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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快時尚夯!眼鏡品牌如何搶攻有框一族
- 眼鏡市場網路口碑調查

- 傳統 VS 快時尚：聲量與話題比較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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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近視人口眾多，眼鏡市場商機大，當面對新世代客群的

需求定位改變，眼鏡從功能面向轉變為時尚配件取向，不再只

作為視力輔助，其市場與價值重新被定義，而能兼顧配鏡效率

與美觀的「快時尚」也在近幾年崛起、受到大眾歡迎，本期

Social Watch除了探索整體眼鏡市場，更進一步挑選網路上常

被討論的六個熱門品牌，分為快時尚品牌—OWNDAYS、

JINS、LOHAS，以及傳統品牌—寶島眼鏡、小林眼鏡、得恩

堂眼鏡，探討網友在配鏡時考慮什麼? 提到不同類型的眼鏡品

牌都討論什麼? 帶您一探究竟！

觀測時間：

2019/01/01~2019/06/30

觀測來源：

社群網站、討論區、部落格

、問答網站、新聞

眼鏡市場網路討論概況

觀察下頁聲量趨勢圖可以發現，眼鏡市場以社群網站占比最

高，尤其從四月初迎接母親節檔期，業者積極舉辦粉絲團抽

獎與優惠活動，周聲量突破萬則；除了各廠商在社群網站頻

繁推出活動，也要歸功於即將到來的夏季，使太陽眼鏡的討

論熱度上升，在四月與五月的交界之間，網路討論度逐漸到

達高峰。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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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市場前五大網站聲量占比

進一步來看討論的內容集中於哪些網站?前三名均為社群網

站，第四、五名則落在討論區，且近半聲量來自facebook，

大幅度領先排行第二的Instagram，前三大聲量網站累計，

就囊括了七成以上的聲量。

臉書行銷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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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網路討論四大來源之周聲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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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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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三大社群網站(FB、YouTube、IG)的周聲量趨勢圖，來看各自的聲量變化與發展。從上圖

可以發現社群網站主要成長動能在臉書上，其成長幅度與全來源幾乎能匹配，可說眼鏡市場的

網路討論之成長奠基於臉書，第二、第三大網站的IG、YouTube，則是趨勢穩定，無明顯增減。

觀察FB熱門文章排行，可看出台系品牌積極經營官方粉絲團，多為品牌的抽獎活動貼文，進而

快速累積聲量、擴散活動訊息，是眾家廠商常用的行銷方式之一，也顯見眼鏡市場將主要網路

行銷預算配置於臉書。然而面對臉書行銷集中化，是否應另闢其它戰場？值得品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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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回應數 FB粉絲團 標題 類別

1 4,489
LOHAS
樂活眼鏡

週年慶時間：5 / 1 5 - 6 / 3 0 一年只等這一波！！... 品牌貼文

2 3,844
LOHAS
樂活眼鏡

三副眼鏡陸捌捌捌-全家同行來店配鏡，原價... 品牌貼文

3 3,401 寶島眼鏡 #人生下半場的神戰友#參加活動有機會獨得電影票... 品牌貼文

4 3,125 寶島眼鏡 #尋找LINEFRIENDS #抽威秀電影票寶島眼鏡LINE... 品牌貼文

5 2,335 寶島眼鏡 #配寶島眼鏡遠近不失焦#留言抽電影票按讚留言... 品牌貼文

6 2,071 柯以柔 #韓國連線第二波#分享直播抽獎帽子、眼鏡、衣服.. 藝人直播

7 1,919
Yahoo!
奇摩新聞

這種病最嚴重的後果將可能導致患者失明！#螢光淚 新聞

8 2,485 小米台灣 阿新2.0，同步上市。猜猜他該叫什麼名字？抽出3張... 品牌貼文

9 1,508 阿滴英文 什麼！阿滴滴妹要送眼鏡？經營一個本體是眼鏡的... 網紅業配

10 1,463 寶島眼鏡 #抽全家商品卡#整付現折千元小武哥出場『睛』艷... 品牌貼文

▲facebook 熱門文章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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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市場社群網站聲量趨勢圖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2116419275141474_169536837414716
https://www.facebook.com/2050765981706804_389038778364233
https://www.facebook.com/2664714643598924_2366589843574710
https://www.facebook.com/2664714643598924_2366589843574710
https://www.facebook.com/2664714643598924_2366589843574710
https://www.facebook.com/2664714643598924_2366589843574710
https://www.facebook.com/2664714643598924_2366589843574710
https://www.facebook.com/2399745646705392_128379048247021
https://www.facebook.com/2399745646705392_128379048247021
https://www.facebook.com/820752184960708_2372619109663371
https://www.facebook.com/443189156512408_2505638336123918
https://www.facebook.com/2460421430673475_2254109991570006
https://www.facebook.com/2071659972953095_2205634819688752
https://www.facebook.com/2278519572360015_738282816589166
https://zh-tw.facebook.com/formosafans/videos/68800186831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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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區熱門文章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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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回應數 頻道 標題

1 1,606 Dcard > 美妝
我們與菌的距離隱形眼鏡攻防戰，用瑞霖
renu捍衛你的目啾！

2 451
伊莉討論區 >
吹水聊天

大家的眼鏡常洗嗎?

3 431
Ptt > 
WomenTalk

[閒聊]眼鏡配到三萬會很誇張嗎?

4 389
Ptt > 
Buytogether

[無主]超聲波洗眼鏡機-直寄

5 350
Ptt > 
Contacts

Re: [硬式]國外買硬式眼鏡心臟真的要夠力

6 282
Ptt > 
Gossiping

[新聞]眼鏡業利潤達1000% 頂級鏡片成
本僅40元

7 287
伊莉討論區 > 
吹水聊天

有人決定一輩子戴眼鏡嗎？

8 220
Ptt > 
WomenTalk

[閒聊]女孩覺得我戴這副眼鏡會很操老嗎?

9 194
Ptt > 
Gossiping

[問卦]配20000塊的眼鏡算正常的嗎?

10 183
Ptt > 
BabyMother

[寶寶]當媽後眼鏡常壞嗎

價格、鏡框造型討論度勝品質

接著觀察討論區熱門的文章類型，可發現主要話題為眼鏡的價位

詢問，另外還有配戴習慣與清洗的相關討論，討論區不同於社群

網站，品牌活動與業配較少，僅Dcard的一則業配文上榜。

從上述討論內容歸納出民眾常討論的10大議題進行維度分析如後

頁圖表，前五大聲量話題分別為「價格」、「鏡框造型」、「清

洗」、「舒適度」、「鏡片機能」。

消費者首要重視價格與鏡框造型，而售後保養的「清洗」相關討

論甚至高於舒適度與品質，顯見對眼鏡族來說，購後最重視如何

輕鬆有效的維持鏡片淨亮。而在鏡片機能的部分則以藍光的討論

度高，多焦(老花)與散光次之。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dcard.tw/f/makeup/p/231259945
https://www07.eyny.com/thread-12100926-29-1.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552232134.A.FAB.html
http://www.ptt.cc/bbs/Buytogether/M.1560327084.A.E01.html
http://www.ptt.cc/bbs/Contacts/M.1558697331.A.82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2497798.A.68A.html
https://www07.eyny.com/thread-12158690-18-1.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557076537.A.C7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2311295.A.348.html
http://www.ptt.cc/bbs/BabyMother/M.1550245738.A.4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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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VS 快時尚：聲量與話題比較

進一步加入消費因素的好感度，由於市面上多樣的鏡框造型

能激起不同偏好的消費者購物慾，因此網友在討論鏡框造型

時的好感度最高。而好感度最差的是「彈性」，不少人因為

鏡框「沒彈性、容易變形、壓到就斷掉」，對鏡框耐用度產

生負面抨擊。

值得一提的是，驗光師的討論聲量雖最低，但好感度居第二

高，探究網友討論內容，可發現專業合格的驗光師是部分消

費者配鏡時的重要考量之一，也影響售後的品牌滿意度。

從消費者的角度而言，快速配鏡與價格平實透明為快時尚眼

鏡品牌最大的吸引力，在鏡框選擇上，傳統眼鏡品牌以授權

代銷為主，是集合各品牌選擇的「眼鏡超市」，而日系快時

尚品牌則擁有自身鏡框品牌，推陳出新，在產品設計上能快

速回應消費者需求。接下來將透過聲量數與文字雲來看兩個

不同屬性的品牌，在網路討論度和話題上的相同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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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購買討論之各維度聲量、好感度長條圖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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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S    OWNDAYS    LOHAS   

快時尚 傳統連鎖

日本 日本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小林眼鏡 得恩堂 寶島眼鏡

國家

成立時間2015 2014 2014 1980 1941 1981

通路數 200+ 400+25 45 19 93

670
2677

10246

1889 1472

12947

總聲量

註：本表日系品牌成立時間，係指其進軍台灣時間；日系品牌通路數係指在台設立店數。

觀察總聲量數，寶島眼鏡遙遙領先所有品牌，兼台系品牌

與傳統品牌之首，LOHAS則是台系代表，在快時尚品牌中

奪聲量數之冠。日系品牌聲量數皆偏低，台系品牌則呈現

兩極化，相當懸殊。

接下來，將六大品牌分成兩組文本，並加以斷詞分析，從

最常被提到的字詞來看傳統與快時尚品牌眼鏡在網路討論

的話題分別為何。

觀察下頁之文字雲圖，兩者中「時尚」與「藍光」皆被共

同被提及，「時尚」表示不論是何種屬性的品牌，消費者

都相當在意鏡框要時尚美觀，「藍光」則是對於濾(抗)藍

光鏡片的需求，兩者差異在於，外觀造型的偏好較為主觀

，而濾(抗)藍光鏡片的需求則是同一類產品。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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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眼鏡

「老花」、「多焦」、

「長者」等關鍵字，顯

示在多焦(老花)眼鏡的

配鏡需求上較高，推估

長青族為傳統眼鏡品牌

的一大消費客群。

此外有眼鏡業者跨足視聽市場，除了眼鏡通路的經營，也導入日本助聽器品牌。

而從行銷活動的角度來看，傳統眼鏡廠商選擇推出插畫角色聯名商品，如與「爽爽貓」

聯名推出聯名鏡框，或是與LINE FRIENDS「莎莉」推出聯名「睛喜小巴」及商品，在網

路上也掀起一波討論，另外，業者也推出「App」以整合線上、線下，希望提升消費者

忠誠度，其中「下載App送折價券」的活動引發網友分享。

快時尚

與注重流行趨勢且具

消費能力的族群聚集

地 ─「百貨」商場結

合的快時尚品牌，更

著重在流行、感受的

服務體驗。

就有業者推出「手作」眼鏡，讓消費者「DIY」屬於自己的鏡框，體驗式行銷成功引起話

題；另外「墨鏡」也是常被提及的熱門辭彙，以其平價且設計時尚受到網友青睞。

從廣告活動的角度來看，快時尚眼鏡品牌選擇在穿搭上置入行銷，強調無論是眼鏡或墨

鏡都是個人穿搭的時尚配件，更找來名人代言、示範穿搭。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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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眼鏡市場在網路的討論，以社群網站為聲量的集散地，其中

Facebook為大本營，而消費者在配鏡時最重視價格與外觀造型，

傳統與快時尚眼鏡兩個不同屬性的品牌，面對部分市場重疊，不

論品牌業者是以名人行銷、社群行銷迎戰，或透過本身商品差異

化、推出創意的行銷活動，都各自不同，若您想進一步了解六大

品牌行銷差異、什麼樣的活動能引起網友熱烈回響？品牌與網紅

合作業配的效益如何？歡迎下載完整簡報，觀看更詳細的內容。

點我下載完整簡報

《2019上半年眼鏡市場網路聲量分析報告》

一、眼鏡市場網路口碑概況

• 網路討論四大來源聲量趨勢

• 社群網站聲量趨勢

• FB、討論區熱門文章排行

• 消費因素討論度與好感度

二、傳統 V.S. 快時尚：品牌分析

• 傳統 V.S. 快時尚差異分析

• 六大品牌聲量來源分析

• 二大品牌行銷內容解析

簡報大綱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glasses-market?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glasses
https://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glasses-market?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g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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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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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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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0 心情 #尋人同學妹妹失聯

2 2,142 穿搭 別再肉肉女穿搭了好嗎

3 1,061 穿搭 80公斤蘋果型身材可以這樣穿

4 918 感情 十年後遇到了國中的校花

5 868 心情 明明就是+9妹原po是在強辯三小？

6 868 穿搭 胖女人穿搭

7 776 閒聊 有人的童年也有思樂冰嗎？

8 654 穿搭 非瘦子的今年夏天之穿搭

9 569 追星 具惠善方發表官方立場

10 567 時事 #新聞失智咖啡廳／生意慘店員泣：求給我機會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19.08.19-08.25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583 LINE TODAY > 國內 鏡週刊|韓國瑜遲到25分鐘讓日本90位官員尷尬空等

2 2,922 LINE TODAY > 國內 NOWnews|韓國瑜：我的車子可能被裝追蹤器

3 2,524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還原「十指緊扣」真相李佳芬嘆被黑

4 2,366 奇摩新聞 > 社會地方 「國家機器」動得太厲害韓國瑜自爆︰座車被裝追蹤器

5 2,262 LINE TODAY > 國內 新數位身分證有國旗砸40億元增晶片功能保護個資

6 2,029 奇摩新聞 > 政治 韓國瑜謝美對台軍售蔡英文：不知他用什麼身分發聲明

7 1,952 LINE TODAY > 國內 改口「從沒說確遭裝追蹤器」學者:出示證據別亂潑糞

8 1,940 LINE TODAY > 國內 上報|不傻等藍營「換瑜」郭台銘9月以無黨籍連署參選

9 1,615 LINE TODAY > 生活 史上首次!台10歲男奪寶可夢世界冠軍全程披國旗應戰

10 1,554 LINE TODAY > 生活 NOWnews|集集列車石虎爭議設計師：圖是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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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dcard.tw/f/mood/p/231892444
https://www.dcard.tw/f/dressup/p/231917792
https://www.dcard.tw/f/dressup/p/23190326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1905779
https://www.dcard.tw/f/mood/p/231897288
https://www.dcard.tw/f/dressup/p/231894628
https://www.dcard.tw/f/talk/p/231891856
https://www.dcard.tw/f/dressup/p/231923967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1899838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1920780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OGqL56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VJ93Oy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Og5Rp
https://tw.news.yahoo.com/%E5%9C%8B%E5%AE%B6%E6%A9%9F%E5%99%A8%E5%8B%95%E5%BE%97%E5%A4%AA%E5%8E%B2%E5%AE%B3-%E9%9F%93%E5%9C%8B%E7%91%9C%E8%87%AA%E7%88%86%E5%BA%A7%E8%BB%8A%E8%A2%AB%E8%A3%9D%E8%BF%BD%E8%B9%A4%E5%99%A8-035621803.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PM7KW5
https://tw.news.yahoo.com/%E9%9F%93%E5%9C%8B%E7%91%9C%E6%84%9F%E8%AC%9D%E7%BE%8E%E5%B0%8D%E5%8F%B0%E8%BB%8D%E5%94%AE-%E8%94%A1%E8%8B%B1%E6%96%87%E4%B8%8D%E7%9F%A5%E4%BB%96%E7%94%A8%E4%BB%80%E9%BA%BC%E8%BA%AB%E5%88%86%E7%99%BC%E8%81%B2%E6%98%8E-030554437.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av8LZ8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r9RqQP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06lZZ2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wGK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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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710 KoreaStar [閒聊]具惠善IG更新反駁安宰賢

2 1,696 KoreaStar [閒聊]關於台灣粉絲被中國人嗆聲

3 1,646 Gossiping [新聞]蔡英文要台中人向林佳龍道歉市府青年

4 1,596 Gossiping Re: [爆卦]館長說對柯文哲最近的行為很失望

5 1,579 Gossiping Fw: [討論]蔡衍明說他跟小英溝通過四次

6 1,536 Gossiping [新聞]超失禮！日本議員拜訪韓國瑜竟遲到快半

7 1,504 Gossiping [新聞]蔡英文：從未排斥與中國打交道

8 1,491 BabyMother 兒童急性壞死性腦病

9 1,483 Gossiping [新聞]才0.5秒要我怎麼閃，駕駛撞癱違規騎士

10 1,479 KoreaStar [新聞]具惠善方面表示沒有離婚意向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85 軍事迷基地(生活娛樂) 來說說炸機場跑道的問題

2 25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

3 24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韓國瑜政見第一槍：續建核四

4 200 軍事迷基地(生活娛樂) 不覺得解放軍這個名子很諷刺嗎？

5 196
台中市

(居家房事中部地區)
請問一下建案公設比的高低差在哪?為何要花大錢買公設?

6 190
動力研究室綜合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女神說她不喜歡坐國產車，所以??

7 189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侯友宜你不懂核能就少說x話!!

8 185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雨後高市馬路現坑洞騎士、外送員慘摔

9 17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侯友宜不接韓競選主委慘遭韓粉灌爆：國民黨第3號叛將

10 148 閱讀與創作(生活娛樂) 爆笑惡夢復甦!亞洲山寨版玩具大圖鑑2閱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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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66394792.A.B37.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66266811.A.80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6183930.A.E9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6180520.A.20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6736754.A.E4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6444060.A.A7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6543081.A.156.html
http://www.ptt.cc/bbs/BabyMother/M.1566400996.A.FC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6260074.A.EE3.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66307502.A.A4E.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9&f=637&t=587747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638&t=587686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638&t=587666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637&t=587631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460&t=587575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397&t=587870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8&t=587788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638&t=587507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587468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594&t=587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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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3,588 Stand News立場新聞 【立場新聞麗晶現場直播4 】《立場新聞》直播專頁

2 27,095 6YingWei快樂姊 阿嬤死了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她真真實實的離開了…

3 22,088 韓國瑜 勵志當全台灣最認真的市長#如果認真程度是看公文數的話

4 20,658 Stand News立場新聞 【直播】警方每日例行記者會《立場新聞》直播專頁：…

5 13,086 貓咪俱樂部 想測試貓咪到底多柔軟，日網友設計35公分到7公分的通道…

6 12,194 Now News – 新聞 觀塘遊行現場情況

7 11,290 蔡英文 Tsai Ing-wen 美國社群媒體Twitter、Facebook先後宣布，要刪除或停權…

8 10,302 韓國瑜 韓國瑜國政顧問團首發政策:能源願景:讓台灣有充裕、穩定…

9 10,109 Now News – 新聞 荃灣現場情況【20:55】警方承認有警員曾在沙咀道開槍…

10 9,890 郭台銘 我是22期預官，在金門的空軍高炮服役，當時在823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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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6,884 富發牌 倒店貨出清換現金請追蹤楠哥哥

2 23,308 加藤軍台灣粉絲團 2.0 這樓給大家炫耀一下

3 21,761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你心中難忘的人是誰？是不是對那個人來說你也是那特別…

4 19,944
TR Box寶藏屋：傘的
專家、居的職人

颱風警報眼前這隻「白鹿」，發狂似的向台灣大步奔來…

5 18,641
TR Box寶藏屋：傘的
專家、居的職人

加班場來嘍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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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388740912053377_894615290916553
https://www.facebook.com/1257123837790736_2432340517020382
https://www.facebook.com/385135495529446_490760524830423
https://www.facebook.com/2390130901198671_2350841068515432
https://www.facebook.com/2462127574067331_469786200244483
https://www.facebook.com/2392921610815188_165528281282293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026433996065_372620483423297
https://www.facebook.com/2208529742606772_162157661591225
https://www.facebook.com/478534939390972_915554762148149
https://www.facebook.com/699462473860361_1701157500018081
https://www.facebook.com/2334969853422221_698118670705692
https://www.facebook.com/2886844994683299_112400500123116
https://www.facebook.com/2862997760398963_417113635593413
https://www.facebook.com/2714719982088019_726341561170771
https://www.facebook.com/600407793819547_46573511759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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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蒟蒻講幹話】台灣人比大陸人多了哪五種自
由？為什麼不想被統一？

【老高與小茉】經歷死亡體驗還看到了宇宙的
起源？著名科學家的時空旅行

【Yahoo TV 一起看】從香港返送中事件看中
國和台灣之間的統獨問題

【寒國人】台獨覺青想像的中國和真實落差大
？從六點留言看他們在想什麼

【小玉】說到做到！如果九月點閱率沒達標就要退出YouTube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social-lab.cc/2019/08/youtube/14247/
https://www.social-lab.cc/2019/08/youtube/14244/
https://www.social-lab.cc/2019/08/youtube/14251/
https://www.social-lab.cc/2019/08/youtube/14250/
https://www.social-lab.cc/2019/08/youtube/14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