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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 聯名食品介紹與社群討論概況

- 熱門關鍵字分析消費者偏好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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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聯名創造話題商機雖然已有很多案例，然而近一年出現

大量超商通路獨賣的食品聯名，甫推出即造成網路上的熱烈

討論與搶購，像是7-11與Godiva巧克力聯名的可可、限量預

購雪糕都吸引搶購，還有全聯與Hershey‵s巧克力聯名甜點更

連續兩年熱賣，並成功吸引消費者主動在社群打卡分享。

本期《OpView Social Watch》蒐集2018年8月至2019年7

月網路上討論各種商超市等通路獨賣的聯名食品的文本，將

販售
通路

7-11統一超商、全家便利商店、全聯福利中心等通路獨賣

類型 休閒食品(零食) 飲品 甜點

項目
洋芋片、可樂果、
乖乖、爆米花等

現做飲料、包裝飲、
調味乳

糕點、餅乾、冰
品、巧克力等

聯名
方式

搭配下列品牌
1.知名小吃口味
2.知名餐廳口味
3.下酒菜口味

1.手搖飲變包裝飲
2.知名飲品變超商
現調飲
3.包裝飲/調味乳搭
配知名食品口味

二種知名商品口
味結合

近一年聯名食品分類

時間範圍：2018/8-2019/7

資料範圍：社群網站、討論

區、新聞網站

本期分析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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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分成三類：休閒食品、飲品、甜點。其中，休閒食品以洋芋片、爆米花、可樂果和乖乖

等零食為主，通常是混搭知名小吃、餐廳或下酒菜口味聯名，並且在今年5月密集推出六款

商品，因此選擇同期上市這六款特殊口味的零食討論進行比較。

從上圖可以發現5月聯名的六款商品，聲量在5月達到高峰，也皆在6月出現大量消退的趨勢。

其中前二名聲量壓倒性獲勝，聲量最高的是可樂果與台啤聯名的下酒菜系列，單月就累積了

近三千則聲量，緊追在後的是卡迪那和拿坡里披薩聯名以及樂事和肯德雞的聯名。

接著，為了解網友對這六款商品的評價，所以我們排除來自品牌及通路所舉辦的FB抽獎活動

聲量和新聞媒體聲量，針對網友留言內容進行語意分析[註1]，依商品正負評佔比排序如上表。

六款零食都獲得六成以上正評，只有孔雀香酥脆和台中小吃阿姿燒酒螺聯名的網友負評佔比

較高，佔35%，有部分網友是「對燒酒螺無感」或表達「鹹到吃不出其他味道」等負面評價。

雖然波的多和繼光香香雞聯名商品，同樣有網友反應吃不出聯名品牌的味道，但網友仍表示

「好吃…吃了會一口接一口」，因此正評占83%最高，更多網友討論文本摘錄請見下頁。

[註1]意藍資訊使用文字語意分析技術，自動判讀文章情緒區分正面文章與負面文章，加總後計算各自佔比。

▲2019/5-2019/7六款聯名零食月討論聲量

▲六款聯名零食產品口味名稱與正負評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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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評83% 負評17%

可樂果&台啤卡迪那&拿坡里樂事&肯德基 孔雀香酥脆
&鼎王

波的多&
繼光香香雞

孔雀香酥脆
&台中阿姿

可樂果下酒菜系列海

瓜子、鹹酥龍珠、宮

保雞丁口味

卡迪那普羅旺斯烤

雞、墨西哥嗆辣披

薩

樂事大波浪上校煙

燻BBQ味、煙燻烤

雞味洋芋片

乖乖孔雀香酥脆

鼎王麻辣鍋風味

乖乖孔雀香酥脆

阿姿燒酒螺風味

華元波的多洋芋

片繼光香香炸雞

風味

正評82% 負評18% 正評81% 負評19% 正評80% 負評20% 正評76% 負評24% 正評65% 負評3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孔雀香酥&台中阿姿

波的多&繼光香香雞

孔雀香酥&鼎王

樂事&肯德基

卡迪那&拿坡里

可樂果&台啤(下酒菜)

5月聲量 6月聲量 7月聲量

累計聲量
(單位：則)

3,305

2,794

2,616

1,324

927

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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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網友討論內容摘要

波的多&繼光
香香雞

好特別的口味/
雖然感覺不出繼光香香雞，但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波的多繼光香雞雞嚐鮮吃過，好吃…吃了會一口接一口

樂事&肯德基
kfc另一種很好吃/
肯德基跟樂事聯名的烤雞洋芋片我覺得很好吃！今天剛買一包
45雖然量有點少(買空氣送洋芋片？) 

孔雀香酥脆&
鼎王麻辣鍋

我也剛剛打開來吃，真的有麻辣鍋香氣，好想去吃麻辣鍋/
孔雀香酥脆*鼎王麻辣鍋~屬於會回購的產品

卡迪那&拿坡
里披薩

可惜是薄片還是愛吃厚片的/
覺得還不錯至少口味有略不同市面上的

可樂果&台啤
(下酒菜系列)

炒海瓜子可樂果不錯吃，單純當零食吃吃久有點鹹，有種該來
一瓶啤酒的感覺/我吃過龍珠，很不好吃，吃超級久/
宮保雞丁口味太鹹，醬油味太重，全部吃完血壓都要升高了

孔雀香酥脆&
阿姿燒酒螺

好特別哦！/呃越來越奇妙的口味/
對燒酒螺無感/不推燒酒螺口味，鹹到吃不出其他味道/
聞起來像是海鮮系列的香味,吃起來根本不像燒酒螺,難以形容

六款聯名零食網友討論

內容摘錄

而可樂果與台啤聯名的商品口味最多，然而網友反應味道太

鹹、不耐吃，導致負評在六款中佔比第二多，其中炒海瓜子

和宮保雞丁口味有較多擁護者，大多認同偏鹹要配啤酒吃。

前面人工解讀部分網友留下的網路評價，再進一步以機器斷

詞分析5-7月中網友回覆的內容（排除抽獎活動文），看最常

提及的評價用詞與擴散廣度。下頁圖中，右上角區塊代表出

現的網站頻道多且好評佔比多，為高擴散正評用詞；左下角

則反之，是為低擴散負評用詞。

「新口味」及「麻辣鍋」可以說是最廣為使用的正評用詞，

而提及「味道」的評論較負面，正評佔比僅37%，顯示新口

味上市讓人期待、想吃，但實際品嘗後味道後的評價大多不

理想。從口味來看，「麻辣鍋」是唯一在較高擴散正評用詞

區的，相較同期推出的其他商品最吸引網友討論及關注，另

外較明顯的是，「沒有燒酒螺」為部分網友共同提及的負評

用詞，代表是否吃得出聯名品牌風味確實會影響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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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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看網友提及最多的正評用詞，提及「好吃」中大多數是各自表達喜愛的口味或稱讚好吃

順口，不過值得注意許多網友對於辣味的評價較為正面，其中又以微辣獲得的正評較高，當

然也有部分網友說還是原味比較好吃等想法。

新口味

想吃

不錯

洋芋片

原味

最愛

麻辣鍋

喜歡

九層塔
想買

涮嘴
特別

推薦

配酒

奇妙

味道

玫瑰鹽

不好吃 難吃

可怕 太鹹

不愛
不敢

不行失望 沒有燒酒螺
傻…

好噁 誇張
熱量化學

燒酒螺
龍珠

烤雞

宮保雞丁 聯名

創意 烤香腸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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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正評佔比

較低擴散
負評用詞

較高擴散
正評用詞

［圖註］圈圈大小為聲量大小，橫軸為正評佔比代表評論偏向正或負面，縱軸為頻道數代表擴散程度。
正評佔比為 (正評聲量/(正評聲量+負評聲量))，值介於0%~100%之間，值越高表示在有情緒的評論中，正評聲量較多。

總正評聲量：903
總負評聲量：279

整體正評佔比：76%

頻
道
數

▲2019/5-2019/7六款聯名零食的正負評用詞及擴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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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 想吃 不錯 喜歡 原味 最愛 想買 超愛 推薦 特別 涮嘴 有興趣 超讚 創意 奇妙

正評聲量

網友評價『涮
嘴』：還不錯
有辣有涮嘴

網友評價『原味』：我也
愛可樂果，但老實說最近
口味多很新鮮，但認真覺
得會一直吃的，其實還是
原味或酷辣

網友評價『涮嘴』：
前幾天吃繼光香香雞
口味的波的多，覺得
不過鹹涮嘴

網友評價『特
別』：很特
別的口味很
好吃很順口

網友評價『想吃』：
我超想吃，可是我在
斷食，要等下週了我
哭。

網友評價『好吃』：
我覺得可樂果川霸麻
辣比較辣，但這款
(麻辣鍋)比較好吃

網友評價『不錯』：
微微辣.很適合週末配酒.還
不錯吃～希望變常態。
不太辣但是口味不錯！會想
回購XD。

▲六款聯名零食的正評用詞聲量排名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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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名零食口味正評之月平均

成長率

另一方面，網友提及最多的負評用詞當中，「太鹹」口味太

重、無聯名主打的風味讓人「失望」，是導致網友給予負評

的重要原因。而網友有提出化學添加物與熱量過多的質疑，

認為這些零食大多不健康而導致負評。

雖然整體聲量在5月之後衰退，但有些關鍵字的正評熱度不減，

表示在消費者嚐鮮過後，仍獲得較多正評，因此計算5-7月正

評佔比持續成長之口味相關用詞。「宮保雞丁」是正評熱度

增加最多的關鍵字，剛推出時網友負評較多，而後期正評增

加，因此成長率提升。其次，下酒菜系列與麻辣鍋被認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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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吃 難吃 不行 可怕 太鹹 不敢 不愛 失望 熱量 化學 可惜 誇張 好噁 傻眼 沒辦法

負評聲量

網友評價『不好吃』：不好
吃，後悔買這包沒有燒酒螺的
味道，原味的金牛角好吃多。

網友評價『難吃』：非
常難吃.....  鹹而不香，
完全沒有鹹酥雞的味道
～不知道是人工調味過
頭，還是繼光香香雞的
味道就是醬。

網友評價『熱
量』：熱量也太
可怕。

網友評價『化學』：通通都是化學原料然
後吃了才在那邊喊說台灣食物黑心不健康
(遠望)。

網友評價『化學』：個人有些納悶，這些
零食小吃的口味，如何與真實食物口感相
近，應該有不少化學添加物吧。

網友評價『可惜』：荷包
瘦好幾圈了><但是又覺得
不吃好可惜。

網友評價『太鹹』：
口味太鹹，醬油味太
重，全部吃完血壓都
要升高了。

網友評價『太鹹』：
太鹹，兩件八折，第
二包有點吃不下去。

網友評價『失
望』：滿心期待
買了很失望。

▲六款聯名零食的負評用詞聲量排名與文本摘錄

-37%

-24%

-4%

2% 4% 6%

17%

-50%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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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0%

龍珠 燒酒螺 九層塔 新口味 麻辣鍋 配酒 宮保雞丁

正評佔比_月平均成長率

［圖註］部分用詞因6、7月聲量過
少不易計算成長率，因此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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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配酒」、「麻辣鍋」微辣好吃，顯然可樂果和台啤聯名

的下酒菜系列、孔雀香酥脆和鼎王麻辣鍋的聯名口味在後期

都各有支持者推薦。而正評佔比減少最多的則是「龍珠」與

「燒酒螺」，消費者一開始表示口味很特別、很期待，但正

評隨時間快速退燒。

5月超商透過推出的多款奇特且創新口味的聯名零食，成功創

造話題與消費者嚐鮮的動力，且整體正評佔比有76%獲得不

少正面評價，但社群口碑能量能否不退燒、令網友持續推薦，

還是取決於本身口味是否夠特別且好吃順口，尤其「微辣」

是本次聯名零食中網友較為正評的關鍵之一。而易造成負評

原因的中口味過鹹過重、無聯名品牌主打味道是網友較無法

接受的，其次化學添加物、熱量也可能會影響感官。

綜合上述，想要在聯名大亂鬥中脫穎而出，除了做好市調、

選定合作品牌，建議開發口味要能讓人一吃就聯想到聯名品

牌原本的味道。另外，提升口味輕重或添加物含量的資訊透

明度，或許可避免網友期待與實際不符等負面口碑，建議可

在包裝上標示清楚或增加等級表。

重鹹
中鹹

少鹹

微鹹

無鹹

大辣

中辣

少辣

微辣
無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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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143 LINE TODAY > 國內 李佳芬背14萬LV包挨轟葉元之急滅火：庶民是一種心態

2 2,957 LINE TODAY > 國內 立委被門夾送醫、韓國瑜前去關心台大醫院工會：勿用…

3 2,166 LINE TODAY > 國內 夾手掛急診被灌爆臉書酸「演很大」！陳玉珍終於回應了

4 2,145 LINE TODAY > 生活 停用免簽報復泰簽新規？駐泰代表打臉

5 2,000 LINE TODAY > 國內 庶民李佳芬手拿名牌包要價逾14萬

6 1,876 LINE TODAY > 國內 讚小英比韓國瑜好太多扁嗆韓：高雄出總統？還輪不到你

7 1,766 yahoo新聞 > 首頁 綠網軍抓到了！蘇啟誠輕生案卡神楊蕙如是首領遭訴

8 1,755 LINE TODAY > 國內 國民黨控楊蕙如是綠營網軍民進黨發聲明：毫無關係

9 1,675 LINE TODAY > 生活 國人辦泰簽仍須財力證明

10 1,662 LINE TODAY > 國內 感動！韓粉老爸鐵了心女兒用這招讓他動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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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 時事 終於成功讓韓粉老爸動搖了

2 1,703 心情 為狗園盡心盡力的阿嬤服藥自殺求集思廣益

3 1,150 追星 謝和弦，你的家教真棒

4 985 感情 男友想幹別人？？？

5 906 感情 你讓我活在電影裡

6 863 追星 姜丹尼爾憑什麼拿The Show一位？

7 785 感情 剛剛回想歷任男友…

8 775 感情 男生之間的玩笑？

9 721 女孩 妝太濃

10 693 心情 追蹤已久的網美自殺了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19.12.02-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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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mQ1E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ame1Q6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rPg61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PPV20V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D2L0Z8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o3z8Pq
https://tw.news.yahoo.com/%E7%B6%A0%E7%B6%B2%E8%BB%8D%E6%8A%93%E5%88%B0%E4%BA%86%E8%98%87%E5%95%9F%E8%AA%A0%E8%BC%95%E7%94%9F%E6%A1%88-%E5%8D%A1%E7%A5%9E%E6%A5%8A%E8%95%99%E5%A6%82%E6%98%AF%E9%A6%96%E9%A0%98%E9%81%AD%E8%A8%B4-032437711.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JmQp8K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WMn57R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5jVVVv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604659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621862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264077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63012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634042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261872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628279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617408
https://www.dcard.tw/f/girl/p/23260619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60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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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599 Gossiping Re: [新聞]柯文哲：扣掉香港、韓國瑜小英沒理由贏這麼輕鬆

2 1,569 Gossiping Re: [新聞]柯文哲：扣掉香港、韓國瑜小英沒理由贏這麼輕鬆

3 1,554 C_Chat [五等分] 114情報第一個認出來的人

4 1,548 Gossiping [新聞] 「九成PTT帳號都在罵我」…看卡神被抓

5 1,522 Gossiping [問卦]現在跟人網路筆戰是不是直接抹網軍最快

6 1,516 WomenTalk [討論]支持墮胎嗎

7 1,508 HatePolitics [討論]民眾黨跟時力怎麼選

8 1,474 HatePolitics [新聞]北市府電腦「以租代買」5年多花9千多萬

9 1,468 Gossiping [新聞]北檢認證「卡神」是綠網軍首領下線發文

10 1,425 Gossiping Re: [新聞]斷言「黃國昌上不了」蔡壁如：不要浪費票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97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影片]夜間山道危險何必跨雙黃線超車

2 32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民進黨：誰談卡神，告到底！

3 325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笑死，韓黨國民黨沒有網軍嗎？

4 282 小米手機 (Android) 紅米Note 8 Pro和Note 8T大家推薦買哪一隻?

5 205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直行車被轉彎車撞，保險公司說我有三成肇責?!

6 187
電動機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七期燃油機車vs電動機車污染物排放比較

7 182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路上遇到有人要跟你做朋友，這正常嗎？

8 179
電動機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電動車的花費比油車貴太多了!!!!!

9 17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12/07)宜民推女警，昭順夾玉珍，弘庭網軍肉搜警？？？

10 16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國民黨沒有取得主權，中共無法繼承治權，都是國共的錯，
大家別錯怪民進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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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390184.A.A4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5410710.A.AE7.html
http://www.ptt.cc/bbs/C_Chat/M.1575797655.A.D2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5327967.A.84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5486074.A.F4C.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575215358.A.B86.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575466613.A.B5F.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575430701.A.32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5254589.A.EE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5516462.A.265.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0&f=294&t=596640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638&t=596801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638&t=596806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634&t=596553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294&t=596960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622&t=596884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92&t=596763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22&t=596756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38&t=596403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638&t=597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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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9,498
Nico品筠&Kim京燁

【那對夫妻】
很抱歉今天帶來一個很沈重的消息，就是..小林萌離開我們了…..
也許是他還…

2 16,429 五月天阿信
#老朋友們對你來說我是什麼樣的存在？⋯⋯對我來說你們就像
認識了20年的老…

3 12,205 飆捍 請雞排是吧？這次小英贏我請六千份雞排來比啊

4 11,562 GirlStyle 台灣女生日常
【史努比粉衝一波！花生漫畫小鎮in桃園～32公尺巨型棒球超
欠拍】桃園打卡景點再…

5 11,269 蔡依林 Jolin Tsai Ugly Beauty世界巡迴演唱會高雄站日期：2020/05/15、0…

6 9,356 韓國瑜
昨天，網軍因霸凌式的文字、散佈假消息遭到起訴，這個事件
外交部處理失當，導致中華民…

7 9,135 boMb01 睡醒就有錢拿！

8 8,725 立法委員陳宜民
關於這個網站陳宜民：便衣女士未表明身份、不說話何來妨礙
公務|聯合新聞網國民…

9 8,502 韓國瑜
蔡政府現在是藉著網路扮演著上帝的角色，支持民進黨有錢拿，
反對民進黨連命都沒了。…

10 8,471 立法委員陳宜民
我對於讓這位員警成為全國的焦點感到愧疚，因為沒有任何人
應該成為政治偵防的對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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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2,401 富發牌 楠哥哥今天沒遲到了

2 27,514 AirAsia
#AirAsia免費送你去馬爾地夫四天三夜#抽獎規則如圖片所示之
前看閨蜜愛…

3 26,291 Pairs – 派愛族 生日看你和誰配在一起最幸福 https://bit.ly/2OFF6pi

4 25,529 跑跑卡丁車官方粉絲團
大家最期待的來了!!!!! 全新主題「深海之城」就快要與大家見面
啦!!!趕…

5 25,507 Pairs – 派愛族 3秒測出你這10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https://bit.ly/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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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0201404339315_160722768628653
https://www.facebook.com/2677933015595699_683409968851914
https://www.facebook.com/2496045113997951_155187275714046
https://www.facebook.com/2257161934385954_968294933535464
https://www.facebook.com/2452143161575172_823540454742805
https://www.facebook.com/2622011281369353_805804699844987
https://www.facebook.com/1530434063777851_163108801599886
https://www.facebook.com/1064155940594871_2636957883252455
https://www.facebook.com/2624095424494272_2425951497534087
https://www.facebook.com/1065765770433888_135981744511439
https://www.facebook.com/2477742619107410_156172999096342
https://www.facebook.com/2854693124543450_587810098430146
https://www.facebook.com/2941331995888232_245550506431832
https://www.facebook.com/2312221555549349_1006764479674189
https://www.facebook.com/2957283170959781_46642507732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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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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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News 中文】中國駐英大使談香港問題【少康戰情室】談武力犯台可能性及綠網軍

【VITO維特】寵物鼠世飼主一路陪伴到火化【見習網美小吳】網紅仿妝田馥甄結果大失敗?!

【李子柒 Liziqi 】從一顆黃豆到一滴醬油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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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youtube/15713/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2/youtube/15712/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2/youtube/15715/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2/youtube/15718/
https://www.social-lab.cc/2019/12/youtube/15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