害、具理財投資之險種受關注

【註5】保障型商品承保的範圍

依投保目的而有所不同，舉凡住

院醫療、重大疾病、意外等以生

命、人身保障為設計需求之保單

皆可視為保障型商品的範疇。在

本文中以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概

稱為保障型商品；另外，著重強

調理財功能之保險商品，如儲蓄

型、投資型商品，於本報告中通

稱為理財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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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程度

共同提及之競爭主題

國泰 富邦 南山 新光 中壽

中
心
主
題

國泰 - 中
0.133

低
0.093

低
0.078

低
0.038

富邦
低

0.086
-

低
0.053

低
0.044

低
0.023

南山 高
0.243

高
0.215

- 中
0.157

低
0.075

新光 高
0.212

中
0.183

中
0.163

-
低

0.076

中壽
低

0.053
低

0.049
低

0.039
低

0.039
-

2-2 品牌潛在競爭關係分析

品牌潛在競爭關係國泰共提次數較多

在投保人身保險之前，民眾多依據保險公司規模、理賠服務等綜合面向做挑選考量，在此以保險業

公開資訊觀測站統計之108年度壽險業保險收入前五名—國泰人壽、富邦人壽、南山人壽、新光人

壽、中國人壽為分析案例，試圖了解品牌間的競爭關係。

▲品牌競爭中心「相關程度」【註6】分析表

我們分別以各公司為中心主題，計算在各中心主題中，共同提及之競爭主題的比值，以便了解品牌間的

潛在競爭關係。先從橫列比較，可發現在國泰的討論聲量中，以與富邦被網友共同提及的相關程度較高

，常見網友發言如「新生兒保險請問各位媽咪，推國泰還是富邦呢？」、「富邦、國泰，想參考醫療險

，有推薦的人壽保險員嗎？」，網友常比較兩者的保單內容、請益保單規劃，也常在醫療險與新生兒保

險中被共同討論。而南山的討論聲量中，依序為國泰、富邦、新光的相關提及較多。相較之下，富邦與

中國人壽，在表上的橫列數值都偏低，與其餘競爭主題相較無顯著的共同比較關係。另外，若從縱列的

比較結果而言，可發現國泰是最常與其他品牌被共同提及比較之品牌，因此各品牌在思考自身產品的競

爭優勢時，均應以國泰為第一優先考量的競爭對手。

而網友在不同險種中討論、關注的面向又如何？接續我們將進一步了解在各個險種中，網友分別討論的

熱議話題有哪些？關注焦點為何？以及男性、女性、已婚、未婚、上班族等族群關注壽險的哪些面向？

更多精闢的話題聲量分析，歡迎下載完整簡報，查看更詳盡的內容。

【註6】相關程度係計算提及競爭中心之聲量中同時提及競爭主題之比值，數值越大代表相關性越高，亦可藉此數值觀察

兩品牌之間的潛在競爭關係。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ins-info.ib.gov.tw/customer/RPT-0701101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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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下載完整簡報
《壽險市場網路聲量口碑趨勢》

人身保險市場網路趨勢評鑑
當保險碰上社群大數據能迸出怎樣的發展可能？

保險商品網路熱門討論話題趨勢

2020最新保險市場口碑分析報告

深入目標市場 了解客群關注面向

• 產業數位轉型，當壽險業迎向AI智能數據分析，保戶的需求已不再難解，從網路

聲量出發，用社群口碑的角度，掌握2020最近壽險業動態，了解保險商品的熱

門話題、關注面向的重點，以及潛在保戶的客群分析拆解。

•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爬梳8萬個以上社群平台、討論區及新聞頻道，用量化

數據統計、質化輿情分析，帶您解析壽險市場的口碑趨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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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folio_item/life_insurance_2020?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life-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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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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2 yahoo新聞 > 政治 【美國總統大選開票/不斷更新】 CNN預則︰…

2 2,075 LINE TODAY > 國際 【不斷更新】美國總統大選開票川普率先拿下…

3 1,369 LINE TODAY > 中職 【台灣大賽G7直播】統一獅vs中信兄弟

4 1,362 LINE TODAY > 國內 快新聞／治安會報1年沒開被轟爆蘇貞昌：是我…

5 1,332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被釘滿頭包!黃偉哲現身「女大生遭擄路段」堅稱…

6 1,271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不滿被指造謠路燈不亮長榮生實名舉發怒批黃偉哲…

7 1,227 LINE TODAY > 國內 【白宮誰當家】被質疑單押川普蔡英文：挺台…

8 1,189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女大生遭殺她不忍了！批台南荒腔走板「挺綠…

9 1,175 LINE TODAY > 國內 向大馬女大生致歉教育部長重話：學校輕忽了！

10 1,074 yahoo新聞 > 熱門新聞 「懷念韓國瑜帶來的媒體曝光和人潮」高市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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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 考試 學歷要貶值囉：）

2 1,201 追星 剛剛看到TWICE到底是在唱..

3 1,181 時事 #爆卦密西根州翻盤，拜登很可能當選！

4 1,107 感情 為什麼有男友就不能約吃飯？

5 1,070 時事 疑似有人用SOS訊號求救

6 983 感情 寧願給帥哥當肉便器也不願跟宅男上床

7 941 閒聊 現在的男生都這麼不尊重人？無聊當有趣？

8 825 心情 某知名變性網紅拆綠島民宿？

9 795 感情 #詢問老公手機發現色情群組

10 769 穿搭 嬌小女孩偏個性歐美的穿搭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0.11.0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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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ews.yahoo.com/%E7%BE%8E%E5%9C%8B%E7%B8%BD%E7%B5%B1%E5%A4%A7%E9%81%B8%E9%96%8B%E7%A5%A8%E4%B8%8D%E6%96%B7%E6%9B%B4%E6%96%B0-002349735.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va8l2Q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XK3QJw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KNNZNr
https://tw.news.yahoo.com/%E8%A2%AB%E9%87%98%E6%BB%BF%E9%A0%AD%E5%8C%85-%E9%BB%83%E5%81%89%E5%93%B2%E7%8F%BE%E8%BA%AB-%E5%A5%B3%E5%A4%A7%E7%94%9F%E9%81%AD%E6%93%84%E8%B7%AF%E6%AE%B5-%E5%A0%85%E7%A8%B1-%E5%83%852%E8%B7%AF%E7%87%88%E4%B8%8D%E4%BA%AE%E6%98%AF%E5%B0%8D%E7%9A%84-16280082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8D%E6%BB%BF%E8%A2%AB%E6%8C%87%E9%80%A0%E8%AC%A0%E8%B7%AF%E7%87%88%E4%B8%8D%E4%BA%AE-%E9%95%B7%E6%A6%AE%E7%94%9F%E5%AF%A6%E5%90%8D%E8%88%89%E7%99%BC%E6%80%92%E6%89%B9%E9%BB%83%E5%81%89%E5%93%B2%E5%8D%B8%E8%B2%AC-004631493.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Ny5K0k
https://tw.news.yahoo.com/%E5%A5%B3%E5%A4%A7%E7%94%9F%E9%81%AD%E6%AE%BA-%E5%A5%B9%E4%B8%8D%E5%BF%8D%E4%BA%86-%E6%89%B9%E5%8F%B0%E5%8D%97%E8%8D%92%E8%85%94%E8%B5%B0%E6%9D%BF-%E6%8C%BA%E7%B6%A0%E4%B8%8D%E6%98%AF%E7%84%A1%E8%85%A6%E8%AD%B7%E8%88%AA-014551487.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5PqKY7
https://tw.news.yahoo.com/%E6%87%B7%E5%BF%B5%E9%9F%93%E5%9C%8B%E7%91%9C%E5%B8%B6%E4%BE%86%E7%9A%84%E5%AA%92%E9%AB%94%E6%9B%9D%E5%85%89%E5%92%8C%E4%BA%BA%E6%BD%AE%E9%AB%98%E5%B8%82%E5%95%86%E5%9C%88%E7%90%86%E4%BA%8B%E9%95%B7%E5%A4%A7%E5%90%90%E5%BF%83%E5%85%A7%E8%A9%B1-000238182.html
https://www.dcard.tw/f/exam/p/234720261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4744687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473821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741582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471746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732400
https://www.dcard.tw/f/talk/p/234754919
https://www.dcard.tw/f/mood/p/234726353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721749
https://www.dcard.tw/f/dressup/p/23472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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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994 Stock [閒聊] 2020美國總統大選閒聊文

2 1,546 NBA Re: [討論]現代球員素質根本屌打喬丹時代的吧

3 1,517 Gossiping [問卦]為什麼鍾明軒還在堅持153條

4 1,517 Gossiping [爆卦]恭喜民進黨成功讓學校營養午餐不禁萊豬

5 1,503 Gossiping [新聞]激辯9小時！民進黨多數優勢 決議營養…

6 1,502 Gossiping [爆卦]長榮大學擄人案警方調職單

7 1,432 Gossiping [問卦] 【獨家】蘇內閣向在野黨宣戰 政院幕僚…

8 1,397 Gossiping [新聞] ｢我被釘滿頭包」黃偉哲返｢死亡之路｣斥

9 1,316 Gossiping [新聞]鬼滅配音風波!網爆下雨退通告鍾明軒回應

10 1,255 KoreaStar [新聞] TWICE彩瑛遭爆熱戀3X歲刺青師！ 照片曝…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563 國際新聞 《2020美國總統大選》Biden當選美國總統

2 518 空間設計與裝潢
(居家房事)

【開箱】台北35年舊公寓，變身一家三口簡約小窩…

3 455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請支持廢除交通條例第七之一條連署！還我們祥和社會！

4 26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自由民主大聯盟寧可正大光明的輸,絕不允許不清不白…

5 216 Mitsubishi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車子被當舖拖走，怎麼辦

6 211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請問這前男友為何這樣？

7 20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身在台灣卻拒絕認同台灣

8 199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遠傳吃到飽專案

9 198 LUX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納智捷撞擊測試

10 197 Toyot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煞車失靈又一例！請問Camry車主該如何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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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M.1604415102.A.E53.html
http://www.ptt.cc/bbs/NBA/M.1604259237.A.36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4762572.A.A6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4311110.A.C7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4313595.A.11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4372299.A.35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4421397.A.F0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4361682.A.A1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4808818.A.AE9.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604646735.A.A51.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76&f=780&t=620164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2&f=360&t=622731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6&f=294&t=622698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638&t=622785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262&t=622893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292&t=622861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638&t=622746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18&t=622742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444&t=622608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9&f=264&t=622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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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7,376 ETtoday新聞雲 以下開放出賣你身邊的單身男子XDDDD（#豬頭皮）…

2 6,895 鍾明軒 ＃本該是我配音的！近期真的不管是走到哪裡都有滿滿的…

3 6,807 ETtoday星光雲 我愛～～我愛吃路邊攤～～～急智歌王青峰太強👏👏👏…

4 6,679 TOY IS MONEY 國外的萬聖節水準一定要這麼高嗎XD

5 6,206 三立新聞 老闆辛苦經營的民宿，不管事後有沒有恢復原狀，被亂搞…

6 6,239 鍾明軒 ＃言詞偏激要道歉!!他記得當初自己在桃園平鎮家的時候…

7 5,920 蔡英文
Tsai Ing-wen 最近有人在討論我好不好「鬥陣」。擔任總統這個職務…

8 5,560 東森新聞 #碼貓收編：大家怎麼看🤔 新聞在哪東森就在哪…

9 5,450 五月天阿信 當窩和世界不一樣🎵 #打一句有聲音的句子challenge

10 5,466 蘋果新聞網 沒錢加油，竟還抵押女大生手機…😠👆大家都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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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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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500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超準！#你10年後會大富大貴嗎❓請看下方圖片選一個字…

3 6,276 Pairs – 派愛族 未來3個月你們之間會有什麼發展？👉 https://bit.ly/2…

4 5,787 不敗教主-陳重銘 抽獎送三本新書猜下任美國總統是誰截止日期…

5 5,369 親子天下 寫下 #兒童社交立即索取兒童人際社交三大能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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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posts/3941989102503891
https://fb.watch/1G_NbAbHiH/
https://fb.watch/1G_Qpk7uKn/
https://fb.watch/1G_TsieGx6/
https://fb.watch/1G_W1aQc9t/
https://fb.watch/1G_Y5JE0Zg/
https://www.facebook.com/tsaiingwen/posts/10157102609851065
https://www.facebook.com/news.ebc/posts/5438419592859754
https://www.facebook.com/ashin555/posts/3517157405006585
https://m.facebook.com/watch/?v=357704335654069&_rdr
https://www.facebook.com/tos.zh/posts/3657879737635852
https://www.facebook.com/s3beauty/posts/4058135120885215
https://www.facebook.com/pairs.tw/posts/3810658685622221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809313345981037&id=1616764821902568
https://www.facebook.com/parentingtw/posts/1015762848249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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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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

重力對於人們的重要與影響

【鍾明軒】

鍾明軒道為諷刺木棉花倒閉言論道歉

【攝徒日記Fun TV】廣東富豪表示若統一，願
送台灣2400元食品。以此話題討論兩岸物價

【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以頻道觀點討論鍾明
軒遭鬼滅之刃中文配音換角事件

【鍾明軒】鍾明軒配音遭撤換，怒罵代理商木棉花類似之處引發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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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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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7%8d%e5%8a%9b%e5%b0%8d%e6%96%bc%e4%ba%ba%e5%80%91%e7%9a%84%e9%87%8d%e8%a6%81%e8%88%87%e5%bd%b1%e9%9f%bf/
https://www.social-lab.cc/20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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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7%8d%e5%8a%9b%e5%b0%8d%e6%96%bc%e4%ba%ba%e5%80%91%e7%9a%84%e9%87%8d%e8%a6%81%e8%88%87%e5%bd%b1%e9%9f%bf/
https://www.social-lab.cc/2020/11/youtube/%e3%80%90%e9%8d%be%e6%98%8e%e8%bb%92%e3%80%91%e9%8d%be%e6%98%8e%e8%bb%92%e9%81%93%e7%82%ba%e8%ab%b7%e5%88%ba%e6%9c%a8%e6%a3%89%e8%8a%b1%e5%80%92%e9%96%89%e8%a8%80%e8%ab%96%e9%81%93%e6%ad%89/
https://www.social-lab.cc/2020/11/youtube/%e3%80%90%e9%8d%be%e6%98%8e%e8%bb%92%e3%80%91%e9%8d%be%e6%98%8e%e8%bb%92%e9%81%93%e7%82%ba%e8%ab%b7%e5%88%ba%e6%9c%a8%e6%a3%89%e8%8a%b1%e5%80%92%e9%96%89%e8%a8%80%e8%ab%96%e9%81%93%e6%ad%89/
https://www.social-lab.cc/2020/11/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5%bb%a3%e6%9d%b1%e5%af%8c%e8%b1%aa%e8%a1%a8%e7%a4%ba%e8%8b%a5%e7%b5%b1%e4%b8%80%ef%bc%8c%e9%a1%98%e9%80%81%e5%8f%b0%e7%81%a32400%e5%85%83/
https://www.social-lab.cc/20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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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a5%e9%a0%bb%e9%81%93%e8%a7%80%e9%bb%9e%e8%a8%8e%e8%ab%96%e9%8d%be%e6%98%8e%e8%bb%92%e9%81%ad/
https://www.social-lab.cc/2020/11/youtube/%e3%80%90%e9%8d%be%e6%98%8e%e8%bb%92%e3%80%91%e9%8d%be%e6%98%8e%e8%bb%92%e9%85%8d%e9%9f%b3%e9%81%ad%e6%92%a4%e6%8f%9b%ef%bc%8c%e6%80%92%e7%bd%b5%e4%bb%a3%e7%90%86%e5%95%86%e6%9c%a8%e6%a3%89%e8%8a%b1/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4/youtube/%e3%80%90jarrow-show%e8%92%9f%e8%92%bb%e7%9c%9f%e4%ba%ba%e7%a7%80%e3%80%91%e8%92%9f%e8%92%bb%e8%ab%87%e5%85%b1%e7%94%a2%e9%bb%a8%e8%88%87%e5%9f%ba%e7%9d%a3%e6%95%99%e9%a1%9e%e4%bc%bc%e4%b9%8b%e8%9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