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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保養品通路客群分析：專櫃/開架/直銷
-從顧客站外行為分析主力客群與競品威脅

-對症下藥 各通路客群潛在興趣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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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品通路人群分布

◌ 保養品通路全體人群分布

◌ 三大保養品通路人群分布

◌ 三大保養品通路人群交叉重疊率

◌ 如何進行通路之間的交叉分析

◌ 保養品通路人群交叉分析— 專櫃保養品

◌ 保養品通路人群交叉分析— 開架保養品

◌ 保養品通路人群交叉分析— 直銷保養品

保養品通路人群交叉分析

行銷應用模式

◌ 保養品通路情境應用

保養品三大通路
客群分析

專櫃/開架/直銷

主題目錄

研究說明1

2

3

4

◌ 資料來源

◌ 研究方法



研究說明 ─ 資料來源

PeopleView人群資料庫為台灣資料量最龐大的第三方人群貼標資料庫，每月觀察不重

複活躍裝置達3,000萬個，對其「網路瀏覽行為」進行AI演算，推估其輪廓特徵與偏好，

進而貼上興趣、屬性標籤；觀察範圍超過數千家的觀察網站，涵蓋PC網頁、行動版網

頁、手機App及平板App，標籤的平均準確率超過86%。

Step 1 | 行為蒐集

觀察每個裝置之瀏覽網頁，並

蒐集該網頁上之文字，以進行

下階段分析。

Step 2 | 語意分析

將該裝置所瀏覽之文本進行語意

分析，藉瀏覽類型、頻率、時間

等資料，運算行為模型。

Step 3 | 人群貼標

根據前階段運算，將該裝置貼

上各式標籤，即可進行後續的

行銷分析與應用。



從PeopleView中撈取對「專櫃保養品」、「開架保養品」、「直銷保養品」關注

者，分析其身上帶有其他哪些標籤，讓品牌能掌握三大人群受眾樣貌。

對不同通路的偏好，以及這些通路偏好者是否有不同的興趣或輪廓？將三大人群的

標籤數據進行兩兩交叉比較，讓各通路人群的偏好屬性更清晰！

嘗試找到關注各保養品通路最有效的影響變數，提升精準行銷成效。

1 三大通路保養品關注者 特徵偏好描繪

2 三大通路保養品關注者 交叉分析

3 行銷策略應用

研究說明 ─ 分析方法



研究說明 ─ 三大保養通路標籤定義

• 專櫃保養品： 百貨公司專櫃販售的保養品品牌、產品名稱、通路、功能相關字詞，如:

雅詩蘭黛、安瓶、新光三越、淨斑

• 開架保養品： 各大藥妝店購買的保養品品牌、產品名稱、通路、功能相關字詞，如:雅

漾、卸妝乳、屈臣氏、抗痕

• 直銷保養品： 各直銷商購買的保養品品牌、產品名稱、功能相關字詞，如:嘉康利、眼

霜、撫紋



2 保養品通路人群分布
觀察所有關注美容保養人群分布，掌握主力客群與市場重疊程度(競品威脅)



三大保養品關注者 整體年齡占比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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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三組群所有人群資料整體統計，25-34 (歲)關注保養人群比例最高，為網路瀏覽保養品的

族群之主要年齡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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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保養品通路關注者 各別年齡占比

• 直銷群體最小，在15~44歲中相對其他兩族群，分布較為平均，且有趣的是在學生族群(15~24歲)占

比最高，其次才是35~44歲的族群。

• 開架保養品價格相對親民且選擇性多，以25-34 歲占比最高；而專櫃的主要族群落在45-54歲，明顯

高於其他兩族群，推估有能力負擔高單價維持生活品味。



三大保養品通路人群交叉重疊率

• 從人群數量來看，開架保養關注者最

多，而直銷保養品族群少。

• 由重疊率看各通路彼此潛在競爭程度，

「直銷保養品」與其他標籤重疊率最

高，顯示直銷保養品族群多半會同時瀏

覽其他通路的保養品資訊，亦代表最容

易受其他市場影響。

• 「開架保養品」與其他標籤重疊率最

低，顯示其他通路對於開架保養品的潛

在威脅相對小。

直銷
保養品

專櫃保養品

重複3775個

占直銷保養品通路43%

占專櫃保養品通路3%

開架保養品
直銷
保養品

重複4500個

占開架保養品通路1%

占直銷保養品通路51%

專櫃保養品開架保養品

重複45913個

占專櫃保養品通路31%

占開架保養品通路14%



三大保養品通路人群 輪廓描繪

專櫃保養品人群 開架保養品人群
直銷保養品人群

將三大族群身上所帶有的興趣屬性標籤，與整體台灣民眾相比，挑出數值相對高的標籤，並以此描

繪該族群輪廓。

百貨公司、臉部彩妝、

人民幣、日圓、精品、酵

素、流行服飾、韓元、美

元定存

網球、高爾夫球、足球、

賽車、棒球、HBL、照明、

全聯、單身、租屋、單機遊

戲、菸酒

酵素、超值買家、產險、

家庭清潔、臉部彩妝、保險

、菸酒、食品、素食、綠色

環保、藥妝店



3 保養品通路人群交叉分析
透過興趣標籤的交叉比較，觀察不同人群間的興趣異同，

有助於行銷策略擬定時，更加掌握受眾樣貌，以達成精準行銷的目標。



如何進行族群之間的交叉分析？
為找出不同族群之間的相異之處，將兩兩族群進行比較，找出當中占比差距最大的標籤。

占比相近，代表此興趣標籤在

兩個族群中，分布狀況相似，

為通常性狀況。

A族群某興趣人口占比，遠大

於B族群，表示相對於B族群，

A族群很關注此興趣。

V.S.

B
族
群

A
族
群

A族群某興趣人口占比，遠小

於B族群，表示相對於B族群，

A族群較不關注此興趣。

[註]各圖形代表不同標籤

A族群>B族群

B族群>A族群

A、B族群占比相近



保養品通路人群交叉分析—專櫃保養品

• 關注專櫃保養的人群與其他兩通路人群

相比，對於外匯產品 (銀行相關)資訊關

注度較高。

• 關注精品、名車等高價位商品，反映其

潛在經濟能力。

• 專櫃人群對於臉部彩妝產品較關注，此

亦為專櫃人群與其他通路人群較明顯的

區隔。

專櫃保養品

比較通路 專櫃保養品相對強項標籤

開架保養品

頭髮清潔造型、臉部清潔保養、身

體清潔保養、精品、韓元、臉部彩

妝、酵素、人民幣、日圓、京都

直銷保養品

棒球、美元定存、人民幣、高爾夫

球、軍事、汽車 :BMW、賽車、

HBL、燈飾



保養品通路人群交叉分析—開架保養品

• 關注開架保養的人群與其他兩個人群相

比，對於體育活動(尤其球類)資訊明顯

較感興趣。

• 歸納開架保養人群關注之品牌，以3C類

型為主。

開架保養品

比較通路 開架保養品相對強項標籤

專櫃保養品

足球、網球、高爾夫球、棒球、

賽車、戶外休閒、品牌:Apple、

東京

直銷保養品
網球、足球、高爾夫球、棒球、

賽車、HBL、燈飾、格鬥與摔角



保養品通路人群交叉分析—直銷保養品

直銷保養品

比較通路 直銷保養品相對強項標籤

開架保養品

酵素、身體清潔保養、臉部清潔保

養、產險、臉部彩妝、國內旅遊、

家庭清潔、女性、保險、食品

專櫃保養品

酵素、身體清潔保養、臉部清潔保

養、台灣東部、國內旅遊、產險、

食品、超值買家、保險、台灣離島

• 關注直銷保養的人群與其他兩個人群相

比，對於保險資訊關注度較高。

• 直銷保養人群相對關注高依賴且可替換

率高之快速消費品，另外也對比價資訊

感興趣，綜合上述，價格對於直銷保養

人群的消費決策影響程度可能大於其他

通路人群。

• 關注國內各地區相關資訊，此人群可能

相對偏好國內旅遊。



4 行銷應用模式



當撈取出需求人群資料包後，除了與全體和相

似族群分析外，還能有什麼行銷應用呢?



目標客群定向分析 比較差異
以A美妝品牌為例，特製競品標籤後觀測2~4周，與其他品牌比較客戶樣貌

A美妝 B美妝 C美妝

1 族群 : 外食族

2 家電

3 機票

4 美食餐廳 : 美式料理

5 美食餐廳 : 日本料理

6 美食餐廳 : 素食

1 頭髮清潔造型

2 快速消費品 : 食品

3 藥妝品牌 : 寶雅

4 藥妝品牌 : Tomod's

5 賣場品牌 : 大潤發

6 族群 : 健身族

7 汽車品牌 : Maserati

1 減重瘦身

2 日本地區 : 大阪

3 家居生活 : IKEA

4 家居生活 : 床

5 科技品牌 : 小米



ID 姓名 性別 帳號 Email 標籤 分眾行銷實際應用

U001 Nick 男 fox2016 fox16@gmail.com 保險、臉部清潔保養、美食餐廳 推薦臉部相關產品

U002 Judy 女 rabbit17 rt2017@gmail.com 臉部彩妝、影視娛樂、電影、烹飪 推薦卸妝用品

U003 Flash 男 Flashhh flashhh@gmail.com 結婚、身體保養清潔、資訊科技 推薦身體保養產品

U004 Eland 男 eland123 eland@gmail.com 嬰幼兒、專櫃保養品、旅遊、頭髮造型 推薦初生肌產品

U005 Anna 女 annaaa annaaa@gmail.com 居家生活-電器、美容保健、烹飪 推薦養生保健產品

U006 kate 女 cat2016 ct2016@gmail.com 休閒、旅遊、遊戲、體育活動 推薦快速簡便產品

U007 Ray 男 rayhi haha@gmail.com 精品、烹飪、旅遊、外幣 推薦旅遊組

補充會員資料庫 精準掌握會員興趣偏好
人群資料與品牌既有會員資料對照，補強會員檔案，進一步分析其現時的興趣、生活狀態。

示意畫面

會員資料

專屬個人檔案 人群分析 分眾行銷

保養品業者情境案例：完整掌握會員之興趣或最近意圖，在正確的時間提供最適合的服務。



消費階段特徵與各階段轉換要素分析

結合內部數據，輔以 PeopleView 標籤資料

，補充會員站外行為，描繪各階段的消費者

輪廓特徵，設計行銷方案，並發掘各階段轉

換過程之關鍵要素。

新訪客

未消費
舊訪客

會員

已消費
客群

未購買
挑選商品

客群

自助旅遊

戶外運動

身體清潔

DIY手做

百貨購物

超值買家

臉部保養

親子

外匯日幣

身體保健

PPV標籤客戶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放入購物車
商品

姓名、電話、
Mail、生日、

地址、已購商品

姓名、電話、
Mail、生日、

地址、已購商品
紅利、購物金等

關注地區:日本

關注旅遊:國外旅遊訪客

已購買客群

加入購物車

差異特徵

共同特徵

關注購物:超值買家

不關注購物:超值買家

關注購物:藥妝店



PeopleView 幫品牌更認識自身客戶

投放廣告

專櫃

精華液

清潔保養

敏感肌

結婚

藥妝店
熟齡

化妝水

保養品
開架商品

頭髮造型

安瓶

無酒精

All in one

保濕噴霧

乳液

防曬

抗老
水凝乳

醫學美容

直銷保養品

開架保養品

專櫃保養品

做競品定向分析

身體清潔保養

臉部彩妝

臉部清潔保養

頭髮清潔造型

找受眾偏好

除了受眾分析，亦可透過標籤掌握受眾關注之主題、商品、服務甚至品牌，規劃商品行銷內容。

CRM管理



協助品牌及企業更認識自身客戶
可結合CRM資料庫，維繫舊客；也可接廣告系統，接觸相似受眾，開發新客。

廣告互動瀏覽行為 智能標籤

網站流量 會員對應

PeopleView 與產品
導入後的人群資料

特徵篩選 編輯名單 描繪分析

PeopleView
名單管理平台

多元的DSP人群接觸
管道與廣告投放

更多的廣告平台夥伴洽談中

企業內部行銷管道

eDM/SMS/電話/會員行銷

企業顧客資料庫/管理平台

CRM  DMP

22



欲了解更多
請與我們聯繫

OpView Insight
免費體驗

https://go.opview.com.tw/https://www.opview.com.tw/contactus

聯絡電話：02-2755-1533

業務信箱：sales@eland.com.tw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19.09.30-10.06



新聞 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604 LINE TODAY > 娛樂 NOWnews |遭潑漆「皮膚刺到紅腫」何韻詩堅決提告原因曝光

2 2,467 LINE TODAY > 國內 新頭殼|何韻詩遭潑漆 蔡英文：一定嚴辦，不要挑戰台灣民主法治

3 2,172 LINE TODAY > 鄉民 NOWnews |韓國瑜紅到日本！日媒新封號：「遲刻魔」總統候補人

4 1,990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美移民局新規定 這份文件只能寫台灣

5 1,884 yahoo新聞 > 國際 國慶開槍 反送中傳兩起槍響 港警實彈擊中1名示威者

6 1,843 LINE TODAY > 國內 新頭殼|韓國瑜再嗆蔡英文 :「最會講幹話」

7 1,810 LINE TODAY > 國內 新頭殼|韓國瑜紅到日本！新綽號「遲刻魔（遲到魔人）」

8 1,609 LINE TODAY > 生活 三立新聞網|全球護照排名榜！台灣大勝中國40名

9 1,543 LINE TODAY > 國際 民視新聞網|十一「國殤」遊行警民爆衝突 首次出現示威者遭實彈擊傷

10 1,500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德台建交連署達標！我國外交部回應了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W78wVg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mw5LoZ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zBPnv7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PpYk88
https://tw.news.yahoo.com/%E5%9C%8B%E6%85%B6%E9%96%8B%E6%A7%8D-%E5%8F%8D%E9%80%81%E4%B8%AD%E6%8A%97%E7%88%AD%E5%82%B3%E5%85%A9%E8%B5%B7%E6%A7%8D%E9%9F%BF%E6%B8%AF%E8%AD%A6%E5%AF%A6%E5%BD%88%E6%93%8A%E4%B8%AD1%E5%90%8D%E7%A4%BA%E5%A8%81%E8%80%85-101111660.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MpzOe3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BxRJ1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W7RXY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vBaP65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xB6y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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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感情 現任男友做愛沒感覺、跑去跟前任做

2 1,333 感情 女友暗示要我買Ipone11給他

3 1,128 心情 都上了大學依然被限制

4 926 時事 片)香港警察謀殺學生

5 805 追星 是我沒想到的你們

6 779 感情 外送不小心就get了

7 770 時事 這樣的抗爭我真的無法支持

8 762 時事 南方澳大橋垮，中國網友竟酸：為祖國獻禮

9 658 時事 香港訂立「禁蒙面法」，宣告午夜進入戒嚴狀態

10 572 心情 我有4張電影票，試問，有幾個學妹會陪我去看？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202443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20904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211713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207666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221081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198394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219177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206400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22877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23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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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 lol World Champion 入圍賽 D4

2 1,810 Gossiping [問卦]好奇月薪12萬收房租你做嗎?

3 1,634 Gossiping [新聞]柯文哲重批陳菊：不是妳上半生坐過牢下

4 1,614 Baseball 中華職棒例行賽227

5 1,597 lol World Champion 入圍賽 D2

6 1,516 KoreaStar [新聞] “PDX”投票造假確認..2~3名合格者被更

7 1,510 lol World Champion 入圍賽 D3

8 1,510 Gossiping [新聞]柯文哲狂轟不齒、怨恨 陳菊辦酸：他的嘴

9 1,503 Gossiping [問卦]祝賀敵國中國國慶的台灣藝人的八卦？

10 1,498 Gossiping [問卦]台灣民主化過程應該可以堪稱是世界奇蹟吧

http://www.ptt.cc/bbs/lol/M.1570268354.A.4A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9852489.A.15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0090770.A.136.html
http://www.ptt.cc/bbs/Baseball/M.1570097738.A.E75.html
http://www.ptt.cc/bbs/lol/M.1570099899.A.50D.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69907945.A.7B4.html
http://www.ptt.cc/bbs/lol/M.1570182110.A.C2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0093080.A.A8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0249732.A.3B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0282159.A.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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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17
空間設計與裝潢

(居家房事)
【開箱】高雄-清新北歐、無印風溫暖小資宅(文長圖多甚入)

2 292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不就是一台車，自己付錢卻還是引起家庭紛爭，聽了真的心涼涼

3 208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郭辦發言人郭昕宜：經濟、知識、常識不會投韓

4 205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返校觀後感.

5 157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時間到了！顏炳立：2020房市春暖花開

6 147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企業家><政治家，郭台銘完全走錯路

7 14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何韻詩小姐來台求支持？

8 139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工程公司：纜繩先斷、曾示警

9 127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連泉州、廈門都比台北好？台灣主持人表情亮了

10 12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整天黑說韓國瑜沒有做事，聽聽高雄黃義霖醫生拿著數據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360&t=591381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294&t=591418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638&t=591395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638&t=591311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356&t=591520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38&t=591469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38&t=591297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638&t=591436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638&t=591776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638&t=591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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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46 立場新聞 【直播】林鄭宣布引緊急法立「禁蒙面法」行政會議早上召開特別會議

2 38,038 立場新聞 【直播】警務處處長盧偉聰 於灣仔警察總部會見傳媒。…

3 10,946 Now News 新聞 林鄭月娥與司局長見傳媒

4 10,643 侯友宜 新北市政府依據中央氣象局最新天氣預報資料，並經北北基共識…

5 10,566 Ettoday 新聞雲 ㄜ…..這到底在？超錯愕欸！！！！（#丹利老爹）…

6 9,753 即新聞 貓奴們快筆記起來！讓主子爽一波 影片授權：拉姆有幾噗YT頻道：…

7 9,381 東森新聞 黃捷遭嗆12次垃圾提告！鋼鐵韓粉批：不尊重長輩

8 9,239 ETtoday星光雲 校外教學變成打殭屍大戰～還要保護小朋友！這位老師也真的是夠狂…

9 9,135 韓國瑜 《世紀領航翻轉台灣》選前100天記者會

10 8,978 Now News 新聞 各區現場情況【17:19】民主派回應緊急法記者會

https://www.facebook.com/439906946650473_411129652936853
https://www.facebook.com/924060681289202_3091416377567380
https://www.facebook.com/481006265820447_2391660114429712
https://www.facebook.com/1133645947024737_760955631014131
https://www.facebook.com/2813618422007637_163023614804558
https://www.facebook.com/1485694271596001_2660566473975155
https://www.facebook.com/2950143431687395_406929933534964
https://www.facebook.com/2462417953855029_497655690817226
https://www.facebook.com/525223374713220_742698589489044
https://www.facebook.com/720045151847626_242045658153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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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63 Kafen還原酸蛋白系列 c300抽獎卷準備好了沒？賓士c300有可能就是你台灣最佛kafen…

2 28,569 富發牌 楠哥哥帶你買到最便宜的商品 把這週要補假的心情橫掃一空

3 27,190 CMoney 理財寶 不藏私不收費，費時5天完成 42頁完整存股SOP，賺股利不賠…

4 26,010
TR Box寶藏屋：傘的

專家、居的職人
果斷的放棄 是面對人生面對生活的一種清醒的選擇 晚上又要拼面子…

5 24,646 正面能量 第一眼看到的數字是多少？測你最近的壓力有多大！…

https://www.facebook.com/501782713996421_132794774756408
https://www.facebook.com/1351596861666184_175240220318186
https://www.facebook.com/2722374187843458_207421536911624
https://www.facebook.com/372964553652395_159432788583792
https://www.facebook.com/2638404123103243_2570762893018003


YouTube大熱門（排除贈獎文）

【朱玉宸】1065天,我們一起

經歷過的小玉 Offical MV

看完這視頻，我才明白為什麽

100多年前西方有《排華法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閱

兵分列式| CCTV
你也被媒體帶風向了嗎？ft.回

覆酸民留言與頭版質疑

趁着曬穀子這些天，鼓搗了一堆溫馨有趣的

小玩意兒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0/youtube/14922/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0/youtube/14923/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0/youtube/14924/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0/youtube/14925/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0/youtube/14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