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焦點

高雄新興景點口碑大調查

旅遊已是大眾生活的一環，地方的特色景點，更是各縣市亟欲行

銷推廣的賣點之一，本次針對高雄熱門景點與城市重大新聞，進

行輿情觀測，帶領大家快速了解民眾對打狗美景勝地評價。

觀測聲量分布，新聞曝光量和社群討論量相當，其中社群聲量多

來自臉書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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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日期：201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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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高雄新興景點 口碑大調查

社群逗新聞

iPhone新色新氣象?民眾最愛哪一色

OpView放大鏡

熱議文章大公開(新聞/批踢踢/Mobile01/Facebook/品牌話題)

《高雄新興景點口碑大調查》

觀測期間：2015.12.01~2016.05.31

分析範圍：新聞、新聞回文、社群媒

體、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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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大小代表聲量多寡

來源/頻道分析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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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新興景點的網路輿情總聲量為15,182則，包含主文和回文 ，平均每日有83篇文章，新聞曝光量

和社群討論量相當，顯示旅遊訊息既是媒體焦點也是網友的關注點；社群熱門頻道討論層面廣，包

含市政、展覽活動、旅遊討論等。

高雄景點粉絲團中，駁二最受大家關注，其次為市立圖書館；而民眾若有旅遊諮詢需求，則慣於在

LineQ與Ptt上討論。

▲前十大社群網站/論壇頻道 聲量排行

觀測社群與新聞日聲量走勢，可發現2016年上半年連續假期多，新聞與社群聲量呈上漲趨勢，特別

是在春節期間，社群討論量明顯高於新聞聲量，也是觀測期間社群討論熱度最高之區段，可發現上

半年整體而言，連假前後期間，民眾較易受新聞影響，提高景點、活動討論意願，其餘淡季月份，

即便媒體加強廣告宣傳，影響力仍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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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訊息發佈

城市發展、重大建設討論，市政新聞轉錄

旅遊相關問題Q&A，如: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附近有什麼美食必推?

活動、新聞影音介紹報導

旅遊相關問題Q&A、市政新聞轉錄

推薦各景點美食

活動講座訊息發佈

旅遊心情記事

旅遊相關問題Q&A，如:高雄哪裡好玩可逛可吃可拍的地方

市政新聞轉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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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下旬
• 高雄駁二沙雕展
• 高雄IN89駁二電影院開幕
• 各式旅遊規劃討論串 ex:

高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3月上旬
• 國際遊艇展
• 趕進度 輕軌到C8站

夜間動態測試氫能城
市論壇

─社群 ─新聞

5月下旬
• 高雄輕軌與自小客車擦撞

無人受傷
• 高雄市圖總館勇奪2016年

全球卓越建設獎首獎

5月上旬
• 駁二顛倒屋、解密科技寶藏
• 市圖總館參觀討論串
• 海音中心工程進度討論串

社群討論熱度分析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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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高雄新興竄起的景點，包含：高雄展覽館、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港港埠旅運中

心、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駁二藝術特區、紅毛港文化園區，進行維度分析，發現駁二整體聲

量最高；但若檢視S/N比[註1]，觀察網友回應熱絡度，則是紅毛港文化園區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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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社群活躍度(S/N比)：社群活躍度為社群網站、討論區和部落格聲量加總(S)，除以新聞聲量(N)。此指標用以判

斷社群活躍程度高低，大於1為社群討論比新聞曝光多，反之為新聞曝光較多

營建中

官方粉絲團活絡
且網友經常在旅遊規
劃中提到駁二

LineQ網友Ian_liu多次推
薦紅毛港文化園區，此網
友為旅遊類部落客

駁二印象

電影和展覽是駁二近半年的主要特色。

關鍵字解析

電影 | in89電影院進駐駁二

活動 | 駁二過年活動、優惠活動、活動快報等

夜市 | 在旅遊規劃類的文章常被共同提及

文化 | 引進駁二特區概念，張花冠打造文化藝術特區

鹽埕 | 駁二位於鹽埕區

小丸子 | 櫻桃小丸子學園祭

捷運 | 在旅遊交通規劃類的文章常被共同提及

倉庫 | 駁二倉庫群

展覽 | 顛倒屋、解密科技寶藏、櫻桃小丸子學園祭等

新興景點維度分析

新興景點關鍵字分析

針對單一新興景點，用社群文本作斷詞分析，取前十大熱門關鍵字繪製成圖，字體越大代表重要

性越高，再提供各關鍵字的簡述，藉以快速了解網友對該新興景點的印象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展覽館印象

網友對高雄展覽館的主要印象為旅展和會展

圖書館總館印象

春天藝術節和世界書香(閱讀)日活動使圖書館形象

更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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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解析

旅展 | 國際旅展

活動 | 旅展、徵才活動、新車大展、扣件展

會展 | 會展產業

觀光 | 旅展、觀光景點

輕軌 | 試營運、輕軌車禍

發展 | 產業發展、氫能源發展

捷運 | 捷運局、搭捷運

文化 | 茶文化

藝術 | 國際藝術博覽會

關鍵字解析

活動 | 小典藏美育生根計畫、世界書香日等

藝術 | 春天藝術節

捷運 | 旅遊交通規劃類的文章常被共同提及

旅遊 | 旅遊景點

城市 | 城市講堂

閱讀 | 世界閱讀日

觀光 | 觀光景點

表演 | 春天藝術節表演節目

講座 | 在高市圖‧好好生活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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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毛港文化園區印象 ▶

紅毛港文化園區大多出現於旅遊規劃類的文

章中，而較少專文遊記，因而熱門關鍵字會

出現其他景點，可藉此了解網友喜歡搭配的

其他景點為何。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社群逗新聞

iPhone新色新氣象?!民眾最愛哪一色?

iPhone7尚未上市，然而相關消息已滿天飛揚，尤其傳說這次將

會推出多款新色，如藍色、紫色、太空黑，引發果迷的熱烈討

論。姑且不論傳言真實性，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針對新色傳

言，一探民眾的反應!

近期iPhone7將會推出藍色款式的相關討論甚囂塵上，其次為太

空黑，而紫色並未引起太多迴響；然而就討論的滿意度(P/N值)來

看，藍色雖引起廣泛討論，但滿意度次於聲量最少的紫色：

針對藍色節錄網友評價：

「很少看到手機有深藍色的吧，覺得稀奇，也就想買摟XD」

「藍色我就會購買了，一直拿金色~黑色~白色也看膩了」

「把iphone拿掉後 果粉表示：醜死了」

「藍色好沒質感」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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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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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談論中，多為該色偏好者，且為新色傳聞中滿意度

最高之顏色，顯示紫色雖小眾，卻仍保有一群死忠的擁護

者：

「如果7s有紫色一定買！ 」

「紫色很漂亮啊」

「紫色真好看,真的出會想買」

「看看就好 理想跟實際有差 有夢最美」

太空黑則傳聞將取代太空灰，然而相較之下變化不大，因

此民眾對此較無新鮮感，為新色中滿意度最低之顏色：

「喜歡全黑，太空灰實在是不三不四」

「可以不要有太空灰，但可以還我i5以前的黑色嗎」

「我應該還不打算換顏色～XD覺得太空灰質感很好」

「看來i6要繼續撐了～沒進步」

而舊色中最常被提起的則是玫瑰金，其次為太空灰、金色，

其中金色的滿意度最高，而最經典的白色由於較無特別性，

在所有顏色中P/N值最低。

到底iPhone 7會有什顏色，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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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大小代表聲量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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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針對不同網路平台進行聲量探索，由OpView自動計算出超過1600個新聞頻道中，
網友熱議的前10大社會話題；並挑選台灣網友集中的社群平台如批踢踢、
Mobile01與臉書粉絲團各別探索，再加上台灣熱門品牌的網友關注話題，讓您快
速掌握網民最夯的討論動向。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893 yahoo新聞 > 社會(聯合新聞網) 有法官自問：我們真是恐龍嗎？

2 1,953 yahoo新聞 > 生活綜合(中時電子報) 小英向原民道歉10次

3 1,856 yahoo新聞 > 生活(三立新聞網) 服務總統遭清算！專機空姐被工會除名

4 1,728 yahoo新聞 > 地方(中時電子報) 小英：台灣經濟脫困部分答案在企業主身上

5 1,685 yahoo新聞 > 網球(中廣新聞網) 爭議將落幕謝淑薇：單、雙打都已退賽

6 1,557 yahoo新聞 > 理財就業(中時電子報) 太平島護漁船隊回台漁業署：罰

7 1,449 yahoo新聞 > 生活綜合(聯合新聞網) 林洲民生氣了要和趙藤雄「釘孤枝」

8 1,446 yahoo新聞 > 生活綜合(三立新聞網) 小英扮家家酒？巴奈：道歉要有羞恥感

9 1,442 yahoo新聞 > 地方 公布衝突對話謝淑薇：我不是國家養大的

10 1,404 yahoo新聞 > 生活綜合(中時電子) 黨產自民國34年起計算追溯期太長調查、認定爭議多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 Yahoo為新聞內容收錄最廣的入口網站，故聲量多集中於該平台。OpView Social 

Watch 再提供其他平台新聞聲量前五名，讓您更全面的了解國人關心之新聞。

觀測期間| 2016.07.25~2016.08.07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935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總覽
【即時民調】蔡英文執政2個月，你滿意她的表現嗎?

2 831 三立新聞 > 娛樂體育 批林志玲「真台獨」田麗：好意思來內地賺錢工作

3 824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總覽
顧立雄推毒品除罪化基層警員怒了

4 725 巴哈姆特新聞網 > GNN新聞網
《Pokemon GO》在台開放下載！環遊世界捕捉寶可
夢之旅正式啟程《Pokémon GO》 -巴哈姆特

5 707
聯合新聞網_即時新聞 > 

要聞(即時)
江春男酒駕綠委也扯馬總統喝多、喝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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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news.yahoo.com/%E6%9C%89%E6%B3%95%E5%AE%98%E8%87%AA%E5%95%8F-%E6%88%91%E5%80%91%E7%9C%9F%E6%98%AF%E6%81%90%E9%BE%8D%E5%97%8E-192800449.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B0%8F%E8%8B%B1%E5%90%91%E5%8E%9F%E6%B0%91%E9%81%93%E6%AD%8910%E6%AC%A1-215007064.html
http://tw.news.yahoo.com/%E6%9C%8D%E5%8B%99%E7%B8%BD%E7%B5%B1%E9%81%AD%E6%B8%85%E7%AE%97-%E5%B0%88%E6%A9%9F%E7%A9%BA%E5%A7%90%E8%A2%AB%E5%B7%A5%E6%9C%83%E9%99%A4%E5%90%8D-111600991.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B0%8F%E8%8B%B1-%E5%8F%B0%E7%81%A3%E7%B6%93%E6%BF%9F%E8%84%AB%E5%9B%B0-%E9%83%A8%E5%88%86%E7%AD%94%E6%A1%88%E5%9C%A8%E4%BC%81%E6%A5%AD%E4%B8%BB%E8%BA%AB%E4%B8%8A-215004457.html
http://tw.news.yahoo.com/%E7%88%AD%E8%AD%B0%E5%B0%87%E8%90%BD%E5%B9%95-%E8%AC%9D%E6%B7%91%E8%96%87-%E5%96%AE-%E9%9B%99%E6%89%93%E9%83%BD%E5%B7%B2%E9%80%80%E8%B3%BD-235033779--ten.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A4%AA%E5%B9%B3%E5%B3%B6%E8%AD%B7%E6%BC%81%E8%88%B9%E9%9A%8A%E5%9B%9E%E5%8F%B0-%E6%BC%81%E6%A5%AD%E7%BD%B2-%E7%BD%B0-215003892--finance.html
http://tw.news.yahoo.com/%E6%9E%97%E6%B4%B2%E6%B0%91%E7%94%9F%E6%B0%A3%E4%BA%86-%E8%A6%81%E5%92%8C%E8%B6%99%E8%97%A4%E9%9B%84-%E9%87%98%E5%AD%A4%E6%9E%9D-175100990.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B0%8F%E8%8B%B1%E6%89%AE%E5%AE%B6%E5%AE%B6%E9%85%92-%E5%B7%B4%E5%A5%88-%E9%81%93%E6%AD%89%E8%A6%81%E6%9C%89%E7%BE%9E%E6%81%A5%E6%84%9F-024100925.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85%AC%E5%B8%83%E8%A1%9D%E7%AA%81%E5%B0%8D%E8%A9%B1-%E8%AC%9D%E6%B7%91%E8%96%87-%E6%88%91%E4%B8%8D%E6%98%AF%E5%9C%8B%E5%AE%B6%E9%A4%8A%E5%A4%A7%E7%9A%84-052856542.html
http://tw.news.yahoo.com/%E9%BB%A8%E7%94%A2%E8%87%AA%E6%B0%91%E5%9C%8B34%E5%B9%B4%E8%B5%B7%E8%A8%88%E7%AE%97-%E8%BF%BD%E6%BA%AF%E6%9C%9F%E5%A4%AA%E9%95%B7-%E8%AA%BF%E6%9F%A5-%E8%AA%8D%E5%AE%9A%E7%88%AD%E8%AD%B0%E5%A4%9A-215007395.html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60726/915698/
http://www.setnews.net/E/News.aspx?NewsID=169538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60802/920489/
http://gnn.gamer.com.tw/0/135640.html
http://udn.com/news/story/1/1872540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827 Gossiping Re: [新聞]電業法-台電分2階段落實廠網分離

2 1,493 Gossiping Fw: [kuso]神隱少女

3 1,474 ONE_PIECE [公告]低調文處理辦法

4 1,473 Gossiping Re: [新聞]總統盼電業法修正別拖

5 1,471 WomenTalk [討論]女生就不能分家產嗎？

6 1,471 Gossiping [爆卦]批踢踢訴訟連勝vs公司.宗教.訟棍

7 1,454 SNSD [九年]九週年活動SONE接力大賽

8 1,434 elephants [新聞]選秀榜眼申皓瑋談約原地踏步

9 1,429 Gossiping [新聞]中國傳封殺韓星韓網友「以牙還牙」清算

10 1,376 WomenTalk [問題]女生能夠接受單身但有小孩的男人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979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身為汽車駕駛人,重機上快速道路及國道的看法?

2
665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轉貼]法官認証了超車道解釋

3
589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0801新增法官判例)高速公路擠成一團一團車群的主
要原因探討

4
474 網球和羽球(運動健身) 謝淑薇宣布退出台灣網壇永不接受國家徵召

5
426

重型機車(250cc以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禁上國道因為民調？那你需要一起來附議！

6
387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失控的房屋稅！豪宅族、都更族、租屋族無一倖免

7
36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謝淑薇宣布退出台灣網壇！

8
339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Uber剝削司機,該請滴滴打車加入競爭

9
316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元大期貨的選擇權收費合理嗎？

10
307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像謝淑薇這麼有骨氣的人，在職場上罕見了~

PTT批踢踢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直播文、贈獎文)

Mobile01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直播文、贈獎文)

新增回文數：於觀測期間內所新增之回文留言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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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69118791.A.25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70149478.A.43B.html
http://www.ptt.cc/bbs/ONE_PIECE/M.1470101847.A.46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69863243.A.9C8.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470316910.A.48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69679913.A.EAC.html
http://www.ptt.cc/bbs/SNSD/M.1470326405.A.BBC.html
http://www.ptt.cc/bbs/elephants/M.1469450066.A.5A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70208890.A.D89.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469584199.A.FDB.html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98&f=294&t=4873497#61217156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7&f=294&t=4878305#6121729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9&f=294&t=4871253#6120994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8&f=645&t=4881028#61214204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3&f=267&t=4873278#61217157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9&f=356&t=4877160#61214319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7&f=638&t=4881085#61215831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4&f=651&t=4883145#61216978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291&t=4877218#61214602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651&t=4882123#61216250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0,932 蔡阿嘎
熬夜把嘎名人落台語壓軸第10集~剪出來囉!!哈哈哈~ 94歡樂
啦!!我喚醒了...

2 10,335 中時電子報「視頻」
最新的散步法嗎？也太黏主人了哈哈[影片由美拍授權提供來
自用戶狗狗趣...

3 7,120 東森新聞
【東森直新聞】馬麻太老換1個好嗎？萌娃神回打臉老爹#在
你身編：媽咪的守護者...

4 6,521 蓋彼 Gabi SDK
蓋彼說:換位思考是人生必修的課題，在親情友情愛情上都是
，大家一起努力吧! #雙...

5 6,021
派愛族 - 來自日本最
受歡迎的婚姻媒合服

務
你們的日本名字是什麼呢？ > http://bit.ly/2aifBUW

6 5,621
派愛族 - 來自日本最
受歡迎的婚姻媒合服

務
你們的英文名字是什麼呢？ > http://bit.ly/2aP30KD

7 5,361
蛋事超有事
EggThings

深夜接龍時間就從雞蛋開始吧!

8 5,218 東森新聞
驚！疑天天吃泡麵男大生罹胃癌1年病逝#吐司切編：慘了我
也很愛吃… #請分享...

9 5,195 ETtoday寵物雲
【 I Love紅鬣蜥tima&小虎&うまい&太郎】抓到了！真的會
說人話！...

10 5,044 ROSE x 螺絲一隻筆 就算在一起很久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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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3
宋達民和洪百榕

愛的粉園
破60萬抽獎活動開始囉 謝謝粉絲們這三年的支持與體諒！ 宋達民
全家在...

2 5,154
ES TIEN 

Backpack
#文末抽獎#測重旅行箱#黑色22吋眼看父親節即將到來，禮物還
是摸不著頭緒嗎...

3 5,008 全聯福利中心
【#全聯小編贈獎時間：把家變咖啡館！！】 #全聯與雀巢膠囊咖
啡機聯手出擊，讓...

4 4,502 老王
崩潰小男孩系列之我要去夜店。 #按讚分享TAG好友.這個程式加
入後，雙方都不...

5 4,284
Gshock Strive 
Dream Fight

“這是免費抽獎”請依照以下步驟完成抽獎規定就符合資格參加
囉‼ #...

Facebook粉絲團 聲量探索排行榜(贈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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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了解更詳細的排行榜訊息，請至官網查閱 請點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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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86676328061700&id=11880765151524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601030526743413&id=32911825393464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53442341357522&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760337677540964&id=1426601580914577
file:///C:/Users/wantingtu/Downloads/你們的日本名字是什麼呢？ > http:/bit.ly/2aifBUW
file:///C:/Users/wantingtu/Downloads/你們的英文名字是什麼呢？ > http:/bit.ly/2aP30KD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28126160554759&id=80459538290784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48516711850085&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96417177112630&id=16091583732944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856128737853485&id=20075643672405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709150405917486&id=203938469772018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89790954411891&id=26318923040540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38214826249162&id=13400431000355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66223333414436&id=42155622454782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615900098573953&id=239717616192205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YAMAHA 新車發表會直播影片，網友熱烈留言

YAMAHA「勁豪125」發表會舉辦直播，並請來全聯先生站台。雖然許多網友認為這是
個不具設計感的車款和老派發表會，但確實挑起網民的關注：100個分享人次、1,917則

留言與5.2萬次的觀看紀錄。

新款本田檔車，引發網友討論

原Po分享HONDA新款仿賽輕檔車之多張照片，並將規格表上傳到論壇中，也向網

民們報告印尼當地售價。底下網友們的回覆，大部分的網友們都表示很喜歡此款外

型，期待台灣本田進這一台檔車。然而有的網友表示由於台灣的重機目前是無法上

國道的，本田未必會引進此類型的檔車。

排名 品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YAMAHA 

山葉機車
1313

facebook粉絲團 > 小老
婆汽機車資訊網

Yamaha新車發表會

2
SYM

三陽機車
769

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 > 
SYM速克達研究室

MIO不可言！SYM MIO 115深度解析

3
Honda

本田汽車
135

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 > 
檔車研究室

(資料更新) HONDA CBR250RR正式發表(影片與規格表)
...

4
KYMCO 

光陽機車
66

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 > 
KYMCO速克達研究室

大陸摩友對光陽速可達,，一小點點感受，夢想租機車環
島. ...

5
KYMCO 

光陽機車
64

校園聊天-Dcard > 虎尾
科大

請問如果要在PGOBON125和光陽最近新出的XSENSE
中選一個

6
Ford

福特
64

mobile01 > Ford(小惡
魔的動力研究室)

福特零件單價會不會太誇張了

7
EVA

長榮航空
63 校園聊天-Dcard > 留學 長榮菁英艙經驗分享

8
Honda

本田汽車
63

mobile01 > Honda(小
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HONDA CIVIC 10代北美版-不專業開箱

9
KYMCO 

光陽機車
59

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 > 
KYMCO速克達研究室

光陽一定要回店家換機油才有保固嗎

10
YAMAHA

山葉機車
41 伊莉討論區 > 吹水聊天 大家人生中的第一台機車是哪一台??

品牌話題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註2]參考《商業周刊》去年所公布的台灣百大影響力品牌，百大品牌列表請點我
若某事件廣泛於各大頻道露出，為不重複提供相似資訊，品牌話題排行榜僅收錄該事件相關文章之聲量最高者。

10

透過OpView探索台灣知名百大品牌[註2]在網路各頻道上的討論聲量，並即時產出前十大排行榜，

讓您隨時了解品牌輿論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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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47371611942160&id=219012331444765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499976-77-1.html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500206-14-1.html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500608-7-1.html
https://www.dcard.tw/f/nfu/p/224427963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260&t=4876783#61207197
https://www.dcard.tw/f/studyabroad/p/224477842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7&f=261&t=4879115#61205097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500263-6-1.html
http://www07.eyny.com/thread-11008499-17-1.html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5/brands100/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