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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 台灣人關注什麼？名人合作三大要點

- 非營利組織社群營運表現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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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臉書經營聲量排行榜

公益 vs 企業慈善基金會比較

本專題大綱

2019／11／28

社會公益發燒話題與企業CSR社群口碑社會公益發燒話題與公益團體宣傳表現

Part  1
熱議公益話題分析及議題彙整

公益議題
網路聲量

熱門貼文內容形式分析

資料時間：2019/01/01～2019/10/31 | 資料範圍：社群網站、討論區、新聞

「其實你很好，你自己卻不知道」，真的

嗎？別懷疑，根據國際慈善救助基金會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CAF）調查[註1]，

過去十年間全球146個國家在「幫助陌生人頻

率」、 「善款捐贈」 、 「志願服務時數」 三

方面的綜合評價，台灣獲得總排名第48名，亦

為東亞區第1名，台灣人在貢獻愛心這方面確

實不落人後。

本期Social Watch透過《OpView社群口碑資

料庫》，剖析社會大眾在網路上較關注哪些公

益議題，接著再分析不同性質之基金會在社群

上的訴求主題及影響力，藉此整合出較具議題

倡導力之基金會類型。

[註1] CAF於今年10月公布之CAF World Giving Index 10th edition

探索公益事件
限時申請

基金會
社群聲量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cafonline.org/docs/default-source/about-us-publications/caf_wgi_10th_edition_report_2712a_web_101019.pdf
https://www.opview.com.tw/charity201912
https://www.opview.com.tw/charity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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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有效擴展公益討論熱度 長期勸募需更多行銷動能

表註： 臉書粉絲團｜ YouTube頻道 |                                    |

▲公益議題之熱門文章排行榜(排除政治人物之貼文)

抽獎或直播文 非抽獎文

所謂的「公益」，可以指稱為社會上不特定大眾所抱持的正向價值，因此公益可以是有關環境

保護、人權公義或是幼老福利等面向。以單篇文章所累積的回文統計，前15大文章中僅2名為

YouTube，顯見在公益的宣傳上仍較集中於臉書上；而該議題具同理的渲染力，因此過半貼文

即便無獎酬，亦能有數千上萬的聲量響應。

雖然台灣公益議題多元，但從排行中可發現，關注對象集中在青年兒童及動物上，顯示在視寵

物如家人的年代，動保議題不亞於弱勢人群，極易引發人們的關愛。

下頁將針對不同文章類型進行內容、型式策略上的質化解析：

公益議題網路聲量

來源 熱門文章標題 聲量數 議題訴求

蔡阿嘎
【10萬點閱捐10萬公益#47】
(蔡阿嘎X康青龍)

15,082 兒少福利

渣打銀行 Taiwan 留言支持2020渣打臺北公益馬拉松... 11,940 身心障礙

高雄美食地圖 #395元起吃到飽Buffet 喜憨兒創作料理... 10,018 身心障礙

東森新聞 奶汪遭刺傷險癱瘓爸媽悲痛哀號：救我孩子 7,828 動物保護

富邦人壽是怎young Walk！Walker！「喵星人」健走點點名！ 5,961 老人福利

林俊傑 JJ Lin
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會特別邀請
JJ林俊傑擔任活出愛大使

5,688 兒少福利

嘉義市動物守護協會 #慟！《求提供行車紀錄器&指認線索》 4,673 動物保護

東森新聞 希望這份愛心可以長期進行，幫助爺爺！QQ 3,886 老人福利

高雄市關懷流浪動物協會 出發台中‧緊急救援‧台中兩起落水事件 3,715 動物保護

相信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Mayday 2020 Just Rock It!!!“藍| BLUE” 3,398 老人福利

Yahoo!奇摩新聞
你的愛心餐是其他同學付錢的，你要等全班同盛完
之後，你才能盛。

3,263 兒少福利

Namewee 黃明志 ft.蕭敬騰【流浪狗The Stray】 3,250 動物保護

太和工房
血庫真的缺血了! 您捐血,我送您『太和工房水壺』!
您知道每年的暑假...

2,918 心理衛生

立頓 Lipton 茶農用心你安心 你留言，立頓捐款回饋偏遠茶鄉... 2,824 兒少福利

渣打臺北公益馬拉松 蔡依林Ugly Beauty世界巡迴演唱會... 1,922 身心障礙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3t4w_9XHGw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76754189164069&id=82061279477821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13197418732529&id=336839306368364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58691554165920&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46664735534542&id=14952852524817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162169883897751&id=193480161484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65875950111638&id=600470533318868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38912706143804&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54662664717107&id=21820285676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169463193116761&id=23469919659319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08554092526873&id=10924960912401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KUwMUjavP4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47255758659225&id=16127755725706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286597348046090&id=42806824389901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979102935439980&id=75899695411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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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紅蔡阿嘎與康青龍攜手做愛心
（示意圖片截圖自蔡阿嘎影片）

名人效應加乘? 和知名人物合作三大要點達成win-win-win

▲ 【流浪狗 The Stray】歌曲（截自Namewee）

名人本身可吸引高流量，向來是公益團體喜愛的合作對象。從榜單中的人物來看，除第一名的

蔡阿嘎為YouTuber外，其他皆為音樂圈知名藝人，如林俊傑、五月天、黃明志&蕭敬騰、蔡依

林。然而宣傳上卻並非知名度越高、影響性越強，整理成功要素如下：

透過官方渠道宣傳

▲ 相信音樂圖文回應
（留言截圖自相信音樂貼文留言串）

蔡阿嘎影片品牌商業性濃

厚，但在掌握前兩大重點之下，亦邀請了品牌商共同

做愛心，搭配贈獎與鼓勵粉絲觀看，超過門檻再捐贈

善款，鼓勵訂閱者成為完成公益行為的一份子，最後

超越了許多藝人的公益貼文熱度，讓三方皆受惠(品

牌、育幼院、YouTuber)。

做為代言人的JJ與Jolin，皆為高知名度歌手，但在合作上，JJ透過自己

的官方臉書，並以直播呈現，增強與粉絲的互動即時性，直接傳達了公益內容；而Jolin的代

言內容則是由活

動方發布，僅能

透過贈票方式間

接接觸到粉絲，

效果相對打折。

從文案中需使大眾了解公益對象，增加粉絲的共鳴或是參與的共

榮感。如相信音樂清楚寫出捐贈項目與對象，且樂迷也拍攝到了捐贈車輛、與有榮焉；或是黃

明志動保意念濃厚的歌曲，並呼籲大眾關注浪浪議題，打動認同此理念的歌迷。

舉辦活動誘使粉絲參與

▲ JJ代言公益活動貼文之回應
（截自林俊傑 JJ Lin）

▲ 活動方贈Jolin門票之貼文回應
（截自渣打臺北公益馬拉松）

內容可直接連結公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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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v=n3t4w_9XHG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KUwMUjavP4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169463193116761&id=23469919659319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162169883897751&id=193480161484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979102935439980&id=75899695411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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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除與名人或是企業單位發起的宣傳訊息，事

實上一個樸實能激發同理的真實內容，如排行

榜上喜憨兒的就業困境、動物面臨的磨難、耄

耋弱勢者的生活難題，皆透過單純的圖文挑起

閱讀者心中漣漪，也增加群眾捐款或協助的動

機。

此類個案大多透過網友善心揭露或是由媒體披

露，常能一呼百應，如近日男童賣襪事件，便

讓大眾疼惜而相爭購買，但對於這些弱勢族群

來說可能僅是短暫的杯水車薪。因此，若能持

續協助慈善團體行關懷弱勢之舉，長期關心、

資助甚至投身至各種公益活動中，溫潤社會，

將行善之念擴及身旁角落。

沒有名人加持？ 回歸內容營造：互動+真心

沒有名人加持，還能怎麼讓大家參與公益活

動？ 在第5名的熱門文章中，富邦人壽透過

互動式抽獎文，規定網友須每日上傳一定的

健走步數，方能取得抽獎資格，並承諾每則

回文皆會轉換成定額的捐款，不僅滿足網友

達成運動目標的成就感，同時也幫助失智長

者的日常生活與醫療援助。

另外太和工房與捐血中心合作，讓民眾趨之

若鶩，主動tag親朋好友響應捲袖捐血。
▲ 富邦人壽參與體驗式抽獎文獲網友熱烈回應

（示意圖片截自富邦人壽抽獎文）

樸實無華 讓故事變成力量！

▲流浪動保議題受關注

(示意圖片截自東森新聞貼文）

▲弱勢長者獲大眾協助度過困境

（示意圖片截自東森新聞貼文）

做善事超簡單 一推就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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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php?story_fbid=1146664735534542&id=14952852524817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58691554165920&id=124616330906800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38912706143804&id=12461633090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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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慈善基金會[註2]臉書粉專聲量排行榜（前10名）

身障議題能見度低 兒少老人公益團體較受社群關注

基金會社群聲量

總聲量 主文數 回應比 主要倡導議題[註3]

7-ELEVEN把愛找回來 45,490 260 174.0 綜合性服務（老人福利）

安麗希望工場基金會 7,227 135 52.5 兒少福利

傳善獎 (陳永泰公益信託) 5,896 106 54.6 綜合性服務

頂新和德文教基金會 3,799 170 21.3 綜合性服務（藝文教育）

廣達文教基金會‧「學習感動，懂得尊重！」 2,492 317 6.9 藝文教育

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 2,072 213 8.7 藝文教育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 1,682 58 28.0 兒少福利

趨勢教育基金會 1001 163 5.1 藝文教育

中國信託文教基金會 999 118 7.5 藝文教育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979 204 3.8 綜合性服務

總聲量 主文數 回應比 主要倡導議題[註3]

董氏基金會 菸害防制中心 14,174 875 15.2 綜合性服務(健康醫療)

喜憨兒基金會 13,103 585 21.4 身心障礙

地球公民基金會 11,134 349 30.9 環境保護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8,120 660 11.3 老人福利

慈濟基金會 6,049 394 14.4 綜合性服務

財團法人臺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4,976 142 34.0 綜合性服務（兒少福利）

伊甸基金會 3,836 362 9.6 綜合性服務（兒少福利）

新北市流浪動物生命關懷協會 3,422 228 14.0 動物保護

荒野保護協會 3,102 295 9.5 環境保護

癌症希望基金會 3,051 463 5.6 身心障礙

▲ 企業慈善基金會[註2]臉書粉專聲量排行榜（前10名）

了解台灣人關注的慈善議題後，讓我們進一步分析為理念而努力的基金會與非營利團體

（下稱NPO），計算官方粉絲團活躍度，以總聲量排序，並計算其貼文之平均回應數，了

解哪些團體在這類的討論主題中，具有較佳的議題傳播力以及群眾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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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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0大聲量團體中，兩種類型以公益基金會占

比最高(38名)，而從前頁排行數據來看，公益

基金會的關注度大幅高於企業慈善基金會，對

於社群來說，公益基金會較不需負擔推廣企業

品牌的包袱，相對來說更具「公共性」的慈善

形象，此外，公益基金會積極宣導，前10大團

體平均發文數(435則)為企業基金會(174則)的

2.5倍，透過個案式描述、名人站台或活動等貼

文吸引網友關注。

公益

企業慈善

▲ 50大基金會類型
之名額佔比圖

24%

76%

從主題部分來看，表現較佳之公益基金會大多

關注「兒少福利」，與前述的台灣人關注議題

相符，但是在「動物保護」、「老人福利」卻

不若Part 1分析顯著，反而是「環境保護」團

體躍出。代表在短期爆發事件中，「老」、

「幼」、「萌」是最能直擊人心的內容，但就

團體的長期表現而言，建立信賴與持續的慈善

業務營運，才能顯示出組織宣傳上的影響力。

而企業慈善基金會雖聲量不若公益基金會，但藉著贈獎資源進而推展公益事件的能見

度，整體的回應大於公益基金會，冠軍「7-ELEVEN把愛找回來」，不但回應比破

150，亦是所有公益團體中的佼佼者。

至於主題方面，企業則更著重在「藝文」素養的培育，如廣達文教基金會戮力於「設

計、藝文」的教育推廣、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則常於自有商場舉辦展覽、設計競賽；

特別的是，企業基金會也常與公益基金會合作，作為挹注金援方，協助中小型公益組

織實現社會理念，如傳善獎、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註2]：此處之公益基金會係指由特定個人或群眾集資創設之非營利慈善團體；企業慈善基金會則是某企
業以獨資、或捐助優勢資本佔比所創立之基金會（多會冠上企業名）。

[註3]：倡導議題類型以台灣公益資訊中心為主，以及輔以公開訊息進行主觀認定。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npo.org.tw/npo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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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議題訴求類型)

團體登記
數量

身心障礙 614

老人福利 262

兒少福利 225

藝文教育 159

健康醫療 89

▲ 我國現有公益團體（基金會）

前5大議題訴求類型

資料來源：台灣公益資訊中心

最後，社會的實際需求，能實際反映在社群上嗎？根據台灣

公益資訊中心上對於NPO的分類（見左表），以身心障礙福

利的團體數最高，其次則是老人福利以及兒少福利，顯見身

障族群的支援團體種類繁多、社會需求沉重。

但從社群數據顯示，企業基金會多支援藝文、兒童福利，而

在慈善基金會，宣傳性佳之團體，身障福利所占名額亦不

多，顯示在社群曝光與社會需求仍有段落差，身障公益組織

仍需勉力尋求社會能見度，以讓更多的資源投注。

「其實你擁有改變的力量，你卻不知道」，影響別人的同

時，自己、甚至整個社會也在默默變化。太多的議題需要關

注，太多的需求等著被滿足，如果你也為太多的資訊而困

惑，不如就挑選一個與自己最切身或是最感興趣的議題持續

關注，除了弱勢協助之外，人權公益、性別平權、法律改革

等公義議題，亦是可追隨的公益項目。

別小看了自己的一行一語，而吝於付出；年末歲尾，規劃新

的一年時，不妨也試著伸出手接住下墜的求援，不論選擇關

注哪種議題，勿以善小而不為，涓涓細流終將匯聚成河。

涓涓細流終將匯聚成河
一點暖意帶來的蝴蝶效應

身障相關議題急需社群能見度

▲點擊圖片，看最新公益提案

點我申請

意藍資訊亦供短期免費之社群工具，提供非營

利組織探索近期公益事件，歡迎填單申請。

(未納入綜合性與未標記者)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npo.org.tw/npolist.asp
http://www.npo.org.tw/npolist.asp
https://lecoin.cc/
https://www.igiving.org.tw/
https://tw.charity.yahoo.com/
https://www.opview.com.tw/charity201912
https://www.opview.com.tw/charity201912
https://www.opview.com.tw/charity201912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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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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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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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5,092 LINE TODAY > 國內 新頭殼|韓國瑜反擊：大家今天監督執政黨了嗎？

2 5,062 LINE TODAY > 國內 CTWant |中國間諜認「干擾選舉」捐2千萬人民幣韓國瑜怒

3 3,219 LINE TODAY > 國內 自由電子報|韓總慘淪年輕人笑柄！上千人電競趴歡樂齊唱

4 2,918 LINE TODAY > 國內 NOWnews今日新聞|太震撼？中國間諜捐韓國瑜8千萬？

5 2,765 LINE TODAY > 國內 新頭殼|韓國瑜還有大安區樓中樓？韓辦：親戚的

6 2,099 LINE TODAY > 國內 自由電子報|震撼宣布！蔡英文：0到6歲國家跟你一起養

7 2,080 LINE TODAY > 生活 NOWnews今日新聞|造謠陳菊貪汙！「去死韓粉」事後狂道

8 2,013 yahoo新聞 > 政治 接受一邊一國黨提名不分區前總統陳水扁出戰立法院

9 2,007 LINE TODAY > 國內 新頭殼|大安區豪宅風波 韓國瑜臉書直播：意圖使人不當選

10 1,926 LINE TODAY > 國內 TVBS |火大了！陷房產風波遭段宜康虧韓反轟「你什麼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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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7 心情 爸爸休息完了就快醒來喔

2 1,244 心情 男友說我給其他男生幹剛好

3 939 考試 我重考12年，我驕傲！

4 874 有趣 姓花的困擾

5 828 心情 聽了連續快半年的打砲聲，爽嗎

6 806 留學 香港理大可能被黑警屠校

7 728 心情 跟朋友慶生變抓老爸姦

8 720 時事 中國間諜尋求澳洲庇護承認介入台灣大選幫助韓國瑜

9 701 時事
香港再發生離奇墜樓命案，17歲未成年高中少女上半身全裸，下半
身褲子脫一半露出臀部

10 665 心情 原以為中大是結尾……但遠遠沒想到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19.11.1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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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2meo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9PpMYq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ON8e1v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qkWnlD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3nO7Ko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8NgKxR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1BxJvz
https://tw.news.yahoo.com/%E6%8E%A5%E5%8F%97-%E9%82%8A-%E5%9C%8B%E9%BB%A8%E6%8F%90%E5%90%8D%E4%B8%8D%E5%88%86%E5%8D%80-%E5%89%8D%E7%B8%BD%E7%B5%B1%E9%99%B3%E6%B0%B4%E6%89%81%E5%87%BA%E6%88%B0%E7%AB%8B%E6%B3%95%E9%99%A2-082709225.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ON6Jym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kvEDVo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544715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542016
https://www.dcard.tw/f/exam/p/232551223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2554766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554323
https://www.dcard.tw/f/studyabroad/p/23252140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542905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554708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53792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52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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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128 DMM_GAMES [情報][千年]本週(11/19+20)電文

2 1,823 Gossiping Re: [問卦]為何香港的抗爭無法擴大到中國各省

3 1,592 HatePolitics [討論]支持蔡英文的人講得出她哪裡做得好嗎

4 1,533 Gossiping [問卦]是否該剝奪版上五毛的言論自由？

5 1,520 Gossiping [爆卦]中國間諜帶著大量資料向澳洲投誠!

6 1,515 Gossiping [新聞]柯嗆范雲被收買還囉嗦 范雲︰他不挺港人能否懷疑

7 1,510 Gossiping Re: [新聞]黃國昌批做不好？呂孫綾：不要用否定別人

8 1,504 Gossiping [新聞]台灣人怒了！中國間諜踢爆…北京密謀扶?1

9 1,499 Gossiping [新聞]駁大陸介入！韓國瑜動怒：我如果拿中共一塊錢退出

10 1,493 Gossiping [新聞]民眾黨不分區賴香伶打頭陣！「新光公主」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70
空間設計與裝潢

(居家房事)
【開箱】高雄·生了三胎終於買到房之中古屋大改造全紀錄

2 315
Mercedes Benz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31歲我終究還是賣掉愛車C-class【說好的關箱心得分享-附
5年詳細總花費】

3 299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吳斯懷：「難道支持統一就是犯罪嗎？」

4 27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震驚！！經部坦承境外匯回資金0元！台商回流7000億攏是
假小英膨風騙票

5 267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好好的排隊等紅燈為什麼要寈我？

6 256 Gogoro
重點分享車友必看，上圖這就是mcu⋯gogoro跳雙黃燈，電
門無反應無法啟動

7 237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快訊／韓又爆台北樓中樓！韓辦說話了…

8 236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9 220
LUX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納智捷這麽爛？聽Luxgen U5營業車司機怎麼說？

10 193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沒有魔人你的網路就順暢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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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M_GAMES/M.1574133256.A.D9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4024203.A.F7D.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574087420.A.05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4080742.A.4A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4467374.A.D1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4315932.A.0D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4438375.A.3A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4478221.A.3C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4493766.A.85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4127732.A.A4C.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8&f=360&t=595662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303&t=595539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638&t=595514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638&t=595499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294&t=595742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751&t=595371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638&t=595585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1&f=291&t=590321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444&t=595505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18&t=595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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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3,414 耖俗辣黃小愛
國中太妹蔡佩珊的校園日常！佩珊是個叛逆的水水在校園生活中多
采多姿有歡笑也有…

2 12,479 韓國瑜
民進黨完全執政後，已經失去了七個邦交國，錯誤的鎖國政策讓臺
灣經濟被推向邊緣。請…

3 11,536 東森新聞
幫嫩妹撿掉落物！路人抬頭見大叔秒落跑#大編：一抬頭世界就變了
xd ●更正啟事：…

4 11,446 韓國瑜
這幾天又被造謠說我多了一間房子。不知道蔡總統這輩子在國內外
住過的房子又是長什麼樣…

5 9,426 蔡英文 Tsai Ing-wen
我在台東縣競選總部聯合成立大會，大家有在現場嗎？劉櫂豪陳瑩
（Ying …

6 8,921 東森新聞
頭過身就過？5貓咪鑽洞實測牠秒卡超厭世#海豚編：有人讓家裡的
貓咪試過能鑽多小…

7 8,829 Stand News 立場新聞
【理大校長滕錦光錄影發言 籲示威者自首 稱曾想赴現場但警指
不適合】警方凌晨…

8 7,462 加藤軍台灣粉絲團 2.0 看見妹子摔車，當仁不讓投稿人:Shine Chen圖片來源:加藤軍路邊…

9 7,261 蔡英文 Tsai Ing-wen
0到6歲，國家跟你一起養！ 減輕大家的負擔，讓年輕人敢生、
敢養，讓阿公、阿…

10 7,185 三立新聞
無法想像，如果是你們能如此樂觀嗎？當彼此的助手，伴在對方身
邊…這就是愛情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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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20 富發牌 要買鞋子的快進來 楠哥哥等您哦

2 40,670 Pairs – 派愛族 馬上測出你最適合戀愛.結婚星座 https://bit.ly/33G31…

3 40,231 Pairs – 派愛族 今年的你會是穩定〇〇中？！ https://bit.ly/2OmAt3f

4 35,002 Pairs – 派愛族 今年你會跟什麼姓氏的人再一起呢 https://bit.ly/348…

5 29,556 Pairs – 派愛族
你未來老公老婆最適合＆最不適合的星座是？
https://bit.l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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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5757677442486_156047178968507
https://www.facebook.com/2610108365892978_136352021112001
https://www.facebook.com/3131948283506908_2652947794822848
https://www.facebook.com/2609265919310556_1380047482176318
https://www.facebook.com/2668469186578243_146800643294839
https://www.facebook.com/3126037620764641_151538776138175
https://www.facebook.com/2628705427215061_680157159178468
https://www.facebook.com/3100757166625413_148156643172732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241557331065_208848586794816
https://www.facebook.com/2808751322542771_211300376536533
https://www.facebook.com/435008893884750_2499671540279820
https://www.facebook.com/2904577156230383_109194517077624
https://www.facebook.com/2920053784682720_1218575635019670
https://www.facebook.com/2926973340657431_188897895619262
https://www.facebook.com/2920055238015908_247023775659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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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寰宇全視界】從反送中到東北亞安全防護名
嘴剖析中國介入力量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像傳奇一樣的
存在！解密達文西的一生

【Bit King比特王出任務】議員黃文益飆罵高
雄副市長李四川引網友不滿

【八大電視娛樂百分百】最新單元播出網封
陳零九「國民狼人殺老公」

【G.E.M.鄧紫棋】新歌《句號》MV首播！預告全新音樂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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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youtube/15542/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1/youtube/15541/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1/youtube/15544/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1/youtube/15543/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1/youtube/15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