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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溝通平台探索

Part 1

2.1 網紅與品牌的相關性探索

2.2 網紅與粉絲互動暨好感度分析

1.1 消費族群與偏好分析

網紅行銷
客群輪廓描繪

1.3 平台熱門話題觀察

2.3 網紅「串門子」延伸效益解析

網紅行銷意即品牌藉由和網紅合作的方式，來達成自身的行銷目標，也是目前最直接、有效的廣

告方式之一，而網紅在這之中最大的價值便是發揮自身的影響力與知名度，再加上社群平台與媒體

的力量，藉此增加消費者購買意願與品牌信任度。而近年來社群媒體的操作隨著平台演算法不斷變

革、受眾的使用習慣改變等而有所調整，所以對品牌、代理商來說，要如何利用工具搶占社群趨勢

的先機，擬好最新策略就變得至關重要。

本期Social Watch節錄資深分析師鍾馨瑩於《大數據開講bar》中的演講內容，將以數據分析拆解

網紅行銷，描繪目標客群輪廓、興趣喜好，即時掌握市場需求變化，找出品牌自身的行銷戰場，並

透過實例—鮮食品牌，示範如何運用社群指標評估網紅合作，找到最合適的合作網紅！

網紅評估
指標暨實例說明

Part 2

本期焦點

網紅行銷評估指南 打造品牌社群圈新戰力
- 網紅行銷起手式：目標客群輪廓、溝通平台與熱門話題分析

- 網紅合作放大鏡：合作網紅評估指標及實際案例操作

OpView放大鏡

熱門話題調查局 ( 手作市集 / 中華職棒 / 乾拌麵 )

熱議文章大公開 ( 新聞 / Dcard/ PTT / Mobile 01 / Facebook / YouTu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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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行網紅行銷之前，首先要確定品牌自身行銷目的、目標受眾為何？藉由網紅合作，希望達到什麼樣

的效果？再透過分析聲量趨勢、熱門話題、關鍵字等，進一步了解目標客群關注的話題內容，以及活躍

討論之處，以選擇能快速、有效溝通的平台，最後再透過各項社群指標，評估能達到行銷目的之網紅來

合作，接下來，將先帶您來看看欲精準行銷所需之前置作業。

首先，品牌潛在受眾除了可以區分性別比例之外，還可以再分出已婚、未婚、有無子女、上班族、青年

、學生等。以左圖情境來說，品牌關注者的身分特徵是女性、未婚跟上班族，接著，藉由觀察他們的留

言，歸類發文頻道的屬性，找出他們的興趣，以右圖為例，當我們發現品牌關注者對寵物有興趣，其次

是美妝保養跟消費後，就可以將以上元素收集起來，作為往後宣傳推廣的參考素材。在前置作業先清楚

目標客群的興趣愛好，描繪輪廓後才能更快速、精確的制定完善的行銷策略。

PART1、網紅行銷客群輪廓描繪

消費族群與偏好分析1-1客群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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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品牌曝光度、建立品牌形象、提高產品銷售

近期是否有竄起平台？

受到大家熱烈討論的平台是？

族群分析、關鍵領袖、忠誠網友分析

探索適合網紅確認行銷目的

八大族群加上興趣分析，描繪消費者輪廓

▲品牌關注者興趣分析▲品牌關注者族群分析圖

選擇溝通平台鎖定目標客群

精準行銷

聲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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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可以透過網路討論聲量來分析時下趨勢，找出近期的熱門

溝通平台。如上圖根據近三個月的統計結果，能看出Clubhouse的

討論度竄升極快，再從聲量成長、熱門話題中找出爆紅原因，包括

可零距離接觸藝人網紅、第一時間了解熱門事件、與有相同興趣的

陌生人零距離互動等，尤其是藝人網紅的出現會讓網友有驚喜感，

因此試著在Clubhouse中推出快閃活動、製造驚喜感，也是品牌未

來可考慮的活動推廣方式之一。

▲平台聲量成長率分析圖

而要進行網紅行銷究竟哪一個平台最合適？於是進一步聚焦「網紅」

相關的討論聲量，最後發現各平台中以 YouTube 的討論度最高，表

示相較於異軍突起的Clubhouse， YouTube 對於網紅行銷來說，是

更為合適的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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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平台探索——趨勢掌握1-2客群
探索

Clubhouse突崛起，與網紅零距離接觸成熱議

與網紅相關的討論仍以 YouTube 居多

溝通平台探索——選擇有效平台1-2客群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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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合作網紅需要先做好前期評估，如上重點所述，確認行銷目的後，框定目標客群也很重

要，必須掌握品牌關注者的族群分佈、興趣，才能做到投其所好，接著還要選擇合適的溝通

平台，緊抓趨勢脈動，借力使力，讓品牌行銷做到事半功倍。

隨著市場上出現愈來愈多的品牌相互競爭，面對堆山積海的產品資訊、廣告，消費者很容易

便會迷失其中，注意力也愈發下降，因此面對品牌，消費者更傾向相信關鍵領袖的意見，伴

隨網紅時代的來臨，利用網紅的知名度來行銷成為現今潮流，且網紅與追蹤者間的關係本就

建立於信任之上，粉絲對網紅們有著高度的認同，而這股認同也造就了網紅們的影響力，讓

品牌能達到想要的推廣效果與銷售額。

因此在完成網紅行銷的起手式後，我們在下一部分將接續從指標與實際案例，帶您探討如何

評估適合品牌的合作網紅。

平台熱門話題觀察1-3

No.2 趣味分享

94,974

No.3 音樂創作

91,664

No.4 知識分享

87,362

No.5 繪畫插圖

69,851

No.1 寵 物

110,272 

▲網紅類型群眾影響力排行榜

進一步可以觀察欲選擇之平台上是否有什麼熱門話題、元素可供參

考，如左圖可見2020年度在YouTube上被觀看次數最多的影片為寵

物類影片，代表網友對寵物類的內容最有興趣，而在寵物類型的影

片中， 又以寵物生活分享、整人驚喜、特殊寵物知識分享等主題企

劃最具影響力，可知此類主題具有相當程度潛在商機。

No. 標題熱門詞 熱詞群眾影響力【註1】 (單位萬次)

1 搬家

2 奶貓、奶貓+救援

3 整人、整人+驚喜

4 從零開始養、從零開始養+特殊寵物

5 受傷

6 交配、交配+叫聲

7 特輯、特輯+生日

8 飼養、飼養+開箱

9 崩潰、崩潰+傻眼、崩潰+剪指甲

10 發抖、發抖+角落 33.8 

37.9 

42.6 

42.7 

48.4 

48.8 

54.7 

57.8 

61.8 

68.9 

▲ YouTube「寵物影片」熱門詞群眾影響力排行榜

掌握三大關鍵，做好前期分析客群
小結

客群
探索

YouTube寵物影片深得網友心

【註1】：群眾影響力以發文後兩日內之觀看次數除以主文量，進一步計算出網紅發文的平均觀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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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一部份網紅行銷的前期評估後，則可開始探索適合品牌的網紅。挑選合作網紅有許多指標，知

名度固然是不可忽視的一環，以YouTube平台來說，頻道的訂閱數是最直觀的知名度參考，然而高訂

閱的網紅不一定能創造高流量，意即頻道影片的觀看次數也是觀察群眾影響力的重要指標。

而隨著越來越多人投入影音創作平台，網紅的選擇也越發多元，除了基本的知名度評估，挑選網紅更

重要的是判斷網紅的風格和自身品牌調性是否符合，同時觀察候選合作網紅與粉絲的互動頻率，再接

續探討該網紅的粉絲族群對於企業推出產品或服務是否有興趣，一步一步挑選適切的合作對象！本段

將透過寵物鮮食品牌實例拆解網紅評估指標與步驟，帶您了解如何運用社群大數據找到「對」的人，

借力使力、放大影響力！

PART2、網紅評估指標暨實例說明

網紅與品牌的相關性探索2-1網紅
評估

以寵物鮮食品牌為例，希望透過網紅推廣寵物鮮食，因此先挑選了一批以經營寵物內容為主的知名網

紅，而針對這批網紅名單該怎麼找出合適的合作對象呢？我們可以透過網紅跟品牌關聯性的評估，找

出最符合品牌概念的網紅。上圖運用群眾影響力與品牌概念相關性來進行綜合評估，縱軸越高代表平

均觀看次數越多，橫軸則是透過分析這個網紅被網友回應的所有內容，當中有多少比例是與品牌概念

相關的，以評估網紅頻道與品牌概念的相聯性。

從上圖來看，可發現南瓜Pumpkin的觀看數與訂閱數並非最高，但卻是與「鮮食」概念相關性最高的

網紅，而好味小姐Lady Flavor的相關性也有8.3%，同時在群眾影響力中位列第三，以這樣的分析為例

，品牌就可以盡量找越靠近右上角的網紅合作，表示他不僅靠近品牌理念，同時又能兼具知名度。

許伯&簡芝—倉鼠人

好味小姐 Lady Flavor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豆漿 - Soybean Milk

老人與狗

連環泡有芒果影片專區

南瓜 Pumpkin
VITO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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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影響力 x 品牌關聯分析圖

【註2】品牌概念相關性依據網友討

論內容計算整體回文中網友提及品牌

概念的占比，數值越高表示網紅粉絲

的調性與品牌概念越相關。

【註3】圓圈大小係以YouTube訂閱

數為數據進行繪製，圓圈越大代表訂

閱數相對高。

以寵物鮮食品牌為例，分析網紅是否符合品牌調性

品牌概念相關性【註3】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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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與粉絲的互動暨好感度分析2-2網紅
評估

我們想進一步了解網紅與粉絲的互動狀況，因此透過網紅互動占比來找出與粉絲互動最密切的網紅，從

上圖來看，可知Pumpkin與粉絲的互動最為密切。接著，也透過分析「鮮食」相關的留言好感度，來了

解網紅的粉絲是否喜歡這類的鮮食產品，由下圖YouTuber的粉絲留言好感度分析可見，Pumpkin的粉絲

對「鮮食」的好感度相對高，也顯示這群粉絲對於鮮食的影片有較正向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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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對於「鮮食」相關留言情緒好感度分析圖

觀察網紅互動比與紛絲留言情緒好感度

Image Source：南瓜 Pumpkin

綜合以上品牌概念關聯性、網紅互動占比以及好感度等指標，最終評估優先考慮合作的網紅為Pumpkin

。此外，後續還可進一步探討粉絲喜歡跟Pumpkin互動，以及Pumpkin被粉絲喜歡的原因，以尋找能引

發受眾關注、共鳴的元素，更能有效直擊目標客群的心。歸納網友文本後發現，多數人認為Pumpkin吃

鮮食的時候很可愛、優雅，看了很「紓壓」，因此在合作時品牌可以多保留「療癒」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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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互動比分析圖

【註4】網紅互動占比係以網紅留言數/總留言數計算，數值越高表示網紅於留言區回覆占比越高、網紅與粉絲的互動越頻繁。

【註5】情緒好感度係以正評聲量 / 負評聲量計算，數值大於1代表網友對該議題的討論情緒較為正面，數值小於1則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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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pN0eCvvunehdQ1DH0Gb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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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選定合作網紅之後，就可以進行延伸效益分析，挖掘網紅間的互動、粉絲重疊率等，評估其他適

合一起合作的網紅。如上圖，分析曾到南瓜 Pumpkin 頻道影片下方「串門子」的網紅後，發現除

小吳團隊成員外，其餘還有曾影片合作的網紅會來進行互動，且這類型串門子的留言也會更吸引粉

絲回應。另外，也可透過留言中的共同粉絲占比來分析網紅們的粉絲是否重疊，若重疊度高則能提

高粉絲興趣，帶動銷售機會，但若想增加品牌曝光，則可挑選重疊度低一點的網紅進行合作。同時

，透過其他網紅將影片分享於自有頻道的成效，也可檢視實際創造出的外部流量，幫助我們以選定

的網紅為中心，挑選其他適合且更具效益的其他合作網紅。

網紅合作評估三大重點回顧網紅
小結

網紅「串門子」延伸效益解析3-3網紅
評估

其他網紅留言能帶動更多粉絲互動意願

網紅
留言中

共同粉絲占比
關係備註

有分享的
自有頻道

觀看數 按讚數 回文數 網友分享數

南瓜 Pumpkin -- 頻道本身 FB、IG、YT 673,781 560,102 1,052 93

見習網美小吳 39% 南瓜主人 FB、IG、YT 373,930 447,439 502 45

黃氏兄弟 27% 影片合作 FB、IG、YT 204,813 19,655 167 18

卡特Kart 13% 小吳團隊成員 FB、IG -- 87,430 327 3

希露弟弟啃雞腿 5% 影片合作 FB、YT 15,535 84 10 1

進行品牌相關性探索，分析網紅是否符合品牌調性

觀察網紅與粉絲間的互動情況，如互動比與紛絲留言情緒好感度

挑選適合的網紅之後，進行延伸效益分析，協助挑選其他適合一起合作的對象

最後，總結本期重點，想掌握社群行銷趨勢，就要懂得靈活善用社群聆聽工具，確認行銷目標後描

繪出客群輪廓、選擇適合的互動平台與貼近消費者的素材，最後，藉由社群指標來有效評估「對」

的合作方式與對象，透過與適切的網紅合作來放大影響力、加速目標達成，讓品牌於行銷戰場上無

往不利。

資料範圍： 2020/05~2021/02，取自南瓜 Pumpkin。

【註6】僅列舉部分曾經串門子的網紅，並加以統計該網紅於自有頻道分享南瓜相關資訊之各項數據。

【註7】留言中共同粉絲占比之計算，係將留言中網紅與南瓜共有的粉絲數除以南瓜留言粉絲數。

【註6】 【註7】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pN0eCvvunehdQ1DH0Gb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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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View階數據分析課程，數十支教學影片讓您依照需求自

行安排學習進修，成為社群口碑及網路聲量分析達人！

• 不知道從何開始嗎？由大學糖循序漸進地推薦您學習菜單！

• 除了功能教學，還有補充資料與課後小測驗！

社群流量新浪潮，

企業強化品牌形象的關鍵三力！

【大數據開講bar系列講座】

• 品牌影響力+網紅行銷力+企業危機

趨勢、戰法全解析！

• 立即觀看講座、索取簡報！

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2021.04.05-04.11

Social Lab每週追蹤特定主題，把網友想法一次說給你聽！

放假就「市」這樣玩！這些市集你都看過也逛過了嗎？

全台市集這麼多，想要靠市集環島都不是夢，近年來文創、手作、在地小農市集正夯，

有不少是期間限定，或搭配特別的活動主題……繼續閱讀

感謝各大媒體引用《Social Lab社群實驗室》透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剖析之獨家主題文章！

中華職棒火熱開打！職棒球隊網路人氣大比拚

當全世界的運動賽事都籠罩在新冠疫情的陰霾中，中華職棒在去年四月閉門開打，引

起全球矚目，也讓台灣再次因為棒球被世界關注……繼續閱讀

「麵」試結果出爐！7大必囤乾拌麵品牌就在這！

現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下班、學校放學之餘，已無精力動手準備晚餐，又因疫情當道，

不方便外出用餐，因此方便快速又不太需要廚藝的「乾拌麵」急速竄紅……繼續閱讀

4/15 線上開講！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course.opview.com.tw/?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
https://course.opview.com.tw/?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4/social-insights/%e7%b6%b2%e8%b7%af%e6%96%b0%e8%81%b2%e9%87%8f%e3%80%8b%e6%94%be%e5%81%87%e5%b0%b1%e3%80%8c%e5%b8%82%e3%80%8d%e9%80%99%e6%a8%a3%e7%8e%a9%ef%bc%81-%e9%80%99%e4%ba%9b%e5%b8%82%e9%9b%86%e4%bd%a0%e9%83%bd/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4/social-insights/%e7%b6%b2%e8%b7%af%e6%96%b0%e8%81%b2%e9%87%8f%e3%80%8b%e4%b8%ad%e8%8f%af%e8%81%b7%e6%a3%92%e7%81%ab%e7%86%b1%e9%96%8b%e6%89%93%ef%bc%81-%e8%81%b7%e6%a3%92%e7%90%83%e9%9a%8a%e7%b6%b2%e8%b7%af%e4%ba%ba/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4/social-insights/%e7%b6%b2%e8%b7%af%e6%96%b0%e8%81%b2%e9%87%8f%e3%80%8b%e3%80%8c%e9%ba%b5%e3%80%8d%e8%a9%a6%e7%b5%90%e6%9e%9c%e5%87%ba%e7%88%90%ef%bc%817%e5%a4%a7%e5%bf%85%e5%9b%a4%e4%b9%be%e6%8b%8c%e9%ba%b5%e5%93%81/
https://course.opview.com.tw/contacts/?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
https://course.opview.com.tw/contacts/?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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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497 LINE TODAY > 國內 LINE Pay啟動「太魯閣號愛心捐款」專案平台...

2 3,375 LINE TODAY > 國內 邱淑媞批賑災專戶「發災難財」！...

3 2,933 LINE TODAY > 國內 國民黨要求多人下台謝志偉批：請某黨考慮離台

4 2,303 yahoo新聞 > 首頁 為太魯閣號事故傷亡默哀祈福...

5 1,818 yahoo新聞 > 政治 藍營提案要求蘇貞昌下台綠營以人數優勢否決

6 1,452 LINE TODAY > 國內 不甩內政部江啟臣：絕不改黨徽

7 1,364 yahoo新聞 > 熱門新聞 陳時中頻現身台鐵記者會沈富雄錯愕...

8 1,345 LINE TODAY > 國內 內政部：國民黨徽與國徽類似宜適度調整

9 1,345 LINE TODAY > 國內 盤點3總統任內台鐵傷亡人數網搖頭：沒比較沒傷害

10 1,341 LINE TODAY > 國內 創最早擾台記錄解放軍機遭驅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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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 心情 爸爸要再娶的女人太噁心了

2 1,543 時事 因太魯閣號出軌要取消站票？西部人拜託...

3 1,386 感情 我的女友搭太魯閣號確認罹難我該死一死去陪她嗎?

4 1,305 考試 醫牙在台灣憑什麼那麼爽

5 1,065 感情 想報復男友所以跟朋友上床了

6 981 感情 我因為交了現任女友一直被羞辱恥笑

7 819 感情 男友說要收回求婚...

8 754 戲劇綜藝 全明星運動會第二季Ep.7討論

9 737 感情 今天30歲了要去嫖嗎

10 696 工作 國立大學畢業月薪從沒超過三萬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1.04.05-04.11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BXxVDW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wp0erR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p5Ejlp
https://tw.news.yahoo.com/%E7%82%BA%E5%A4%AA%E9%AD%AF%E8%99%9F%E4%BA%8B%E6%95%85%E5%82%B7%E4%BA%A1%E9%BB%98%E5%93%80%E7%A5%88%E7%A6%8F-%E8%94%A1%E8%8B%B1%E6%96%87%EF%BC%9A%E6%94%B9%E9%9D%A9%E5%8F%B0%E9%90%B5%E5%8B%A2%E5%9C%A8%E5%BF%85%E8%A1%8C-05424215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97%8D%E7%87%9F%E6%8F%90%E6%A1%88%E8%A6%81%E6%B1%82%E8%98%87%E8%B2%9E%E6%98%8C%E4%B8%8B%E5%8F%B0-%E7%B6%A0%E7%87%9F%E4%BB%A5%E4%BA%BA%E6%95%B8%E5%84%AA%E5%8B%A2%E5%90%A6%E6%B1%BA-030444857.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erBg5G
https://tw.news.yahoo.com/%E9%99%B3%E6%99%82%E4%B8%AD%E9%A0%BB%E7%8F%BE%E8%BA%AB%E5%8F%B0%E9%90%B5%E8%A8%98%E8%80%85%E6%9C%83-%E6%B2%88%E5%AF%8C%E9%9B%84%E9%8C%AF%E6%84%95-%E4%B8%8D%E6%98%AF%E4%BD%A0%E7%9A%84%E6%88%B2-%E7%94%98%E4%BD%A0%E4%BB%80%E9%BA%BC%E4%BA%8B%E5%95%8A-043414681.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xpjY2r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8YpJrZ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6Mg07B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740860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571974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702326
https://www.dcard.tw/f/exam/p/23569839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72008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73012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716315
https://www.dcard.tw/f/tvepisode/p/23574597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703397
https://www.dcard.tw/f/job/p/235716807
https://www.social-lab.cc/news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news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dcard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dcard_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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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081 elephants [情報]今日先發

2 1,952 KoreaStar [閒聊]金正賢被爆料與徐玄拍完戲拿濕紙巾擦手

3 1,768 lol [電競] 2021 LCK Spring Playoffs Finals

4 1,508 Gossiping [新聞]葉毓蘭提議永久保存「第8節車廂」：放在

5 1,504 Gossiping [問卦]當兵時爸爸意外走了，心情該怎麼調適...

6 1,501 Gossiping [問卦]網紅捐150萬太有愛心了吧

7 1,500 Gossiping [爆卦]黨要蓋太魯閣紀念碑了!!

8 1,493 Gossiping [新聞]去年對大陸貿易順差1450億美元 馬英九

9 1,482 WomenTalk [閒聊]另一半正直但有個我不能接受的習慣..

10 1,480 Gossiping [新聞] 【獨家】黑心廠商竟拿到新標案！柯P爆氣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93 機車_電動機車_電動機車綜合 請問換電車出門是不是一直找換電站

2 234 居家_空間設計與裝潢 【開箱】微加幸福的溫度/我的家被放大了!!

3 210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方向燈打了就要讓你？

4 184 時事_國際新聞 嗅到世界大戰的味道了?

5 165 時事_台灣新聞 林佳龍一走了之，爛攤子誰來收拾？

6 163 時事_國際新聞 華爲公開“合法監聽”新專利...

7 153 機車_電動機車_電動機車綜合 今天我們討論核電與火力發電

8 150 居家_空間設計與裝潢 25坪新北老屋翻新，自己的家自己設計...

9 150 電腦_電腦組裝訪價消費分享 (更新店家後續)原價屋十一萬單組裝...

10 146 汽車_日本車系_Toyota 【國內新訊】最接近賽車的「戰鬥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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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phants/M.1618118051.A.48E.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618117153.A.19C.html
http://www.ptt.cc/bbs/lol/M.1618039063.A.D1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7849174.A.11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8137065.A.B3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7591946.A.0D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7854069.A.7B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8101649.A.470.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617983062.A.47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7871047.A.72F.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622&t=634028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360&t=633902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294&t=633857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780&t=634104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638&t=633879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780&t=634010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622&t=634067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360&t=633882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87&f=396&t=631318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264&t=6341110
https://www.social-lab.cc/ptt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ptt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mobile01%e6%8e%92%e8%a1%8c%e6%a6%9c/
https://www.social-lab.cc/mobile01%e6%8e%92%e8%a1%8c%e6%a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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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2,672 白沙屯拱天宮 2021 4/11~4/20白沙屯媽祖進香即時直播

2 25,920 大甲鎮瀾宮 【辛丑年大甲鎮瀾宮遶境進香】起駕日-Part3 大甲鎮瀾宮...

3 13,366 WalkerLand 窩客島 對中名字喝#珍奶買一送一姓林的~喝起來啦！...

4 11,223 ETtoday新聞雲 我姓林！各位林姓朋友們在哪裡~...

5 10,312 東森新聞 騎一騎在地上撿到別人的妹子？辣腿妹跑山摔車！...

6 9,896 食尚玩家 宣宣走啦～吃好料😋😋😋只要同音都能用餐打折🛒...

7 8,607 udn.com 聯合新聞網 為什麼同樣都是轉盤，你們的看起來比較好玩！ ...

8 6,068 蔡英文 Tsai Ing-wen 台鐵太魯閣號的事故，對全體國人都帶來了衝擊...

9 5,881 食尚玩家 林先生、林小姐直接賺一杯國宴珍奶138元...

10 5,579 中國國民黨 KMT 今天是先總統蔣公逝世46周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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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09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囉...

2 41,676 博客來 人家不想上班啦😭 ...

3 10,980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兒權Play童心不累#最終回時間過得很快...

4 10,458 陳子玄 看到發文請簽到💝

5 7,118 Candice蔡譯心 昨天綁雙馬尾結果粉絲認不出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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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0988961128993_120548583457761
https://www.facebook.com/447588253198071_1131480297325301
https://www.facebook.com/3830417693739337_320794609438044
https://www.facebook.com/4384430681593062_284280733269493
https://www.facebook.com/5870947842940258_329787485255742
https://www.facebook.com/4515028655179864_2947919265440989
https://www.facebook.com/10161150732241030_138092454869237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402192811065_2204927249641372
https://www.facebook.com/4524257810923615_478548273587863
https://www.facebook.com/10159460121802973_822943974983275
https://www.facebook.com/4092647780825710_217243170158540
https://www.facebook.com/10159078079132510_288539502768596
https://www.facebook.com/3642653832510961_503675250667906
https://www.facebook.com/4025277454162299_877943849653838
https://www.facebook.com/302380411250731_187795949677658
https://www.social-lab.cc/facebook%e6%8e%92%e8%a1%8c%e6%a6%9c/
https://www.social-lab.cc/facebook%e6%8e%92%e8%a1%8c%e6%a6%9c/
https://www.social-lab.cc/facebook%e6%8e%92%e8%a1%8c%e6%a6%9c/
https://www.social-lab.cc/facebook%e6%8e%92%e8%a1%8c%e6%a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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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人嗎？如何確定自己是人？

【波特王 Potter King】

中共對維吾爾族的迫害是？

【霸軒】知名網紅竟在深夜偷吃？【全明星運動會】

不愧是前棒球國手曹祐寧！

【攝徒日記Fun TV】香港人遭小粉紅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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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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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a0%e6%98%af%e4%ba%ba%e5%97%8e%ef%bc%9f%e5%a6%82%e4%bd%95%e8%83%bd%e7%a2%ba%e5%ae%9a%e8%87%aa%e5%b7%b1%e6%98%a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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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a0%e6%98%af%e4%ba%ba%e5%97%8e%ef%bc%9f%e5%a6%82%e4%bd%95%e8%83%bd%e7%a2%ba%e5%ae%9a%e8%87%aa%e5%b7%b1%e6%98%a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4/youtube/%e3%80%90%e6%b3%a2%e7%89%b9%e7%8e%8b-potter-king%e3%80%91%e4%b8%ad%e5%85%b1%e5%b0%8d%e7%b6%ad%e5%90%be%e7%88%be%e6%97%8f%e7%9a%84%e8%bf%ab%e5%ae%b3%e6%98%af%ef%bc%9f%e7%b6%ad%e5%90%be%e7%88%be/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4/youtube/%e3%80%90%e6%b3%a2%e7%89%b9%e7%8e%8b-potter-king%e3%80%91%e4%b8%ad%e5%85%b1%e5%b0%8d%e7%b6%ad%e5%90%be%e7%88%be%e6%97%8f%e7%9a%84%e8%bf%ab%e5%ae%b3%e6%98%af%ef%bc%9f%e7%b6%ad%e5%90%be%e7%88%be/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4/youtube/%e3%80%90%e9%9c%b8%e8%bb%92%e3%80%91%e7%9f%a5%e5%90%8d%e7%b6%b2%e7%b4%85%e7%ab%9f%e5%9c%a8%e6%b7%b1%e5%a4%9c%e5%81%b7%e5%90%83%ef%bc%9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4/youtube/%e3%80%90%e5%85%a8%e6%98%8e%e6%98%9f%e9%81%8b%e5%8b%95%e6%9c%83%e3%80%91%e4%b8%8d%e6%84%a7%e6%98%af%e5%89%8d%e6%a3%92%e7%90%83%e5%9c%8b%e6%89%8b%e6%9b%b9%e7%a5%90%e5%af%a7%ef%bc%81%e4%ba%94%e4%ba%ba/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4/youtube/%e3%80%90%e5%85%a8%e6%98%8e%e6%98%9f%e9%81%8b%e5%8b%95%e6%9c%83%e3%80%91%e4%b8%8d%e6%84%a7%e6%98%af%e5%89%8d%e6%a3%92%e7%90%83%e5%9c%8b%e6%89%8b%e6%9b%b9%e7%a5%90%e5%af%a7%ef%bc%81%e4%ba%94%e4%ba%ba/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4/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9%a6%99%e6%b8%af%e4%ba%ba%e9%81%ad%e5%b0%8f%e7%b2%89%e7%b4%85%e9%9c%b8%e5%87%8c%ef%bc%9f%e5%b0%8f%e7%b2%89%e7%b4%85%e4%bb%a4%e4%ba%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