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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聲音市場大解密：從社群數據分析Podcast產業

- 比較聽Podcast和看YouTube的聲量趨勢與關注焦點

- 深入了解Podcast社群討論熱點、熱門來源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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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上Podcast熱潮了嗎？2020年堪稱是「Podcast元年」，各類型的Podcast頻道如雨後春筍

般出現，作為急速成長的聲音媒體，吸引了不少廣告主關注新興聲音市場的商業潛力，再者

Podcast具有聽眾通常對主持人信任度高、聽眾習慣在通勤收聽的優勢，使得Podcast有較高的

廣告完聽率，不過在Podcast投資最大的困難在於收聽管道多、缺少如YouTube的觀看數、留言

數等整合且可紀錄的行銷成效數據，讓投資人不易追蹤受眾，根據調查［註1］顯示有49.2%的聽眾

是藉由社群媒體的管道開始接觸Podcast，代表Podcast聽眾與社群平台間的相關程

高，因此本分析將從社群大數據的角度

切入來探討Podcast 產業。

Podcast又有「用聽的YouTube」之稱，

常被與同是熱門的影像、聲音媒體創作

平台YouTube共同比較，在受眾有限的

時間之中，掀起一波閱聽平台爭奪賽。

因此本期Social Watch首先將透過網路

聲 量 分 析 「 聽 Podcast 」 和 「 看

YouTube」討論趨勢，觀察兩大媒體平

台的閱聽行為、需求與討論焦點，並進

一步剖析鎖定潛力平台Podcast的相關

討論，研究分析Podcast產業2020年的

聲量趨勢、熱點以及重點頻道，協助讀

者了解Podcast聽眾的真實想法。

［註1］SoundOn X INSIDE所發表之 2020 H1 Podcast 產業調查報告市場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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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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 vs YouTube 平台的閱聽時間爭奪賽

聽Podcast vs 看YouTube 2019至2020年聲量月趨勢

1-1｜比較「聽Podcast」與「看YouTube」行為之聲量趨勢

［註2］平均季度成長率係計算2019至2020年每季度成長率之平均值。

［註3］YouTuber的所有影片均會插入廣告，若不是合作夥伴計劃的創作者，則無法分紅。

你更喜歡看YouTube還是聽Podcast？從網路聲量的角度來看2019至2020年的平均季度聲量成長率，

可發現Podcast的成長遠大於YouTube，Podcast未來的發展可說是深具潛力。

至2019年YouTube已有成熟的產業營運模式，平台上的創作影片蓬勃發展，其中網友提出「現在還會

想看YouTube嗎？」的文章引發熱烈迴響，多聚焦在「看YouTube的目的」以及「廣告」兩大因素的

探討，多數網友認為YouTube內容多元，可選擇有興趣的影片觀賞，適合學習新知、消磨時間，不過

仍有部分網友認為YouTube已過時、久了會膩或影片內容大同小異的觀點，僅將YouTube當作聽音樂

的平台來使用，此外2019年11月YouTube推出的YouTube Premium服務，引起未購買服務的使用者

抱怨廣告的頻率和長度增加，再加上美國已實行、台灣預計從2021年中開始的新廣告政策［註3］，使得

創作者與閱聽者萌生轉換平台的想法，如何在盈利和使用者體驗間達到平衡，是YouTube長期發展的

一大考驗。

由上方月聲量趨勢圖可觀察到2019年大眾對Podcast沒有太多的討論，以「有聽Podcast嗎？」、「聽

什麼Podcast」相關討論居多，由於當時Podcast本身的頻道數不多，網友討論的熱門頻道重複率高，

此時的Podcast在台灣市場處於導入期的階段。2020年Podcast相關討論呈倍數成長，越來越多各領域

的創作者發現這塊市場並投入內容，讓更多網友們關注到這個已存在多時的「新媒體」，並透過社群

平台的分享快速擴散，顯示Podcast產業的竄起以及未來在商業廣告上的發展，皆是相當值得各平台的

創作者與廣告商關注的。而是什麼原因讓Podcast在媒體的洪流中異軍突起？造成Podcast與YouTube

聲量成長率落差極大的因素為何？接著，將透過文字雲來剖析閱聽人的需求與關注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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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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Podcast」之社群討論文字雲

Podcast口播廣告形式接受度高

新聞政治類型受熱議網路設備為主要考量

疫情、藍牙耳機為Podcast崛起關鍵

「看YouTube」之社群討論文字雲

1-2｜比較「聽Podcast」與「看YouTube」行為之討論焦點

研究2020年YouTube觀看行為的熱議關鍵字可發現，

節目內容以「新聞」、「政治」相關最受到矚目，

在觀看考量上除了節目類型與個人「興趣」相符程

度外，受到YouTube影片無法下載的限制，加上使

用者受影片畫質影響程度大，使得「網路」以及

「手機」、「電腦」等硬體設備共提率高。

Podcast的熱門節目類型則以「電影」、「故事」、 「新

聞」受到最多討論，出現的「考試」、「英文」字眼顯示

不少聽眾將Podcast作為學習的工具，由於Podcast可離線

下載收聽的特性，受網路和硬體設備限制小，因此聽眾在

考量上更著重在頻道本身的「主持人」 的「聲音」、「麥

克風」的品質。另外觀察Podcast爆紅討論因素可發現，由

於「疫情」增加了待在家中的時間，再加上活動陸續停辦，

公眾人物和群眾實體互動率減少，Podcast作為比影像的平

台進入門檻低且更為靈活的陪伴型媒體，恰好補足了需求

的缺口，而在硬體方面受到藍芽「耳機」普及化的影響下，

大幅提升了聆聽Podcast的方便性。

接著，比較YouTube和Podcast共提「廣告」詞彙的文本內容， 發現YouTube廣告較容易使閱聽人產

生過度行銷的反感，甚至成為使用者轉移平台的原因，如有網友表示「我聽Podcast是因為YouTuber

廣告太誇張了」，而對於兩平台未來的走向，不少網友擔心Podcast會YouTube化，會像YouTube一

樣增加了廣告推銷卻限制了言論自由(黃標審查)。也有網友認為Podcast以口播業配的模式，透過生活

分享的切角來介紹商品，增加娛樂性的同時，只佔用耳朵的廣告形式也大幅提升聽眾的接受度，如

「畢竟Podcast在背景時也能收聽，一邊聽、一邊看看產品還滿愜意的。」。隨著Podcast經過成長期

邁向成熟期的階段，許多廣告主開始關注這個聽眾信任度高、廣告完聽率佳的平台。將下來將透過分

析Podcast在網路社群上的聲量趨勢、與聽眾討論的時間點與網站，帶您觀察Podcast討論的社群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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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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 2020年聲量月趨勢［註4］

網紅觀察提升Podcast熱度百靈果KK Show社群迴響佳
2-1｜Podcast整體聲量趨勢分析

從Podcast與YouTube比較分析可發現Podcast聲量成長快速，產業發展值得關注，因此將更深入的

研究Podcast在社群數據上的表現。首先，綜觀2020年整體Podcast討論趨勢與內容，可發現1月至3

月期間主要話題為「馬克信箱」，以及對Podcast初認識的相關討論，如「大家會聽Podcast嗎？」、

「台灣流行Podcast嗎？」等，至五月開始多元化的頻道漸漸有曝光，其中財金類型的頻道股癌、財

報狗討論最熱烈，另外呱吉與百靈果的訪談合作、YouTuber艾爾文設立的「艾耳聞」Podcast頻道，

皆讓原有的觀眾認識到Podcast平台。「台灣通勤第一品牌」(以下簡稱台通)節目自四月底上線，兩

位主持人詼諧分享日常、聊時事的風格，迅速吸引大批聽眾，除了經營自身的節目外，主持人勤上其

他Podcast頻道，加上與不同領域的名人跨界合作，成功大幅增加了節目的社群曝光，可說是爆紅速

度最快的頻道，在2020上半年有許多頻道百花齊放，作為下半年聲量爆發的奠基。

由上圖可發現8月聲量為7月的2倍，而究竟什麼樣的話題帶起網友討論?進一步觀察聲量7月至8月的

熱門話題，有製作網路分析單元「YouTube觀察日記」的志祺七七與「網紅觀察室」的Joeman皆有

注意到Podcast產業升溫的趨勢，分別剖析Podcast的市場現況與未來挑戰，帶起網友們、網紅同業

對Podcast的熱議，其中Podcast「可以邊做別的事邊聽」的特點，讓網友紛紛留言表示自己常在上

班、通勤時間聽，在影音疲乏的時代成為爆紅的主因之一。夾帶著高熱度Podcast的聲量在2020下半

年持續發酵，其中以百靈果的KK Show引起廣大的迴響，由於節目邀請的嘉賓們涵蓋不同政治立場、

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及曾在國外生活過的台灣人等，常吸引眾多網友分享自己的觀點。

［註4］Part1聲量僅收錄收聽Podcast行為相關討論，Part2聲量為Podcast整體產業及頻道聲量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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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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18-21時段收聽率和討論度最為活躍
2-2｜Podcast討論熱點解析

Podcast討論則數雷達圖

鮮蝦挺！Podcast三本柱攻佔熱門社群頻道

2-3｜Podcast社群討論來源

Podcast移轉經營社群之列表(節錄)

了解Podcast聲量的趨勢走向後，接著將更進一步探討

討論最活躍的時段，根據調查［註1］，收聽前三名的時段

為21-24時、18-21時、9-12時，而從聲量的角度來看

熱門討論的時段，前三分別是21-24時、18-21時、24-

6時 ，表示聽眾的收聽率和熱門討論皆落在下班至午夜

前的時段，其中討論比例大於收聽的時段為24-6時，代

表有不少網友晚間收聽完節目後，在社群平台分享心得，

因此有較為活躍的社群討論。

Podcast為無法即時雙向溝通的媒介，且流量分散在各個平台，對於廣告主來說在審視行銷成效上

較為困難，不少Podcaster藉由經營社群平台提升與粉絲互動的頻率，因此本節將透過分析聲量來

源，來探討Podcast的節目熱度如何移轉到Podcaster經營的社群？而又是哪些頻道的聲量表現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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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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量趨勢

■ 「聽Podcast」市場潛力：平均季度聲

量成長率遠遠大於「看YouTube」

■ Podcast崛起過程：2019年導入期、

2020年討論快速擴散

聽Podcast vs看YouTube行為分析

Podcast 整體聲量分析

■ 2020上半年節目百花齊放：財金類型關注度高、台通爆紅

■ 2020下半年掀起Podcast熱潮：網紅產業觀察影片、百靈果KK Show

趨勢分析

21-24時、18-21時、24-6時為最活躍的討論時段

討論熱點

■ Facebook引起的社群迴響最佳

■股癌Facebook聲量最高：常分享股市走向、國際大事，吸引粉絲留下觀點。

Podcast移轉經營之社群

討論內容
■ YouTube觀看行為熱議關鍵字：

節目內容-新聞、政治
觀看考量-興趣、網路、手機、電腦

■ Podcast 收聽行為熱議關鍵字：
節目內容-電影、故事、新聞
觀看考量-聲音、主持人、麥克風
爆紅因素-疫情、耳機

■ YouTube和Podcast經常共提「廣告」模式

本期重點整理

由上方的Podcast熱門社群頻道排行榜，可發現Podcaster所經營互動的社群平台中，以Facebook引

起的社群迴響最佳，進一步探究文本內容可觀察，在Podcaster分享最新的節目連結文下，常有粉絲爭

相留言給予回饋，補足了Podcast平台本身互動性的不易。此外，同時將節目上傳到YouTube的馬克

信箱與百靈果，讓更多使用不同平台的受眾接觸到Podcast節目，增加了頻道的曝光度。

而常佔據Podcast即時排行榜的「三本柱」股癌、百靈果、台通，在社群表現上也相當亮眼，其中聲量

最高的股癌，由於常在Facebook分享最新市場走向與國際大事，成功吸引不少關注股市的粉絲回覆看

法。整體來說，經營社群平台可提升粉絲與創作者間的真實感與親切感，若能有效利用與聽眾的溝通

管道，可以更有機會讓節目推廣至不同的群眾。

Part3 Podcast節目與曝光成效分析：將會分析收聽管道的討論度、

統計網路聲量前十名的Podcast頻道，並剖析熱門頻道的聽眾族群

組成，歡迎下載完整簡報，查看進階的分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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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94%a2%e6%a5%ad%e8%81%b2%e9%87%8f%e5%a0%b1%e5%91%8a%e3%80%8bpodc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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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e7%94%a2%e6%a5%ad%e8%81%b2%e9%87%8f%e5%a0%b1%e5%91%8a%e3%80%8bpodc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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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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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 感情 我好像害死我外甥….

2 1,695 感情 我覺得我很正但單身23年是為什麼很認真

3 1,428 心情 大年初三我報警了…

4 1,379 心情 媽媽叫我放棄繼承

5 1,345 心情 前任擅自丟我東西

6 1,139 有趣 刮刮樂真的假的？

7 1,134 閒聊 這個表情符號是Android才有的嗎

8 1,105 心情 這輩子乾脆不要開車了⋯⋯

9 964 心情 我會叫你去跳樓

10 944 感情 男朋友只有一顆睪丸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1.02.15-2021.02.21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535 LINE TODAY > 生活 「500萬劑BNT疫苗」被打壓攔截！

2 3,110 LINE TODAY > 國內 韓國瑜更新社群無預警「宣布復出」：不忘初衷

3 2,665 LINE TODAY > 國內 整天吵著要中國疫苗她一句話嗆爆這些人

4 1,973 LINE TODAY > 國際 4中國武裝海警船首闖入釣魚台海域

5 1,836 yahoo新聞 > 中部離島 有苦難言！陳時中證實台灣買BNT疫苗受中國打壓

6 1,835 LINE TODAY > 國際 台灣買500萬劑BNT疫苗遭中國介入？國台辦說話了

7 1,740 LINE TODAY > 國內 德國BNT「將供疫苗給台灣」莊人祥：希望說到做到

8 1,563 LINE TODAY > 國內 蔡英文817萬票再受質疑中選會批：製造社會對立

9 1,461 LINE TODAY > 生活 靈堂下跪也沒用輾狗男驚傳遭公司開除：明天不用來

10 1,308 yahoo新聞 > 中港澳 習近平、拜登除夕這通電話港媒警告：台灣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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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85653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36992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35218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35438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383526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5344094
https://www.dcard.tw/f/talk/p/235359206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360366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374162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374666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ez136g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gW5orN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nzPQY1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9wPEOr
https://tw.news.yahoo.com/%E6%9C%89%E8%8B%A6%E9%9B%A3%E8%A8%80%EF%BC%81%E9%99%B3%E6%99%82%E4%B8%AD%E8%AD%89%E5%AF%A6%E5%8F%B0%E7%81%A3%E8%B2%B7bnt%E7%96%AB%E8%8B%97%E5%8F%97%E4%B8%AD%E5%9C%8B%E5%A4%A7%E9%99%B8%E6%89%93%E5%A3%93%E5%96%8A%E5%8D%A1-022005142.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2Jl5pO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nzrD6x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MGYwej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LowM5j
https://tw.news.yahoo.com/%E7%BF%92%E8%BF%91%E5%B9%B3-%E6%8B%9C%E7%99%BB%E9%99%A4%E5%A4%95%E9%80%99%E9%80%9A%E9%9B%BB%E8%A9%B1-%E6%B8%AF%E5%AA%92%E8%AD%A6%E5%91%8A-%E5%8F%B0%E7%81%A3%E9%82%84%E6%90%9E%E4%B8%8D%E6%B8%85%E6%A5%9A%E7%8B%80%E6%B3%81-0333324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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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62 居家_空間設計與裝潢 【開箱】我的台中首購女子小宅！

2 309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大貨車內線超車，有辦法檢舉嗎？

3 246 手機_Android_Asus 放棄難用的華碩Zenfone max pro2原生系統

4 236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西濱嚴重車禍！21輛車連環撞「擠到變形」

5 224 汽車_韓國車系_KIA 社會新鮮人小車開箱，最後選擇小改款Picanto

6 209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人不如狗

7 183 時事_台灣新聞 趙少康批找總公司買疫苗是偷雞摸狗

8 166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是否應該規定檢舉違規如果對方申訴成功檢舉人必須賠..

9 160 時事_國際新聞 天大的笑话，新疆维族人口近40年翻了2倍，竟然被说..？

10 160
汽車_台灣車系

_LUXGEN
月薪29000該選哪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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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 Gossiping [新聞]北部2房當嫁妝！清大女友「真實身分」曝.

2 1,480 Gossiping Re: [問卦]怎麼樣拒絕承接家裡的事業

3 1,479 Boy-Girl [求助]女友最近的行為讓我很困擾

4 1,475 Gossiping [問卦]怎麼樣拒絕承接家裡的事業

5 1,460 Gossiping [問卦]家裡鬧翻了啦該怎麼辦？

6 1,362 Gossiping [爆卦]台灣去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多達2968人！

7 1,352 lol [電競] 2021 PCS Spring W1D1

8 1,335 Gossiping [新聞]趙少康批找總公司買疫苗是偷雞摸狗陳時

9 1,292 marriage [求助]是否需要為了孩子的童年回憶花錢養車?

10 1,282 Gossiping [爆卦]拜登：不會為台港發聲對抗中國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7&f=360&t=630654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294&t=630675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588&t=630511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294&t=630927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691&t=630773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294&t=630448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638&t=630732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294&t=630861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780&t=630875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444&t=6304985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3890195.A.A7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3342212.A.18E.html
http://www.ptt.cc/bbs/Boy-Girl/M.1613402519.A.7E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3329101.A.65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3475939.A.B5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3641733.A.A3B.html
http://www.ptt.cc/bbs/lol/M.1613719520.A.85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3650508.A.AA9.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13400738.A.AC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3560907.A.6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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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7,402 趙小僑官方粉絲專頁 致所有一路以來關心我的朋友們謝謝你們，很開心…

2 10,051 韓國瑜 【被置之死地的台灣民主】春節剛過，百工百業回到崗位…

3 9,324 噓！星聞 #噓短片鼠薯火很大🔥🔥🔥鼠薯看起來有像Doctor嗎？…

4 7,374 趙小僑官方粉絲專頁 經歷過一次人工失敗、二次試管失敗後，老天爺終於眷顧…

5 6,457 台灣達人秀 你手機裡最近期的迷因圖是什麼？

6 5,623 東森新聞 有人想插隊大家會怎麼辦？白目車狂叭硬插隊！…

7 5,350 孫協志Tony Sun 以下開放祝福！😆

8 5,349 GirlStyle台灣女生日常 這創意日本人能超越日本人！！ #GirlsPick女生選物…

9 5,026 韓國瑜 【謝謝一直都在，公益代替謝票】知道大家一直都在…

10 4,979 台灣達人秀 用一句話形容你住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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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41,185
神魔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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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2,563 勞工保險局 ＃文末有禮元宵猜燈謎，你能猜對幾題？…

3 10,121 專業清算師 留10000個 ️☝️💪可以嗎？

4 6,741 緯來日本台 嗯哼，如圖。 #詳情請洽留言處#開春首發…

5 6,303 肥大叔 肥大叔來幫您們補財庫~收到的請打右~初四迎財神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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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061973777722_775559936696252
https://www.facebook.com/3027614730809004_1544382979091316
https://www.facebook.com/1855118267976958_195249835682521
https://www.facebook.com/277229990427587_265498701765033
https://www.facebook.com/4639306749414259_2908084726094442
https://www.facebook.com/5730409323660778_287683372697324
https://www.facebook.com/3041213612649053_774367296535212
https://www.facebook.com/3330848253683978_3968330019892457
https://www.facebook.com/3028424277394716_1894338950704702
https://www.facebook.com/4645781425433458_424108792024703
https://www.facebook.com/3942331502524006_713767399287611
https://www.facebook.com/4253719354657576_729456917586977
https://www.facebook.com/467489727958469_276720430751629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731427440778_862268734506267
https://www.facebook.com/855800731644501_73746227028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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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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阿嘎】吳宗憲與網紅蔡阿嘎的台語大考驗，
究竟鹿死誰手？

【韓國瑜官方頻道】開設頻道新單元，關心庶
民生活

【阿啾小劇場】阿啾和哆啦A夢重要的情感連
結感人登場

【啾啾鞋】成為統神端火鍋影片的專家！啾啾
鞋釣魚成功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如何實現反重力技術？未來AI將與人類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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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youtube/%e3%80%90%e8%94%a1%e9%98%bf%e5%98%8e%e3%80%91%e5%90%b3%e5%ae%97%e6%86%b2%e8%88%87%e7%b6%b2%e7%b4%85%e8%94%a1%e9%98%bf%e5%98%8e%e7%9a%84%e5%8f%b0%e8%aa%9e%e5%a4%a7%e8%80%83%e9%a9%97%ef%bc%8c%e7%a9%b6/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2/youtube/%e3%80%90%e9%9f%93%e5%9c%8b%e7%91%9c%e5%ae%98%e6%96%b9%e9%a0%bb%e9%81%93%e3%80%91%e9%96%8b%e8%a8%ad%e9%a0%bb%e9%81%93%e6%96%b0%e5%96%ae%e5%85%83%ef%bc%8c%e9%97%9c%e5%bf%83%e5%ba%b6%e6%b0%91%e7%94%9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2/youtube/%e3%80%90%e9%98%bf%e5%95%be%e5%b0%8f%e5%8a%87%e5%a0%b4%e3%80%91%e9%98%bf%e5%95%be%e5%92%8c%e5%93%86%e5%95%a6a%e5%a4%a2%e9%87%8d%e8%a6%81%e7%9a%84%e6%83%85%e6%84%9f%e9%80%a3%e7%b5%90%e7%ab%9f%e7%84%b6/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2/youtube/%e3%80%90%e5%95%be%e5%95%be%e9%9e%8b%e3%80%91%e6%88%90%e7%82%ba%e7%b5%b1%e7%a5%9e%e7%ab%af%e7%81%ab%e9%8d%8b%e5%bd%b1%e7%89%87%e7%9a%84%e5%b0%88%e5%ae%b6%ef%bc%81%e5%95%be%e5%95%be%e9%9e%8b%e9%87%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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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6%82%e4%bd%95%e5%af%a6%e7%8f%be%e5%8f%8d%e9%87%8d%e5%8a%9b%e6%8a%80%e8%a1%93%ef%bc%9f%e6%9c%aa%e4%be%86ai%e5%b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