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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 挖掘品牌可應用的綠色產品策略靈感

- 尋找品牌貼近潛在客群的行銷方案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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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疫情(COVID-19)影響，人們大幅改變既有的消費習慣，加速了產業數位化

的趨勢，更多的購物行為是透過線上進行，網路科技儼然成為疫情中不可或缺的

工具。而社群平台逐漸成為民眾認識與購買商品的主要管道，面對消費行為的劇

烈轉變，如何制定滿足顧客喜好的產品策略，並發想精確的行銷方案，是業者創

造新商機的關鍵。在這資訊量爆炸的世代，業者要如何掌握實質有用的資訊？藉

由網路觀測來分析消費者在社群平台留下的數據，可以了解消費者對於品牌、產

品的真實想法。即時調整策略方向、實現敏捷行銷，是企業的重要課題。

本期 Social Watch 將以「品牌如何從網路輿情挖掘綠色觀點商機」為主題，說

明如何從大量的網路資訊中，有效率得找出網友的討論重點。以綠色觀點的相關

討論為例，挖掘品牌可應用的綠色產品策略，並剖析主要關注客群的樣貌與需求，

給予最精準的行銷方案建議。

主

題

大

綱

1-1 利用網路聲量發想行動方案以及產品策略

1-2 抓取熱門討論重點

1-3 選擇適用的產品重點作為策略靈感

Part １挖掘產品策略靈感-品牌可應用的綠色產品策略

2-1 品牌如何發想行銷方案?

2-2 剖析潛在客群的輪廓與興趣

Part ２尋找行銷方案靈感-品牌貼近潛在客群的機會點

2-3 尋找潛在客群的發文地點

2-4 探討潛在客群的發言重點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問答網站、部落格、新聞

資料時間:2020/05/01 – 2021/04/30

資料時間:2021/02/01 – 2021/04/30

熱門時事調查局 ( 熱門視訊軟體 / 人氣生鮮買菜網 / 國產疫苗輿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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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在發想行動方案時，可以根據《 OpView 社群口碑資料庫》追蹤網路聲量，彙整出網友的熱

議話題與討論重點，並進一步分析輿情資料，提供企劃靈感，協助品牌擬定切合消費者需求的行

動方案。

至於在發想產品策略時，品牌要如何在又多又雜的茫茫資料海中，找到最合適的商品定位呢？透

過漏斗式層層過濾網路討論，可快速且準確的提供產品策略靈感，以綠色商品為例，第一步是先

將綠色相關討論的話題分群，第二步再依據各主要討論面向，選擇對品牌來說相對重要的面向，

最後篩選出產品的適用重點，提供發展潛力高的商品策略建議。

▲資料加值行動

Part1、挖掘產品策略靈感-品牌可應用的綠色產品策略

1-1 品牌如何利用網路輿情發想行動方案以及產品策略？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快速為資料加值

1-2 抓取熱門討論重點

「環保」、「綠色產品」、「政策規劃」為綠色觀點三大討論面向

近年來永續議題越來越熱門，常聽到大家討論全球暖化、生態保育、降低碳排放、廢棄物減量等

概念，但這些議題是屬於相對狹義的環保，現在的消費者同時也注意社會永續，像是關懷社會公

義、人道主義、環境友善等，而兩種永續的概念加起來，即是綠色觀點。

身為一個在意綠色觀點的品牌，可能會好奇消費者比較在意上述提到的哪些面向？透過 OpView

對綠色觀點相關討論文本進行詞頻計算，產製視覺化文字雲，觀察話題中經常提及的詞彙，並進

資料來源：2020/05/01-2021/04/30 資料範圍：討論區、社群網站、新聞、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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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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一步剖析各面向中的討論內容，依據關鍵字分析計算出該面向討論的提及聲量數，找出網友

針對各面向的討論重點。在環境保護面向中， 「地球生態」的負擔以及「資源」的利用受到不少討論；

而政策規劃面向常提到的詞彙有政府、綠能、標章等，網友對政府施行綠色產業的作為，提出多種建

議，包含對政府綠能政策觀感、是否有確實發展永續計畫、路面規劃導致大家選用不環保的機車通勤

等議題，民眾多認為政府在「綠能」以及「永續發展」方面，仍有許多可進步的空間。最後在綠色產

品相關討論的提及詞彙統計，則是以產品「設計」上的包裝是否過度，以及從「生產」到實物「採用」

的成分、材質，產品整體在環保和耐用程度的表現方面，成為網友高度關注的話題。

▲熱門討論詞彙與面向討論重點

一步歸納消費者針對綠色觀點的主要關注議題，找出網友最常討論，同時也應該是品牌重點關注的面

向，從綠色觀點相關討論中可分類出「環境保護」、「政策規劃」、「綠色產品」三大話題。除了藉

由文字雲的詞頻計算來觀察討論面向外，讀者也應根據的討論複雜程度，參考以 OpView 自動化議題

快速將文章分群，以了解話題的討論概況，或根據行銷人員專業的認知，補充更多話題面向與重點。

1-3 選擇適用的產品重點作為策略靈感

綠色產品的美妝品牌為例開發植物成分商品發展潛力高

在了解網友對於綠色觀點的討論面向與熱議重點

後，要如何以品牌產品開發的角度切入綠色觀點

呢？以想開發綠色產品的美妝品牌為例，將「美

妝」與「綠色觀點」相關討論交集，可發現產品

成分、包裝跟生產方式是討論度高的詞彙，從中

挑選出同樣為綠色產品重點詞的「成分」，進行

更深入的研究，作為尋找綠色產品策略靈感。

設計 28%

產品 27%

生產 17%

品牌 18%

採用 15%

品質 16%

製造 13%

成分 11%

消費者 11%

材質 6%

*%=綠色產品討論提及該詞的聲量佔比

◤
綠
色
產
品
重
點
詞

環境保護
永續、地球、生態、環境教
育、環境保護、水資源…

政策規劃
(地方)政府、綠能、節能、
策略、環保局、標章…

綠色產品
設計、商品、品牌、生產、
材料、成分、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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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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觀點重要性

聲
量
成
長
率

聲量則數

該成分特色在美妝討論中之月聲量成長率平均

(越高代表該成分在美妝產業中發展潛力越大)

討論提及該成分特色之聲量則數

(則數越高代表該成分為越重要的綠色觀點)

▲成分重點雙指標篩選矩陣

藉由「綠色產品」關鍵字分析，進階

篩選出「成分」的關聯重點，可發現

網友在討論綠色產品的成分時，常提

到的特性有天然、植物(植萃)、溫和、

配方、有機等，表示消費者在購買綠

色美妝產品時，較在意產品的這些成

分特性，認為天然、植萃等配方對肌

膚沒有負擔或不刺激，可提供品牌作

為產品設計、商品行銷的參考。

# 綠色產品之成分關聯詞 提及字詞文章數

1 天然 26,850

2 植物 7,138

3 溫和 5,392

4 配方 5,359

5 有機 4,891

6 化學 4,513

7 不含 3,911

8 植萃 2,538

9 純淨 1,893

◥
綠
色
產
品
之
成
分
關
聯
重
點
詞
與
提
及
文
章
數

如何從中找出適用且具發展潛力的成分特性呢？身為想推出綠色產品的美妝品牌，最主要的成分選

擇考量，會是成分在綠色觀點中的重要性，以及含有該成分的產品在美妝產業的發展潛力，因此將

這兩大考量作為篩選成分重點的雙指標，透過上方雙指標篩選矩陣的二維分布圖，可觀察到「不含」

多餘成分和「化學」成分雖然在美妝產業發展潛力高，不過在綠色觀點聲量相對低，而「植物成分」

兼具在綠色觀點領域重要性高，且在美妝產業具高發展潛力的特點，因此品牌可考慮設計含「植物

成分」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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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潛在客群輪廓

3. 客群發言重點

2. 客群溝通渠道

行銷方案靈感

有了產品策略的制定方向後，品牌要如何依據產品的特性，找尋貼近潛在客群的機會點，實現敏捷行

銷，是品牌拉近與消費者間距離的一大課題。可以透過《 OpView 社群口碑資料庫》的社群數據觀察

消費者的行為軌跡，更了解潛在客戶的喜好，先利用框定目標的潛在客群，了解潛在客群的身分、興

趣等輪廓資訊，再探索客群聚集的溝通渠道，最後挖掘客群的發言重點，了解潛在客群在意的功效，

藉由完整的潛在客群行為洞察，可幫助品牌設定精準的行銷方案，強化品牌與消費者間的鏈結。

◤
挖
掘
潛
在
客
群
接
觸
機
會

Part2、尋找行銷方案靈感-品牌貼近潛在客群的機會點

2-1 品牌如何發想行銷方案?

解析社群數據中的消費者行為軌跡強化品牌與消費者間的鏈結

延續Part1品牌推出含植物(植萃)成分的產品後，想透過了解對產品有興趣的潛在客群喜好、身分等資

訊來貼近客群，因此將自訂族群鎖定曾經提及「植物成分」美妝產品的網友，利用族群分析找出潛在

客群的身分，藉由潛在客群平時貼文中提到自己的性別、婚姻或生育狀態來判斷身分，如上方圓餅圖

所示，在意植物成分的潛在客群身分有 81% 為女性、72% 為已婚，其中又有 84% 曾經提及子女，藉

此可以推論在意植物成分的主要客群為一群已婚有子女的女性，因此在設定產品定位時，可以此身分

的顧客作為目標客群。

72%

婚姻狀態

未婚 已婚

84%

無子女 有子女

生育狀態

▲潛在客群剖析

2-2 剖析潛在客群的輪廓與興趣

已婚且有子女的女性為主要潛在客群討論消費與美妝保養相關的話題居多

資料來源：2020/02/01-
2021/04/30

資料範圍：討論區、社群
網站、新聞、部落格

81%

性別

男性 女性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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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以植物成分產品客群發言的內容，統計出聲量高的屬性標籤，屬性標籤是利用收錄資料的網站

依據發文內容和屬性歸類，透過各類型的標籤來了解潛在客群的興趣，由潛在客群聲量聚集頻道屬性，

可觀察到植物成分產品客群討論網購消費與美妝保養相關的話題居多，而網站中最常去綜合型電商與

美妝通路的 Facebook 粉絲團留言，品牌在選擇通路時，可考慮上架至大型電商網站，亦或是實體美

妝店面，以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另外，也發現這群人最常留言互動的 KOL 為三立演員李亮瑾，經常

分享自己初為人母特別在意的產品成分，其次是 Instagram 網紅文文跟林林，品牌可考慮與這幾個網

紅業配合作，觸及對植物成分產品有較高興趣的消費者，有效率的強化曝光度。

No.1 消費

61,399

momo 購物網粉絲團

momo 購物台粉絲團

蝦皮購物粉絲團(聲量則數)

No.2 美妝

24,237

Watsons粉絲團

康是美粉絲團

寶雅粉絲團(聲量則數)

保養

No.3 政治

7,537

ETtoday 粉絲團

udn.com 粉絲團

報廢1公社公開社團(聲量則數)

社會

◤
潛
在
客
群
聲
量
聚
集
頻
道
與
屬
性

針對聲量來源網站觀察植物成分產品客群的討論分布， 找出最適合與潛在客群溝通的管道，由上圖可

以發現潛在客群最常留言的社群網站為 Facebook 粉絲團和 Instagram，在兩個網站發布文章的回應

熱烈度遠超過於其他網站，顯示品牌在 Facebook 粉絲團和 Instagram 投放廣告行銷，有機會得到較

高的投報率。

FB 粉絲團

IG

FB 公開社團

BabyHome

Fashion Guide

FB 意見領袖

LookIn

客群討論共出現於 7 個網站
主文 5,332 則
回文 183,927 則
總計 189,259 則

▲潛在客群聲量來源網站

2-3 尋找潛在客群的發文地點

最合適的溝通管道為FB粉絲團和IG

No.1 李亮瑾

746
(聲量則數)

No.3 angwe_linlin

714
(聲量則數)

林林

No.2 iii0911

717
(聲量則數)

文文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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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劃方案的方向後，對於方案的

具體內容，可透過關鍵字分析挖掘

潛在客群在意的美妝產品功效，並

計算潛在客群提及美妝功效詞彙的

聲量則數，找出在行銷產品時可以

強調的產品面向，關鍵詞彙中最常

提及的美妝產品功效為「保濕/補

水」和「味道」，品牌在行銷產品

功效時可考慮強調這兩個重點。

2-4 探討潛在客群的發言重點

「保濕」和「味道」可作為商品行銷的重點

▲潛在客群提及功效詞彙聲量分析

0 5,000 10,000 15,000

透亮

粉刺

毛孔

美白

質地

味道

保濕/補水

提及功效詞彙聲量
(則)

Part1 挖掘產品策略靈感-品牌可應用的綠色產品策略

 口碑探索：綠色相關討論分群➔重點討論面向選擇➔產品試用重點篩選➔

產品策略靈感。

 抓取熱門討論重點：環保、綠色產品、政策規劃為綠色觀點三大討論面向，

其中綠色商品的設計、生產之提及次數高。

 開發綠色產品的美妝品牌為例：透過綠色觀點重要性與美妝產業發展潛力

雙指標的篩選，發現「植物成分」為市場最具潛力之產品成分。

Part2 尋找行銷方案靈感-品牌貼近潛在客群的機會點

 潛在客群輪廓：植物成分產品客群的討論分布 81% 為女性；72% 為已婚，

其中又有 84% 曾經提及子女。

 客群溝通渠道：潛在客群多聚集於大型電商的 Facebook 粉絲團，在選擇

投放廣告與販售通路時可做為參考。

 客群發言重點：最常提及的美妝產品功效為保濕/補水、味道，在行銷產

品功效時可考慮強調這兩個重點。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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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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2021.05.31-06.06

Social Lab每週追蹤特定主題，把網友想法一次說給你聽！

防疫在家必看！遠距上班上課都在討論的 大視訊軟體

因為疫情影響，許多學校、公司企業紛紛宣布開始遠距上課、遠端辦公，不管是教學

還是開會，該使用什麼樣的視訊軟體都讓大家議論紛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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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訂購不群聚，防疫在家安心買好菜！

為因應疫情變化，行政院農委會透過「臺灣農產嘉年華」的網購活動，聚集近40家電

商平台業者，提供民眾防疫在家期間能夠「一指下訂」……繼續閱讀

國產疫苗聲量爆衝 民眾憂政治因素影響疫苗採購

最近由於疫情嚴峻，民眾對於疫苗的需求大增，然而因國外疫苗採購程序繁複、牽涉

因素較多，屢屢傳出卡關、延遲出貨等消息……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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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trending-pressrelease/%e9%98%b2%e7%96%ab%e5%9c%a8%e5%ae%b6%e5%bf%85%e7%9c%8b%ef%bc%81%e9%81%a0%e8%b7%9d%e4%b8%8a%e7%8f%ad%e4%b8%8a%e8%aa%b2%e9%83%bd%e5%9c%a8%e8%a8%8e%e8%ab%96%e7%9a%845%e5%a4%a7%e8%a6%96%e8%a8%8a%e8%bb%9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6/trending-pressrelease/%e7%b7%9a%e4%b8%8a%e8%a8%82%e8%b3%bc%e4%b8%8d%e7%be%a4%e8%81%9a%ef%bc%8c%e9%98%b2%e7%96%ab%e5%9c%a8%e5%ae%b6%e5%ae%89%e5%bf%83%e8%b2%b7%e5%a5%bd%e8%8f%9c%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6/trending-pressrelease/current-affairs/%e5%9c%8b%e7%94%a2%e7%96%ab%e8%8b%97%e8%81%b2%e9%87%8f%e7%88%86%e8%a1%9d450-%e6%b0%91%e7%9c%be%e6%86%82%e6%94%bf%e6%b2%bb%e5%9b%a0%e7%b4%a0%e5%bd%b1%e9%9f%bf%e7%96%ab%e8%8b%97%e6%8e%a1%e8%b3%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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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2020%e5%b9%b4%e5%ba%a6%e5%aa%92%e9%ab%94%e5%bd%b1%e9%9f%bf%e5%8a%9b%e6%b4%9e%e5%af%9f%e5%a0%b1%e5%9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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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2020%e5%b9%b4%e5%ba%a6%e5%aa%92%e9%ab%94%e5%bd%b1%e9%9f%bf%e5%8a%9b%e6%b4%9e%e5%af%9f%e5%a0%b1%e5%9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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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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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9,686 yahoo新聞 > 健康 針對防疫、疫苗進度蔡總統下午4時發表談話

2 9,121 LINE TODAY > 生活 蔡英文嚴正澄清國產疫苗無炒股捕風捉影只會抹滅…

3 7,270 yahoo新聞 > 焦點 朱學恒送花籃到指揮中心蘇貞昌痛批：詛咒努力工…

4 7,082 yahoo新聞 > 政治 民間申請引進疫苗爭議蔡總統傍晚親上火線發表談話

5 4,996 LINE TODAY > 生活 獨／郭董BNT快到期李秉穎解釋了

6 4,704 yahoo新聞 > 焦點 郭台銘買疫苗陳時中：提報資料算完整獨缺最關鍵文…

7 4,655 LINE TODAY > 國內 全民接種疫苗皆免費蔡英文：輪到你，就去打

8 4,503 LINE TODAY > 國內 本波疫情趨緩！陳時中：大家的犧牲有效果

9 4,337 yahoo新聞 > 焦點 謝志偉怒嗆張小燕講台灣人的命也是命晚了幾十年

10 4,336 LINE TODAY > 娛樂 小燕姐看不下去了跪求「別再刁難」快給救命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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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0 時事 陳時中會不會下地獄

2 2,496 武漢肺炎 日本124萬劑AZ疫苗4日抵台

3 2,075 心情 19歲懷孕了

4 2,047 心情 看到物流伯伯在路邊哭

5 1,819 追星 #集中討論KINGDOM決賽直播討論👑

6 1,701 時事 日本的AZ疫苗是有人敢打嗎？？？

7 1,493 時事 日本這批AZ是他們評估後不打的

8 1,365 感情 我和鄰居哥哥在一起了

9 1,203 時事 全世界欠武漢一個道歉

10 1,115 心情 155/38算肥妹嗎……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1.05.3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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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7%9D%E5%B0%8D%E9%98%B2%E7%96%AB%E3%80%81%E7%96%AB%E8%8B%97%E9%80%B2%E5%BA%A6-%E8%94%A1%E7%B8%BD%E7%B5%B1%E4%B8%8B%E5%8D%88-4-%E6%99%82%E7%99%BC%E8%A1%A8%E8%AB%87%E8%A9%B1-075401857.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kynQWo
https://tw.news.yahoo.com/%E6%9C%B1%E5%AD%B8%E6%81%92%E9%80%81%E5%91%8A%E5%88%A5%E5%BC%8F%E8%8A%B1%E7%B1%83%E5%88%B0%E6%8C%87%E6%8F%AE%E4%B8%AD%E5%BF%83-%E8%98%87%E8%B2%9E%E6%98%8C%E7%97%9B%E6%89%B9%EF%BC%9A%E8%A9%9B%E5%92%92%E5%8A%AA%E5%8A%9B%E5%B7%A5%E4%BD%9C%E7%9A%84%E4%BA%BA%E4%B8%A6%E4%B8%8D%E5%8E%9A%E9%81%93-04190146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0%91%E9%96%93%E7%94%B3%E8%AB%8B%E5%BC%95%E9%80%B2%E5%9C%8B%E5%A4%96%E7%96%AB%E8%8B%97%E5%BC%95%E7%99%BC%E9%80%B2%E7%88%AD%E8%AD%B0-%E8%94%A1%E7%B8%BD%E7%B5%B1%E5%82%8D%E6%99%9A%E8%A6%AA%E4%B8%8A%E7%81%AB%E7%B7%9A%E7%99%BC%E8%A1%A8%E8%AB%87%E8%A9%B1-083028110.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ply0Zp
https://tw.news.yahoo.com/%E9%83%AD%E5%8F%B0%E9%8A%98%E8%B2%B7%E7%96%AB%E8%8B%97-%E9%99%B3%E6%99%82%E4%B8%AD%EF%BC%9A%E6%8F%90%E5%A0%B1%E8%B3%87%E6%96%99%E7%AE%97%E5%AE%8C%E6%95%B4-%E7%8D%A8%E7%BC%BA%E6%9C%80%E9%97%9C%E9%8D%B5%E6%96%87%E4%BB%B6%E3%80%8C%E5%8E%9F%E5%BB%A0%E6%8E%88%E6%AC%8A%E6%9B%B8%E3%80%8D-072827456.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3JDpky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0KvDM3
https://tw.news.yahoo.com/%E8%AC%9D%E5%BF%97%E5%81%89%E6%80%92%E5%97%86%E5%BC%B5%E5%B0%8F%E7%87%95-%E8%AC%9B%E5%8F%B0%E7%81%A3%E4%BA%BA%E7%9A%84%E5%91%BD%E4%B9%9F%E6%98%AF%E5%91%BD%E6%99%9A%E4%BA%86%E5%B9%BE%E5%8D%81%E5%B9%B4-000630239.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rWDyRk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6128629
https://www.dcard.tw/f/2019_ncov/p/23616361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615131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6168854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6159226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6164136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616748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6138617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6135565
https://www.dcard.tw/f/mood/p/23613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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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7 Gossiping [問卦]我有資格開幹了吧！

2 3,217 Gossiping [爆卦]小商人查出誰持股了

3 2,812 Gossiping [爆卦]柯：高端疫苗一跌停蔡總統就出來開記者會

4 2,309 Gossiping [新聞]國台辦也要捐疫苗蘇貞昌：法律規定不能

5 2,282 Gossiping [爆卦]時中:所有移工停止上班薪資照付

6 2,134 Gossiping [問卦]時鐘剛剛拿的表格是假消息？

7 2,120 Gossiping [爆卦]郭董的疫苗合約是「三方合約」

8 2,118 Gossiping Re: [新聞]堅持推國產疫苗！蔡英文聲明「不看他國臉

9 2,091 marriage 防疫期間，先生的弟弟執意把小孩帶回南部

10 2,056 Gossiping Re: [問卦]我有資格開幹了吧！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965 閒聊_投資與理財 有良心的投資人，請不要碰血疫苗股票

2 294 時事_台灣新聞 支持國產疫苗

3 272 時事_台灣新聞 緊事寬辦,靜心看疫苗之亂.

4 231 時事_台灣新聞 張小燕跪求「別再刁難，給我們疫苗」！深夜發文附和侯…

5 224
手機_Android

_小米手機
蝦皮退貨疑似賣家僞照惡搞，請大家提供惡搞手機型號

6 221 閒聊_投資與理財 只論疫苗自主，回歸理財，謝絕政治！

7 192 閒聊_投資與理財 陳建仁：目前上市的疫苗都是還在進行三期就緊急授權

8 192 時事_台灣新聞 原來BNT早就緊急授權了，上海復星竟然到現在樣本都不…

9 187 時事_台灣新聞 簡訊實聯制編8億元預算！藍委轟「趁火打劫」…NCC出…

10 182 時事_台灣新聞 郭台銘買疫苗從頭到尾是一場騙局

新增回文數：於觀測期間內所新增之回文留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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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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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809106.A.51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2462340.A.1D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2534980.A.E7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2850628.A.21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2959774.A.0F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2443979.A.32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2550226.A.2F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2858062.A.5CD.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22624851.A.C5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2824227.A.EBB.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97&f=291&t=637744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638&t=637800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638&t=638120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638&t=637722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634&t=638217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291&t=637918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291&t=638273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638&t=637663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638&t=638122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638&t=63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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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06 張小燕 #別再刁難

2 55,699 PopYummy 波波發胖 說出一種很多人喜歡你卻超級討厭的食物

3 31,639
阿包醫生陪你養寶包 –
小兒科巫漢盟醫師

用一句話證明你家有小孩

4 18,243 中天新聞 總統出來親自說明了！（＃貓起來編）

5 18,064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我們並不認為日本的報答多麼完美，只是盡力做現階段能…

6 17,852 王三郎來了 王三郎磊磊😂😂😂啊？竟然差兩個字！不能故意選字哦😂

7 16,547 郭台銘
從「全島一命」到「全島一心」，團結是逆境的解藥今天我
請我太太曾馨瑩代表我，也…

8 14,944 蔡英文 Tsai Ing-wen 大家午安，我正在總統府內，針對防疫工作與疫苗進度發…

9 14,202 飆捍 對柯文哲市長防疫你滿意嗎?滿意請按不滿意請按😡投票…

10 14,137 女人我最大 如果病毒突然消失了！你即刻、現在、當下最想做什麼？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4,908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了！各位召喚師只要
在此…

2 31,083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了！各位召喚師只要
在此…

3 17,258 開心水族箱
#開水好康【快快領取小護士】魚友們，祝大家平平安安身體
健康啦！留yan為魚友送…

4 8,231 勞工保險局
＃文末有禮勞保達人挑戰賽等你來參加(=ﾟωﾟ)ﾉ Q：雇主是否
須於員工到職當…

5 6,059 Pairs – 派愛族 從自然習慣看出你的性格👉 https://bit.ly/2SpNE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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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粉絲團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Facebook活動文 聲量探索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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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926221732762_320486859713899
https://www.facebook.com/2986300664982682_1082845055575154
https://www.facebook.com/4206701489419797_533985224266069
https://www.facebook.com/514346546367081_260480755846341
https://www.facebook.com/3990598654361131_852563658949113
https://www.facebook.com/4029665500444283_480287956364672
https://www.facebook.com/1175640422909228_966229700805428
https://www.facebook.com/475363006869246_959131274837330
https://www.facebook.com/338524784298390_288663012962483
https://www.facebook.com/4171484402888210_197027462288605
https://www.facebook.com/4261596440597509_301820054992619
https://www.facebook.com/4268045366619283_2829705977247606
https://www.facebook.com/4070978686333481_561941914776905
https://www.facebook.com/4587468704615971_4094375597342013
https://www.facebook.com/4422280231126727_23317689490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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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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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新聞】「政治還是要有良心」
柯文哲籲政府官員不要只會看數字

【中時新聞網】護師工會理事長怒嗆政府，
醫療量能極盡匱乏

【吃貨們】戲劇徵選女主角！誰會勝出？【cheap】中國實施哪些「嚴格」管制？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人類的誕生是宇宙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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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youtube/%e3%80%90%e6%9d%b1%e6%a3%ae%e6%96%b0%e8%81%9e-ch51%e3%80%91%e3%80%8c%e6%94%bf%e6%b2%bb%e9%82%84%e6%98%af%e8%a6%81%e6%9c%89%e8%89%af%e5%bf%83%e3%80%8d%ef%bc%8c%e6%9f%af%e6%96%87%e5%93%b2%e5%af%a6/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6/youtube/%e3%80%90%e4%b8%ad%e6%99%82%e6%96%b0%e8%81%9e%e7%b6%b2%e3%80%91%e8%ad%b7%e5%b8%ab%e5%b7%a5%e6%9c%83%e7%90%86%e4%ba%8b%e9%95%b7%e6%80%92%e5%97%86%e6%94%bf%e5%ba%9c%e5%8e%9a%e9%a1%8f%e7%84%a1%e6%81%a5/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6/youtube/%e3%80%90%e5%90%83%e8%b2%a8%e5%80%91%e3%80%91%e6%88%b2%e5%8a%87%e5%be%b5%e9%81%b8%e5%a5%b3%e4%b8%bb%e8%a7%92%ef%bc%81%e8%aa%b0%e6%9c%83%e5%8b%9d%e5%87%ba%ef%bc%9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6/youtube/%e3%80%90cheap%e3%80%91%e4%b8%ad%e5%9c%8b%e7%9a%84%e6%94%bf%e6%b2%bb%e7%92%b0%e5%a2%83%e5%b0%8e%e8%87%b4%e7%96%ab%e6%83%85%e5%be%97%e4%bb%a5%e6%8e%a7%e5%88%b6%ef%bc%9f%e4%b8%ad%e5%9c%8b%e5%af%a6/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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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84%e8%aa%95%e7%94%9f%e6%98%af%e5%ae%87%e5%ae%99%e7%9a%84%e5%a5%87%e8%b9%9f%ef%bc%9f%e3%80%8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