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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 智能標籤精準描繪客群行為樣貌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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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以往行銷人員往往重視顧客說了甚麼，以獲得顧客對於產品的

回饋或需求，但現在要了解你的消費者，還必須了解他們在網

路上看了、做了甚麼。在2017年，Salesforce曾針對全球3500

位全職行銷人員進行調查，歸納出高績效的行銷人員在工作時

注重的四大面向，分別是「協調多個行銷管道發揮綜效」、

「行銷方案對準顧客旅程」、「顧客相關資料整合」、「大量

使用人工智慧」，從這個調查也進一步驗證，高效行銷人員需

要善用不同工具，藉此挖掘更多的消費者洞察，以發展不同的

策略與溝通內容。

因應企業對跨管道行為追蹤、消費旅程資料蒐集的需求漸增，

意藍資訊推出PeopleView人群資料庫服務，大量觀察網路使用

者的瀏覽行為，將消費者的興趣及行為標籤化補充進會員資料

庫，幫助企業掌握消費者輪廓，以利瞄準目標進行投放。本期

電子報以高效行銷人員的實務經驗與PeopleView資料庫相關成

功專案為基礎，將行銷策略的制定拆解為三個步驟，建議品牌

整合顧客旅程多樣化數據，接著運用人工智慧建立動態 TA

Profile，最後依據品牌需求針對不同階段的顧客發展新舊客經

營策略。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salesforce.com/blog/2017/06/fourth-annual-state-of-marketing-report.html
http://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201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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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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首先品牌端必須瞭解完整的顧客旅程，描繪出各階段的行銷接觸點，而每次與顧客互動所蒐集

來的資訊都十分珍貴，必須進一步整併、分析成精準有效的數據，藉由顧客的反饋不斷優化、

創造最佳的服務體驗。

在顧客旅程的前兩個階段（廣泛關注、考慮意圖），品牌端與顧客的行銷接觸點多半建立在外

部網站與社群上，業主無法直接與顧客接觸，這部分的資訊同時也是最難搜集的，因此需要第

三方數據的支援，以補充顧客資料。在這兩個階段，藉由第三方數據可以收集到：顧客瀏覽內

容、搜尋行為、廣告互動、行動位置等數據，使業主更瞭解消費者在進行轉換前的行為。

在「轉換行動」階段，顧客開始進到品牌的官網、線下店點，填寫試用、預約、購買等轉換行

動，隨後發展成「忠誠會員」時，會員與官方粉專、Line、EDM等媒介的互動行為都能被業主

STEP 1 整合顧客旅程多樣化數據

內部發展數據整合策略
外部尋找第三方數據補充

整合顧客旅程多樣化數據

01

02 以AI工具轉換智能標籤
快速進行顧客樣貌描繪、分析、應用

建立動態 TA Profile

03 大量新客導入+舊客關係深化
持續提升顧客Life-Time-Value

發展新舊客經營策略

高效行銷策略三步驟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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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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STEP 2 建立動態 TA Profile

過去，我們較難捕捉消費者購買之前的行為，然而在將顧客旅

程的數據整合完畢之後，藉由AI去交叉比對多元數據，轉換為

智能標籤紀錄其興趣、消費意圖、品牌喜好等資訊，並持續更

新、描繪出完整輪廓，即蒐集每一個顧客的動態特徵，建立精

準的「 TA Profile 」。有別以往的被動模式，消費者轉換前就能

即時、主動地探索顧客需求，讓品牌端可以在受眾有購買行為

之前，搶先掌握他的動態，進而在適當的時間點、露出管道，

給予受眾適當的溝通訊息，逐步累積顧客對品牌的印象與購買

動機。

直接觀察記錄，在這兩個階段（轉換行動、忠誠會員）中，品

牌端較易搜集到各式各樣的第一方數據，後續可以進行購物行

為的分析與推薦，但品牌端得先擬定內部數據整合策略，可從

以下五點著手。

在最後一個階段（推薦傳播），當忠誠會員願意主動推廣時，

可以再利用第三方數據找出社群領袖、分析聲量擴散路徑，甚

至能針對分享內容進一步去挖掘出行銷可用的關鍵要素。

提升品牌行銷成效的第一步，便是彙整顧客旅程的多樣化數

據，在內部發展數據整合策略，並從外部尋找第三方數據深化

會員資訊。

確認數據應用目標或是要解決的問題

盤點數據接收點

建立即時數據回收、驗證機制

整合多種資料(站內&站外、線上&線下)

採用分析工具或人工智慧技術達成數據應用目標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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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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生機品牌案例

某新興生機品牌在行銷推廣前，便以企業內部的CRM資料為基

礎結合第三方數據庫的資料，進一步做市面上四家競爭對手的

競品分析，品牌可以藉此找出自身客群與競品客群的差異與交

集。此新興品牌透過客製標籤來標定對競品有興趣的族群，進

一步分析各競品受眾最獨特、顯著的標籤特徵排行如下表，發

現其競品客群相似特徵為投資理財、金融服務、資訊科技。而

到訪此新興品牌網站的客群，與競品相比更為關注影視娛樂與

歐美節目。

興趣偏好
語言/主題/訂閱
個人化/產品服務

行動裝置資訊
位置/移動軌跡

APP類型/簡訊點擊

人口統計
年齡/性別
居住地/職業

線上瀏覽
搜尋/站點
內容/路徑/時間

EDM行為
開啟率/點擊率

退訂率/檢舉內容

廣告互動
點擊/點擊路徑
互動/分享/拒絕

社群互動
更新/打卡
按讚/留言/分享

交易
品項/單價/頻率

付款形式/取貨地點/退貨

目標顧客

▲顧客輪廓建立圖

排名 台OO農 鮮O家 熊OOOO網 棉O田

1 政治 股票投資 Acer 產險

2 籃球 理財積極型 遠傳 壽險

3 愛狗 女性 台灣大哥大 網路購物

4 美系動漫 理財保守型 貸款 減重瘦身

5 醫學美容 老年銀髮 gucci 寶雅

▲各生機產業競品客群最顯著標籤分析表

分析客群差異，優化溝通內容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PeopleView人群資料庫曾根據用戶瀏覽內容，協助旅

遊業者瞭解顧客的旅遊意願，更能得知用戶的旅遊動

機、對旅遊城市的喜好程度。於是，業者針對特定地

點機票、航空航點製作客製標籤，在分析到站人群特

徵後，在Google聯播網上對特徵相似的受眾進行投

遞，再將投遞的互動數據持續重複做收集、分析與優

化的動作，最終該企業的曝光成本降低55%，訂單轉

換提升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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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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STEP 3 發展新舊客經營策略

在鎖定TA並逐步累積其對品牌的印象與購買動機之後，便可針

對新、舊客群發展不同經營策略，並以經營長期顧客關係為目

標，發展雙向溝通策略，注重顧客留存與差異化服務提供。

針對新客，我們的目標會是提升新客獲取量從而擴大市場占有

率。企業在顧客進行轉換前，整合其多元媒體資源去對顧客堆

疊出品牌印象，並適時運用第三方數據，對處於決策關鍵點的

消費者投放網路廣告、折扣訊息等誘因，催化顧客轉換的過

程，隨後搭配「AI+數據」去不斷優化顧客的購物體驗。

新客 從顧客旅程挖掘潛客興趣

因此在進行廣告溝通時，他們決定不與既有大品牌爭搶客群，

避開競品主要的財經科技客群，轉而針對自身客群設計與歐美

娛樂較為相關的溝通內容。此新興品牌採取穩定自身利基市場

的策略，重整品牌市場定位，發展新客行銷方案與內容規劃，

精準鎖定客群進行廣告溝通，建立起品牌第一印象。

案例分享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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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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在舊客策略上，企業須深化舊有會員關係以提升顧客Life-

Time-Value。原本握有豐富、可信度更高的會員訊息，諸如

過去的交易紀錄、互動次數、購買頻率等等，將這些數據整

合量化為顧客貢獻價值之後，可依此針對不同黏著度的顧客

訂定分級標準，發展分眾溝通策略。利用動態會員Profile即

時掌握會員需求、提供解決方案，便能逐漸增加顧客對品牌

的信賴感，進而擴大顧客荷包的佔有率。

綜合前面成果，再次說明提升品牌行銷成效，不只要在產

品、廣告內容與素材做加強之外，善用AI技術整合既有顧客

資料和顧客旅程中蒐集到的多元數據，掌握精準的動態

Profile、了解你的顧客才是首要之重。透過數據擬定高效行

銷策略，是身為行銷人的你不可或缺的專業技能。

舊客 從過去互動分析會員需求

某零售品牌苦惱於舊客回流狀況，該品牌難以藉由

EDM與簡訊接觸舊會員，如何吸引舊客回流，參加週

期性的檔期活動便成了該品牌現行一大挑戰。該品牌

後來採用廣告人群投遞專案進行零售會員人群特徵分

析，意外發現他們的會員對汽車品牌有顯著興趣，因

此選擇這個特徵標籤進行Google聯播網的廣告投遞，

也持續優化廣告，最終廣告點擊成本下降了20%，點

擊率增加40%。

案例分享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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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080 LINE TODAY > 國內 插隊拍女王頭陸團導遊遭拖去撞礁岩

2 2,993 yahoo新聞 > 政治 中國干預台灣選舉！巨魔工廠已就位

3 2,336 yahoo新聞 > 政事觀察站 【Yahoo論壇／林青弘】韓國瑜的100億大笑話

4 2,312 yahoo新聞 > 政治 蔡英文：在臉書公開發表意見不會受到監控

5 2,018 LINE TODAY > 國內 怒批韓國瑜「陪睡政見」汙辱女性邱議瑩：該譴責的...

6 1,830 yahoo新聞 > 政治 想了一夜邱議瑩臉書再被灌爆！網怒：道歉很難嗎？

7 1,699 yahoo新聞 > 娛樂 獨／電視台傳遭政府施壓寶傑揚言不幹了

8 1,487 yahoo新聞 > 政治 扯！挺韓國瑜靈籤瘋傳三鳳宮回應了

9 1,453 yahoo新聞 > 社會地方 邱議瑩失言辱韓葉毓蘭報案假新聞

10 1,416 yahoo新聞 > 手機APP 國安局證實監控臉書偵蒐「詆毀元首」等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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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29~201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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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986 彩虹 為何不推廣同婚的十大理由

2 978 西斯 在樓梯瘋狂抽插

3 967 彩虹 同志大遊行-跟黃大謙的對話分享

4 841 彩虹 不要再罵了好嗎

5 809 動漫
致7、8年級生-謝謝這些卡通出現在我們的童年(文
長)PART3

6 784 西斯 唇樓可以再蓋嗎

7 755 感情 不做愛等於不夠愛

8 737 西斯 #圖這種天氣適合抱抱

9 715 彩虹 媽媽問我為什麼要支持同婚？

10 694 感情 我在靈堂把你放生(文長慎入)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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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6%8F%92%E9%9A%8A%E6%8B%8D%E5%A5%B3%E7%8E%8B%E9%A0%AD%E3%80%80%E9%99%B8%E5%9C%98%E5%B0%8E%E9%81%8A%E9%81%AD%E6%8B%96%E5%8E%BB%E6%92%9E%E7%A4%81%E5%B2%A9-NJ3kQp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5%B9%B2%E9%A0%90%E5%8F%B0%E7%81%A3%E9%81%B8%E8%88%89-%E5%B7%A8%E9%AD%94%E5%B7%A5%E5%BB%A0%E5%B7%B2%E5%B0%B1%E4%BD%8D-01353284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3%80%90yahoo%E8%AB%96%E5%A3%87%EF%BC%8F%E6%9E%97%E9%9D%92%E5%BC%98%E3%80%91%E9%9F%93%E5%9C%8B%E7%91%9C%E7%9A%84100%E5%84%84%E5%A4%A7%E7%AC%91%E8%A9%B1-01004839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94%A1%E8%8B%B1%E6%96%87%EF%BC%9A%E5%9C%A8%E8%87%89%E6%9B%B8%E5%85%AC%E9%96%8B%E7%99%BC%E8%A1%A8%E6%84%8F%E8%A6%8B-%E4%B8%8D%E6%9C%83%E5%8F%97%E5%88%B0%E7%9B%A3%E6%8E%A7-041703319.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6%80%92%E6%89%B9%E9%9F%93%E5%9C%8B%E7%91%9C%E3%80%8C%E9%99%AA%E7%9D%A1%E6%94%BF%E8%A6%8B%E3%80%8D%E6%B1%99%E8%BE%B1%E5%A5%B3%E6%80%A7%E3%80%80%E9%82%B1%E8%AD%B0%E7%91%A9%EF%BC%9A%E8%A9%B2%E8%AD%B4%E8%B2%AC%E7%9A%84%E6%98%AF%E4%BB%96%EF%BC%8C%E4%B8%A6%E4%B8%8D%E6%98%AF%E6%88%91-3j3RVy
https://tw.news.yahoo.com/%E6%83%B3%E4%BA%86-%E5%A4%9C-%E9%82%B1%E8%AD%B0%E7%91%A9%E8%87%89%E6%9B%B8%E5%86%8D%E8%A2%AB%E7%81%8C%E7%88%86-%E7%B6%B2%E6%80%92-%E9%81%93%E6%AD%89%E5%BE%88%E9%9B%A3%E5%97%8E-02280000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8D%A8-%E9%9B%BB%E8%A6%96%E5%8F%B0%E5%82%B3%E9%81%AD%E6%94%BF%E5%BA%9C%E6%96%BD%E5%A3%93-%E5%AF%B6%E5%82%91%E6%8F%9A%E8%A8%80%E4%B8%8D%E5%B9%B9%E4%BA%86-11013446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9%AF-%E6%8C%BA%E9%9F%93%E5%9C%8B%E7%91%9C%E9%9D%88%E7%B1%A4%E7%98%8B%E5%82%B3-%E4%B8%89%E9%B3%B3%E5%AE%AE%E5%9B%9E%E6%87%89%E4%BA%86-05253511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82%B1%E8%AD%B0%E7%91%A9%E5%A4%B1%E8%A8%80%E8%BE%B1%E9%9F%93-%E8%91%89%E6%AF%93%E8%98%AD%E5%A0%B1%E6%A1%88%E5%81%87%E6%96%B0%E8%81%9E-21500730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9C%8B%E5%AE%89%E5%B1%80%E8%AD%89%E5%AF%A6%E7%9B%A3%E6%8E%A7%E8%87%89%E6%9B%B8-%E5%81%B5%E8%92%90-%E8%A9%86%E6%AF%80%E5%85%83%E9%A6%96-%E7%AD%89%E6%83%85%E8%B3%87-222314927.html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29971274
https://www.dcard.tw/f/sex/p/229964953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29950478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29963098
https://www.dcard.tw/f/acg/p/229951139
https://www.dcard.tw/f/sex/p/22995106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9981931
https://www.dcard.tw/f/sex/p/229973393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2996561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995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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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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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883 Kaohsiung Re: [閒聊]嘴砲雖然受歡迎,但這是選市長

2 1,713 Gossiping [爆卦]寶傑辭職關鍵時刻的真正原因

3 1,549 Gossiping [爆卦]韓國瑜韓導本日新作–總統表弟倒戈挺韓

4 1,544 PuzzleDragon 小面具.星寶.蛋龍.龍王/西遊記.梅菲斯特.闇御津羽.神世界

5 1,525 Gossiping [FB]柯文哲：我感到抱歉

6 1,501 Gossiping [新聞]金庸過世

7 1,498 Gossiping Fw: [爆卦]關於陳其邁小林村救災

8 1,497 PuzzleDragon [1029]維護|希石.金築山/燈龍喚士.木赫.哈奴曼.阿耆尼.真龍界

9 1,486 Kaohsiung [閒聊]我是北漂青年，我有話想說。

10 1,484 Gossiping [新聞]抱起撞礁岩！為拍女王頭爆衝突 保全把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63
LUX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快訊】0~100km/h實測7.061秒！Luxgen S5 GT220
日本測試現場直擊

2 224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因為同志收養的議題爭執…

3 20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韓國瑜：11／11不會北上參加六都合體造勢

4 197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台灣行動支付怎那麼不普及

5 188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不要這樣玩大叔…大叔也會難過到想死的..驚人秘密在...

6 170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高雄》破紀錄!網友和邱議瑩小編拚了臉書留言灌爆十萬

7 169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一句話拆穿虛偽的同志運動

8 160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哈佛學生真的比讀台大者整體能力更強更遑論一般人

9 159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問結婚被男友直接拒絕

10 158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中美貿易戰是不是要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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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ptt.cc/bbs/Kaohsiung/M.1541028402.A.CBD.html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41209244.A.3DB.html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41142161.A.5F5.html
https://www.ptt.cc/bbs/PuzzleDragon/M.1541130132.A.E46.html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40801370.A.F9F.html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40897698.A.E55.html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41300051.A.0A6.html
https://www.ptt.cc/bbs/PuzzleDragon/M.1540784960.A.174.html
https://www.ptt.cc/bbs/Kaohsiung/M.1541148758.A.13F.html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40976480.A.29D.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444&t=561510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292&t=561497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638&t=561932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18&t=561897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92&t=561649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561466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292&t=561294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651&t=561308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292&t=561746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291&t=561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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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9,978 ETtoday新聞雲 超美！感覺超浪漫耶！！11/3快來ETtoday壞朋友音…

2 7,352 卡提諾狂新聞 豬隊友就是豬隊友#間諜#不小心說出真心話新聞畫面來源...

3 6,000 udn.com 聯合新聞網 國安局證實，在網路上詆毀國家元首等情資，「只要是公開...

4 5,702 食尚玩家 搶先看！！今年的 #新北耶誕好美啊跟著食尚玩家追…

5 5,463 udn.com 聯合新聞網 邱議瑩：戰士是要戰死沙場，面對韓國瑜這樣污辱女性，我…

6 5,421 ETtoday新聞雲 三天兩夜全部免費！！！邊緣人求好…

7 5,307 ETtoday新聞雲 360度投影光雕超美啊！！！●全宇宙最酷的Instagram誕…

8 4,502 udn.com 聯合新聞網 婦女團體代表痛批：「談話要能引起共鳴才是幽默，韓國瑜…

9 4,424 高雄美食地圖 #愛食鍋南高雄也吃的到啦！今天就是吃鍋好時機麻辣鍋的…

10 4,371 蔡英文 Tsai Ing-wen 民主台灣不可能、也不允許走回過去的黨國戒嚴時期，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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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89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你想到哪個國家定居?分析你未來人生的成功指數！ #心理測
驗

2 42,749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你會在哪裡遇見「對的人」？小編跟男友真的是在爬山的時候
認識的耶XD有準有準~…

3 33,995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心理測驗】吃魚測你的金錢觀阿編選了D還真的準到不要不
要的((哭)) #快留言…

4 31,124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哪個女生會是選美冠軍呢~測驗你在男人眼裡是什麼樣的? #
小編很愛做心理測驗

5 23,530
媽咪拜-

新手爸媽勸敗團
【家有寶寶看這裡！】媽咪專屬寶寶禮來囉～超豐富的寶
寶…

跨平台活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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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2194300830606069
https://www.facebook.com/1911286448991373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442815746030
https://www.facebook.com/2390006747682076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433455026030
https://www.facebook.com/2192720907430728
https://www.facebook.com/2197433840292768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434517726030
https://www.facebook.com/2262129837172625
https://www.facebook.com/10155465240681065
https://www.facebook.com/2332565460108865
https://www.facebook.com/2344931212205623
https://www.facebook.com/2335840973114647
https://www.facebook.com/2332494120115999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794301298523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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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館長成吉思汗】為台灣尊嚴而戰，對決三千中國留言

【年代向錢看】韓流北漂成變數？綠大本營危機 【館長成吉思汗】暢談兩岸話題&承諾明年捐200萬

【館長成吉思汗】一生監督你一人 : 謝龍介訪談 【新聞面對面】大選倒數24天！邁瑜之爭結局是？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social-lab.cc/2018/11/youtube/8861/
http://www.social-lab.cc/2018/11/youtube/8856/
http://www.social-lab.cc/2018/11/youtube/8853/
http://www.social-lab.cc/2018/11/youtube/8850/
http://www.social-lab.cc/2018/11/youtube/8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