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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面子保衛戰：保養品網路聲量與使用口碑分析
- 最新年度保養聲量趨勢觀測，四大美妝品類較高下

- 年度保養熱詞大公開，戴口罩悶出油肌話題

- 使用前後口碑分析，掌握網友保養熱議需求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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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妝產業的數位轉型早已不是新聞，加上今年初疫情爆發後，受

蓬勃發展的電商經濟刺激，在行銷手法上時常推陳出新。消費者在

資訊轟炸的現在，逐漸養成購買前查找口碑評價、使用後分享心得

的消費習性。線上討論區的美妝保養版成為彙整網友話題聲量的專

區，更是品牌觀測消費者心聲的重點管道之一。

本期Social Watch將帶您概覽今年度美妝產業的整體網路聲量趨勢，

並進一步由保養人氣熱詞與保養品類的討論聲量，剖析網友今年度

的保養關注焦點。接下來聚焦觀察討論區的保養話題內容，找到其

討論保養話題時的重點頻道，並透過觀察網友們在保養品使用前後

的討論，進一步挖掘消費者的保養需求，協助品牌蒐集消費者對保

養品的期待與評價。

主

題

大

綱

1-1 四大美妝品類聲量趨勢

1-2 年度成長熱詞排行榜

1-3 保養產品網路聲量分析

Part １ 2020年度美妝產業網路聲量趨勢

資料時間：

2019/01/01 ~ 2019/10/31、

2020/01/01 ~ 2020/10/31

資料來源：

社群網站、討論區、部落格、

問答網站、新聞

2-1 使用前後聲量占比及熱門頻道

2-2 網友使用前熱議需求

Part ２消費者使用前後需求分析

2-3 網友使用後熱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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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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妝產業逆勢成長保養居冠彩妝微跌

2020年全球經濟多受疫情影響，數位轉型成敗被視為各產業

的致勝關鍵。而從社群討論聲量的角度來觀察，發現與去年

相比，台灣美妝產業【註1】四大品類中，保養、髮品及香水的

討論聲勢皆呈上升趨勢，唯彩妝品類的網路聲量略為下滑。

口罩政策的落實使彩妝品使用機會降低，討論聲量下滑；然

而因長期戴口罩所帶來的肌膚困擾增加，因而帶動保養品類

的聲量成長。髮品及香水品類討論聲量也明顯比去年上升許

多，品牌利用上半年民眾宅在家的期間，積極進行直播優惠

活動，成功引發熱烈迴響，在疫情下逆勢帶動聲量成長。

整體而言，美妝產業的整體網路聲量仍維持上升趨勢，當中

以髮品類的成長幅度最多，而保養品類則是居美妝產業中的

聲量之冠，因此後續將進一步探討保養品類。

Part 1.1

【註1】美妝產業類係涵蓋保養、彩妝、髮品及香水四大品類。

▲2019、2020美妝產業網路聲量趨勢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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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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悶出油肌困擾潔顏、清爽需求增加

接下來將透過保養熱詞成長排行榜，一探網友今年關注度提升

最多的議題。排行榜中近半數為肌膚困擾用詞，不少留言提到

戴「口罩」悶住「雙頰」導致出油問題更為嚴重，如「毛孔粗

大」、「油肌」、「油光」、「油膩」等肌膚「困擾」，以及

肌膚出油後延伸的「暗沉」問題，都上榜成為成長最多的熱詞；

與之相對的「清爽」、「潔顏」需求討論也隨之上升；觀察上

榜的相關產品，如「理膚寶水」的「安心」系列及品木宣言

「靈芝」水，也因主打對抗「油肌」、敏感肌，進入成長熱詞

前10名，反映今年網友的保養需求，以對抗油肌相關的肌膚困

擾為主。另一方面，品牌也為迎合當前大眾需求，常舉辦抗痘、

舒緩功效的相關產品抽獎，運用肌膚「困擾」關鍵字吸引粉絲

留言互動，推波助瀾之下帶動這些字詞的討論聲量。

雖然今年「油肌」相關話題聲量成長不少，不過談論「乾燥」

困擾及「彈潤」需求等討論聲量也成長近一倍，顯示油性肌膚

雖為今年網友需求重點，乾性肌膚的需求也不容忽視。有趣的

是，今年「代買」的討論度比去年更熱，其中不少文章是以

「代買」機場免稅店–昇恆昌為主，成了疫情下的另類商機。

▲2020年年度保養熱詞上升排行榜【註2】

Part 1.2

【註2】綠色關鍵字為困擾相關熱詞，橘色則為需求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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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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液蟬連榜首防曬隔離產品受矚目

了解保養品類成長熱詞後，接下來透過12大保養產品在2020年的

漲跌幅，了解消費者今年的保養產品需求。2019年與2020年的第

一、第二名皆為精華液、面膜兩個產品，且兩種產品在2020年的

討論聲量都比去年更上一層樓，許多網友在提到精華液及面膜產品

的同時，皆提到口罩引起的肌膚困擾，從而帶動這兩項產品的保養

需求。

而從年度成長率的角度來看，防曬/隔離類產品聲量成長幅度最大，

年年夏季越發炎熱，加上紫外線會造成皮膚老化與疾病的觀念更為

普及，防曬/隔離類產品討論聲量隨之大增，防曬相關的抽獎、團

購、請益及分享文章，都頗受歡迎。乳液產品今年的討論聲量也最

大，其討論熱度也上升六成，其中又以美白及保濕的乳液需求為多，

各種美白乳液效果比較的文章，受到許多網友熱烈回響，顯示美白

產品在台灣有一定市場，也因此嬌生停賣美白乳液時，話題也成為

網友熱議的重點之一。

呼應成長熱詞「潔顏」，洗面乳的討論聲量也順勢上升，當中又以

抗痘、抗粉刺的洗面乳的討論聲量最高；而卸妝品類則受化妝需求

減少影響，討論聲量下降。

Part 1.3

▲2020年12大保養產品聲量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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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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入了解網友心聲，接下來將去除抽獎、代購文章，根據討論區文

章主文，分析消費者在保養品使用前後的討論內容差異，提供品牌多

元面向的消費者需求分析。

從消費者使用前後的發文聲量佔比可看出，使用後討論聲量明顯高於

使用前，網友在使用前的討論多為根據自身膚況或特定產品發問，觀

察網友使用前的發文有助品牌了解消費者需求；而使用後的文章除了

網友針對自己購買商品的使用心得外，也有不少試用分享，可作為品

牌檢視產品是否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指標。

接下來將透過觀察網友使用前後的熱門發文頻道，了解網友討論使用

需求的重要來源，並將進一步分析使用前後消費者關注的重點異同，

更進一步掌握消費者需求狀況。

請問這卸妝水有人有使用過嗎，

可以分享好不好用嗎？

針對特定產品提問

肌膚容易敏感和乾癢，想詢問

適合乾敏肌的保養品。

根據膚況提問

每個產品都有正負評價有點不

知道該怎麼辦，想請益大家…..

同性質產品比較

這次抽到的昰DR.WU的潤透

光美白系列三件組…

試用心得

睡前擦隔天肌膚狀況真的都蠻

亮，也不會乾！

購後心得分享

[心得]碧兒泉、資生堂、蘭蔻

、雅詩四精華比較

多家產品評比

95%

使用後討論聲量

5%
使用前討論聲量

Part 2.1

用前請益膚況產品用後分享心得評比

▲使用前後網友發文聲量占比與貼文示例

資料時間：

2020/01/01 ~ 2020/10/31

資料來源：

討論區(排除抽獎、代購文及

回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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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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Dcard>美妝

PTT>Beautysalon

Dcard>女孩

FashionGuide>Beauty討…

Mobile01>光鮮亮麗玩保…

0% 20% 40% 60% 80%

UrCosme>最新心得

Dcard>美妝

PTT>Beautysalon

FashionGuide>Beauty討論…

Babyhome寶貝家庭親子網…

UrCosme最新心得版成為使用後最熱門的討論來源網站，由於其會

員制度提供付費會員更多試用產品的機會，並換取會員的回饋心得

，因此吸引多位網友長期發表；而PTT討論版因嚴禁任何廣告宣傳

文章，雖在使用前後皆是討論聲量前五名的頻道，但在使用後的討

論不及前兩大討論來源網站。

觀察使用前的前五名網友發文來源中，有兩個頻道來自Dcard討論

區，身為全台最大的學生討論平台，Dcard的討論內容中多有保養

新手的請益文，與學生族群保養經驗相對較少有關；而Dcard上榜

的版別亦有美妝版及女孩版，因美妝版規定文章中須有美妝保養相

關重點，因此不少單純想請益保養商品的網友進而轉往女孩版發文。

其他討論區的使用前討論，則多以產品比較及評價請益為主。

▲使用前熱門發文頻道分布占比

▲使用後熱門發文頻道分布占比

Dcard新手請益多 UrCosme試用換心得

使用前

使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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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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型產品是否會致痘也是網友

關注的重點，反映「痘痘/粉刺」是

今年網友最在意的肌膚問題。而位

列第二的「保濕」除了需求本身的

討論外，許多網友在針對其他類型

產品發文時，也常提及「保濕」，

這與「保濕」能使肌膚達到油水平

衡，是護膚打底的根本有關，由此

可看出多數網友皆視「保濕」為基

本需求。▲使用前熱議需求排行

即使網友在評價抗痘、「美白」等不

同功效的產品時，也會連帶討論產品

的「保濕」效果，除潤濕為多數網友

的基本保養需求外，更可見消費者對

於能夠「保濕」同時兼顧多種功效的

複方商品有所關注；另一方面，也有

許多網友會比較多家「保濕」產品功

效，願意一再嘗試不同產品，只為找

到適合自己的最佳「保濕」解方，反

映消費者對「保濕」需求的重視。
▲使用後熱議需求排行

排名 需求排行 聲量占比

1 痘痘/粉刺 22%

2 保濕 18%

3 過敏 12%

4 出油 8%

5 美白 7%

Part 2.2

使用前請益：痘痘、保濕、過敏需求熱

Part 2.3

使用後分享：保濕夯複方產品受矚目

了解網友在使用前後的發文佔比差異及熱門來源頻道後，接下來將

探討網友在使用前後的熱門保養需求面向。

排名 需求排行 聲量占比

1 保濕 29%

2 過敏 12%

3 痘痘/粉刺 11%

4 出油 10%

5 美白 8%

使用後最多人關注的三大護膚需求與使用前相同，唯「保濕」討論的

發文占比超越「痘痘/粉刺」成為熱議冠軍。觀察網友發文內容發現，

長時間戴口罩，讓許多網友抱怨「痘痘、粉刺」及「過敏」困擾增加

。在使用前的討論文章中，不只有網友請益特定抗痘保養品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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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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不同族群在產品使用前後的討論情形與關注重點嗎？

想進一步了解有子女、上班族及學生等族群潛在保養需求，

歡迎下載完整簡報，查看進階的分析內容。

• 奠基於多年數位轉型經驗，美妝產業熱度在疫情衝擊下

整體仍呈現上升趨勢。

• 常戴口罩帶來的肌膚問題，使不少網友抱怨肌膚困擾增

加，「毛孔粗大」、「油肌」相關話題熱度上升；「潔

顏」、「清爽」等需求也受到不少關注。

• 今年最夯的保養產品是精華液、面膜。防曬觀念漸受重

視，防曬/隔離產品今年的討論聲量成長七成；乳液及

洗面乳也成為今年的熱門保養品需求。

綜合以上，總結本期 Social Watch 保養市場之重點：

• 網友在保養品使用後的分享、開箱等發文，大幅超越使

用前的發文數。

• 網友在使用前最常在Dcard美妝版發文，其中多為保養

新手的提問文章。

• 使用後最多文章分享的平台則為UrCosme，其提供付

費會員試用換取心得的行銷方式，吸引許多會員長期分

享心得。

• 不論是使用前後，「痘痘」、「保濕」、「過敏」三大

需求皆是網友最關心的議題；總結以上，如何抗痘及產

品是否致痘，是使用前最多網友討論的重點；使用後則

以保濕話題最受關注。

保養年度聲量趨勢

消費者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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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f%9d%e9%a4%8a%e5%93%81%e5%b8%82%e5%a0%b4-2020%e5%b9%b4%e6%9c%80%e6%96%b0%e7%b6%b2%e8%b7%af%e8%81%b2%e9%87%8f%e5%8f%a3%e7%a2%91%e8%b6%a8%e5%8b%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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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點我下載完整簡報
《保養品市場網路聲量分析報告》

保養產業年度趨勢

暨消費者需求報告

年度保養產業熱門話題討論趨勢

2020最新保養使用口碑分析報告

族群差異剖析 五大族群關注面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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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文本分析，帶您解析保養產業的口碑趨勢發展！

• 電商崛起，美妝產業也在幾年前搭上熱潮。今年靠著數位轉型的加持，美妝保養

產業受疫情影響小，社群討論聲量不減反增。挖掘網路聲量，貼近消費者需求，

分析不同族群使用前後的熱門話題差異，更精準的抓住消費者的眼光及荷包。

Part. 1

2020美妝產業網路聲量趨勢

Part. 2

使用前後消費者需求分析

Part. 3

保養品市場消費族群話題剖析

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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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f%9d%e9%a4%8a%e5%93%81%e5%b8%82%e5%a0%b4-2020%e5%b9%b4%e6%9c%80%e6%96%b0%e7%b6%b2%e8%b7%af%e8%81%b2%e9%87%8f%e5%8f%a3%e7%a2%91%e8%b6%a8%e5%8b%a2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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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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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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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509 Gossiping [新聞]蘇貞昌笑問「你去屏東看哪家豬農?」蔣萬

2 1,504 Gossiping [新聞]信功打臉蘇貞昌馬上被查水表？屏東消防

3 1,499 Gossiping [新聞] 2小時丟了22根菸蒂被盯上遭連開22張罰

4 1,497 marriage Re: [閒聊]每次紀念日都會吵架…無奈

5 1,448 Gossiping Re: [問卦] UBEREATS外送員報警告我侵占放飲料的...

6 1,437 Gossiping [新聞]女同事譏笑「沒擔當」高雄男7秒猛刺8刀致

7 1,419 Gossiping [新聞]傻眼！議員爆4萬月租明倫社宅沒冷氣住

8 1,367 Gossiping [爆卦]這些年金融弊案共犯結構寶佳與金融幫

9 1,347 Gossiping [新聞]快訊／28歲媽打疫苗過世！夫悲痛發文

10 1,257 Gossiping [新聞]民間主動幫政府解套全國進口商將宣布不進萊豬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948 感情 只交一任會很可惜嗎

2 919 感情 發現女友每晚都在做某件事..

3 910 心情 弟弟車禍意外死亡，卻找不出真相。

4 824 心情 是要多斜！

5 800 apple 哀鳳表情詢問

6 738 心情 開過世的人玩笑？自以為很好笑嗎？

7 671 感情 男友因為那個女生長的漂亮…就開門讓她進來

8 638 閒聊 現在高中生也太好命了吧！！

9 630 感情 跟女友淡了女友不給分

10 610 感情 想找傳統美德的女友怎麼那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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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6801653.A.BD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6898340.A.16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7224536.A.496.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06946594.A.CF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7102250.A.AE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6706412.A.2E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7049847.A.C5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7077135.A.AC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7144251.A.E1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6967168.A.B1C.html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90369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92292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4926542
https://www.dcard.tw/f/mood/p/234923130
https://www.dcard.tw/f/apple/p/23488863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488728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898127
https://www.dcard.tw/f/talk/p/234899069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918939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90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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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509 Gossiping [新聞]蘇貞昌笑問「你去屏東看哪家豬農?」…

2 1,504 Gossiping [新聞]信功打臉蘇貞昌馬上被查水表？…

3 1,499 Gossiping [新聞] 2小時丟了22根菸蒂被盯上遭連開22張…

4 1,497 marriage Re: [閒聊]每次紀念日都會吵架…無奈

5 1,448 Gossiping Re: [問卦] UBEREATS外送員報警告我侵占…

6 1,437 Gossiping [新聞]女同事譏笑「沒擔當」高雄男7秒猛刺8刀…

7 1,419 Gossiping [新聞]傻眼！議員爆4萬月租明倫社宅沒冷氣…

8 1,367 Gossiping [爆卦]這些年金融弊案共犯結構寶佳與金融幫

9 1,347 Gossiping [新聞]快訊／28歲媽打疫苗過世！夫悲痛發文

10 1,257 Gossiping [新聞]民間主動幫政府解套全國進口商將宣布不進萊豬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66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檢舉魔人真討厭

2 258 桃園縣
(居家房事北部地區)

老公看屋總有很多打槍理由~是不想離開家裡嗎~?

3 250 國際新聞 這裡有人相信拜登完全沒有作弊選上總統嗎？

4 236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檢舉魔人照外流！超討厭檢舉魔人，看到拳頭都硬了…

5 23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台中空氣變好了

6 220 動力研究室綜合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國內新訊】台灣汽車市場2020年11月銷售報告…

7 216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我要詛咒你檢舉魔人 (取暖文，正義魔人勿進)

8 198 Ford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2017 KUGA半新車引擎進水，暴怒

9 197 電動機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emoving也加入換電聯盟了…

10 194 iPhone(蘋果電腦) iphone安全性問題…莫名被盜刷了11筆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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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801653.A.BD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6898340.A.16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7224536.A.496.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06946594.A.CF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7102250.A.AE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6706412.A.2E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7049847.A.C5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7077135.A.AC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7144251.A.E1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6967168.A.B1C.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294&t=624929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456&t=624897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780&t=624923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294&t=624967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638&t=624834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214&t=624990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294&t=625264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260&t=625358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22&t=624896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383&t=625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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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4,925 羅智強 蘇貞昌抹黑信功在先屏縣府緊查水表在後…

2 12,641 羅智強 別讓三立看衰反萊豬民意羅智強要罷免吳思瑤…

3 10,952 韓國瑜 【人民血淚的聲音，你聽見了嗎？】關於今晚有民眾…

4 9,564 飆捍 市場調查 1.自點店2.吃到飽店各位喜歡哪一種火鍋店…

5 8,394 關鍵時刻 #我愛一條柴：等等，這櫥櫃也太爽了吧XD???…

6 7,887 ETtoday新聞雲 各位30公分有興趣嗎(#小李) ●快下載新聞雲App…

7 8,029 ETtoday新聞雲 我要找生日有很多2的捧由出去玩！！（#妮塔）…

8 9,771 五月天阿信 西裝華服都只是光鮮造型龍蝦美酒都只是廣告道具…

9 7,159 五月天阿信 誰想和我一起吃一碗麵？ (但是大部分都會被我吃掉😆 ) 

10 7,045 黑貓老師 大家取過最羞恥的網路ID是啥？ -黑貓推特報#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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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04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囉！…

2 10,310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行為心理測驗】測你是哪種人！當你指甲邊緣脫皮時…

3 7,800 勞工保險局 ＃文末有禮雪花隨風飄～銀葵送禮物～小葵的禮物…

4 7,519 STAYREAL 總裁主理人A大大生日快樂🎉幫大家爭取生日當日…

5 6,842 486先生 週六也5點起床早安啊，今天簽到絕對不會破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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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612963141985_183769373417846
https://www.facebook.com/3428361750533773_663607814286434
https://www.facebook.com/2969489616621516_438053523994627
https://www.facebook.com/2811552309113895_384098976175729
https://www.facebook.com/3653102448069262_383311352941082
https://www.facebook.com/4014335985269202_229445618570056
https://www.facebook.com/4022420104460790_4100489229979520
https://www.facebook.com/3608959755826349_1331448860527264
https://www.facebook.com/3600947479960910_829847880911420
https://www.facebook.com/2735346873395637_229245321957505
https://www.facebook.com/3728568830566942_714536179464823
https://www.facebook.com/4135599433138783_2493972394060765
https://www.facebook.com/4055766437786203_164126765445041
https://www.facebook.com/3765567313494769_517953055861590
https://www.facebook.com/3815684055130308_124015274304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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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
人類異常癖好原來是心理疾病！

【少康戰情室】
香港學子遭判入獄港中台微妙關係

【蛋事超有事】假設系列蛋哥的平行宇宙【Bit King比特王出任務】陳以信質詢萊豬進
口蘇貞昌稱「信功挺萊豬」？

【莫彩曦Hailey】聞風喪膽 外國人不敢入口的台灣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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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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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a%e9%a1%9e%e7%95%b0%e5%b8%b8%e7%99%96%e5%a5%bd-%e5%8e%9f%e4%be%86%e6%98%af%e5%bf%83%e7%90%86%e7%96%be%e7%97%85/
https://www.social-lab.cc/2020/12/youtube/%e3%80%90%e5%b0%91%e5%ba%b7%e6%88%b0%e6%83%85%e5%ae%a4%e3%80%91%e9%a6%99%e6%b8%af%e5%ad%b8%e5%ad%90%e9%81%ad%e5%88%a4%e5%85%a5%e7%8d%84-%e6%b8%af%e4%b8%ad%e5%8f%b0%e5%be%ae%e5%a6%99%e9%97%9c%e4%bf%82/
https://www.social-lab.cc/2020/12/youtube/%e3%80%90%e8%9b%8b%e4%ba%8b%e8%b6%85%e6%9c%89%e4%ba%8b%e3%80%91%e5%81%87%e8%a8%ad%e7%b3%bb%e5%88%97-%e8%9b%8b%e5%93%a5%e7%9a%84%e5%b9%b3%e8%a1%8c%e5%ae%87%e5%ae%99/
https://www.social-lab.cc/2020/12/youtube/%e3%80%90bit-king%e6%af%94%e7%89%b9%e7%8e%8b%e5%87%ba%e4%bb%bb%e5%8b%99%e3%80%91%e9%99%b3%e4%bb%a5%e4%bf%a1%e8%b3%aa%e8%a9%a2%e8%90%8a%e8%b1%ac%e9%80%b2%e5%8f%a3-%e8%98%87%e8%b2%9e%e6%98%8c%e7%a8%b1/
https://www.social-lab.cc/2020/12/youtube/%e3%80%90%e8%8e%ab%e5%bd%a9%e6%9b%a6hailey%e3%80%91%e8%81%9e%e9%a2%a8%e5%96%aa%e8%86%bd-%e5%a4%96%e5%9c%8b%e4%ba%ba%e4%b8%8d%e6%95%a2%e5%85%a5%e5%8f%a3%e7%9a%84%e5%8f%b0%e7%81%a3%e5%b0%8f%e5%9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