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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分析師的社群數據煉金術不藏私大公開(上)
- 策略方向：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策略建議

- 策略應用：階段重點 X 社群聆聽與分析方法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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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產品生命週期看數位品牌經營

數位品牌經營是時代主流，當體驗式消費成為趨勢，社群口碑的影響力便越發重要，

然而面對廣大散佈的社群聲量，該從何分析起？又該如何應用？知曉其重要性，但不知

道從何下手，是許多人在使用分析工具時的共同困境。

上期帶您掌握分析概念

與重點！

揭密分析師心法PLC x 

OpView四階段全攻略！

下期帶您實例操作，落實

概念應用！

成熟期品牌該怎麼操作？

執行重點與具體操作一步

一步拆解！

本期Social Watch節錄意藍資訊資深分析顧問陳怡文的演講

內容，將數位品牌經營結合產品生命週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說明企業該如何透過社群聆聽(Social Listening)，

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發展適合的社群經營策略，並逐一探

討各階段的社群分析應用，帶您掌握概念與數位品牌的社群

經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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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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品生命週期看數位品牌經營

產品定位

市場擴張
及監控

品牌深化
及提升 社群探索

導入期

族群分析
x

競爭風暴圖

持續性

質化資料探勘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策略方向

社群媒體發展蓬勃，市場需求變化快速，了解自身產品的產品週期階段對社群經營至關重要

，在各個階段的社群經營策略重點與方向皆有所不同。因此，除了對外衡量整體市場大環境

種種因素，對內，得先評估自身產品所在階段，並根據合適的指標來檢視成效、洞察方向，

進而發想策略、探索商機，接下來將帶您更深入的探討各個時期的社群經營方向。

銷
售
額

時間

階段重點 社群聆聽與分析方法

市場調查研究
1.透過相關產品熱門話題調查，掌握最新市場趨勢。

2.區分聲量的來源佔比，了解新聞與討論的熱度。

消費者調查研究
1.在產品規劃上透過需求分析更貼合消費者偏好。

2.在產品使用上透過消費者正負評價分析調整產品。

提升產品認知度

1.追蹤受眾網頁點擊與分享率，側面觀察消費者對產品或

品牌的認知狀況。

2.搜羅早期採用者進行評價分析，以作為產品調整優化之

參考。

導入期：產品定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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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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初試啼聲，在市場上尚無太多資訊流通，討論亦為小眾，消費者對於產品多半陌生，業者

對於市場反應不確定性高，「是否了解自己的市場？」乃是一大重點，在嘗試、探索的階段，

更確切的來說，知道「消費者想要什麼」便是關鍵核心了！因此，在這個階段將透過大小範圍

的市場調查、消費者研究，不斷的產品測試與定位調整，期待產品臻於完善、符合市場需求，

並提升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認知度。

▲熱門話題搜羅：以各家線上影音平台為例

▲聲量來源佔比圖：以家用智能音箱為例

進一步將網路聲量分類，

可以區分是自發性討論居

多，還是多以新聞報導為

主，以網路討論熱度作為

市場需求度的參考，以右

圖為例，圖中可看出此主

題以自發性討論熱度高於

新聞報導，表示有話題性

、有潛在需求。

另外，針對早期採用者的開箱評價作分析，甚至鎖定特定頻道的討論，皆可視為市場測試的反饋

，並作為導入期產品定位調整的方向，讓產品更貼近市場需求，同時，早期採用者的評論往往是

許多消費者決定購買前的意見參考，因此，須格外關注並針對其負面評價作妥適處理，以建立良

好的產品口碑與品牌形象。

市場調查的第一步，可以

透過觀察網路相關主題的

討論話題，以及常被提及

的關鍵字等，了解市場最

夯話題與趨勢，並從中挖

掘顧客的潛在需求，以左

圖為例，可以從網路熱門

話題中延伸探討消費者的

需求，歸納重要購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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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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消費者對產品已有認知、市場接受度提

高，產品打開銷路，有利可圖之下，便有越來越多

的競爭者想投入瓜分市場，因此這個時期著重於觀

測市佔率，並掌握競品動態，才能抓緊機會爭取更

多市場份額、擴張市場，另外，無論是外部推廣或

維護口碑皆為重要的一環。

一般而言，行銷單位會投注相對大量的資源去做產

品的推廣，因此行銷成效的追蹤也會是此階段的重

點項目，其中可以透過點閱、分享以及觸及數等不

同意義的指標來衡量不同面向的社群行銷效果；對

外，掌握數位市佔率，尋找市場缺口、發掘其他「

有討論聲量，無品牌偏好」的可開發空間作市場擴

張，以左圖為例，從心佔率長條圖中可看出其他可

滲透的潛在市場；最後，透過觀測競爭品牌的話題

與口碑來掌握對手動態，探索其產品討論，作為規

劃產品差異化的參考方向。

[註1]心佔率係指談及某產品或產業關鍵字時，品牌「被提及的比例」，意即越常被提及的品牌，消費者關注度越大

，心佔率越高，同時轉換為實質銷售的機率越大，故心佔率亦可視為市佔率的領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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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影音心佔率長條圖，圖中9%未提

及品牌部分為現存市場中，各品牌的潛在

可競爭份額。

階段重點 社群聆聽與分析方法

市場擴張 1.定期追蹤心佔率[註1]，尋找缺口，了解還有多少市場份額可擴張。

行銷成效追蹤

針對大量投入的行銷資源作成效追蹤：

1.透過點閱數分析受眾認同、喜好程度

2.透過分享數與觸及網友數分析宣傳廣度

3.從高活躍網友數分析產品/品牌吸粉力

4.觀測網路擴散頻道數，以了解市場話題討論度

競品監測

1.掌握競品動態，市場新進入者與品項的觀測追蹤，確保本身市場

份額，並尋找市場可擴張缺口。

2.分析各品牌產品線的差異，與觀察競品整體社群發展趨勢、話題

與討論評價，了解自身內外優劣勢、盤點調整重點，並可作為規劃

自身產品差異化的參考。

成長期：市場擴張及監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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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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重點 社群聆聽與分析方法

競品長期觀測
是競爭最激烈的階段，競品觀測不可忽視，社群經營內容參

考成長期「競品觀測」，須持續性的進行競品監測。

品牌經營與深化

1.積極經營的社群互動、即時回應，捍衛既有市場

2.關注網路評論了解實體的經營狀況，透過定期報表觀測需

改進之處。

3.透過品牌定位分析確立當前品牌經營策略與方向

4.透過受眾族群分析，掌握受眾生活階段與偏好，除了可與

其偏好類型的關鍵領袖合作業配，增加觸及率，亦可進而深

化關係經營。

產品提升 1.透過產品評價蒐集與使用問題分析，彙整產品優化重點。

成熟期：品牌深化及產品提升策略

當產品走入成熟期，技術成熟、市場穩定，眾人紛紛投入搶占大餅，市場最為競爭，然而除了在

市場價格上廝殺成一片紅海，我們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在四郊多壘的時期，建立品牌忠誠度無疑是個重要方針，積極經營社群，能即時回應網路各種聲

音至關重要，透過觀測品牌每日的話題討論，掌握線上線下的經營狀況，針對網路的負面聲音即

時溝通處理，維持品牌形象，捍衛既有市場版圖。

此時期，市場競爭激烈，消費者選擇多元，如何能夠降低自身顧客跳槽率，增加競爭者顧客轉換

誘因，將決定廠商能否捍衛固有市場與攻佔更多市場份額，其一重點是掌握競品動態，由淺至深

，可透過如下方的競爭風暴圖觀測競品對自身的威脅，或是直接觀測競爭者的整體動態，探討其

社群實質討論與口碑內容，其二，品牌經營精緻化，從族群分析了解顧客類型，進而作分眾行銷

的應用都是經營方向。

競爭風暴圖：

以眼鏡品牌為

例，從圖中可

看出寶島眼鏡

與OWNDAYS

高度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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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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場需求下降，產品進入衰退期，另闢新路是

必須的，無論是作內部的策略調整，如產品升級

、技術創新，或是作外部市場的移轉，而此時期

可透過質化分析去探索市場新機、挖掘商機。以

左圖為例，可看出大學生外送服務討論熱烈、潛

在需求大，業者可思考如何平衡外送與校園行車

安全，與校方善意合作，爭取具商機潛力的大學

外送市場。

最後歸納本期重點：

導入期：產品定位策略

• 產品設計與規劃初期，著重市場調查與消費者需求研究

• 產品投入市場後，著重市場認知度的開發與追蹤，同時透過市場反饋調整產品定位

成長期：市場擴張及監控策略

• 著重市場成長擴張，透過心佔率可了解市場競爭樣態與潛在可競爭份額

• 追蹤並深入探討競品動態，市場與產品趨勢均不落人後

• 透過相關產品的評論蒐集，進行產品差異化的規劃

成熟期：品牌深化及產品提升策略

• 積極經營社群與即時回應，與消費者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深化品牌溝通與口碑經營

• 透過族群分析區分忠誠顧客、目標受眾類型，強化關係經營，並可與關鍵領袖合作業配

• 分析產品評價與使用問題，彙整產品優化重點

衰退期：社群探索策略

• 產品與策略本身，可嘗試技術創新、產品升級

• 市場開發，可市場移轉、擴張新興市場，或回歸社群探索新商機

社群行銷當道，而不論是從影響力行銷、口碑行銷著手，除了跟上趨勢以外，掌握不同階段社群

經營策略的著力點也不可忽視，善用工具做社群聆聽，發展對的「溝通策略」、選擇對的「溝通

管道與媒介」！下期Social Watch將以成熟期品牌為例，帶您看如何將概念落實應用！

階段重點 社群聆聽與分析方法

社群探索 透過質化分析持續挖掘新機會

衰退期：社群探索策略

▲自動化議題分布圖：以各家外送平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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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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5,598 LINE TODAY > 國內 明天起「放韓假」韓國瑜宣布：請假3個月拚總統大選

2 2,616 LINE TODAY > 國內 跟總統直播…63萬貓奴社團慘被韓粉出征下架

3 2,190 yahoo新聞 > 理財就業 韓國瑜：若當選總統會主動廢除一例一休

4 1,927 LINE TODAY > 國內 台男赴陸「舉國旗」遭逮！ 5千字曝5小時恐怖經歷

5 1,869 LINE TODAY > 國內 上報|「競選時間不多」韓國瑜出面證實不去美國了

6 1,764 yahoo新聞 > 政治 高歌「我現在要出征」韓國瑜宣布16日起請假

7 1,610 LINE TODAY > 國內 【快訊】台南造勢晚會剛結束 2民眾丟雞蛋突襲韓國瑜

8 1,519 LINE TODAY > 國際 《快訊》民陣召集人岑子杰遭襲血流如注癱倒在地

9 1,427 LINE TODAY > 國際 法新社|習近平：企圖在中國搞分裂只能粉身碎骨

10 1,417 LINE TODAY > 國內 2020大選前藍委嘆：國民黨想方設法讓韓自生自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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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 追星 f(X)雪莉驚傳身亡

2 1,422 感情 快要結婚女友才承認不是處女

3 1,348 心情 請不要再拿客家當省錢代名詞了

4 1,284 電影 盜錄還那麼理直氣壯啊

5 1,263 心情 墮胎(有圖血腥慎入)

6 1,131 有趣 怕！179/115=190/78的心路歷程

7 954 感情 我暴打了約炮的男友

8 915 感情 就是我幹的

9 913 心情 刺青被爸媽看到

10 835 有趣 女大十八變啦強勁視覺饗宴7152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19.1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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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line.me/tw/pc/article/ygn2Wy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2WN38j
https://tw.news.yahoo.com/%E9%9F%93%E5%9C%8B%E7%91%9C%E8%8B%A5%E7%95%B6%E9%81%B8%E7%B8%BD%E7%B5%B1-%E6%9C%83%E4%B8%BB%E5%8B%95%E5%BB%A2%E9%99%A4%E4%B8%80%E4%BE%8B%E4%B8%80%E4%BC%91-063922264.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kMk8DM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MgrvDa
https://tw.news.yahoo.com/%E9%9F%93%E5%9C%8B%E7%91%9C%E5%AE%A3%E5%B8%83%E6%98%8E%E8%AB%8B%E5%81%87%E6%8A%95%E5%85%A5%E7%B8%BD%E7%B5%B1%E9%81%B8%E8%88%89-034444241.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ajaxL6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l3EeNG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rXmXK0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vrQ0Jl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2295412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32281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321914
https://www.dcard.tw/f/movie/p/23231274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315871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229930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31374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312387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330932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229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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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140 Gossiping [問卦]人生很難我的腫廇變大了

2 1,502 DMM_GAMES [情報][妖聲] 10/17開始營運

3 1,500 Gossiping [新聞]士林外送員遭夾死，行車記錄器曝光

4 1,498 DMM_GAMES [情報][妖聲]之後的一些方針

5 1,496 KoreaStar [情報]警方“接到藝人雪莉死亡申告..已確認

6 1,491 Gossiping Re: [新聞]黃國昌領銜「居住正義改革聯盟」明成立

7 1,489 DMM_GAMES [情報][千年]每週(10/15+16)電文

8 1,483 KoreaStar [新聞]雪莉死因確認「上吊輕生」！13日最後

9 1,480 Gossiping [新聞]又失言！柯文哲：自殺拜託吃安眠藥，不要

10 1,431 Gossiping [問卦]柯粉一直反軍購到底有什麼企圖?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89 Gogoro 我的車維修費要四萬多塊???

2 259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九二共識，真的存在嗎？

3 248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好扯的小英政府~買2架新飛機僅7億農委會竟準備花17億

4 206 桃園縣
(居家房事北部地區)

房屋轉貸與轉賣，我真的快瘋了（文長…）

5 206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男人跟不同女人上床的感覺

6 157 Mercedes Benz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A180…….真難養，心痛!!!!!

7 146 手機消費經驗分享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為什麼很多人會強調不要中國品牌的手機?

8 145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6分鐘的影片護一生，請AMB-2886自主繳回駕照

9 138 Google(Android) Pixel 4系列開始預購雙鏡頭演算又進化夜視可以拍出銀河

10 133 小米手機 (Android) 紅米Note 8 Pro $6599超好買的，真有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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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siping/M.1571024677.A.E13.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571281837.A.C3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1139525.A.A7C.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571489029.A.728.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71041404.A.D2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1273257.A.FA1.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571108764.A.9BE.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71043815.A.BE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1376406.A.83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1463133.A.326.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751&t=592408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638&t=592518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638&t=592383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456&t=592562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292&t=592407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303&t=592743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393&t=592848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294&t=592450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565&t=592559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634&t=592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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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2,646 九把刀 Giddens Ko 小說取材關係，想問大家現在從事什麼職業最丟臉最可恥？…

2 22,155 台灣達人秀 不會唱就落伍了啦！吉娃娃…

3 17,963 五月天阿信 週六晚上又到了貼宵夜時間了！給我看看好不好 ⋯⋯ #…

4 17,362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阿瑪：你家的貓叫什麼名字？《2019台灣流行貓名調查》…

5 15,976 韓國瑜 我今天正式向市民請假，開始我的傾聽之旅。有鑑於許多…

6 15,519 韓國瑜 「高瞻四海貨暢流雄企八方人和通起…

7 14,860 鏡傳媒 國民黨議員表示，要用相同標準檢視候選人…

8 13,772 Yahoo!奇摩新聞 這間月老廟真的那麼靈？ #月老#大學生#男友#高富帥#YDD

9 12,458 爆料公社 35歲以下青年之年所得為54萬多元，有達到的請+1…

10 10,856 東森財經 500元呷到飽！5種海鮮任你吃：吃到痛風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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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79 派愛族 你會跟誰在一起呢？ https://bit.ly/2phWsQb

2 18,026
小三魔法棒
(小三美日)

【#測近期感情和事業運勢】直覺選出一張牌

3 17,307 check2check 秋天就是一個很適合談戀愛的季節！不管是不是單身的你…

4 15,889 【Major made.】
Mavis*瑪菲斯 本週新品限時優惠+1– 瑪菲LIVE秋季約會私服穿搭秀…

5 14,947
小三魔法棒
(小三美日)

如果能許一個願你會許什麼呢？測你是不是很容易錯過真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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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6731467749274_2456910741064680
https://www.facebook.com/3321667891178158_714660615706283
https://www.facebook.com/2577995352256133_562316344537790
https://www.facebook.com/2973785889317407_159008738523045
https://www.facebook.com/2568728480030967_521167908443519
https://www.facebook.com/2568363696734112_697310237455156
https://www.facebook.com/2566933866859803_183213002718447
https://www.facebook.com/2795800723802209_2335879649873144
https://www.facebook.com/1091255994558218_520813938497290
https://www.facebook.com/2078448658923859_822455301504255
https://www.facebook.com/2841350149219751_411069113123758
https://www.facebook.com/2987493711282700_182828226111227
https://www.facebook.com/2175564562543299_1488186461319613
https://www.facebook.com/392323048317990_2501883286710634
https://www.facebook.com/3001207373244667_66401413412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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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曜4超玩】一日系列之市議員助理呱吉和
邰哥會迸發什麼火花？

【政經關不了】彭文正於倫敦招開記者會公開
蔡總統論文調查

【眾量級 CROWD】網紅情侶家寧送急診呼
籲大家重視健康

【Bit King比特王出任務】名醫師黃義霖以自
身經歷訴說他為何反對蔡英文

【有話好說 PTSTalk】邀請年輕人談想法 你自認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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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youtube/15122/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0/youtube/15114/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0/youtube/15121/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0/youtube/15120/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0/youtube/15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