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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2018
- 競爭激烈優惠和網紅合作討論多

- 三大外送平台各具特色的經營策略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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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的普及帶來許多便利性，透過第三方外送平台整合眾多

美食餐廳與物流人員，消費者只要使用APP即可外送到家，不

但方便，而且平台商的服務範圍逐漸擴大，可選擇的餐廳也越

來越多元。

看準台灣人對美食的熱愛，國際外賣服務廠商紛紛插旗，積極

擴張、爭奪用戶黏著度。在提到外送平台的時候，你腦袋第一

個浮現的是哪一個品牌？又是從哪裡得知的呢？本次Social

Watch帶您一覽外送平台討論現況，剖析各大品牌的網路聲量

及討論話題差異，探究其社群經營策略的差異。

近幾年各種外送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除了專注於網路外賣

服務的foodpanda外，更有許多品牌挾其原龐大行動用戶，試

圖搶占此一新興服務市占率，如原本提供共乘服務的「優步

（Uber）」以及電子支付服務的「街口支付」。

資料時間：2018.01.01-
2018.09.30
資料範圍：討論區、社群網
站、新聞

競爭激烈網紅合作和優惠討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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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送平台月聲量總趨勢

(則數)

網友外送工
作經驗、網
紅到處都是
瘋女人分享 統計今年1到9月外送平台的聲量趨勢，

主要的聲量高峰分別為網友打工的經驗

分享、品牌優惠情報與網紅的體驗分

享；尤其和網紅合作產出的圖文影音，

占了總體討論聲量將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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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平台熱門頻道聲量排行

從整體外送平台的網路聲量裡，先排除外送平台自身經營的官方渠道，再進一步分析重點頻

道，可發現累積聲量最多的頻道，多為粉絲基數高的宣傳性版面，推廣異業活動或優惠訊

息，有效觸及大量受眾，包含電商、金融、美妝等；除了異業與網紅合作發文，網友自主發

文的聲量則多集中在以圖片分享為主的IG上。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misscrazyyyy/posts/1609180532469209?comment_id=1611629058891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UPwXr0eBg
https://www.facebook.com/RakutenTW/videos/10156157331764726/?comment_id=40274213351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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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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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總部
成立時間/
登台時間

服務費 首購優惠 特色

新加坡
2012
/2015

運費：39元
門檻限制：30元起

首購$399
折$100

揪團外送

德國
2012
/2012

運費：29-199元
門檻限制：未達店
家規定需補差額

首購$300
折$100

可貨到付款
台北24hr外送

美國
2014/
2016

運費：60元
首購折
$200

無消費門檻
限制

▲三大外送平台比較

三大熱門討論外送平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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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市面上的六家外送平台話題討論聲量，foodpanda雖在

台深耕最久，但聲量寶座由後起之秀──honestbee奪下。

honestbee在營運模式上較其它競品更為多元，同一平台還販

售生鮮和民生用品。對厭惡重覆註冊帳號、沒時間出門買菜的

上班族或在家帶孩子的全職媽媽，可用此購買三餐，同時將生

鮮、尿布、生活用品一次買齊。有網友表示：「它裡面什麼都

有啊，吃的用的煮的，還有一個babystore專門在賣寶寶的東

西！」。熟食外送的特色則為可以開啟揪團功能，和朋友一起

訂餐結帳，共同使用優惠或省下運費。

從下頁關鍵字文字雲來看，honestbee的話題最常提及各種限

時折扣序號，其聲量大約有15%來自其官方粉絲團的宣傳。

則數

外送平台聲量比較

12月 honestbee登台

11月 Uber Eats登台

街口外送成立

9月 Deliveroo登台

4月 饕客送結束營運

5月 foodpanda登台

10月 饕客送成立

9月 有無快送成立

2012年

2015年

2016年

2018年

(honestbee)(foodpanda)(Uber Eats) (Deliveroo) (YOWO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HonestbeeTW/videos/%E6%8F%AA%E5%9C%98%E5%90%83%E7%BE%8E%E9%A3%9F%E7%9C%81%E9%8C%A2%E5%A5%BD%E6%96%B9%E4%BE%BF/199207827772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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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panda的店家設有低消，如果沒有達到規定需要補足門檻費用，同時它提供貨到付款

的選項，對沒有信用卡或對金流有疑慮的族群來說，是相當加分的服務。而從其關鍵字文

字雲來看，常見字眼大多為輕食類餐廳，如咖啡、下午茶、蛋糕等，也有不少與外送範圍

有關的討論提及縣市地區。

Uber Eats單筆運費較高、沒有最低消費門檻，不過時有運費折扣和首購優惠。其關鍵字

中，餐點類型以義大利麵最常被提及。另一方面，因Uber Eats的App介面設計中，並未

如其它兩品牌設有線上即時客服，所以經常有人在網上發問，或者到官方粉絲團留言要求

小編私訊回覆。

服務範圍三平台大同小異，不過就算是服務縣市，依舊會有些地區是「沒有餐廳可供選

擇」的情況，因此無論使用哪一個APP，都需先試試看自己所在的地區是否能點餐。

▲ foodpanda關鍵字文字雲 ▲Uber Eats關鍵字文字雲

▲ honestbee關鍵字文字雲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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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社群網站的部分，honestbee的社群聲量最多，統計社群網站

熱烈回應的主題前十名（見下頁），多為優惠訊息、異業資訊

和網紅分享，其官方粉絲團與合作品牌的互相分享引起廣大迴

響，民眾習慣在店家的粉絲團底下留言「朝聖」、「想吃」

等，並標記朋友、通知好康。

而foodpanda的社群主回文比最高，主要是它經常和網紅合

作，熱門討論主題前十名有五名是網紅分享，尤其和Joeman

等多名網紅合作的Youtube影片便引起話題，其餘則是官方粉

絲團的優惠訊息和新聞粉絲團的版面吸引較多網友。

Uber Eats的社群聲量較少，粉絲回文較不熱絡，或許因為

Uber Eats是優步底下的服務，本身已經小有名氣，社群經營不

那 麼 積 極 互 動 ， 不 像 honestbee 和 店 家 互 相 分 享 、 也 不 像

foodpanda大量找網紅合作，因此Uber Eats社群話題也最

少，反而是負面新聞上榜較多。

▲三大外送平台- 總聲量來源分析

32% 22% 20%

19% 18%
17%

33%
20%

29%

17%
4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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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estbee foodpanda Uber Eats

其它 討論區 社群網站主文 社群網站回文

honestbee 1.21

foodpanda 2.03

Uber Eats 0.51

▲三大外送平台- 社群網站主

回文比

（社群網站回文數/主文數）

則數

接著將總聲量依照來源網站區分，三者在討論區的聲量差不

多，除了情報優惠分享以外，就是民眾討論使用體驗與推薦。

有趣的是，在親子討論區有媽媽詢問：「會用foodpanda、

ubereats這類訂餐app來準備年菜嗎？」幾位網友也認同現在

過年出去吃或叫外送比較省事。

外送平台各具特色的經營策略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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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名 來源頻道 Foodpanda熱門討論主題

1 Youtube > Joeman 【Joeman】超宅企劃！三餐都在家叫外送美食！ft.foodpanda、阿晋、胡...

2 Youtube >尤汐伯夷 [真的假的#2]台北外送APP這一間最優！？Uber Eats/ foodpanda/ honest...

3 FB粉絲團 > foodpanda 宵夜外送包在我們身上－全台限時免服務費，真心不騙！ 瘋狂不羈夜，美味...

4
FB粉絲團 > NOWnews

今日新聞
外送真的是上班族的小確幸 #HAPPYGO #foodpanda

5 Youtube >到處都是瘋女人 不用出門真的好爽！讓你宅在家的秘密武器｜ft.foodpanda

6 FB粉絲團 > 基金Ｖ怪客 我剛剛試了foodpanda叫食物來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快 免服務費這點，...

7 FB粉絲團 > 聯合報 天啊～送貨的也太衰了吧！ 【新手法！手機外送app暗藏毒品交易無辜送貨...

8 Youtube > Men's Game 玩物誌 開箱體驗Uber eat x起家雞手機APP送餐速度到底有多快？！

9 FB粉絲團 > foodpanda 「過年圍爐吃火鍋。」食徒精選豪華團圓八人年菜套餐、精選豪華四人套餐下...

10
FB公開社團 > 桃園在地生活

大小事
請問桃園有沒有可以幫忙外送餐點到府的服務？ （類似foodpanda或...

排名 來源頻道 Uber Eats熱門討論主題

1 Youtube >尤汐伯夷 [真的假的#2]台北外送APP這一間最優！？Uber Eats/ foodpanda/ honest...

2 FB公開社團 > 宜蘭知識+ 請問宜蘭或礁溪有沒有類似像Uber eats的美食外送服務有網站或是連絡方式...

3 Youtube > 東森新聞 CH51 扯！外送吃過的串燒Uber Eats退款致歉

4
FB粉絲團 > 蘋果日報

即時新聞
漏接外送員電話，餐點竟遭業者逕自銷毀也無法退款。 #UberEats

5 FB粉絲團 > Uber Eats 給最愛麥當勞的你 8/1 - 8/10新用戶訂麥當勞免外送費❗...

6 FB粉絲團 > Uber Eats 【新用戶專屬！請你吃米其林餐廳 】三月公布了米其林指南後，餐廳不僅訂...

7 FB粉絲團 > Uber Eats 【現在訂50嵐就送❗️全新限量杯套】 -歡慶50嵐上線！來給手搖族大回饋...

8 FB粉絲團 > 蘋果日報 台灣 漏接外送員電話，餐點竟遭業者逕自銷毀也無法退款。經查業者網站僅註明訂...

9 Youtube > Men's Game 玩物誌 開箱體驗Uber eat x起家雞手機APP送餐速度到底有多快？！

10
FB粉絲團 > GREEN SHOPPE 

綠店異國風服飾家飾
【母親節好禮大放送 好康看這邊】 ＃免費送你保溫袋⭕️活動說明：✔️即日...

排名 來源頻道 honestbee熱門討論主題

1 Youtube > 焦凡凡fanfan [凡凡日記]外送app分享-honestbee

2 Youtube >尤汐伯夷 [真的假的#2]台北外送APP這一間最優！？Uber Eats/ foodpanda/ honest...

3 FB粉絲團 > 21世紀風味館 暖暖五月媽咪節 ，慰勞媽咪最好的選擇～立即使用honestbeeAPP，香噴...

4 FB粉絲團 > honestbee 服務費限時調降 好評再推出 熟食外送全站限時調降 全面調降只...

5
FB粉絲團 > Qsquare

京站時尚廣場
#百貨首創#外送服務#京站x honestbee QQ飛食~京站美食...

6 FB粉絲團 > 21世紀風味館 謝謝我的女神媽咪，今天晚餐我負責！馬上使用honestbeeAPP，香嫩多汁...

7 FB粉絲團 > honestbee GOAL!吃美食蜂世足⚽ FIFA開踢美食相伴 蜜蜂外送到家 ...

8 FB粉絲團 > honestbee 牛肉漢堡的專家－漢堡王Burger King         ...

9
FB粉絲團 > Qsquare

京站時尚廣場
#百貨首創#外送服務#京站x honestbee 吃貨們萬眾期待的#...

10 FB粉絲團 > honestbee 服務費限時調降 好評推出再推出 熟食外送全站限時調降 全...

▼ 三大外送平台- 社群熱門討論主題

（藍底：官方粉絲團發文、橘底：網紅分享、灰底：合作品牌分享[註]）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IUPwXr0eB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unO2GcHi6Y
https://www.facebook.com/1748055555313952_1752065061579668
https://www.facebook.com/10155932022462663_1015593264345266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9UOxaRhHfA
http://www.facebook.com/2160714800835815_2160730720834223
https://www.facebook.com/1014888898663884_101632218852055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gbtz8ucz6k
https://www.facebook.com/1623461407773368_1623633717756137
https://www.facebook.com/84959663522783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unO2GcHi6Y
https://www.facebook.com/159182381090488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b29aSiaa8
https://www.facebook.com/1483993118390556_1485243228265545
http://www.facebook.com/2069393929989712_2070694956526276
http://www.facebook.com/2102439373351834_2102440063351765
http://www.facebook.com/2061554710773634_2064158357179936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812006062069_1015681513741206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gbtz8ucz6k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714949998573039&id=14291123244359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OTTwZdnaQ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unO2GcHi6Y
https://www.facebook.com/2083552774995375_2095277803822872
https://www.facebook.com/2058435131086342_2059864140943441
https://www.facebook.com/2147847115232495_2149771698373370
https://www.facebook.com/2109318682418784_211801502488248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83597721903416&id=155753356784317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69189103344278&id=1557533567843170
https://www.facebook.com/2147847115232495_214977169837337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82921745304347&id=155753356784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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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觀察到三大外送平台在社群網站的經營策略各自不同，於

是將其社群的聲量依前面提到的合作店家分享、網紅分享與官

方粉絲團發文做區分，觀察三者的社群成效。

在三個外送品牌官方粉絲團聲量中，以Uber Eats最少（165

則 ） ， 但 主 回 文 比 1.66 最 高 ， 代 表 其 粉 絲 回 應 較 多 ；

honestbee的聲量最高（647則），但多為自己官方發文，粉絲

反應不如其他兩家熱絡。

在網紅行銷相關的社群聲量中，foodpanda聲量最高（694

則） ，可見其在經營網紅這塊投注較多心力，主回文比高達

48.57，和其他兩家有明顯差異。整體來看三大外送平台的網紅

分享都有相當不錯的主回文比，顯示網紅對於增加社群話題和

關注度上確實有很好的成效。

最後外送平台與合作店家互相分享創造的社群聲量，整體來看

雖然較少，但honestbee透過合作餐廳的分享獲得不錯的迴響

（主回文比1.93 ），雖不如與網紅合作的成效佳，也仍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市面上已有許多的外送APP品牌，使用者在選擇時不外乎是希

望享受便利服務和優惠折扣，藉由網紅的影響力向消費者分享

使用體驗與傳達活動訊息，對於拉抬網路聲勢相當有效。不過

外送平台與合作店家的互相分享，向對美食有興趣的潛在客戶

宣傳也是另一種策略。美食外送服務在世界各地越來越興盛，

無論提到「外送APP」時，你第一個想到的是誰，趁著現在各

大品牌積極競爭、不斷推出促銷時來試試看吧！

名稱
官方
粉絲團

網紅
合作
店家

honestbee 0.67 18.09 1.93

foodpanda 1.04 48.57 1

Uber Eats 1.66 4.3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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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粉絲團 網紅 合作店家 其他

▲三大外送平台-三大類社群聲量來源分析

▲三大外送平台-

三大類社群聲量來源主回文比

則數

[註] 社群聲量來源區分：

1. 官方粉絲團即為官方經營之

臉書粉絲專頁。

2. 網紅則包含由網紅經營之社

群網站或影音網站個人頻

道。

3. 合作店家則是由支援外送的

合作餐廳或品牌經營之社群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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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 yahoo新聞 > 政治 名主持人挺邁開罵！鄭弘儀：若韓國瑜當選很可能把...

2 2,951 yahoo新聞 > 政治 一張海報洩底！學者：韓國瑜前功盡棄

3 2,935 yahoo新聞 > 財經 選情詭譎！蔡英文：有股力量用「兩種奧步」打壓台灣...

4 2,801 yahoo新聞 > 生活 陳其邁造勢「台下狂走人」邱議瑩哭腔求：拜託別離開

5 2,272 yahoo新聞 > 政治 陳菊助選批有人「割稻尾」

6 2,179 yahoo新聞 > 政治 民進黨非高雄人爸爸陳其邁：高雄是母親

7 2,176 yahoo新聞 > 產業動態 人本痛批韓國瑜「散播仇恨」網罵翻：要不要全軍禁唱？

8 2,004 yahoo新聞 > 政治 不捨詹雅雯淚崩陳其邁：韓流逆襲刺痛高雄人溫暖的心

9 1,887 LINE TODAY > 國內 從二二八殺談到氣爆陳其邁名醫妻子吳虹：傷害高雄50...

10 1,886 yahoo新聞 > 政治 邱議瑩口條不清嘜走嘸走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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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12~2018.11.18

8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432 時事 我覺得柯P有危險

2 2,801 西斯 揉奶樓（附圖）

3 1,974 心情 #幫高調台中霧峰夜市某攤位老闆打人（有影片）

4 1,958 西斯 #圖想要

5 1,691 感情 學人精學我學到爬上了男友的床

6 1,673 西斯 #圖就是想被看啊～

7 1,480 西斯 考完(❁´ω`❁)

8 1,478 追星 #集中討論#JENNIE #SOLO

9 1,342 時事 台北人別懷疑了11/24一起告訴台灣我們需要真正會做...

10 1,294 彩虹 教育部終於受不了愛家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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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ews.yahoo.com/%E5%90%8D%E4%B8%BB%E6%8C%81%E4%BA%BA%E6%8C%BA%E9%82%81%E9%96%8B%E7%BD%B5-%E9%84%AD%E5%BC%98%E5%84%80-%E8%8B%A5%E9%9F%93%E5%9C%8B%E7%91%9C%E7%95%B6%E9%81%B8-%E5%BE%88%E5%8F%AF%E8%83%BD%E6%8A%8A%E6%88%91%E5%80%91%E8%B3%A3%E6%8E%89-18332588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BC%B5%E6%B5%B7%E5%A0%B1%E6%B4%A9%E5%BA%95-%E5%AD%B8%E8%80%85-%E9%9F%93%E5%9C%8B%E7%91%9C%E5%89%8D%E5%8A%9F%E7%9B%A1%E6%A3%84-00502295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81%B8%E6%83%85%E8%A9%AD%E8%AD%8E-%E8%94%A1%E8%8B%B1%E6%96%87-%E6%9C%89%E8%82%A1%E5%8A%9B%E9%87%8F%E7%94%A8-%E5%85%A9%E7%A8%AE%E5%A5%A7%E6%AD%A5-%E6%89%93%E5%A3%93%E5%8F%B0%E7%81%A3%E6%B0%91%E4%B8%BB-23430854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99%B3%E5%85%B6%E9%82%81%E9%80%A0%E5%8B%A2-%E5%8F%B0%E4%B8%8B%E7%8B%82%E8%B5%B0%E4%BA%BA-%E9%82%B1%E8%AD%B0%E7%91%A9%E5%93%AD%E8%85%94%E6%B1%82-%E6%8B%9C%E8%A8%97%E5%88%A5%E9%9B%A2%E9%96%8B-01265767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99%B3%E8%8F%8A%E5%8A%A9%E9%81%B8-%E6%89%B9%E6%9C%89%E4%BA%BA-%E5%89%B2%E7%A8%BB%E5%B0%BE-23405280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0%91%E9%80%B2%E9%BB%A8%E9%9D%9E%E9%AB%98%E9%9B%84%E4%BA%BA%E7%88%B8%E7%88%B8-%E9%99%B3%E5%85%B6%E9%82%81-%E9%AB%98%E9%9B%84%E6%98%AF%E6%AF%8D%E8%A6%AA-17164377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A%BA%E6%9C%AC%E7%97%9B%E6%89%B9%E9%9F%93%E5%9C%8B%E7%91%9C-%E6%95%A3%E6%92%AD%E4%BB%87%E6%81%A8-%E7%B6%B2%E7%BD%B5%E7%BF%BB-%E8%A6%81%E4%B8%8D%E8%A6%81%E5%85%A8%E8%BB%8D%E7%A6%81%E5%94%B1-02155469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8D%E6%8D%A8%E8%A9%B9%E9%9B%85%E9%9B%AF%E6%B7%9A%E5%B4%A9-%E9%99%B3%E5%85%B6%E9%82%81%EF%BC%9A%E9%9F%93%E6%B5%81%E9%80%86%E8%A5%B2%E5%88%BA%E7%97%9B%E9%AB%98%E9%9B%84%E4%BA%BA%E6%BA%AB%E6%9A%96-030916647.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QE3pgr
https://tw.news.yahoo.com/%E9%82%B1%E8%AD%B0%E7%91%A9%E5%8F%A3%E6%A2%9D%E4%B8%8D%E6%B8%85-%E5%98%9C%E8%B5%B0%E5%98%B8%E8%B5%B0%E5%BC%95%E6%88%B0-215010223.html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0046326
https://www.dcard.tw/f/sex/p/230055236
https://www.dcard.tw/f/mood/p/230075589
https://www.dcard.tw/f/sex/p/23007126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0054844
https://www.dcard.tw/f/sex/p/230071127
https://www.dcard.tw/f/sex/p/230067704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0047466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0054123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3007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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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 DMM_GAMES Re: [情報][童前] 11/14珀爾修斯活動

2 1,849 Gossiping Re: [新聞]不惜揭火吻痛楚挺陳其邁 毀容消防哽咽

3 1,753 KoreaStar [閒聊]猶太國際人權組織要求BTS道歉

4 1,693 C_Chat [安價]哥布林殺手Final

5 1,670 KoreaStar [閒聊]爭議事件出坑後的感想

6 1,669 Gossiping [FB]蔡英文:我們從來沒接受中國台灣的說法

7 1,664 KoreaStar [閒聊] Jennie音源曲線好像很眼熟？

8 1,658 DMM_GAMES [情報][千年]本週(11/13)營運電文

9 1,641 KoreaStar [閒聊]王嘉爾微博轉貼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10 1,632 Gossiping Re: [問卦]欸高雄真實世界的風向到底是怎樣啊？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85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智

慧型與傳統手機)
台星緊急公告要給有序號者加開補償！

2 30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大家到底要柯P建設什麼?

3 299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智

慧型與傳統手機)
有發line通知有序號沒搶到的人來蓋大樓

4 293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誰能借我醫藥費

5 288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已結案感謝這位

6 265
汽車消費經驗分享(小惡

魔的動力研究室)
你年收多少～開什麼車車？

7 219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小惡

魔的動力研究室)
「紅燈迴轉？」新北市員警，如何用肉眼遙望遠方做違
規判斷？

8 209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丁丁真的是人才～打造更美好的台北，原來丁丁默默推...

9 208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智

慧型與傳統手機)
LM111 211新申辦+攜碼收件與否進度回覆區

10 205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智

慧型與傳統手機)
台星今晚8:00的搶購網址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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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542179667.A.D0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2034486.A.D7B.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41990331.A.B71.html
http://www.ptt.cc/bbs/C_Chat/M.1542541650.A.A6F.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42132505.A.F1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2531146.A.696.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42085533.A.EBD.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542078571.A.489.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42481066.A.32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2328108.A.F1D.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9&f=18&t=562821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638&t=562997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18&t=563180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37&t=563165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292&t=562832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397&t=563450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294&t=563223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638&t=562886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18&t=562868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18&t=563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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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70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你的雙11包裹也在裡面嗎？ #宅配物流大亂鬥#包裹多到堆成
山

2 10,308 柯文哲
今天的便當會是之前預錄的，幕僚找來了一個跟陽光、空氣、
水一樣的「重要的人」跟我一…

3 10,069 ETtoday新聞雲
想玩！！！是小時候的回億！！！(#條紋馬) ●邊緣人求好友，
快加我！ …

4 99,93 ETtoday新聞雲
哇，這太美了吧！！！ (#Didilie)屏東「四重溪溫泉季」浪漫
登場 紫色…

5 94,32 SOGO 百貨
派出男友大手手的時候到了！ NYX彩妝正貨「一把抓」抓多
少都是你…

6 92,48 ETtoday星光雲
皮卡丘！妙蛙種子！噴火龍！可達鴨！還有吸盤魔偶！真人
版電影可愛是可愛…但配…

7 7,933 Yahoo!奇摩新聞 鄭弘儀為陳其邁站台… #陳其邁#韓國瑜#鄭弘儀

8 6,929 ETtoday新聞雲
外表這麼軟萌的皮可丘，講出人話的聲音竟然是這樣！(#01J) 
【《POKÉ…

9 5,926 udn.com 聯合新聞網
蘇貞昌痛斥「國民黨這群人對台灣人沒有感情，不了解當年
二戰時岡山人的痛」，一度哽咽…

10 5,911 蔡英文 Tsai Ing-wen
全台灣的選情都很詭譎，每一個地方都沒有樂觀的理由。因
為有一股力量，正用兩種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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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69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測看看你是否天生富貴命！？ #心理測驗#超神準

2 69,479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來測測你在男人眼中是怎麼樣的女人吧！ #測過的都說準#留...

3 67,074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大家來測測看你任性的指數有多高呢? #心理測驗

4 63,494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心理測驗】如果你三天沒闔眼，最想躺在哪張床上大睡特 …

5 48,833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測看看你在男人心中是什麼類型? #口紅心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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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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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2370688879629856_2211446765758762
https://www.facebook.com/383519585522139_333417667474769
https://www.facebook.com/2219524434750375_196291504623617
https://www.facebook.com/2215295921839893_778712479129808
https://www.facebook.com/2108686672487558_495273767621882
https://www.facebook.com/1951429991620497_2196418847034814
https://www.facebook.com/2181219745260313_2247322652153073
https://www.facebook.com/2217378398298312_264683207572192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482942426030_408995216305056
https://www.facebook.com/10155488042376065_194457368106743
https://www.facebook.com/2360644620634282_335644243913791
https://www.facebook.com/2370690532963024_134857554166789
https://www.facebook.com/2362440717121339_751910931823751
https://www.facebook.com/2372505542781523_495273214299171
https://www.facebook.com/2319761301389281_30167957711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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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鏡週刊】金馬55戰統獨！「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小玉】超貴帝王蟹一隻竟然要15000元！？ 【新聞深喉嚨】鳳山夜韓粉共同吶喊「翻轉高雄」

【新聞深喉嚨】三山造勢10萬韓粉擠爆岡山！ 【少康戰情室】大選倒數10天！韓國瑜翻轉高雄？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social-lab.cc/2018/11/youtube/9078/
http://www.social-lab.cc/2018/11/youtube/9074/
http://www.social-lab.cc/2018/11/youtube/9070/
http://www.social-lab.cc/2018/11/youtube/9066/
http://www.social-lab.cc/2018/11/youtube/9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