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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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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品牌印象與市場概況

-銀行既有服務討論-熱門討論卡排行榜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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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人信用卡消費驚人，近五年流通卡數以平均4%成長，海外

簽帳金額更是以平均20%成長[註1]，根據金管會信用卡重要業務

及財務資訊揭露資料顯示，國內雖有許多發卡銀行，但不論在

流通卡數還是簽帳金額上，每月前幾名多集中在特定銀行。本

次研究報告即參考9月份揭露資訊，以有效卡數與簽帳金額前五

大銀行（國泰世華、中國信託、玉山銀行、台新銀行、花旗銀

行）作為研究對象，並融合多種資料源，分為兩期進行2018年

前三季之信用卡第三方數據分析。

本期先以網路行為資料(PeopleView、新竄熱搜關鍵字)針對信

用卡整體印象與市場概況進行介紹，接著利用輿情資料深入5大

銀行信用卡業務，分析最受歡迎的既有信用卡服務與優惠。

下一期則會進一步結合數位足跡，將資料範圍涵蓋所有網路行

為者，抽取出信用卡關注者，描繪他們未說出口的興趣與需求，

制定未來的信用卡業務推廣建議，並找出可行的進攻與防守面。

銀行
有效卡數

(千張)
當月簽帳金額

(百萬元)

國泰
世華

4,588↑ $34,854↑

中國
信託

4,360↑ $38,580↑

玉山
銀行

3,336↑ $24,914↑

台新
銀行

3,145↑ $22,367↑

花旗
銀行

2,452↑ $17,985↑

▲金管會9月份信用卡資訊

揭露，五家銀行信用卡簽帳

金額，佔據臺灣六成的刷卡

金額。

[註1]金管會信用卡業務統計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2&parentpath=0,4&mcustomize=multimessage_view.jsp&dataserno=21207&aplistdn=ou=disclosure,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Disclosure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57&parentpath=0,4


從《PeopleView人群資料庫》中篩出對信用卡有興趣，且

同時也關注五大銀行任一品牌之使用者，其中玉山銀行的

單月活躍關注者最多、其次為花旗銀行，排名與有效卡數

序位相異。

究其原因，我們利用Google Trends搜尋頻率最新竄升關鍵

字，了解在2018前三季中，民眾主動想要了解各家銀行哪

些金融服務，推測五大銀行近期印象。其中關注者眾多的

玉山、花旗今年皆與PChome集團合作推出新金融商品，

玉山銀行發行綁定行動支付Pi拍錢包享回饋的信用卡，花

旗則祭出PChome通路最高回饋的聯名卡，相比其它主力

優化現有產品線的銀行，獲得較高的關注。並且花旗和玉

山比起另外三家銀行，熱搜關鍵字較不集中在信用卡相關。

銀行品牌印象與市場概況

PeopleView資料蒐集時間：2018年10月初

Google Trend資料觀測期間：2018年1~9月

▲對五大銀行品牌及信用卡
有興趣之月活躍網路使用者

（UUID）

名次 銀行
月活躍關注
UUID個數

1 玉山銀行 229,874

2 花旗銀行 212,281

3 國泰世華 89,508

4 台新銀行 80,819

5 中國信託 75,544

5大銀行搜尋頻率新竄關鍵字

2※搜尋頻率最新竄升關鍵字由Google Trends提供，依搜尋頻率提升比例排列。

玉山pi
玉山智能客服
玉山智慧網
玉山全球智匯網
玉山學費
玉山銀行客服電話
玉山銀行0800
玉山銀行信用卡機場接送

國泰koko combo
國泰koko信用卡
國泰koko卡
國泰koko
國泰世華koko combo icash聯名卡
國泰世華企業網銀
全家國泰
國泰世華預借現金

中信home bank
中信101鼎極卡
中信台新gogo
中信citylink
中信開戶
中信御璽卡
中信linepay首刷禮
中信linepay

台新國泰koko
台新 koko卡
台新 koko combo
台新 koko
台新辦卡速度
台新richart客服
台新繳費平台
台新銀行大集大利

花旗禮享家目錄 2018
花旗pchome聯名卡
花旗帳單分期
花旗行動生活家
花旗星展銀行
花旗鑽石卡
花旗美金定存
花旗信用卡客服



而國泰世華明顯集中於信用卡業務，結合數位帳戶、以網路

通路回饋為主的KOKO COMBO icash聯名卡相關搜尋為大宗；

而台新經常被拿來和國泰KOKO的信用卡做比較，尤其同是

綁定數位帳戶的@GoGo卡；中信多張不同功能的信用卡皆

有上榜，但總體搜尋熱度竄升較少。

結合金管會9月統計資料和《PeopleView人群資料庫》中對

五大品牌有興趣的使用者數，近一步篩選對品牌興趣程度最

高、只關注單一品牌的人群計算關注程度，繪製出品牌競爭

泡泡圖看目前市場狀況。

大體而言，關注度與有效卡數相關係數呈現負相關(-0.59)，

顯示發卡量大的同時，持有者通常也會關注其它的銀行資訊，

花旗雖然在有效卡數與簽帳金額皆為最低，但是其興趣者在

5大銀行裡專注集中度的比例最高；簽帳金額部分則可以分

三個層次，中信與國泰皆在3.6千億上下，以中信為最多，玉

山與台新在2.3千億上下，花旗則是約1.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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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1) X軸：9月有效卡數(張)

2) Y軸：關注集中度=( 僅對該品

牌有興趣之UUID數 / 對5大品

牌有興趣之UUID數)*100%

3) 泡泡圖面積：9月簽帳金額

五大銀行品牌競爭泡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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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五大銀行品牌競爭泡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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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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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金融業市場概況後，接著運用《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觀測深入信用卡網路輿情，一窺各銀行的熱門卡別有哪些？下

期再分析網友未說出口的興趣與需求，尋找未來信用卡新策略，

掌握商機！

從網路聲量數來看，中信今年的表現不俗，也可發現其推動與

信用卡相關的社群抽獎行銷比例最高，而花旗算是信用卡前五

大銀行裡面最特別的一間，其社群平台[註2]投注在信用卡相關的

推廣活動幾近於零，討論聲量與信用卡業務也是五間裡排名之

末。整體來看各大銀行網路聲量數與其發卡量、簽帳量規模一

致，較特別的是國泰與中信居台灣信用卡翹楚地位，但國泰在

網路上的討論聲量或是社群經營卻落後中信許多。

在好感度上，發卡量處於第二梯隊的台新、玉山卻是比處於龍

頭的兩大銀行高上許多，網友對其信用卡服務、核卡流程給予

高比例的正評；而針對國泰的負評主要是來自卡片的優惠、權

益被調整，或是用戶覺得實用性未達原先的期望高度；中信則

是在客服或是調額標準上被網友質疑；花旗受到今年2月「超

收30萬戶信用卡費」的負面新聞所影響，再加上其客服、核卡

資格也備受質疑，在Ptt更有「方丈」之戲稱，整體好感度較其

他銀行低上許多。

銀行 粉絲團人數

中國信託 479,137 

國泰世華 220,693 

玉山銀行 130,950 

台新銀行 242,356  

花旗銀行 37,826 

▲五大銀行粉絲團人數[註2]

※若有複數個則採平均值
※資料日期12/17

五大銀行網路聲量比較圖[註3]

[註3]

1) P/N比：使用「文字情緒語意

分析技術」，自動判讀文章

情緒所獲得的正、負面文章

比值，圖中數字已排除抽獎

性質回文。

2) 圖中百分比為該銀行實質討

論聲量所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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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討論聲量 抽獎活動聲量 P/N比

(則)

銀行既有服務討論

OpView資料觀測範圍：

時間：2018年1月~9月

頻道：社群網站、討論區、新聞

• 五大銀行之實質討論與抽獎活動聲量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chinatrust.tw/
https://www.facebook.com/ctbccard/
https://www.facebook.com/cathayunitedbank/
https://www.facebook.com/esunbank/
https://www.facebook.com/Taishinevent/
https://www.facebook.com/richart.tw/
https://www.facebook.com/citi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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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卡別 特色優惠 聲量數

1.
LINE Pay
信用卡

綁定LINE Pay免年費
最高回饋2%LINE Points

12,130

2.
中國信託
鼎極卡

各式尊榮VIP服務
消費現金回饋最高1.2%

2,468

3. ANA聯名卡
海外消費最高10元=1哩
各式旅遊優惠

965/959

4. 中油聯名卡
一卡雙點數回饋
加油、etag、停車回饋

624

5.
大中華攜手
飛聯名卡

海外消費最高11元=1哩
兩岸三地機票折扣

441

而從各家銀行的實質討論文章來看（排除廣告、新聞和活動抽

獎文），一般網友在網路上會討論的是自身核卡心得、同性質

卡片比較、卡片優惠情報等等。以下是本期電子報針對這五大

銀行的熱門討論信用卡解析，並簡單介紹各信用卡主打功能。

中信的LINE Pay信用卡為今年1至9月唯一破萬則討論的信用卡，

2% LINE Points無上限的回饋形式吸引了不少網友申辦，眾多

網友分享、討論核卡心得，此外LINE Pay卡在今年也陸續傳出

盜刷事件，引起網友質疑其安全性問題。鼎極卡則是中信特有

的尊榮服務卡等名稱，除了最初的鼎極卡，榜上的ANA、大中

華、LINE Pay卡，只要用戶財力達資格需求皆可申辦，卡戶可

獲得諸如機場貴賓室、接送等頂級服務。

ANA、大中華也一直是中信所主打的航空哩程性質卡片，以高

海外消費兌換哩程比聞名，可說是台灣海外消費最優惠的卡種

之一；而中油聯名卡於今年所推出的新卡面、優惠也帶起一波

討論浪潮，針對一般民生交通花費進行回饋。

▲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聲量排行

• 五大銀行之熱門討論卡排行榜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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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卡別 特色優惠 聲量數

1.
KOKO COMBO

icash 聯名卡
網購/超商5% 現金回饋
合作影城電影票6 折起

8,445

2.
長榮航空
聯名卡

倍數引擎最優10元=1哩
長榮航空官網購票9折起

750

3. 國泰世界卡
各式尊榮VIP服務
美食、高鐵、住宿優惠

564

4.
亞洲萬里通
聯名卡

里程加速最優15元=1哩
續卡獻哩、美食9折優惠

521

5.
Costco
聯名卡

賣場消費享 1% 多利金
首創聯名會員相片卡

425

國泰由號稱2018年神卡的KOKO領銜，小資族常用的超商、網

購通路可獲得高達5%現金回饋，除了KOKO之外，國泰的航空

哩程、頂級卡種也是網友焦點。特別的是國泰世界卡在今年備

受質疑 ，討論串多半質疑頂卡優惠不如旗下其他信用卡 。

Costco聯名卡今年的討論則聚焦在3月底時全面支援三大行動支

付功能（Apple、Google、Samsung）。

▲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聲量排行

排行 卡別 特色優惠 聲量數

1. @GoGo卡
網購3.5%現金回饋
其他通路最高1.5％現金回饋

8,908

2.
遠傳friDay
聯名卡

電信帳單3% 現金回饋無上限
friDay數位影音5折起

903

3.
全家Fish
悠遊聯名卡

一般消費0.2%悠遊卡加值金
綁定My FamiPay 5%現金回饋

548

4.
昇恆昌
聯名卡

昇恆昌免稅商店消費9折起
機場免費停車最高10天/次

361

5.
新光三越
聯名卡

新光三越用餐購物9折起
新光三越/市區/機場停車優惠

319

▲台新銀行信用卡聲量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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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不像中信、國泰、台新一般都有一張具有特色的神卡鎮守，

玉山相較其他銀行，在航空哩程卡上也稍顯不足，但其玉山世

界卡相較之下，核卡標準較為寬鬆，Ptt上出現許多「奈米戶」、

「平民」核卡心得引起鄉民廣泛討論。玉山也搭上行動支付的

浪潮，與Pi錢包聯名推出不到兩個月，即創造了一波討論聲量。

除此之外在雙幣卡的商務市場上佔有優勢，目前聲量排行榜上

僅此一張，生活方面也有與家樂福合作推出聯名卡國泰的Costc

o卡抗衡。

排行 卡別 特色優惠 聲量數

1. 玉山世界卡
各式尊榮VIP服務
紅利點數終身累積

1,961

2.
玉山Pi 拍
錢包信用卡

結合行動支付
最高4.5% P幣回饋，無上限

1,280

3.
玉山雙幣
信用卡

免收1.5%國外交易服務費
國外消費4%優惠

766

4.
家樂福
聯名卡

消費皆可累積家樂福紅利點數 728

5. 國民旅遊卡
提供公務人員專用版本
1%現金紅利回饋

621

▲玉山銀行信用卡聲量排行

台新則是由@GoGo卡為首，聲量緊追在LINE Pay卡之後，其網

路回饋3.5％雖不如KOKO，不過一般通路與數位帳戶之回饋頗

具優勢，這兩張卡可說是各有所長，因此經常被拿來比較。遠

傳friDay聯名卡除了電信帳單目前最強3%現金回饋之外，再結

合餐飲娛樂、海外消費等優惠，也是張很適合懶人無腦刷的生

活娛樂卡。接著，全家Fish卡以一項週六滿百送20元的活動，

不限消費或代收獲網友熱烈推薦；昇恆昌和新光三越兩張聯名

卡主打高消費族群聲量也較少，分別提供機場、百貨周邊服務，

然而兩者討論都因其權益變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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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行 卡別 特色優惠 聲量數

1.
PChome
聯名卡

PChome消費最高享6%回饋
海外消費享1.5%回饋

2,448

2.
花旗饗樂
生活卡

王品餐廳天天九折
威秀影城電影票六折起跳

1,416

3.
花旗寰旅
世界卡

不分海內外20元=1哩
哩程數終身有效

1,403

4.
花旗現金
回饋卡

三大類別最高回饋1.5%
(國內百貨、加油、生鮮量販)

537

5.
Citi

Prestige
各式尊榮VIP服務
飯店住宿第四晚免費

284

▲花旗銀行信用卡聲量排行

花旗銀行信用卡的總體聲量數雖不如前面幾家，但旗下三大主

力 卡 片 卻 具 有 不 小 的 影 響 力 ， 在 今 年 5 月 花 旗 與 知 名 電 商

PChome聯名後，成功打入網購族群市場；同時饗樂生活卡鎖

定追求生活娛樂的年輕族群，享威秀影城獨家優惠；花旗寰旅

卡不分海內外的20元1哩，與終身有效的哩程累積，也令它在航

空哩程卡中佔有一席之地。不過相較之下，花旗的Prestige頂卡

與其他四家銀行相比則不是那麼受網友關注。

綜合上述，我們發現中信、國泰和台新都針對主推的卡別投入

大量行銷資源，形成單一信用卡討論度極高，和後面幾名落差

很大；而玉山、花旗各信用卡的討論聲量較平均。

最後從信用卡類別來看，歸納出現有優惠中最後歡迎的種類

（詳見下頁圖表）。這25張熱門卡中由現金/點數回饋型信用卡

稱霸，入圍的6張卡又可細分為網路消費、行動支付與生活三種

用途，不過網路消費卡多半也將行動支付列入其回饋項目中，

僅有花旗現金回饋卡是以一般實體消費為主。

• 現金點數回饋、生活消費卡正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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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銀行熱門卡別種類統計[註4]

第二名的種類是以實體通路為主的生活消費型卡，各家銀行紛

紛推出聯名卡搶攻品牌忠實客戶的荷包，這邊將百貨、賣場與

超商聯名卡一併列為購物用途，與另外三張不同用途做區別。

高級卡雖然有申辦資格的門檻，但不少網友會分享辦核卡心得，

核卡資格寬鬆或嚴格、每年福利調整狀況也都是關注重點之一，

總聲量意外地和實用的生活消費卡相差不多。旅遊卡則以累積

飛行哩程的卡片最多，較特別的是台新昇恆昌卡主要是機場周

邊優惠使用。

顯然目前主流的信用卡是各種數位通路的現金/點數回饋型卡，

聲量佔總討論一半以上。各大銀行都在此戰場割喉廝殺，想從

中脫穎而出不外乎是提高回饋趴數，或者找尋市占高的聯名夥

伴，五大銀行中只有外商花旗銀行較少有聯名卡。若想知道如

何結合第三方數據，得知不只發言網友、還包含沉默者的興趣，

從中尋找未來新服務策略的話，敬請收看下一期！

[註4]

1) 樹狀圖面積依聲量數排序。

2) 藍底字為信用卡主打功能類型，

將25張熱門卡分為現金/點數

回饋、生活消費、高級卡、旅

遊、其它五大類型。

3) 紅底字為其主要用途，將主打

功能類型再細分成不同用途。

網路消費

實體消費

行動支付

娛樂

電信加油

哩程

現金/點數回饋

旅遊

生活 高級卡

其它

國泰
世華
Cost
co聯
名卡

台新
新光
三越
聯名
卡

台新全家Fish
悠遊聯名卡

購物

國泰世華
亞洲萬里
通聯名卡

中 國 信 託 大
中 華 攜 手 飛
聯 名 卡

聲明：本文係依社群大數據

所做之獨立、公正研究，內

容中所提及之商標，係為反

映數據現況之陳述。本文之

研究過程與任何品牌或商品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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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LINE TODAY > 生活 攜豬絞肉回台包湯圓陸配遭罰20萬淚灑桃機

2 1,561 LINE TODAY > 國內 江宜樺演講遭暴力驅逐台大政治系學會致上「十二萬...

3 1,409 LINE TODAY > 生活 韓國瑜改口「迪士尼不是想蓋就蓋」網酸：選舉時怎...

4 1,360 yahoo新聞 > 娛樂 韓總心疼！韓冰突取消吃肉粽原因曝光

5 1,276 yahoo新聞 > 財經 牙醫去德國25秒快速通關中國人尾隨被攔：要排隊

6 1,216 yahoo新聞 > 政治 朱柯馬聲援江宜樺台大政治系道歉

7 1,186 LINE TODAY > 生活 集體崩潰！陸配帶豬肉乾罰20萬陸網友：統一前不去...

8 1,132 LINE TODAY > 國內 人潮不減！韓粉嗆「肉粽店倒閉」老闆：我們都是台...

9 1,101 LINE TODAY > 國內 「不少高雄朋友後悔投韓國瑜」王浩宇：泡泡隨時會...

10 1,043 yahoo新聞 > 生活 不滿麻花捲愛心遭濫用小琉球「一人一訊」向韓總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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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17~2018.12.23

10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976 西斯 湯圓樓

2 1,456 心情 用我三年緩刑，換你今生不幸

3 803 閒聊 致八年級生

4 719 感情 我們好像快分手了…

5 665 時事 女兒被性侵媽媽持雙刀狂砍

6 613 西斯 #圖屌照樓蓋起來

7 586 BL 我哥超傲嬌21

8 571 心情 嗨，我是偽娘#心路歷程

9 530 感情 沒男朋友=妳太挑 ？

10 519 西斯 #圖出差遇到帥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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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N1XB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7wDnBJ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20NKNN
https://tw.news.yahoo.com/%E9%9F%93%E7%B8%BD%E5%BF%83%E7%96%BC-%E9%9F%93%E5%86%B0%E7%AA%81%E5%8F%96%E6%B6%88%E5%90%83%E8%82%89%E7%B2%BD-%E5%8E%9F%E5%9B%A0%E6%9B%9D%E5%85%89-00110798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89%99%E9%86%AB%E5%8E%BB%E5%BE%B7%E5%9C%8B25%E7%A7%92%E5%BF%AB%E9%80%9F%E9%80%9A%E9%97%9C-%E4%B8%AD%E5%9C%8B%E4%BA%BA%E5%B0%BE%E9%9A%A8%E8%A2%AB%E6%94%94-%E8%A6%81%E6%8E%92%E9%9A%8A-03330332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C%B1%E6%9F%AF%E9%A6%AC%E8%81%B2%E6%8F%B4%E6%B1%9F%E5%AE%9C%E6%A8%BA-%E5%8F%B0%E5%A4%A7%E6%94%BF%E6%B2%BB%E7%B3%BB%E9%81%93%E6%AD%89-222518627.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QjzVjz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okL5BP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3EDpkM
https://tw.news.yahoo.com/%E4%B8%8D%E6%BB%BF%E9%BA%BB%E8%8A%B1%E6%8D%B2%E6%84%9B%E5%BF%83%E9%81%AD%E6%BF%AB%E7%94%A8-%E5%B0%8F%E7%90%89%E7%90%83-%E4%BA%BA-%E8%A8%8A-%E5%90%91%E9%9F%93%E7%B8%BD%E6%8A%97%E8%AD%B0-234601874.html
https://www.dcard.tw/f/sex/p/230322575
https://www.dcard.tw/f/mood/p/230297838
https://www.dcard.tw/f/talk/p/23029707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0314175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0304529
https://www.dcard.tw/f/sex/p/230326939
https://www.dcard.tw/f/boyslove/p/23030884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032423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0294910
https://www.dcard.tw/f/sex/p/23028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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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 Gossiping Re: [新聞]柯文哲控不友善 民進黨：希望柯P理性討

2 1,635 Gossiping Re: [新聞]柯文哲：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在台灣已

3 1,627 Gossiping [新聞]江宜樺遭台大生抗議柯文哲：人家閉門上

4 1,546 Gossiping [新聞]洪秀柱：和平統一政府不做，我們來做！

5 1,531 Gossiping [新聞]貧富差距擴大賠不起民間發起制定「超跑

6 1,514 Gossiping [新聞]大巨蛋案鄭麗君回嗆！柯文哲：不拆就是要

7 1,508 DMM_GAMES [情報][凍京] 12月20日更新

8 1,507 Gossiping [爆卦]陸配被罰20萬中國網友：統一前不去台

9 1,496 Gossiping [新聞]受害白法拉利車主再發文，揭恐怖真相

10 1,495 DMM_GAMES [閒聊][千年]千年戦争アイギス 12/21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906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貧富差距擴大賠不起民間發起制定「超跑條款」

2 665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請益】妹妹公保喪葬補助費不投入辦喪禮

3 514
Mazd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台灣馬自達，厲害了…毀謗；恐嚇；資料造假還不給更新～
107/12/21補充說明及內湖廠錄音檔

4 38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應該發起超跑賠償上限公投

5 27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統一，未必會失去自由

6 269
可換鏡頭數位相機綜
合討論區(可換鏡頭數

位相機)

【全幅無反集評】Canon EOS R vs. Nikon Z6 vs. Sony A7 
III三機的捉對廝殺！

7 202 軍事迷基地(生活娛樂) 陀螺儀的功用

8 200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反思：超跑的價格是誰定的？

9 184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中年被資遣而失業.幾個選項.給各建議方向

10 181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吸引女人的人格特質alpha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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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4983983.A.A8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5416653.A.E6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5195154.A.2D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5037173.A.85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5105849.A.18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5017384.A.E5B.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545283652.A.73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5127973.A.9A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5146473.A.63C.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545334778.A.926.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91&f=294&t=566522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7&f=37&t=566492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2&f=276&t=566729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9&f=638&t=566571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638&t=566793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547&t=566802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637&t=566477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294&t=566617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651&t=566570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92&t=566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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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4 即新聞 啥都不用帶就是爽R～～～合作夥伴：小象愛出門小象愛出…

2 10,668 ETtoday新聞雲 你支持國幣改版嗎？快下載新聞雲App http://goo…

3 8,746 蘋果日報 台灣 一起存錢，一起出國，一起分享，好令人羨慕的友情阿天天…

4 6,840 隋棠 Sonia Sui 生個小孩老是像瘋婆。。。 #沒有美美生的運#沒有最痛只…

5 6,814 蘋果日報 台灣 先買個漏斗，以後交了女友，當聖誕禮物送給她，插她鼻孔…

6 6,667 ETtoday新聞雲 好美RRR  4萬坪「落羽松秘境」在南投埔里！入園門票15…

7 5,977 Yahoo!奇摩新聞 您認為國幣該「去蔣」嗎？促轉會緊盯鈔幣「去蔣」，促轉…

8 5,667 ETtoday新聞雲 小玉、笑笑交往惹！？ ●掌握第一手節目訊息，快到聲林…

9 5,519 udn.com 聯合新聞網 自稱4年前在行政院，被警察打到送急診的台大學生，質問…

10 4,876 爆料公社 高士權在爆廢公社發表我們家附近的素食餐廳，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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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86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你會選擇哪位男士的手一起步入婚禮殿堂呢?測什麼類型男生
適合當你老公呢? #心…

2 21,406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哪一雙高跟鞋穿起來最性感？測你適合怎樣的戀愛對象？ #心
理測驗#有人跟阿編一…

3 10,294 電腦王阿達
分享一個電影（尤其新片）超多、動畫、美劇、日劇、韓劇幾
乎你想看的全部都有的影音網…

4 4,927 MOD粉絲團
【MOD 200萬戶成就解鎖！感恩大回饋！】您的鼓勵讓我們
在每一天都更有動力…

5 4,673 MamaClub
今年12月新開幕！超美台東市寧靜田園飯店四人含早餐好驚喜
賞山海美景、享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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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1258980784267352_383412079071107
https://www.facebook.com/2275710742465077_2060647804227150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674982647069_507496476409318
https://www.facebook.com/2137730062955689_1960819584031458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684774267069_100644870979892
https://www.facebook.com/2279380255431459_2055914791112554
https://www.facebook.com/2239110166137937_774002446298872
https://www.facebook.com/2282157178487100_623589878058310
https://www.facebook.com/2105299979782244_2055140931449633
https://www.facebook.com/864713113879175_372086043338010
https://www.facebook.com/2419274348104642_106706003637838
https://www.facebook.com/2419496181415792_359080921491756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265495155674_371704116930423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894328963599_374139583151347
https://www.facebook.com/2172123922833866_610697556027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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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眾量級CROWD】Andy把房間漆回藍色，家寧竟大爆發

【少康戰情室】學生包圍江宜樺民主退步的前
兆？

【少康戰情室】柯文哲晚宴重提「兩岸一家親」

【KUAIZERO】恐龍滅絕的真正原因竟然是…？ 【羅志祥】《NO JOKE》Official Music Vide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social-lab.cc/2018/12/youtube/9602/
http://www.social-lab.cc/2018/12/youtube/9599/
http://www.social-lab.cc/2018/12/youtube/9596/
http://www.social-lab.cc/2018/12/youtube/9591/
http://www.social-lab.cc/2018/12/youtube/95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