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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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45

本期焦點

- 來源與話題分析

- 15大設計藝術競賽排行榜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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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近年文創發燒，除展覽商品蓬勃發展外，許多相關品牌為了

取得更具公信力的設計能力證明，參加各式各樣競賽。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以「設計」、「藝術」搭配賽事

之關鍵字，搜查年度全台相關競賽討論並繪製成圖。從文字

雲來看，國際知名競賽如紅點設計獎、iF設計獎聲勢最高；而

由台灣舉辦的大型設計競賽則以金點設計獎為最；影視娛樂

各種金字頭賽事也不容忽視，除了娛樂產業人員的獎項外，

還包含各種平面、造型設計獎項，在娛樂性加乘下，亦有不

低的聲量。

觀測來源：新聞、社群網站、討論區
、部落格、問答網站

觀測期間：2016.11.01~2017.10.31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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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網站來源，競賽的消息主要以社群網站與新聞來源為

主，其中社群網站中Facebook聲量占比超過九成五，過半

為提供獎品的贈獎活動文，因品牌獲獎後為宣揚品質所為，

或是競賽主辦方為熱絡徵件數量。

從Facebook聲量的前五名來看，Richart在操作獲獎訊息

時，花了點巧思將代言形象圖騰變為金獎造型，藏入於影

片中，邀請用戶一起搜尋，增添互動性，於觀測期間中獲

得最佳的參與度。

新聞

討論區 部落格

贈獎型臉

書文章

非贈獎

型臉書

文章

其他

社群網站

排名 標題
頻道

(FB粉絲團 )
聲量 類型

1
【 紅點傳達設計大獎 我拿獎，你也獎】我
拿下設計界的奧斯卡獎惹～馬...

Richart 3624
品牌
推廣

2
【#竹南e吉棒】「凡斯焉‧反私菸e起動起來」
暨防制菸品稅捐逃漏宣導活動 ?...

中區國稅局
稅務e吉棒

3228
競賽
宣傳

3
【南投e吉棒】-電子發票FB創意貼文設計競
賽#內文有留言抽獎活動，看過滑過不...

中區國稅局
稅務e吉棒

2251
競賽
宣傳

4
【賀#設計獎】廣穎#TypeC雙用隨身碟-
Mobile C80榮獲#德國...

Silicon Power 1588
品牌
推廣

5
這次奧樂雞與雞友們化身主角，與SBG桌遊
設計大賞得主所設計的送貨型桌上遊戲...

Byebyechuchu 1513
品牌
推廣

Ptt

巴哈姆特哈拉區

mobile01 

Dcard

卡提諾王國

▲設計藝術類競賽輿情 Facebook聲量排行榜

圖片來源：Richart臉書

▲設計藝術類競賽輿情 來源比例圖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1928400000767193_111621412855653
https://www.facebook.com/1703454369688042_1950334118577929
https://www.facebook.com/1675060039194142_194174067271745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15865338449347&id=113991005303457
https://www.facebook.com/1687772074575308_129866380982136


接續前頁，有趣的是討論區中占比第二為巴哈姆特，主要

是遊戲圖像或角色服飾配件設計競賽，如遊戲角色頭飾、

造型服飾、武器、角色電繪等，甚至也有遊戲開發設計競

賽。此類競賽除了增加參賽者對遊戲的沉浸度，其成果也

常引起其他玩家共鳴。

來聲量分布來看，大規模知名競賽如紅點、iF設計獎、日

本優良設計獎等(棕底)，社群聲量高於新聞 ; 至於娛樂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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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量前15大排行[註]

[註]青年設計大賽與亞洲設

計獎聲量相同

聲量 (單位：千)

0% 20% 40% 60% 80% 100%

亞洲設計獎

青年設計大賽

台灣精品獎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新一代設計展

金像獎

時裝設計新人獎

金鐘獎

台新藝術獎

金曲獎

金馬獎

優良設計獎

桌遊設計大賞

金點設計獎

iF設計獎

紅點設計獎

新聞 其他社群 Facebook

0 2 4 6 8 10 12 14

占比 (單位：%)

知名國內外競賽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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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各大盛會由於媒體曝光高，因此金曲獎的最佳專輯裝幀

設計獎、金鐘獎的美術設計獎、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美術

指導與金馬獎的最佳美術設計、最佳造型設計，雖非賽制中

最引人注目的項目，但在台灣整體的藝術設計類競賽中，仍

是獲得相對高的輿情討論，且新聞比重較大。

以種類而言，除了常見項目外，尖端所舉辦的桌遊設計大賽，

由於邀請人氣插畫家啾啾掰掰合作與宣傳，因而將聲量衝高；

而由企業舉辦的設計類競賽，除台新藝術獎外，近年力圖通

路改革的新光三越，對藝文活動滲入越發多元，青年設計大

賽在全台通路的宣傳下，也進入前15大聲量排行。透過連鎖

百貨展覽腹地的優勢，承接從徵件到展出的一連貫業務，觸

及非百貨傳統目標客群。

品牌欲利用競賽提高知名，抑或舉辦競賽提高集客效果，不

妨參考排行榜，了解現行台灣高知名度競賽，或是了解他者

如何操作競賽活動，與消費者互動。若有其他活動效益追蹤

需求，歡迎與我們聯繫。

品牌當家 成賽事主辦者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http://www.opview.com.tw/contactus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981 ETtoday新聞雲 > 社會新聞 騎車「瘋狂待轉」遭拔鑰匙！ 30警強拖押走台大男生

2 2,560 ETtoday新聞雲 > 生活新聞
八仙塵爆家屬提國賠「每人1200萬」 網友9成噓爆：干國家
屁事

3 2,201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金錢豹妹酒駕撞死烘焙師 鞭刑討論會將召開司改會

4 1,963 LINE TODAY > 國內 性侵發出痛苦聲就殺 姦殺女童惡狼免死

5 1,795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妻過世無助伯輕問救護車多少錢 顫抖翻找零錢護理師爆哭

6 1,542
聯合新聞網_即時新聞 >

要聞(即時)
李永得說客語遭禁 綠委：現在已非威權時代

7 1,512 東森新聞 > 大選 惹錯人…妹妹下課遭飛踹霸凌 哥哥暴怒痛毆屁孩反擊

8 1,494 LINE TODAY > 國內 自囚賓士拒酒測竟免罰 法院：人民沒有「無端」受測的義務

9 1,474 ETtoday新聞雲 > 生活新聞 厚奶茶殞落！好市多冷藏貨架「剩超多」

10 1,443 ETtoday新聞雲 > 國際新聞 14歲妹充iPhone6遭電死 手握「貼膠充電線」白豆腐裂開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 2017.11.06~201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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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5,435 西斯 初戀，呵呵（文長啊⋯⋯

2 2,605 追星 愷樂新歌「三人行」 抄襲BTOB 「movie」

3 2,584 西斯 #圖#孤單寂寞

4 1,995 心情 我在父母面前自殺

5 1,975 女孩 天生長得漂亮的困擾

6 1,858 西斯 #圖幻想

7 1,629 西斯 #討論誘惑床伴這件事

8 1,413 西斯 #圖#問想要卻無法興奮

9 1,322 感情 對不起，你真的太摳

10 1,257 女孩 男友對買給我的禮物很省（微抱怨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112/1050565.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110/1049244.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115/1052466.htm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6%80%A7%E4%BE%B5%E7%99%BC%E5%87%BA%E7%97%9B%E8%8B%A6%E8%81%B2%E5%B0%B1%E6%AE%BA+%E5%A7%A6%E6%AE%BA%E5%A5%B3%E7%AB%A5%E6%83%A1%E7%8B%BC%E5%85%8D%E6%AD%BB-By1EEN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118/1054610.htm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816155
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86681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8%87%AA%E5%9B%9A%E8%BB%8A%E6%8B%92%E9%85%92%E6%B8%AC%E5%85%8D%E7%BD%B0+%E6%B3%95%E9%99%A2%E6%AD%A3%E5%BC%8F%E5%9B%9E%E6%87%89-GZyg3Y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109/1049136.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114/1052029.htm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https://www.dcard.tw/f/sex/p/227646973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27705419
https://www.dcard.tw/f/sex/p/227667283
https://www.dcard.tw/f/mood/p/227690784
https://www.dcard.tw/f/girl/p/227663341
https://www.dcard.tw/f/sex/p/227570887
https://www.dcard.tw/f/sex/p/227649536
https://www.dcard.tw/f/sex/p/22768308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7650901
https://www.dcard.tw/f/girl/p/227640600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613 Gossiping [問卦]對方不愛你，就學放下，各位答應我，好嗎

2 1,602 WomenTalk [心情]弟弟車禍過世了

3 1,523 Gossiping Re: [新聞]兩段式左轉惹議 交部：無修法必要

4 1,511 Lifeismoney [情報] pc商店街2000折1111

5 1,510 Gossiping [新聞]騎車「瘋狂待轉」遭拔鑰匙！30警強拖押走台大男生

6 1,503 Gossiping [問卦]我姊被相親對象嫌是高齡產婦

7 1,500 Gossiping [爆卦]政院版一例一休懶人包來了

8 1,477 Gossiping Re: [新聞]賓士女撞死貼心烘培師！ 顧客怒：為何酒駕

9 1,425 Gossiping [新聞]鄰桌幼童哭鬧 他踹椅嗆「不會管嗎」

10 1,401 Gossiping [新聞]國昌帶美珠算數學 證實週工時72小時不違法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715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在大陸來往近10年定居5年，而去年我回台灣了。

2 59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時力推《陪審法》 黃國昌：法律人判斷未必優於民眾

3 542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直行騎士轟右轉轎車卻被酸爆??

4 530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有人收到禾頡物流的台灣之星1111門號嗎?

5 476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台灣之星,LINE限定 今晚3000門3小時快閃終身188開搶了

6 452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警方強行押走待轉騎士 台灣回到戒嚴時代了嗎

7 433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11.14二更)從機車待轉看台灣的民主觀念

8 421
重型機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大型重機上國道 首季報告換算違規率高於小型車

9 357
重型機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國道路權，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10 343
mobile01 > 

SAMSUNG(Android)
三星1111活動，折疊式無線閃充 折扣後只要11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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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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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0038603.A.4B6.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510311567.A.12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0621115.A.43D.html
http://www.ptt.cc/bbs/Lifeismoney/M.1510330435.A.E0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0447148.A.15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0061088.A.5B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09977467.A.1B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0662064.A.2A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0010935.A.1F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0740499.A.7E9.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72&f=651&t=5310046#6645742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0&f=638&t=5309640#6651185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5&f=294&t=5317922#6651185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4&f=18&t=5314862#6648458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8&f=18&t=5310917#6640024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6&f=294&t=5313965#6646831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4&f=294&t=5314570#6651076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6&f=267&t=5310486#6648997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5&f=267&t=5314628#6650857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5&f=568&t=5312231#66511026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8,314 聯合報 這一定逛到腳軟啊QQ 影片授權：張詠昇

2 33,225 好市多商品經驗老實說 今購百科要開始在LINE生活圈上提供服務囉!!

3 29,240 Pairs - 派愛族 今年的你會是穩定〇〇中？！

4 24,652 【爆笑公社】 #社團公告光棍節爆料1.2館收人啦

5 23,720 check2check C編覺得他太MAN了！ 我因該會覺得驚嚇到~

6 21,105 新假期JetSo 【小熊維尼陪你食早餐】成間鋪，食物和飲品都是小熊維尼

7 20,549 PopYummy 波波發胖 I'm Kimchi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97號2樓

8 19,934 黑男 【街頭邱比特】第一次最小年紀超萌配對(EP176)

9 14,971 食尚玩家 是你嗎？這時候覺得姓#吳 真好

10 14,354 重車日誌-教士
兩段式左轉會被強制拖離逮捕，直接左轉會被開罰單，警察大人您
們搞的我們好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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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73
facebook粉絲團 > 

神魔之塔
神魔光棍代表小弟和大家預祝光棍節，送出好禮直播派獎！

2 57,707
facebook粉絲團 >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要送iPhone當聖誕禮物了啦 快來參加抽一波了～

3 43,930
facebook粉絲團 > 

神魔之塔
直播派獎又來了！只要在星期六11月18日直播期間

4 27,748
facebook粉絲團 > 

蝦皮購物
來估價抽大禮！有本事來拿阿！ >>雙11下殺商品到底有多狂！

5 14,088
facebook粉絲團 > 
台灣賓士授權經銷商

你答對了嗎！到底是哪一輛車款會先加到油呢?

跨平台贈獎文 聲量探索排行榜(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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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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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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950144725138302_885293094968855
https://www.facebook.com/1844062882278743
https://www.facebook.com/1713906665297444_183608885523394
https://www.facebook.com/2816626111896048
https://www.facebook.com/1241524055947359_2067014266864332
https://www.facebook.com/1680766111966881_169211240332385
https://www.facebook.com/1996483973964361_1822217044752352
https://www.facebook.com/1673108446067718_198282904066052
https://www.facebook.com/1903450869671002_170208563563772
https://www.facebook.com/1675501259148266_1397346800387964
https://www.facebook.com/1629410163816163_143068519672881
https://www.facebook.com/10155761499678548_1970214366535173
https://www.facebook.com/1637141213043058_136527163672219
https://www.facebook.com/763951107123926_160072664734042
https://www.facebook.com/1530524190328953_1224744560960439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考量台灣未來人力短缺，統一的「無人商店」將落腳台北

全台的7-11門市已經超過5000家，統一集團董事長羅智先表示，為了因應未來零售產業的變化，除了
想要讓門市各具自己的特色外，目前也在規畫開設「無人商店」。他認為未來人口並不支持增加人力，
人要做更多像是服務性的事情，制式的就交由科技，或是消費者透過科技處理。

對於拓展「無人商店」網路上的反應兩極，有網友表示很期待無人商店的開幕，這是種
考驗台灣人民素質的商店！卻也有網友認為是因為人力短缺，說穿了只是不想花費人事
成本，無奈又有人要失業了。

品牌話題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註]參考《經理人月刊》 Brand Asia亞洲影響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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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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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OpView探索台灣百大[註]與各領域知名品牌在網路頻道上的討論聲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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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排名 品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星巴克 993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1歲兒滑落沙發濺血，右眼「永久性凹疤」！ 媽怒
譙星巴克反被酸爆

2 Pchome 424 Ptt > Gossiping [新聞] PChome今推出最猛 100分鐘六都飆速送！

3 華航 331 Ptt > Aviation [新聞]華航片面更改航班時間 引發旅客不滿

4 中華電信 262 Ptt > MobileComm Re: [討論]社區非法基地台被拆中華電信置之不理

5 裕隆 250 Ptt > car Re: [問題]當年裕隆靠CEFIRO打趴TOYOTA?

6 新光三越 249 Ptt > Tainan Re: [問題]新光三越西門店怎麼這麼多人啊

7 HTC 233 Ptt > MobileComm Re: [問題] hTC會落到這個地步 行銷是不是該負全責

8 中華電信 229 Ptt > Gossiping Re: [問卦]用中華電信是不是尊爵不凡的象徵

9 HTC 221 Ptt > Tech_Job Fw: [新聞]宏達電員工轉職Google聘書曝光！

10 統一 197 LINE TODAY > 生活 考量未來人力短缺，統一的「無人商店」將落腳台北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4671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116/1053720.htm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09940739.A.4C9.html
http://www.ptt.cc/bbs/Aviation/M.1510528607.A.B35.html
http://www.ptt.cc/bbs/MobileComm/M.1509967170.A.0E8.html
http://www.ptt.cc/bbs/car/M.1510990092.A.B97.html
http://www.ptt.cc/bbs/Tainan/M.1510285544.A.570.html
http://www.ptt.cc/bbs/MobileComm/M.1510371778.A.C4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0584549.A.F4F.html
http://www.ptt.cc/bbs/Tech_Job/M.1510812227.A.263.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8%80%83%E9%87%8F%E5%8F%B0%E7%81%A3%E6%9C%AA%E4%BE%86%E4%BA%BA%E5%8A%9B%E7%9F%AD%E7%BC%BA%EF%BC%8C%E7%B5%B1%E4%B8%80%E7%9A%84%E3%80%8C%E7%84%A1%E4%BA%BA%E5%95%86%E5%BA%97%E3%80%8D%E5%B0%87%E8%90%BD%E8%85%B3%E5%8F%B0%E5%8C%97-KQGj7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