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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鮮奶」會友，網友都在討論什麼？

乳白色革命：老牌大廠與崛起小農的品牌競爭關係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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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裡的白色常客

鮮乳市場網路聲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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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鮮乳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品項之一，除了一般家庭使用，夏季需求更會因為飲料店的旺季而

上漲，可以說：如果我有一台冰箱，裡面一定至少放著一瓶濃醇香的鮮奶。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調查，因民眾飲食西化，台灣乳品業的消費需求與產量每年呈現成長趨勢，然

而由於台灣先天氣候條件加上牛隻飼養成本高昂導致產量不足，國產乳品製造業幾乎完全內銷，

當中占比最大的便屬於鮮乳市場，在食安事件後除了原有鮮乳大廠，小農品牌也加入戰局。在這

樣的市場狀態下，要如何掌握流失客群、拓展陌生客群，網路聲量觀測便是十分有效率的方法，

能幫助企業快速了解消費者對於品牌、產品的真實想法，即時調整自家策略方向。

本期Social Watch將帶您概覽2020年整體鮮乳市場的網路聲量趨勢，並剖析聲量來源、觀測熱

門討論話題；接著進一步聚焦品牌層面，觀察大廠、小農鮮乳品牌的競爭關係與表現，以及網友

們的關注焦點，協助品牌蒐集消費者的真實聲音。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9&html=1&menu_id=18808&bull_id=6191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Part1. 2020/01/01~2020/12/31；Part2. 2020/03/01~2020/07/31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新聞、新聞回文 (Part2. 排除抽獎文)

研究方法：

1-1 市場聲量趨勢
觀察鮮乳市場熱絡月份，呈現高點之熱門討論。

1-2 討論族群
剖析鮮乳討論聲量的族群分類，了解參與話題的消費者輪廓分布。

2-1 大廠、小農鮮乳品牌潛在競爭關係
以大廠、小農分析共提次數了解潛在競爭關係與潛在威脅面向。

Part 1

整體鮮乳市場聲量概況OpView觀測
範圍內設定
「鮮乳」之關
鍵詞組，框定
相關研究文本

Part 2

國內鮮乳品牌口碑分析

1-3 討論來源與頻道
統計聲量來源了解網友最常於何處討論話題，並進一步分析各頻

道討論內容。
1-4 討論內容
歸納年度熱門話題，觀察經常提及的詞彙以了解消費者關注焦點。

2-2 大廠、小農鮮乳品牌消費者選購關注面向
以維度切角觀測消費者對大廠、小農鮮乳品牌的評論與印象。

2-3 焦點品牌口碑表現
比較大廠與小農前三名品牌的聲量分析與好感度。

【註】本篇僅以國家標準(CNS)中定義之未調味鮮乳為研究範圍，主要針對鮮乳偏好的網路口碑做比較，未包含鮮乳品牌生產之周邊食品。

https://www.opview.com.tw/media_report/20201005/15076


月份 熱門貼文 分類

3月 想問聯迷們~鮮奶、牛奶你們推薦哪牌？ 尋求產品推薦

4月 終於買到大家說很難買的肯啃鮮乳… 飲用心得分享

5月 #光泉鮮乳最營養 #世界牛奶日

天啊！陪媽媽來逛逛，這麼多款鮮奶我該如何選擇啊？!

品牌行銷

尋求產品推薦

6月 大家有心目中最好喝的一款鮮乳嗎？ 尋求產品推薦

7月 這罐鮮奶大家有喝過嗎？一上架大家都在搶…

夏天鮮乳真熱銷！請有點公德心，不要翻得這麼亂…

尋求產品推薦

消費經驗分享

春到夏季為鮮乳零售市場聲量高峰
1-1 | 市場聲量趨勢

綜觀2020年整體的鮮乳市場註1聲量趨勢，春末至夏初時為網友熱烈參與鮮乳相關話題討論的季節，也是各品牌競爭激烈的時段，當中在

3月至7月網友針對鮮乳產品的討論則數皆超越年平均值，而這五個月的平均聲量甚至是其他月份平均聲量的近1.85倍。熱絡月份討論文

章包括尋求品牌推薦與飲用心得，也出現因天氣熱導致鮮乳在期限前就變質的抱怨文章，討論面向十分豐富；其他月份則是靠飲料店合

作或是品牌新品行銷文增加討論度，容易吸引網友回覆的尋求品牌推薦文章相對較少。除了消費者在社群平台上尋求他人推薦或分享飲

用某品牌的經驗之外，品牌端也在粉絲專頁舉辦行銷活動，如大廠光泉在5月熱門討論季透過系列抽獎活動衝高網路聲量、以及鮮乳坊

全年持續的行銷活動如飲料店合作或新產品推廣，都引起一陣社群迴響。

本期電子報將首先了解鮮乳市場討論聲量的來源分布，並接著聚焦在熱絡月份做進一步的品牌類別分析。

▲ 2020年鮮乳市場聲量趨勢圖與討論旺季熱門貼文

【註1】鮮乳定義為以生乳為原料進行殺菌加工、包裝冷藏的乳製品(CNS3056)。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值：6,489
7,497

7,085

15,041

7,357

7,318

聲
量(

則)

3,514

3,204
5,894

6,306

5,664

3,849

5,139



首先透過各族群聲量數，了解經常參與鮮乳討論的消費者樣貌。八大族群中，女性以將近1萬5千則的聲量成為鮮乳市場最熱烈參與討

論的族群。剖析討論文本，發現女性多為尋求鮮乳品牌推薦文章的作者，在挑選產品前傾向觀察其他網友對於品牌的口碑，除此之外，

也較積極回覆網友關於鮮乳口感等等的問題，如「請問大家以下鮮

奶比較推哪一個？」、「這罐鮮奶大家有喝過嗎？我看一上架大家

都在搶，不知道風評如何…」或「終於買到大家都說很難買的肯啃鮮

乳」等等。有子女及已婚的網友也是鮮乳話題中活躍的族群，從文

本可以看出家人意見是影響他們決策的最大因素之一，經常回覆

「我兒子/女兒愛…」或「老公說低溫殺菌比較好…」；另外小孩健

康或品牌的食安新聞也會被他們納入考量，如「推一番鮮或瑞穗，

我家小孩的肚子會挑牌子」及「自從林鳳營事件後到現在一直都喝

瑞穗或義美」、「推光泉跟福樂，義美食安問題多價格也稍高」。

歸納以上討論，網路口碑及品牌形象在鮮乳市場中是消費者的重要

考量因素，鮮乳品牌除了在行銷層面強調營養價值，也要增加消費

者對品牌的信賴感。撇除網友對於口感的正面討論，一旦單一產品

在品管等過程出了疏失，在網友的分享下很容易引起其他消費者的

疑慮，因此關注網路討論聲量並做即時的反應、處理，便成為其一

在品牌中脫穎而出的突破點。

1-2 | 討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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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族群聲量長條圖

女性、父母、已婚族踴躍參與鮮乳相關話題



1-3 | 討論來源與頻道

通路粉絲團聚集大量消費者為產品討論熱點
社群網站 討論區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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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

3 鄉民

聲量 (則)

觀察聲量來源，現今除了老牌大廠，也有許多單一乳源的小農品

牌崛起，面對眾多品牌的選擇，網路評價成為消費者購買前的重

要參考。其中，以社群網站囊括了八成以上的討論聲量，是消費

者分享心得、蒐集產品評價的主要管道，進一步觀察可發現「我

愛全聯-好物老實說」等公開社團聚集大量消費經驗討論及產品請

益文章，當中全聯以販售小農鮮乳等多樣化品牌受到討論，

Costco則是以義美及自有品牌Kirkland的高CP值產品帶動聲量；

此外，品牌官方粉絲團則是藉由抽獎活動分享鮮乳相關知識吸引

社群迴響。

討論區以Ptt聚集最多聲量，網友會在Gossiping板分享品牌出包

議題或是鮮乳產業八卦，例如：「為什麼全脂牛奶比低脂貴這麼

多？」，也有更生活化的話題，提到：「體重破百公斤，鮮奶該

買全脂/低脂/脫脂?」等等；此外，WomenTalk板也是熱門討論

聚集地之一，當中除了尋求產品推薦也有關於飲用習慣的文章。

最後新聞來源以LINE TODAY聚集最多網友討論，其中揭露鮮乳

市場負面新聞的「還原奶揭密」吸引到最多回應，品牌文章則較

容易受到網友質疑為合作廣告文章。
▲前10名討論平台聲量與來源頻道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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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益文吸引聲量網友樂於分享個人偏好與經驗
接著分析熱門話題文本歸納出四大話題類別，觀察消

費者關注鮮乳產品時最常參與的話題種類。

請益類別文章最能引發討論熱度，網友除了樂於分享

個人產品偏好與習慣，育兒話題也維持著千則以上的

聲量，家庭主婦分享自己給孩子飲用鮮乳習慣上與老

公、婆家的爭論以尋求過來人的經驗。

品牌行銷類別擁有超過1萬7千則以上的聲量，當中粉

絲團抽獎、新品宣傳、網紅合作三類型活動最能引起

社群迴響，尤以光泉及鮮乳坊分別發布的抽獎及留言

開啟新產品販售個人通知貼文獲得網友最高的參與度。

心得與經驗分享也受到網友關注，當中以踩雷的負面

文章更能引起迴響，如「這個聽說是鮮奶界的LV，但

我喝起來像奶粉泡的…口感很主觀，但這不是我要的

鮮奶」吸引大量共鳴回覆「買一次後再也沒出現在我

家

▲鮮乳市場討論話題類別

排名 類別 聲量 (則) 話題 佔比 貼文示例

1 請益 20,352

尋求產品推薦 66.3% 這麼多款鮮奶我該如何選擇啊？!

購買與飲用方式 27.8%
可以告訴我有沒有別的套法嗎？
這樣喝有點膩…

尋求育兒建議 5.9% 你們的小孩多大才給喝鮮乳？

2 品牌行銷 17,513
抽獎與宣傳活動 87.4% #光泉鮮乳最營養#世界牛奶日

飲料店合作活動 13.6% #許慶良紫米紅豆鮮奶

3 心得與經驗 9,878

飲用心得分享 55.1% 沒買過來喝喝看，但…雷雷的

保存經驗分享 28.6%
全聯拿的鮮奶離期限還好幾天就
臭了，夏天唉…

消費經驗分享 16.3%
夏天鮮奶真熱銷，不過請有點公
德心，不要翻得那麼亂…

4 產品資訊 3,924
通路相關討論 71.9%

最近義美或是小農牌的鮮奶好少，
每次去都買不到…

價格相關討論 28.1% 義美售價從一組259元調整為…

家冰箱」或「謝謝你幫我滅火」；而鮮乳評比文章因為懶人包性質也受到關注，底下不乏網友補充個人最愛的品牌創造聲量。

最後在產品資訊類別，值得注意的是通路討論大多以鋪貨較不廣的「小農」品牌為主，經常出現「小農牌的鮮乳好少每次去都買不到」

類的抱怨文章；此外，價格話題也擁有千則以上的聲量，網友經常分享用便宜的價格購入小農鮮乳，吸引羨慕的評論。

https://m.facebook.com/iLoveKCmilk/posts/4050320665008025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puremilk/posts/150758110276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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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關注通路、口感、營養等話題討論
接著以文章數量呈現文字雲，透過詞彙了解網友在鮮乳話題中著重

的內容。在品牌相關詞彙，小農一詞受到網友關注討論，分析文本

發現消費者在尋求鮮乳推薦的文章底下常表示支持「不是大企業」

的小農品牌，並且認為大部分都香濃好喝。

在其他討論面向，最經常討論通路、口感及健康層面相關內容，代

表詞彙分別為全聯、好喝及營養等等。通路部分由於全聯販售鮮乳

品項較多元而擁有高聲量，全家則是與鮮乳坊聯名並成為唯一超商

販售通路帶動聲量，此外，也經常出現買不到或終於買到的通路鋪

貨相關延伸詞；另一方面，消費者除了關注鮮乳營養價值，因許多

台灣民眾喝鮮乳容易腸胃不適，有小農研發a2酪蛋白產品，也掀起

一陣討論，是2020年各品牌中受到關注的產品之一。

觀察其他詞彙，分析問題關鍵字相關文本，可以發現除了有鮮乳品

管衍生出的抱怨文章，食安問題還是深植在消費者心中，並表示現

在都會分散品牌輪流購買以「降低風險」。另外，價格也是網友選

購鮮乳產品時的考量，除了互相推薦便宜又好喝的鮮乳品牌，一方

面也出現文章質疑太便宜的產品成分，強調鮮乳跟牛奶、牛乳完全

不同，呼籲其他網友除了撿便宜的同時也要顧及成分才能喝得安心。
▲鮮乳市場相關討論文字雲

討論面向 詞彙

小農品牌 鮮乳坊、崙背、牧真、小農、初鹿、柳營、許慶良、肯啃…

大廠品牌 光泉、義美、福樂、瑞穗、林鳳營、味全、科克蘭、養樂多

其他面向

通路：全聯、全家、超商、好市多、買不到、終於買到
口感：好喝、味道
健康：營養、健康、a2酪蛋白
其他：問題、價格、包裝、保存期限…



2-1 | 大廠、小農品牌潛在競爭關係

大廠小農重疊程度低區隔市場小農有競爭潛力

接著聚焦品牌層面，由於國內鮮乳品牌眾多，因此將眾品牌劃分為大廠及小農兩大類別註2，了解消費者對兩類型品牌的印象及討論，此外，

為了解真實輿情和市場熱絡月份網友的關注焦點，將排除抽獎文並針對3到7月聲量高峰期分析。

觀察上圖可以發現共同提及次數佔比並未因品牌大小而有太大的差異，雖然互相威脅不大，但對於投入資源與成本較多的大廠來說反而可

能需要視為危機。進一步分析討論文本，由於小農鮮乳是食安風暴後逐漸興盛的品牌類別，消費者對於資源較少、曝光較低的小農陌生，

而經常上網詢問或分享對於產品的心得推薦，也提供偏好單一乳源的消費者更多元的選擇，甚至有網友表示「小農感覺品質真的比較天然

健康」；相對的，對於大廠來說，雖擁有大品牌形象累積起的心佔率優勢，並且有長期培養的死忠消費者，但並未出現在小農討論中常見

的「嘗試」、「支持」等詞彙，顧客缺乏新鮮感，對於擁有較多資源，但營運成本也更高的大廠來說是導致客群流失的潛在危機。

大廠鮮乳

9,694則

共同提及

1,382次
佔大廠14.25%聲量；佔小農15.07%聲量

小農輪流買，順便支持小農！

我比較喜歡小農耶~但會比較貴

其實我覺得小農會比較好，大廠的乳源多，不
知道你喝到的是不是單一乳源，所以大家要思
考，大品牌還是會利益為主…

全聯現在進很多小農鮮乳，喝了幾家都比大廠
牌濃醇香，可以輪流買來喝喝看

喝了禾香蠻失望的，感覺沒評價中好喝，還
是喜歡乳香世家

我喜歡義美，每次味道都差不多，其他牌子
偶爾都會買到有腥味的…還是買回義美就好

最近試過一輪…喝來喝去還是老牌子好!

喝還是喝大廠比較安心~

小農鮮乳

9,166則

▲大廠與小農品牌共提次數文氏圖

【註2】大廠品牌摘選自CAS認證的14間乳品廠商名錄；小農定義為單一乳原、無乳品加工廠而無法申請CAS認證的品牌，並參考品牌在官網上對自家品牌的定義。

資料期間：2020/03~07



2-2 | 大廠、小農品牌消費者選購關注面向

大廠擁價格特惠優勢小農話題聚焦購買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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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考量 主文 回應

口感風味 今天逛全聯發現有高大… 買過，高大較濃不難喝唷！

健康考量 有人跟我一樣有乳糖不… 試試禾香…只有喝這牌子沒事

價格與優惠 大家有心目中最好喝的… 全聯比較便宜的是柳營及牧真

購買便利性 有幸擁有粉絲們不斷的… 每次都要到city super超不方便！

選購考量 主文 回應

口感風味 請問一下英泉和光泉… 喝過福樂就回不去了，濃醇香

健康考量 全聯有適合乳糖不耐症… 我喝林鳳營會拉，瑞穗不會耶

價格與優惠 有哪個牌子的鮮奶安全… 還是義美安全單純又最便宜

購買便利性 義美的鮮乳最近嚴重缺貨… 我昨天去家樂福有看到啊

透過歸納前述消費者經常提及的話題，進一步將選購鮮乳時的考量因素收斂為口感風味、健康考量、價格與優惠及購買便利性四個維度註3，

並將大廠與小農品牌以四維度分析分別的表現。無論是大廠、小農，口感風味都是最熱絡的話題，網友選購前會尋求品牌推薦、購買後針

對產品討論心得，如「陸續買大家推薦的鮮奶廠牌，發覺真的都很好喝耶」，可見此維度有機會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健康考量面

向中，許多乳糖不耐症的患者表示台灣的無乳糖鮮乳產品選擇非常少，目前只有Costco通路販售去乳糖產品，民眾因而提到「希望全聯

有機會進這樣的鮮奶，造福乳糖不耐的消費者」，所以無論大廠、小農，品牌在研發時可以瞄準無乳糖產品缺口以滿足消費者需求；此外

也有不少育兒相關貼文，討論如何讓小朋友喝得健康，營養價值因此是產品行銷可強調的部分。價格方面，網友大多抱怨台灣鮮乳產品與

國外相比售價偏高，在選購時會選擇較便宜的大廠或表示「支持小農，但小農好貴」；而最後的購買便利性，小農品牌間討論量是大廠的

近2倍，由於鋪貨不廣，因此小農品牌如鮮乳坊、禾香在粉絲團宣布新增通路時吸引網友的正面回覆。

▲

大
廠
、
小
農
維
度
聲
量
及
貼
文
示
例

大廠 小農

資料期間：2020/03~07

https://m.facebook.com/groups/2457165584551249/permalink/2632400960361043/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457165584551249/permalink/2679252152342590/
https://m.facebook.com/groups/2457165584551249/permalink/2673133536287785/
https://www.facebook.com/HeSiangRanch/posts/1559715910864361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83653841907557/permalink/2690498044556460/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457165584551249/permalink/2586848588249614/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457165584551249/permalink/2677640155837123/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95387453.A.10D.html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puremilk/posts/1362270400633233
https://www.facebook.com/HeSiangRanch/posts/1559715910864361


2-3 | 焦點品牌口碑表現

福樂受網友喜愛鮮乳坊擅長創造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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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泉鮮乳

福樂一番鮮

牧真鮮乳

初鹿鮮乳

鮮乳坊

義美鮮乳

聲
量(

則)

▲大廠、小農鮮乳品牌聲量與好感度二維分布圖

最後分別從大廠、小農品牌節選出實質討論聲量前三名的品牌，同樣針對市場熱絡

月份分析口碑，了解聲量在旺季表現進入上位圈的品牌有何優勢。

大廠前三名光泉、義美、福樂當中，以光泉擁有最高聲量，觀察文本可以發現光泉

是尋求推薦文章留言中眾網友頻繁推薦的品牌之一，且民眾對於光泉大多抱持信賴

的印象，包括「其實光泉才是真的沒出過包的老牌子」或「不喝光泉真的太傻」。

義美是國內大廠中經常與光泉被共同提及的品牌，維持著次高的聲量，大多源自

Costco通路販售義美而帶動討論，然而也有許多貼文提到義美品質管理方面問題較

多，就算未開封也容易在期限前就變質，因此好感度在六品牌中相對較低。福樂討

論量雖在大廠中較另外兩品牌低，但以高CP值受網友極高偏好，加上「以愛灌溉」

的公益活動也建立品牌關注者對品牌的良好印象。

小農眾品牌中，鮮乳坊擅長在社群創造話題，把握網友對於小農拓展通路、新增產

品系列的話題關注，尤以推出酪蛋白系列飲品特別獲得社群迴響，也在KOL尋求鮮奶

推薦時聯繫、提供試喝，因此收到「提提研老闆的推薦，一定是很棒的?」留言成功

提升形象，此外也與全家通路聯名販售特別商品，成功突破小農品牌的限制。初鹿、

牧真討論量雖在品牌上位圈中相對較低，聲量大多僅出現在尋求推薦文章的留言內，

但由於消費者良好的體驗在好感度表現佳，是靠網路口碑吸引潛在客群的品牌。

【註4】好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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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好感度係以單一品項之各個購買因素好感度數值高低作

排列，好感度較低不代表不滿意(P/N比<1)， 僅代表此購買因素在該品項中的好感度「相對」其他購買因素低。

資料期間：2020/03~0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41097462591162


【註3】選購考量因素說明

維度 定義

口感風味
消費者對於鮮乳味道的個人主觀印象，包括濃、醇、香等普遍衡量標準，抑或是其他如奶粉
味、化學味等等形容詞

健康考量 包括營養及保健等健康相關話題與飲用後的身體反應討論內容，如過敏、腹瀉、長痘等等

價格與優惠 包含鮮乳產品售價與通路優惠討論，意即消費者為取得鮮乳而必須實際花費的成本相關話題

購買便利性 鮮乳品牌在通路、鋪貨的相關討論內容，包括消費者有無辦法取得鮮乳產品



小結

Part 1

整體鮮乳市場聲量概況

1-1 市場趨勢

透過趨勢觀察出2020年度整體鮮奶市場熱絡月份，了解消費者習性

1-2 討論族群

觀察鮮奶討論者的族群分類與佔比，描繪消費者輪廓

1-3 討論平台

觀察聲量討論來源，作為鮮奶品牌未來在安排行銷配置時的指標

1-4 討論面向

歸納鮮奶產業年度熱門話題類別，並從類別整理討論焦點，了解消費者在購買鮮奶時著重的面向

Part 2

國內鮮乳品牌口碑分析

2-1 大廠與小農話題

針對鮮奶市場熱絡月份，將鮮奶市場分為大廠與新興小農兩類個別了解熱門話題

2-2 大廠與小農競爭

以大廠、小農兩類別分析共提次數，藉以了解潛在競爭關係與優劣勢

2-3 品牌口碑

比較大廠與小農聲量前三名品牌的聲量分析與好感度，了解品牌口碑定位並進行分析

- 市場聲量趨勢：鮮乳市場以春至夏季為討論聲量高峰

- 討論族群：關注鮮乳市場的前三大族群為女性、有子女、已婚，選購產品時分別傾向

考量網友口碑與家人健康及喜好

- 討論來源與內容：通路粉絲團為網友討論聚集平台，關注話題除了抽獎行銷活動便以

品牌推薦為大宗，也有許多飲用心得分享等等討論

- 大廠與小農潛在競爭關係：小農單一乳源令消費者安心，大廠優勢則為心佔率，但逐

漸轉向小農的消費者造成的客群流失會是一大潛在危機

- 大廠與小農消費者選購關注面向：網友選購最著重口感考量，此外品牌可擴增無乳糖

鮮奶產品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缺口

- 焦點品牌口碑表現：大廠需著重品質管理並加強消費者對品牌的信心以減少流失客群；

小農不被選購原因大多為消費者個人預算考量及通路鋪貨不足



最新三大社群平台流量組成與趨勢 網紅影響力市場指標評析 網紅粉絲族群與潛在受眾深度剖析

「第三類媒體」—網紅的聲勢日趨高漲，

對網路社群已漸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網

路世代下，消費行為的改變，讓品牌企業除了

傳統媒體的行銷策略，也應逐步思考與第三類

媒體合作的可能型態。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與先勢行銷傳播集

團共同合作發布最新2020年度第三類媒體趨勢

報告，帶您了解最新社群平台的流量趨勢、提

供具權威性的網紅影響力指標，並整理出六大

網紅類型，剖析網紅行銷的分眾特性。

https://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2020-%e7%ac%ac%e4%b8%89%e9%a1%9e%e5%aa%92%e9%ab%94%e8%87%aa%e5%aa%92%e9%ab%94%e5%b9%b4%e5%ba%a6%e5%a0%b1%e5%91%8a?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2020-kol_annual_report
https://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2020-%e7%ac%ac%e4%b8%89%e9%a1%9e%e5%aa%92%e9%ab%94%e8%87%aa%e5%aa%92%e9%ab%94%e5%b9%b4%e5%ba%a6%e5%a0%b1%e5%91%8a?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2020-kol_annual_report


健康產業資料庫
全新上線！
健康產業資料庫
全新上線！

 OpView研究團隊與知名健康生活媒體早

安健康共同推出品牌健康服務力排行評比！

 持續追蹤健康相關19個產業、159個品牌，衡

量各品牌在產業中的口碑影響力！

 每週持續觀測最即時的社群變化，每月針對品牌

健康服務力排行榜進行評析。

https://bit.ly/38q5H3F
https://bit.ly/38q5H3F
https://bit.ly/3p8hvOy
https://bit.ly/3p8hvOy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1.02.01-02.07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5,518 LINE TODAY > 國內 罷免案未通過黃捷淚謝鳳山人

2 2,979 yahoo新聞 > 政治 陸若武力犯臺博明：臺灣人應有犧牲準備

3 2,015 LINE TODAY > 國內 快訊》回歸國民黨要爭黨主席趙少康自爆：韓國瑜要我選

4 1,894 LINE TODAY > 娛樂 雞排妹深夜親吐為何去翁立友記者會再爆超露骨性騷過程

5 1,782 LINE TODAY > 國內 「台江大道6死」家屬批設計不良提國賠現場2度勘驗結果出爐

6 1,735 LINE TODAY > 娛樂 翁立友支持提告雞排妹冷笑回5個字

7 1,545 LINE TODAY > 國內 黃捷、杏仁哥路口相遇結局超展開…微笑VS喇叭叫罵

8 1,453 LINE TODAY > 國內 趙少康傳出向江啟臣表態有意回國民黨

9 1,415 LINE TODAY > 國內 蓋亞那撤「台灣辦事處」外交部譴責：凸顯大陸邪惡本質

10 1,400 LINE TODAY > 國內 雞排妹再嗆翁立友「這四個字」網:愛上這個勇敢又瘋狂的小女孩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oG8vON
https://tw.news.yahoo.com/%E9%99%B8%E8%8B%A5%E6%AD%A6%E5%8A%9B%E7%8A%AF%E8%87%BA-%E5%8D%9A%E6%98%8E-%E8%87%BA%E7%81%A3%E4%BA%BA%E6%87%89%E6%9C%89%E7%8A%A7%E7%89%B2%E6%BA%96%E5%82%99-013517161.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02yOL2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rYZDzX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R2m3wM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6mZ8yX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023m02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oGOPm6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vJpL9K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WOGw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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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8 心情 喜歡的人有女友我被他女友po到ig了該怎麼辦

2 5,767 心情 男友媽媽把我送的禮盒丟掉...

3 1,839 時事 翁立友真的不會說話欸

4 1,515 時事 對雞排妹真的沒有好感

5 1,508 考試 可以不要再霸凌大葉大學了嗎？

6 1,283 心情 海底撈這服務不是性別歧視什麼才是

7 1,080 感情 不小心色誘了曖昧對象⋯⋯

8 993 心情 大頭症女網紅

9 974 感情 交往五年因為鴿子分手......

10 956 閒聊 國中生進去蹲好蹲滿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28707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285070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5297373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5283232
https://www.dcard.tw/f/exam/p/235268443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26894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281307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26650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288643
https://www.dcard.tw/f/talk/p/23528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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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 Gossiping [公告]雞排妹事件討論區

2 1,608 Gossiping [爆卦]翁立友記者會雞排妹現身鬧場

3 1,504 Gossiping [新聞]翁立友經紀人暈倒後緊急送醫！ 醫生急開

4 1,509 Stock [其他] GME討論

5 1,500 Gossiping [問卦]有人會看了雞排妹今天的操作更討厭她嗎?

6 1,493 MobileComm [公告]華碩小編事件集中討論串

7 1,487 marriage [求助]怎麼跟先生聊天

8 1,479 Gossiping [新聞]被諷「不會聊天就不要出來賺錢」雞排妹

9 1,472 Gossiping [新聞]男大生撞法拉利慘死！科技總座嗆：撞山壁

10 1,408 Gossiping [爆卦]罷免黃捷未過關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2503621.A.31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2505223.A.8C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2520408.A.E4A.html
http://www.ptt.cc/bbs/Stock/M.1612191018.A.17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2513368.A.CAB.html
http://www.ptt.cc/bbs/MobileComm/M.1612274743.A.A41.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12606674.A.1F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2440797.A.5F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2248372.A.7E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2604704.A.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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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45
居家

(空間設計與裝潢)
【開箱】回歸居住本質的清水模生活宅

2 325 閒聊(閒聊與趣味) 給掰的一群女基督徒

3 320
汽車

(汽機車七嘴八舌)
史上最沒用的配備沒有之一的keyless

4 269
汽車

(汽機車七嘴八舌)
檢舉魔人功在國家！檢舉年年爆增，事故和死亡也繼續增加中

5 265 汽車(動力研究室) 台灣汽車市場2021年1月銷售報告，Corolla Cross續創佳績！

6 220
汽車

(汽機車七嘴八舌)
台灣某部分人的高速公路壞習慣

7 204 時事(台灣新聞) 好笑，漲導好辛苦喔

8 193 生活(料理與食譜) 聚餐結帳時，朋友說誰有優惠就誰用

9 187 時事(兩岸新聞) 平時不願意當兵，戰時你跟我說你會保衛台灣......這什麼鬼邏輯！？

10 176
汽車

(汽機車七嘴八舌)
尾牙抽到納智捷是什麼感覺？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3&f=360&t=629423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37&t=629676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294&t=629726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294&t=629948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214&t=629527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294&t=629502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638&t=629600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02&t=629692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781&t=629716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294&t=629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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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5 東森新聞 翁立友被控襲臀首出面！雞排妹到場火爆對決？

2 13,337 ETtoday星光雲 最近的性騷擾風波鬧得風風雨雨😵😵今天翁立友首度公開露面...

3 10,654 韓國瑜 關於趙少康先生今天上午在記者會中說明已申請回復國民黨籍...

4 8,632 翁立友 only you 潔身自愛是我的信念，任何人的權利，尤其是女性的權益...

5 8,517
蔡英文 Tsai Ing-

wen
在中國政府打壓下，蓋亞那政府片面終止了與我國的協議...

6 7,051 三立新聞 駁斥性騷雞排妹？金曲歌王翁立友開記者會一次說

7 6,826 蘋果新聞網 金曲歌手翁立友出面聲明會#雞排妹#性騷擾翁立友因捲入雞排...

8 6,730
udn.com 聯合新聞

網
對少女狠狠打巴掌、潑飲料...這真是太誇張了！！！！

9 6,382 即新聞 翁立友出面聲明會

10 6,196 羅智強 靜思三天我需要一點時間沉澱決定罷萊委的下一步路

https://www.facebook.com/163088798947577_423677368939156
https://www.facebook.com/139520811332566_234347751727251
https://www.facebook.com/3015188868718257_505306543771390
https://www.facebook.com/1811318215703728_900164054072858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286404771065_2931979823705116
https://www.facebook.com/787149921882342_1126000757851461
https://www.facebook.com/246184306978553_267961824899714
https://www.facebook.com/10160916841056030_1585158808343007
https://www.facebook.com/139523767998937_861744277958361
https://www.facebook.com/3603244893045457_43038851821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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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46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立春過了新一年新開始。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

2 31,789 蝦皮購物 (Shopee) #文末大ㄔㄐ老闆瘋了吧？？！！才剛送個AirPods...

3 24,643 小許 新版一抽入魂來了!!送\十張\最強黑金蚩尤!!...

4 18,113
Big 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新年要到了，所以我老闆說要送你們新年禮物...

5 14,400 衛生福利部 再次#抽獎「貼文下tag一個親朋好友並提醒他/她維持...

https://www.facebook.com/3911017842322039_710421072967891
https://www.facebook.com/1648912721961089_244865567178064
https://www.facebook.com/1822617927902978_152954833305124
https://www.facebook.com/3736220129793573_226112682549386
https://www.facebook.com/1800602136772863_231833105280754


YouTube大熱門（排除贈獎文）

【少康戰情室】趙少康針對重
回國民黨一事發表說明

【志祺七七X圖文不符】義大利
女童參加Tik Tok危險挑戰喪命

【How Fun】How How邀請
張家兄弟上節目訪問

【攝徒日記Fun TV】中共限制
個人微博不能再發政治等內容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
老高講潘博文事件，談朱巴現象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2/youtube/%e3%80%90%e5%b0%91%e5%ba%b7%e6%88%b0%e6%83%85%e5%ae%a4%e3%80%91%e8%b6%99%e5%b0%91%e5%ba%b7%e9%87%9d%e5%b0%8d%e9%87%8d%e5%9b%9e%e5%9c%8b%e6%b0%91%e9%bb%a8%e4%b8%80%e4%ba%8b%e7%99%bc%e8%a1%a8%e8%aa%aa/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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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8%86%e6%9e%90%e7%be%a9%e5%a4%a7%e5%88%a9%e5%a5%b3%e7%ab%a5%e5%8f%83%e5%8a%a0tik-tok%e4%b8%8a%e7%9a%84/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2/youtube/%e3%80%90how-fun%e3%80%91how-how%e9%82%80%e8%ab%8b%e5%bc%b5%e5%ae%b6%e5%85%84%e5%bc%9f%e4%b8%8a%e7%af%80%e7%9b%ae%e8%a8%aa%e5%95%8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2/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4%b8%ad%e5%85%b1%e9%99%90%e5%88%b6%e5%80%8b%e4%ba%ba%e5%be%ae%e5%8d%9a%e4%b8%8d%e8%83%bd%e5%86%8d%e7%99%bc%e6%94%bf%e6%b2%bb%e3%80%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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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80%81%e9%ab%98%e8%ac%9b%e6%bd%98%e5%8d%9a%e6%96%87%e4%ba%8b%e4%bb%b6%ef%bc%8c%e8%ab%87%e6%9c%b1%e5%b7%b4%e7%8f%be/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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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80%81%e9%ab%98%e8%ac%9b%e6%bd%98%e5%8d%9a%e6%96%87%e4%ba%8b%e4%bb%b6%ef%bc%8c%e8%ab%87%e6%9c%b1%e5%b7%b4%e7%8f%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