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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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日期：2019/01/18

72

本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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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標籤描繪品牌關注者輪廓

- 5大銀行競爭矩陣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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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一覽國內信用卡五大銀行2018前三季之市場概況，並公

布各銀行熱門卡片和其主要類型，了解既有的熱門討論服務。

利用輿情觀測，我們可以瞭解網路上的聲音，然而還有許多不

留言的的潛水者，若想要完整規劃行銷策略，必須將這群沉默

者也一併納入分析。透過《PeopleView人群資料庫》將資料

範圍擴及至所有網路使用者，蒐集其數位足跡，也就是他們瀏

覽的網頁與其內容，進一步將各家銀行關注者的興趣與特性比

較，來制定品牌進攻或防守策略。

《PeopleView人群資料庫》藉由語意分析與行為模型，解讀

使用者在網路閱讀的內容與習慣，依此判別其興趣偏好與生活

型態。接續上一期的研究，在金融業激烈廝殺之下，除了不斷

推出更高的回饋，短暫稱霸紅海，品牌應進一步分析使用者之

興趣輪廓，針對客戶特性，推出獨家服務或優惠組合，確立市

場定位，滿足用戶需求。

PeopleView 資 料 蒐 集 時 間 ：

2018年10月初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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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集中度最高－花旗

從上期的競爭泡泡圖中，本期選出品牌關注集中度最高的花旗、單

月簽帳金額最高的中信、有效卡數最多的國泰三家銀行品牌為例，

分析各自的客戶輪廓。

從《PeopleView人群資料庫》的信用卡關注者中，挑出僅對花旗銀

行有興趣之使用者，再利用自動分群技術，將人群身上的興趣標籤

依關聯性分出數個群集，描繪使用者的Persona。

分群結果大致為四大族群，分別是白領商務族、購物休閒族、美食

品味家、旅遊生活家，人數最多的白領商務族，推測是一群經常商

務出差、對最新時事和資訊科技高度關注的商務人士。購物休閒族

則是熱衷逛街購物，注重生活品質、喜歡休閒娛樂的一群人。美食

品味家人如其名，喜愛各式美食。旅遊生活家則是相對商務旅遊，

偏好日韓知名觀光城市、賣場及藥妝通路品牌的人。

購物(賣場超市、
超商、百貨公司、
電視購物)、影視
娛樂、摩托車、
教育學習、寵物
水族、文化藝術、
居家生活、音樂、
體育、攝影

美食餐廳(美式、
日式料理、素
食、台式料理)

各大航空品
牌、地區(日
韓)、賣場及
藥妝通路

地區(歐美、日本、
東南亞、台灣)、
各類新聞雜誌、
展覽(商務貿易、
大眾休閒)、投資
理財、行動裝置、
資訊科技

購物休閒族

美食品味家

白領商務族

旅遊生活家

17.7% 19.4%

14.4% 9.1%花旗銀行

以標籤描繪品牌關注者輪廓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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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帳金額最高－中信

中國信託組成群集，除了享樂旅遊族外，食物偏好明顯為美式料理；

且喜愛瀏覽汽車、男性讀物與流行媒體，且此群人為數位金融及行

動支付的偏好者，作業系統偏好Windows系統。購物型態則對網路

購物有較多地關注，展現對科技產品的狂熱。

展覽、旅遊、地
區(台灣、日韓、
歐美)、戶外休
閒、影視娛樂、
音樂、行動裝置、
科技品牌

數位金融、科技
品牌、汽車品牌、
家電品牌、行動
支付品牌、投資
理財

享樂旅遊族 3C科技狂人

14.3% 14%

美食餐廳(美
式料理)

新聞雜誌(男
性媒體)

美式料理愛好者男人幫

11.2%10.9%
中國信託

• 有效卡數最多－國泰

展覽、金融服務、
地區(日韓、台灣、
歐美、東南亞)、旅
遊、戶外休閒、科
技品牌、行動裝置、
音樂、時尚、購物
(超商、賣場)、汽
機車、攝影、健身

投資(基金、房地
產、股票)、汽車
品牌、科技品牌、
居家生活、租屋、
家電品牌、精品
品牌、數位金融、
保險

生活休閒族 中產投資族

17.8% 14.5%

航空品牌、
精品品牌、
超商賣場及
藥妝通路品
牌、汽車品
牌、速食

保險(投資型、
醫療險、壽
險)、金融服
務(定存、開
戶)、數位金
融

旅遊購物家金融保險家

11.3%11.4%

購物(藥妝
店)、各大藥
妝通路品牌美妝狂熱者

11.3%

國泰世華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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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專注者則較為關注投資、金融服務類資訊；而旅遊購物家

與花旗的旅遊生活家相比，更加關注高單價的奢侈品牌，推測為擁

有一定的財富，熱愛旅遊及精品購物的高消費享樂族群。金融保險

家偏好保守型理財，特別重視保險，喜歡未雨綢繆求安穩。另外有

一群人對藥妝通路的訊息特別關注。

從各家銀行的使用者輪廓分析來看，可以看出各銀行組成的使用者

Persona，而喜愛休閒旅遊、享受美食，可說是所有銀行的共同特徵；

但若想要了解各品牌用戶興趣的顯著不同，以制定差異化策略，則

可進一步計算擁有特定興趣的人群占比。

首先，「品牌之興趣顯著值」為特定族群中擁有某興趣標籤的比例，

與全體人群中擁有某興趣比例的比值差，如上圖所示，特定族群中

帶有某興趣（黃色圖示）的比例遠多於全體中的比例，顯見此族群

的人較一般人更偏好此興趣。

5大銀行競爭矩陣

品牌之興趣顯著值

概念圖
全體人群中
帶有某興趣
標籤之比例

特定(品牌)族群
中有某興趣標籤
之比例

興趣顯著值 =
特定族群中有某興趣標籤之人數

特定族群人數
−
全體人群中有某興趣標籤之人數

全體人群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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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為方便計算，我們將金管會公布[註1]的簽帳金額及流通卡數排名

前十大銀行品牌[註2]視為整體信用卡興趣者族群（前十大銀行發

卡量涵蓋全台近八成發卡數、簽帳金額超過全台簽帳金額八

成），接著分別計算上期分析的五大銀行（中國信託、國泰世

華、台新、玉山、花旗）各自所有標籤的品牌之興趣顯著值，

即可得出各自銀行相較全體人群的顯著偏好，計算公式如下：

進一步要算出不同銀行之間的顯著興趣差異，只要將某品牌之

興趣顯著值與另外四家相減，數值越高，即表示該興趣越顯著，

如下圖示意圖，先算出所有的品牌之興趣顯著值，若是要比較A

銀行與B銀行，兩銀行相減後可發現相較於B銀行，興趣ｃ為A銀

行的顯著標籤。

我們依此概念繪製5大銀行品牌的興趣差異分析矩陣（詳見下

頁），取出前三大興趣差值之標籤，展現各品牌本身關注人群

的特色。

[註2]

前十大銀行品牌：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台新

國際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花旗（台灣

）商業銀行、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華南商業銀行、遠東國際

商業銀行、聯邦商業銀行（依

筆畫）

關注某銀行且擁有某興趣之人數

關注某銀行之人群
−
關注(任一)十大銀行且擁有某興趣之人數

關注(任一)十大銀行之全體人群

銀行品牌之興趣顯著值

銀行品牌間之興趣差值

A銀行的興趣a之興趣顯著值 –B銀行的興趣a之興趣顯著值

興趣a 興趣b 興趣c 興趣d 興趣e …..

A銀行 0.8 0.1 0.9 0.4 0.4 ….

B銀行 0.7 0.8 0.1 0.4 0.2 …

C銀行 0.6 0.4 0.5 0.3 0.6 …

[註1]

資料來源：金管會信用卡重

要業務及財務資訊揭露資料

5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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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定義之興趣差異區分出兩個面向：進攻面為左側品牌相

比上方他牌更突出之興趣，建議持續經營搶攻更大市場；防守

面則為上方品牌相比左側他牌較缺乏之興趣，應開發相關領域

服務，防止他牌對此族群進攻。

關注中信與信用卡之人群較他牌，同時會對髮部用品及日本文

化（日本節目、日本料理、哈日族）有較高的興趣，因中信對

日本旅遊族非常友善，擁有在日本0101百貨（丸井）享9折優惠，

而且Muji聯名卡海外消費免手續費、屬於JCB卡提供較佳日圓匯

率和獨家優惠等多項實用功能，即為中信的進攻面。反之，中

信明顯較缺少關注對美元定存和對商業經營有興趣之人群，可

以適時針對此族群進行相關廣告投放，以進行補強。

▲關注五大品牌之使用者興趣差異分析

中國信託－日本迷最友善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

花旗(台灣)商業
銀

玉山商業
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
銀行

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

髮部用品
日本料理

外食族

飛利浦
全家

髮部用品

LV
日本料理

收納

髮部用品
哈日族

日本節目

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

美元定存
商業經營
數位金融

美元定存
租屋

投資理財

萊爾富
資訊科技

LV

租屋
數位金融
美元定存

花旗(台
灣)商業

銀

日本旅遊
行動支付
影視娛樂

日本旅遊
台式料理
影視娛樂

台日料理
日本旅遊
寵物水族

日本旅遊
影視娛樂
台式料理

玉山商業
銀行

美元定存
商業經營

中小企業貸款

人民幣
房地產
命理

人民幣
中小企業貸款
投資理財族

命理
商業經營
房地產

台新國際
商業銀行

電信品牌
產險

美元定存

電信品牌
Sony

Gigabyte 技嘉

電信品牌
Sony

Gigabyte 技嘉

電信品牌
資訊科技

LV

可
進
攻需防守

單一興趣類別在玉山銀行興趣顯著值-台新銀行興
趣顯著值=品牌間之興趣差值取最高前3名 舉例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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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國泰與信用卡的品牌忠誠者則較他牌，對投資理財、數位

金融領域更關注，推測是去年網購、超商消費神卡KOKO

COMBO icash卡非常吸引數位理財族，而數位金融部分，國

泰與多個通路品牌合作推出電子錢包，並非與電子支付業者聯

名，搶攻通路會員支付的商機。防守面部份國泰與他牌比較，

未有明顯特定興趣的人群缺口，可依競爭策略挑選特定品牌的

人群，進行後續廣告規劃。

花旗的品牌關注族群中，特別對日本旅遊、影視娛樂與台日料

理有較高興趣，因為花旗針對喜歡電影、美食的人，推出威秀

影城獨家優惠和王品集團折扣，享樂生活卡即是專門為此設計，

作為外商銀行亦有不錯的海外消費回饋，尤其寰旅世界卡不分

海內外消費、哩程累計終身有效，也是相當熱門的航空哩程卡。

對品牌的建議則是，可瞄準對科技品牌或對投資理財有興趣之

人群行銷，補強各大國內銀行之關注人群。

關注玉山與信用卡的族群，與他牌相比擁有多元興趣包含商業

經營、中小企業貸款、外幣、房地產、命理等，推測可能是提

供多種貸款方案包含卡友貸、企業貸款，且網友認為較容易申

請過，吸引中小企業負責人關注，而其匯率划算又方便的外幣

提款機服務也很多人有興趣。至於可行的防守面，玉山應對日

本文化（日本料理、日本旅遊）或對LV等精品品牌有興趣的族

群推廣相關內容的廣告。

國泰世華－吸引數位理財族

花旗銀行－享樂族最愛

玉山銀行－外幣及商業經營族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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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信用卡和台新有興趣的人群，同時關注電信品牌與多個科

技品牌，推測與其推出遠傳friDay聯名卡有關，可以持續經

營以提升忠誠度，更搶攻他牌的電信關注族群。另一方面，

台新也沒有明顯缺失的人群，建議先規劃競爭策略再來挑選

廣告推廣族群。

最後融合多種第三方數據，將關注花旗品牌的族群與前期的

銀行既有服務討論相比，能透過豐富的興趣標籤，發現同樣

都是「旅遊」的熱愛者，花旗銀行的使用者又較其他銀行更

顯著在意「日本旅遊」；同為「美食家」，「台式、日式」

的關注相較其他四間銀行又更為強烈。

除了優勢之外，從矩陣中也可發現投資理財是花旗相對不被

關注的服務，未來也應朝此領域補足。

如 欲 深 入 瞭 解 特 定 興 趣 所 衍 伸 的 需 求 ， 可 以 再 透 過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探索此興趣的潮流話題、關鍵

字、討論集中地、話題擴散等，從中挖掘可行的熱門元素，

如商品、服務、品牌、通路、話題領袖……花旗便可由此進

一步尋找合作對象、開發多樣化服務、設計行銷內容，並從

《PeopleView人群資料庫》建立跨平台廣告名單，精準投

放此興趣關注者，一步步抓緊客戶累計忠誠度。

社群輿情資料能深入了解既有服務的口碑評價，而結合第三

方數據人群資料，可以解析網友平時瀏覽的內容，以數位足

跡推測客戶未說出口的興趣偏好、甚至是消費意圖，進而規

劃推廣活動並持續累積數據、修正目標，協助品牌掌握信用

卡商機。若您有進一步的需求，或是需要取得更多資訊，歡

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WHAT、HOW：以花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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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銀行－電信關注族群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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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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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 LINE TODAY > 理財 年前擬發放現金400億助300萬人薪30K以下每人萬元

2 2,174 yahoo新聞 > 政治 44國際學者專家聯名挺蔡總統籲台人對抗中國威脅

3 2,099 yahoo新聞 > 生活 補助3萬以下低薪族？單身女怒：我年繳稅5萬，把錢...

4 2,039 yahoo新聞 > 政治 分紅不如減稅？蔡英文：我不只減稅還幫大家加薪3次

5 1,940 LINE TODAY > 國內 月薪3萬以下每人1萬最快年前發放4百億賸餘補助弱...

6 1,877 LINE TODAY > 國內 月薪24萬？口譯哥打破沉默只領「這麼多」萬人力挺

7 1,745 yahoo新聞 > 政治 總統歡迎英國在南海設軍事基地中媒：她瘋了

8 1,602 yahoo新聞 > 娛樂 李佳芬下鄉關懷挨批「外戚干政」韓國瑜護妻反擊了

9 1,256 LINE TODAY > 理財 不發現金了？經濟紅利386億政府改口要從長計議

10 1166 yahoo新聞 > 政治 面對強權一生無懼！坐牢24年、二二八戰士黃金島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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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07~201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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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747 感情 男友說他也想被性侵

2 1,260 考試 奉勸大家真的別讀科大

3 1,138 西斯 想蓋激凸樓⋯

4 1,080 感情 根本沒有人追

5 972 感情 被拒絕四次才成功的倒追故事4

6 915 西斯 #圖#意淫我#制服？放假

7 913 感情 我真心的覺得台灣的女生…

8 878 時事 這對醫護人員完全就是赤裸裸的羞辱。

9 863 感情 你載了別的女生

10 839 時事 撞死人的15歲8+9 （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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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NKwM
https://tw.news.yahoo.com/44%E5%9C%8B%E9%9A%9B%E5%AD%B8%E8%80%85%E8%81%AF%E5%90%8D%E6%8C%BA%E8%94%A1%E7%B8%BD%E7%B5%B1-%E7%B1%B2%E5%8F%B0%E4%BA%BA%E5%B0%8D%E6%8A%97%E4%B8%AD%E5%9C%8B%E5%A8%81%E8%84%85-01075595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3%9C%E5%8A%A93%E8%90%AC%E4%BB%A5%E4%B8%8B%E4%BD%8E%E8%96%AA%E6%97%8F-%E5%96%AE%E8%BA%AB%E5%A5%B3%E6%80%92-%E6%88%91%E5%B9%B4%E7%B9%B3%E7%A8%855%E8%90%AC-%E6%8A%8A%E9%8C%A2%E9%82%84%E4%BE%86-01430145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8%86%E7%B4%85%E4%B8%8D%E5%A6%82%E6%B8%9B%E7%A8%85%EF%BC%9F-%E8%94%A1%E8%8B%B1%E6%96%87%EF%BC%9A%E6%88%91%E4%B8%8D%E5%8F%AA%E6%B8%9B%E7%A8%85%E9%82%84%E5%B9%AB%E5%A4%A7%E5%AE%B6%E5%8A%A0%E8%96%AA3-050249627.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ZlWG6Q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z0BRg7
https://tw.news.yahoo.com/%E7%B8%BD%E7%B5%B1%E6%AD%A1%E8%BF%8E%E8%8B%B1%E5%9C%8B%E5%9C%A8%E5%8D%97%E6%B5%B7%E8%A8%AD%E8%BB%8D%E4%BA%8B%E5%9F%BA%E5%9C%B0-%E4%B8%AD%E5%AA%92-%E5%A5%B9%E7%98%8B%E4%BA%86-06083641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D%8E%E4%BD%B3%E8%8A%AC%E4%B8%8B%E9%84%89%E9%97%9C%E6%87%B7%E6%8C%A8%E6%89%B9-%E5%A4%96%E6%88%9A%E5%B9%B2%E6%94%BF-%E9%9F%93%E5%9C%8B%E7%91%9C%E8%AD%B7%E5%A6%BB%E5%8F%8D%E6%93%8A%E4%BA%86-022849887.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108PVE
https://tw.news.yahoo.com/%E9%9D%A2%E5%B0%8D%E5%BC%B7%E6%AC%8A-%E7%94%9F%E7%84%A1%E6%87%BC-%E5%9D%90%E7%89%A224%E5%B9%B4-%E4%BA%8C%E4%BA%8C%E5%85%AB%E6%88%B0%E5%A3%AB%E9%BB%83%E9%87%91%E5%B3%B6-93%E6%AD%B2%E8%BE%AD%E4%B8%96-171415473.html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0468324
https://www.dcard.tw/f/exam/p/230486930
https://www.dcard.tw/f/sex/p/230458602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048700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0485005
https://www.dcard.tw/f/sex/p/23048926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0467544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047534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0488494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048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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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876 PC_shopping [情報]電蝦最黑暗的一天

2 1,693 e-shopping [抱怨]被賣家說色差就像自拍跟本人有差

3 1,656 Gossiping [新聞]蔡英文喊「不要再提九二共識」柯文哲反問

4 1,620 Gossiping [爆卦]柯文哲0107訪談逐字稿

5 1,501 Gossiping [新聞] 《蘋果》獨家調查GPS臥底追資源回收揭

6 1,495 DMM_GAMES [閒聊][千年]眼鏡活動來囉！

7 1,489 PuzzleDragon [0109]金築山.肥金.升技/宙斯龍.蓋亞.雅典娜.宙赫.影機王.妃...

8 1,399 Gossiping [新聞] AIT力挺趙怡翔「Vincent你一定要堅強」

9 1,370 Gossiping [臉書]蔡英文

10 1,346 PuzzleDragon [0107]進化.寶玉.龍王/銀屏.火宙.重劍龍.魔紳士.神世界.西遊…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75
Toyot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家人都不支持我買油電車

2 197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送貨慈父車禍要賠近2千萬元，我覺得應該要有個上限才對

3 19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我是澳門人,最近看到一篇希望台灣黨工不要操作了

4 19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再發恫嚇共軍中將嗆：若武統台灣必懲台獨戰犯

5 189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小英選前砸大錢?年前擬發放現金月薪3萬以下每人萬元

6 179 Gogoro 選gogoro？還是油車？

7 16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作為大陸人我無法理解台灣人反對一國兩制的原因？

8 151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買房收租的報酬率不如定存或股利

9 147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我一直想不明白台北摩托車為什麽那麼多。

10 141
Porsche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台灣保時捷售價與美國比較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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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PC_shopping/M.1547048030.A.3DB.html
http://www.ptt.cc/bbs/e-shopping/M.1547073377.A.97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6845063.A.18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6853177.A.A0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7171802.A.E20.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546922293.A.581.html
http://www.ptt.cc/bbs/PuzzleDragon/M.1546998199.A.F5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7306142.A.31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7007966.A.3AF.html
http://www.ptt.cc/bbs/PuzzleDragon/M.1546825809.A.D2A.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264&t=568578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294&t=568560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38&t=568314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38&t=568569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638&t=568258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751&t=568560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638&t=568477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356&t=568664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294&t=568667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08&t=568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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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1,772 三立新聞 面對追問還反嗆………….這…..托嬰中心鍋鏟虐打1歲童…

2 9,389 爆料公社 太離譜！沒吃辣會怎樣啦！ #肉圓#沒加辣https://…

3 8,828 蔡英文 Tsai Ing-wen 又是長文，因為有滿滿的感謝。選後到今天，檢討跟反省…

4 7,667 爆料公社 王思鵬在爆笑公社分享我今年初開始的時候就可以了嗎？？？

5 7,145 ETtoday新聞雲 存起來！！！價格也太便宜～ 金山24小時佛心平價湯屋 …

6 7,090 東森新聞
施暴爸爸竟被網友馬上肉搜出來了… ※更新：有網友肉搜出
林…

7 6,265 爆料公社
最新消息傳來，希望大家別太激動，冷靜交給司法處理就
好 …

8 6,240 五月天 阿信 待辦事項：狂睡20小時你們說好不好？

9 6,136 東森新聞 虐童硬凹「情緒失控」淯薪托嬰主任反嗆：那你想怎樣…

10 5,841 udn.com 聯合新聞網 「我已經道歉了，那你還想怎樣？」刷新三觀，第一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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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00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心理測驗】吃飯時最沒辦法接受同桌人做了什麼事？ #測你
現在的壓力有多大#留言…

2 18,600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新的一年別再猶豫不前了!!!!!選一張最能表達你現在感情狀態
的塔羅牌#占卜你…

3 13,428 生活市集
只要三秒鐘 快速做出三個選擇 就能獲得準到不可思議的性格
分析 …

4 13,377 麥當勞
灑花轉圈歡迎~熊大、兔兔來麥當勞囉！ 1/14早上11點起，
LINE …

5 7,572 蝦皮購物 (Shopee)
#蝦皮戳戳樂#留言有驚喜你 夠 幸 運 嗎？搶先測測自
己2019的手氣…

Facebook活動文 聲量探索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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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509938500249_186395948986413
https://www.facebook.com/883928328624320_1139713436197603
https://www.facebook.com/10155585537251065_2278037249105464
https://www.facebook.com/881248422225644_1991851037557264
https://www.facebook.com/2308058949230256_152190422437233
https://www.facebook.com/2472456076122802_285239448826576
https://www.facebook.com/884038298613323_2168613860064792
https://www.facebook.com/2109515202437486_286552735548784
https://www.facebook.com/2465965256771884_178649303100658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651746341030_236692303898436
https://www.facebook.com/2461753380523405_534951697005608
https://www.facebook.com/2461803423851734_138072623864285
https://www.facebook.com/1081110095410262_1015943798613320
https://www.facebook.com/2547067758669226_1904931556300391
https://www.facebook.com/1030920073760360_110429262639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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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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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KUAIZERO】為什麼最近那麼多人開始相信地平
說呢？

【KUAIZERO】舊約聖經人類的起源可能是真的？ 【少康戰情室】蘇起談「92共識」，打臉蔡英文？

【館長】性命受到威脅，收到刺殺恐嚇的館長 【Yahoo TV 一起看】統獨議題，苗博雅VS王炳忠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social-lab.cc/2019/01/youtube/9894/
http://www.social-lab.cc/2019/01/youtube/9893/
http://www.social-lab.cc/2019/01/youtube/9890/
http://www.social-lab.cc/2019/01/youtube/9884/
http://www.social-lab.cc/2019/01/youtube/9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