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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2019年航空業網路聲量 X購票因素分析
- 機票資訊、開箱評價消費者有偏好管道

- 買機票除了價格還在乎什麼？機票購票因素分析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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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時間: 2019.01-2019.12

資料範圍: 社群網站、討論區

、部落格

[註1]航空業網路聲量係包含機

票購票、旅客搭機體驗，排除

航太知識、航空業工作分享、

徵才面試文章與勞資事件。

航空業網路聲量概況與頻道分析

假期聲量高新航空開賣掀熱議

亞洲航空市場發展潛力龐大，許多業者積極拓展機隊搶攻市

場大餅，航空市場競爭趨於白熱化，然而傳統航空、廉價航

空不論是在價格上廝殺，或是選擇透過服務、設備或品質作

差異化、鎖定其目標客群，行銷活動或決策方向始終離不開

「消費者到底在意什麼?」，本期Social Watch透過剖析航空

業網路聲量[註1]概況，帶您找到聲量集中的大本營，並掌握

關鍵的購票因素！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則)

▲2019年航空業月聲量長條圖

隨著出國門檻降低，越來越多人選擇連假時到國外走走，從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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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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旅遊融入日常關注時間長

來觀察，聲量較高的幾個時間點都落在有假期的月份，如3、4月的春假、7、8月的暑假以及10月開始

到年底的雙十假期、聖誕節、跨年，顯示需求普遍在假期前後較高，另外，去年星宇航空機票在12月

開賣，也引發網友高度關注與討論，使得整體聲量達到一年的高峰。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0
時

1
時

2
時

3
時

4
時

5
時

6
時

7
時

8
時

9
時

1
0

時

1
1

時

1
2

時

1
3

時

1
4

時

1
5

時

1
6

時

1
7

時

1
8

時

1
9

時

2
0

時

2
1

時

2
2

時

2
3

時

(則)

▲2019年航空業小時聲量長條圖

除了航空公司之外，還有旅行社與OTA[註2]等多元的通路，推出各式促銷機票、機酒組合等行銷活

動，並因資訊傳播方便快速，消費者得以從各種媒介管道獲得資訊。從圖中可看出，整體聲量僅在凌

晨「睡覺時間」下降，其它時數均維持熱度，顯示關注機票、旅遊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部落格式微影音紀實蔚為主流

來源 網站 聲量

社群網站 facebook 121,425

社群網站 Youtube 44,468

討論區 Ptt 40,072

社群網站 Instagram 7,017

討論區 背包客棧 3,987

討論區 校園聊天-Dcard 3,782

討論區 巴哈姆特哈拉區 2,208

討論區 mobile01 1,714

討論區 Plurk搜尋 886

討論區 伊莉討論區 754

部落格 痞客邦 PIXNET 662

討論區 卡提諾王國 527

討論區
23.7%

部落格
0.5%

社群網站
75.8%

▲航空業聲量來源管道占比圖 ▲航空業十大熱門來源網站排行

[註2]OTA為Online Travel Agency 的簡稱，是指利用網際網路、通訊等技術，提供住宿、交通、門票

等服務的旅遊中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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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臉書之外，以YouTube、Instagram為社群網站第二、三大聲量來源，兩者皆為「圖文影音」

類型的社群網站，其聲量遠遠超過以照片與文字紀錄為主的部落格，由此可看出在旅遊紀錄以及開

箱分享上，部落格式微，走向影音紀實的主流趨勢。

另外，Ptt是討論區聲量的大本營，其整體聲量僅次於facebook與YouTube，網友在Ptt中除了會分

享票務(搶票、退票)、搭乘(開箱)經驗，也會請益各式購票與搭機問題，如「非廉價航空沒有包含托

運行李是常態嗎?」、「東京商務艙選擇」、「轉機行李直掛問題」。

綜合上述，業者若要尋找廣告的合作管道，以facebook、YouTube與Instagram的曝光效果較部落

格來的好，而在廣告行銷的形式上，則以影片與簡短文字的呈現較能吸引網友目光。

排名 頻道 聲量 來源

1 Ptt > Aviation 12,966 討論區

2 Ptt > Gossiping 12,204 討論區

3 facebook粉絲團 > 布萊N 機票達人 8,564 社群網站

4 facebook粉絲團 > Just.崩潰.ME - 台日航線廉價航空 LCC 歷史票價查詢網 5,562 社群網站

5 facebook粉絲團 > 943就是省的超值好康分享團 5,188 社群網站

6 Youtube 頻道 > 我是老爸,我不要當爸! 4,282 社群網站

7 facebook粉絲團 > 台灣廉價航空網路即時頻道 3,686 社群網站

8 Youtube 頻道 > LILLIAN.M 3,187 社群網站

9 Ptt > Japan_Travel 2,512 討論區

10 Youtube 頻道 > 黃氏兄弟 2,493 社群網站

▲航空業十大熱門來源頻道排行

自媒體興起，獲取資訊的管道也更加多元，進一步從熱門頻道排行來看，可發現社群網站聲量分布

在各個大小關鍵領袖頻道，其中，四個上榜的facebook頻道皆以分享優惠機票的內容為主，而

YouTube方面，上榜頻道皆是以紀錄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艙等的機艙設備、座位、服務項目、餐點

、貴賓室等飛行體驗為主的Vlog。

從占比圖中可發現在獲取訊息的管道上，比起從討論區、部落格爬文，社群網站更受青睞，觀察其

原因有二，一是社群網站能主動且快速的獲取訊息，例如透過社群網站能即時通知機票的限時優惠

活動，反之，這樣的資訊在討論區與部落格需要被動查找過濾；其二，社群網站能快速推播、分享

到朋友圈，一站兼具接收與擴散資訊，是極其方便的管道，當更多人偏好從社群網站接收訊息，也

表示社群網站應是業者在行銷資源配置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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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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討論區聲量則較為集中在特定的討論板，Ptt的聲量主要集中在討論

各式航空文章與分享飛行紀錄的「Aviation航空板」，和常議論新聞

或各式有趣問題，如「吃過最難吃飛機餐是什麼?」、「經濟艙要如何

被升級到商務艙」的「Gossiping八卦板」。

由此得知，網友在獲取機票資訊、看開箱評價以及問題請益等，各有

不同偏好的管道，業者可根據不同的行銷內容，在適合的管道找到你

的目標客群！

2019航空業文字雲

運用意藍獨家專利的語意分析技術進行斷詞產製文字雲，了解網友提

及航空業相關話題時，在社群上的熱門討論關鍵字與話題為何。其中

「菜單」、「行李」、「直掛」、「貴賓室」、「餐點」、「電影」

、「飛機餐」 、「座位」、「過夜包」等都是航空公司服務內容的熱

門討論項目。

另外，討論機票、航空公司相關話題時， 「旅平險」、「信用卡」

、「現金回饋」、「累積哩程」也是常被一起提及的周邊詞彙，如網

友問「不是搭廉航也會買旅平險嗎?」，以及「機票到底刷哪一張信用

卡的優惠和服務多?」、「現金回饋實用還是累積哩程划算？」。

網友這樣說！機票購票因素分析

▲2019年航空業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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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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娛樂討論多飛機餐好感度高

接下來，進一步將社群網路中常被提及討論的話題，分類歸納為13個消費因素[註3]，從聲量與P/N值

[註4]來看，網友對於哪一項因素最在意，又對於哪些服務或因素最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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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航空業購票因素維度分析圖

(則)

隨著廉價航空的普及，市場上機票選擇多且整體價格下降，讓出國的門檻降低許多，在成本減少的情

況下，民眾出國的意願大增，而價格上的誘因始終是個重要購票因素，另外，如「大家喜歡搭廉航還

是傳統航空」此類比較廉航與傳統航空的討論往往引起熱議，意見多元，但整體來看有較多數人認為

「短程搭廉航即可接受，長程還是傾向搭傳統航空」，兩者最常在價格、舒適度、機上附加服務、機

上娛樂與飛機餐上被比較。

在飛行體驗的分享或Vlog中，必定會介紹到機上娛樂系統，特別是較長的航程，有網友認為「沒娛樂

系統會悶到發慌」，在這個因素上，最多網友關心電影選擇多寡、新不新，另外，「座位能否usb充

電?」近期也常被提到。

整體因素以飛機餐的滿意度最高，在留言中網友也提到「我每次出國都非常期待飛機餐」，各家航空

公司與各種艙等的供餐更是飛行體驗紀錄的重點，豪華、特色餐點往往能引起熱議，另外，如「選擇

飛機餐小技巧」、「飛機餐怎麼點最專業？」也容易引發網友討論、分享自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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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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度中，以「座位」的舒適度最常被抱怨與讚美，如座椅的寬度、椅距(腳能擺放的空間)皆是常被

提及的話題，從留言中可看出，消費者在此因素上情緒鮮明。

航班延誤或取消，除了針對自身負面經驗的抱怨外，網友也認為「廉航還是要記得加買不便險比較

安心」，傳統航空與廉航在航班延誤或取消後的處理有所差異，也成為旅客在購票時考量的因素之

一。

航前附加服務中，最常被提到項目依序為「貴賓室」、「(行李)直掛」、「選位」，機票「選位」的

部分，去年因長榮與華航相繼宣布選位須付費的政策，引發網路「使用者付費」與「傳統航空廉航

化」兩派聲音，並議論選位的必要性。

想在百家爭鳴的航空業殺出一條血路，必須先懂人心，再賣東西，在日常離不開社群的時代中，消費

者習慣上網找尋資訊、請益詢問，或透過社群中獲得消息，另一方面，也越來越多人習慣透過網路記

錄生活、分享體驗感受、留下評價，因此，了解目標客群獲取資訊的習慣、管道與偏好的形式，才能

透過對的方式在對的管道贏得消費者目光，更進一步解析既有與潛在客戶的想法，便能在行銷活動或

決策方向上更為精準、更貼近消費者的心！

小結

[註4]P/N比為各維度所有正面文章數除以所有負面文章數，可用於衡量消費者對該因素的好感度。

[註3]十三項機票購買因素說明：

因素 說明

價格 機票價格

機上娛樂 機上娛樂系統，包含電影、遊戲等

飛機餐 包含迎賓飲料與機上各式餐點

舒適度 包含座椅舒適度、飛行平穩與否及噪音情況

航前附加服務 自助報到、預辦登機、貴賓室、選位服務、行李直掛等服務

服務體驗 機上服務感受與印象

機上附加服務 如耳機、毛毯、盥洗包等廉航未免費提供之項目

航線班次 航線每日或每週運行班次

行李 行李費用與額度，含重量與件數

航班延誤或取消 班機誤點或取消航班

航班時間 航班起飛時間好或不好

飛行安全 飛安紀錄與飛安評鑑相關

飛機新舊 飛機與客艙設備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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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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娛樂」文本摘錄

卡達航空機上娛樂新電影多、且有中文字幕

華航電視好操作，偶爾會坐到新飛機，經濟艙可以充電

常帶小孩搭機 真的是螢幕大比座椅寬重要

飛機上的螢幕和影片解析度真的悲劇

長榮電視難操作，電影也比較舊

機上娛樂系統音質沒這麼好

附錄：五大熱門因素文本摘錄

「飛機餐」文本摘錄

有電視看、有飛機餐吃真的會感覺幸福

我覺得亞航santan系列餐點很棒，趨近於當地食物的味道

馬航必吃的是他的椰漿飯，日航就是牛丼，超好吃的

華航飛機餐點都還不錯，但排骨飯下面超油

覺得阿聯酋飛機餐真的不好吃，有神奇的泥狀物

遠東的飛機老又小，飛機餐難吃

「價格」文本摘錄

搶到便宜的廉航再加上托運 可能會比傳統航空划算很多

價差不大選傳航 有免費托運行李等其他服務

一直都坐傳航沒坐過廉航 但廉航價錢好吸引人啊

亞航貴機位又超小，飛清邁時間爛價格又沒多便宜

廉航沒多便宜，只是一堆服務都拆賣而已

廉航根本沒多便宜，便宜的都是鳥時間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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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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前附加服務」文本摘錄

有聯盟的話可以行李直掛，省時間又省錢，或搭直航

貴賓室洗完澡搭長途飛機真的很舒服!!

日航貴賓室設備和餐飲還是最好，不過人潮多

一開始沒選直掛，所以要入境拿行李再出境，後來非常後悔

過去都認為加收選位費 原票價會便宜一點 事實卻沒有

傳航也推出各種附加服務要加價，跟廉航界線變得有點模糊

「舒適度」文本摘錄

新航787經濟艙的椅距19吋，比350寬！

坐酷航覺得位置不算小還蠻舒適

我選傳統航空 座位寬敞又舒適

樂桃很擠+1，而且椅子很硬根本是木板套椅套

捷星覺得椅子有點擠，會頂到前面的椅背

廉航多是小飛機，座椅小，短途還可以，長途會不太舒服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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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View體驗申請 | 電子報訂閱

9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393 LINE TODAY > 國內 武漢返台專機偷塞3人1人確診！徐正文：我不知道

2 4,064 LINE TODAY > 娛樂 三立新聞網|不爽范范被譙 閨密轟：你們是錯的

3 4,055 LINE TODAY > 國內 嗆口罩「貴死人」被網友罵翻 沈智慧：罵夠了沒？

4 2,808 LINE TODAY > 國內 「陳時中不該掉淚」！趙少康：上戰場打到一半就哭

5 2,623 LINE TODAY > 國際 三立新聞網|中國公布武漢肺炎新命名：簡稱NCP

6 2,406 yahoo新聞 > 健康 武漢肺炎全球疫情 確診病例破2000 大陸56人死亡

7 2,364 LINE TODAY > 國際 WHO秘書長遭30萬人連署下台 還要求各國捐款防疫

8 2,361 LINE TODAY > 生活 政府花2億自製口罩生產線 他：根本是病毒燒壞了腦

9 2,305 LINE TODAY > 生活 武漢返台隔離宿舍內部曝光 台商怨：宛如被監禁

10 2,192 LINE TODAY > 國內 等不到撤僑班機受困武漢 張女淚訴：很多人都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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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 感情 跟朋友做了怎麼辦？

2 1,316 武漢肺炎 根本國、共聯手害台灣

3 1,247 武漢肺炎 感謝不斷電 守護台灣的你們辛苦了 Dcard打氣文募集

4 1,173 心情 我弟同時搞大三個女生的肚子

5 1,136 心情 不戴airpods是不是會被當異類

6 1,093 感情 女友什麼都自己會就不需要你了

7 1,092 時事 大S徹底把台灣人用臭了

8 873 感情 女生都隔多久洗澡

9 866 時事 第一波武漢返台的台商，竟然有數十人不是\台灣人\??

10 848 時事 我買到口罩，但我沉默了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0.02.03-20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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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BOMr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mkv8XZ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N1LPy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M1lwn0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2nQ8MN
https://tw.news.yahoo.com/%E4%B8%8D%E6%96%B7%E6%9B%B4%E6%96%B0%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5%85%A8%E7%90%83%E7%96%AB%E6%83%85-%E7%A2%BA%E8%A8%BA%E7%97%85%E4%BE%8B%E7%A0%B42000%E5%A4%A7%E9%99%B856%E4%BA%BA%E6%AD%BB%E4%BA%A1-081134694.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xgpRPr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7WGok8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L95ze0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Z6xrWO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006124
https://www.dcard.tw/f/2019_ncov/p/233025219
https://www.dcard.tw/f/2019_ncov/p/233019807
https://www.dcard.tw/f/mood/p/233020612
https://www.dcard.tw/f/mood/p/23302045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000707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3019600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031449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3019850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3026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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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629 Gossiping [新聞]陳時中超過24hrs未闔眼…記者會累到語塞

2 1,628 Gossiping [新聞]口罩2/6起實名制購買上路每人7天內限購2

3 1,626 Gossiping Re: [問卦]幫徐正文說兩句話……

4 1,625 Gossiping [問卦]媽對不起

5 1,603 Gossiping [爆卦]第一批撤僑50多個非台灣人

6 1,571 Gossiping [新聞]大陸公開求救承認急需口罩、防護衣和護

7 1,565 Gossiping [問卦]難不成只有我覺得我們的政府已經很努力?

8 1,551 Gossiping [新聞]洩漏安置處柯文哲：不然你衛福部給公文

9 1,545 Gossiping [新聞]趕製口罩員工累壞賴香伶：政府應主動調

10 1,525 Gossiping [問卦]陳時中為什麼哭了？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18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中國想木馬屠城 害台灣我們不要包機撤僑

2 248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7天限買2口罩 你我都可以當行政院長

3 21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拋棄自己國民，臺灣還算是一個國家嗎?

4 19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國民黨7人小組–促成權貴包機

5 191 Toyot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更新】Toyota避光墊的災情回報 避光墊拔起來！！！！

6 187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終於排到口罩了！

7 17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原來政府有辦事!!!名單由陸委會核定

8 17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國台辦怒了！已向台提包機979人名單 轟台藉故拖延

9 17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政府2天建資料庫配口罩 工程師咋舌：無比尊敬！

10 171 媽媽寶寶親子
(女性流行) 【快訊】口罩實名制 2/6起憑健保卡上特約藥局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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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0781970.A.A5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0733959.A.B1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0916237.A.DD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1257961.A.31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0916386.A.D2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0721419.A.69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0739861.A.ED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0699462.A.A8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1249096.A.4E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0818704.A.47C.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2&f=638&t=601732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638&t=601533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8&t=601864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38&t=601665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264&t=601774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638&t=601826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601716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601787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601627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375&t=601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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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02,753 衛生福利部 衛福編編：感謝大家對於阿中部長，還有中央流行疫情…

2 56,567 沈智慧 哎，我們不但只能買貴死人的口罩，甚至還買不到！？…

3 18,960 黃越綏 這次武漢肺炎事件中，政府本欲派華航專機去接回滯留…

4 14,244 蘇貞昌 台灣本來就是口罩進口國，過去生產加上進口的總量只能…

5 11,852 ETtoday新聞雲 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再忍一忍吧… (#嘴邊肉) …

6 11,360 中國國民黨 KMT ＃武漢台胞包機爭議#防疫不分朝野＃首波包機已回台…

7 10,372 自由時報 【武漢肺炎》第二批滯中台人暫緩 返台台商哽咽：回家路…

8 10,095 東森新聞 警察的空拍機喊話也太有梗了吧XD無人機追沒戴口罩！…

9 9,340 ETtoday新聞雲 真的辛苦了…..（#丹利老爹） ●快下載新聞雲App…

10 8,491 打馬悍將粉絲團 韓國瑜：我為什麼要聞漂白水，因為要聞比例我聞完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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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0,612 Halo-Mavis
國際連線

🔥Coach壓軸場封館來啦！🔥今天準備大放送…

2 72,827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本王已經傳令下去！將好禮送給追隨本王的人！在下方留下…

3 36,465 Halo-Mavis
國際連線

🔥🔥大家最期待的MJ飯店場來了！！！🔥連店長經理都說…

4 32,456 TR Box寶藏屋：
傘的專家、居的職人

抗菌大作戰❤💯持續抗菌保護好自己喔💯

5 26,894 Pairs – 派愛族 未來3個月你們之間會有什麼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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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1471013339731746_1031952370506815
https://www.facebook.com/3825367990837171_729766047554374
https://www.facebook.com/2793763874034331_229229191423659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107591156270_588381728413525
https://www.facebook.com/3131910840178392_2551240868531954
https://www.facebook.com/10158115877157973_432627287458277
https://www.facebook.com/2965833393502307_168585977893163
https://www.facebook.com/3556487934386272_1314865785368366
https://www.facebook.com/3129863597049783_170260037722455
https://www.facebook.com/2841667795919835_210466743427449
https://www.facebook.com/608765283300188_180795006346289
https://www.facebook.com/2925485434208623_680260352526335
https://www.facebook.com/810374076149990_645746019574939
https://www.facebook.com/702863073583001_1352999898235270
https://www.facebook.com/3095720797116017_24202177348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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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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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三立新聞網SETN】中國世衛扯台灣主權
瓜地馬拉直嗆：台灣是我國重要夥伴

【蛋事超有事】貞蛋戀之恭喜蛋哥獲得十萬訂
閱獎牌

【老高與小茉Mr & Mrs Gao】可能讓人類滅絕的超
新星爆炸：釋放大量核輻射

【GEM鄧紫棋】鄧紫棋新MV談微不足道帶來的
貢獻以及溫暖

【關鍵時刻】中國減半美國進口商品關稅 是否在
示弱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2/youtube/%e3%80%90-%e4%b8%89%e7%ab%8b%e6%96%b0%e8%81%9e%e7%b6%b2setn%e3%80%91%e4%b8%ad%e5%9c%8b%e4%b8%96%e8%a1%9b%e6%89%af%e5%8f%b0%e7%81%a3%e4%b8%bb%e6%ac%8a-%e7%93%9c%e5%9c%b0%e9%a6%ac%e6%8b%89%e7%9b%b4/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2/youtube/%e3%80%90-%e4%b8%89%e7%ab%8b%e6%96%b0%e8%81%9e%e7%b6%b2setn%e3%80%91%e4%b8%ad%e5%9c%8b%e4%b8%96%e8%a1%9b%e6%89%af%e5%8f%b0%e7%81%a3%e4%b8%bb%e6%ac%8a-%e7%93%9c%e5%9c%b0%e9%a6%ac%e6%8b%89%e7%9b%b4/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2/youtube/%e3%80%90%e8%9b%8b%e4%ba%8b%e8%b6%85%e6%9c%89%e4%ba%8b%e3%80%91%e8%b2%9e%e8%9b%8b%e6%88%80%e4%b9%8b%e6%81%ad%e5%96%9c%e8%9b%8b%e5%93%a5%e7%8d%b2%e5%be%97%e5%8d%81%e8%90%ac%e8%a8%82%e9%96%b1%e7%8d%8e/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2/youtube/%e3%80%90%e8%80%81%e9%ab%98%e8%88%87%e5%b0%8f%e8%8c%89mr-mrs-gao%e3%80%91%e5%8f%af%e8%83%bd%e8%ae%93%e4%ba%ba%e9%a1%9e%e6%bb%85%e7%b5%95%e7%9a%84%e8%b6%85%e6%96%b0%e6%98%9f%e7%88%86%e7%82%b8/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2/youtube/%e3%80%90gem%e9%84%a7%e7%b4%ab%e6%a3%8b%e3%80%91%e9%84%a7%e7%b4%ab%e6%a3%8b%e6%96%b0mv%e8%ab%87%e5%be%ae%e4%b8%8d%e8%b6%b3%e9%81%93%e5%b8%b6%e4%be%86%e7%9a%84%e8%b2%a2%e7%8d%bb%e4%bb%a5%e5%8f%8a/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2/youtube/%e3%80%90%e9%97%9c%e9%8d%b5%e6%99%82%e5%88%bb%e3%80%91%e4%b8%ad%e5%9c%8b%e6%b8%9b%e5%8d%8a%e7%be%8e%e5%9c%8b%e9%80%b2%e5%8f%a3%e5%95%86%e5%93%81%e9%97%9c%e7%a8%85-%e6%98%af%e5%90%a6%e5%9c%a8%e7%a4%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