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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精品初體驗 品牌網路口碑揭密
- 調查網友首次購買精品的情境

- 以聲量、文本探究精品首購族關注焦點

OpView放大鏡

熱議文章大公開 ( 新聞 / Dcard/ 批踢踢 / Mobile 01 / Facebook /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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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初體驗 品牌網路口碑揭密

付了一筆尾數好幾個零的鉅款雖然心痛，但看著手上的戰利

品，滿足感馬上覆滅了痛苦，第一次買下精品的興奮相信是許

多人難以忘卻的回憶。《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觀測2018

年來自熱門社群網站、討論區、部落格的網路口碑，排除抽獎

文、與精品討論無關之回文後，探索消費者人生首次購買精品

體驗的網路口碑。

觀察消費者第一次購買精品的月聲量折線圖，發現1月、7月、

10月各有一波高峰。值得一提的是一則名為「[問題]大學生購

買」的討論串，網友表達自己是學生，僅能以現金支付是否會

很怪異，引發網友回覆：「百張千元鈔跟一張卡的差別而已，

學生時期沒卡都是付現買」、「我第一次買也是付現，花旗饗

樂卡學生額度才2萬哈哈哈」顯示首次購買精品的學生族群苦於

無卡或是額度限制只能使用現金，因此若要搶攻首購族的奢侈

品市占，從付現的折扣優惠或是與銀行商談信用卡合作，是品

牌業者可思考的切入角度。

首購者謹慎 喜於討論區求問引聲量高峰

資料時間：

2018/1/1-2018/12/31 

資料範圍：

社群網站、討論區、部落格(排

除部分罐頭回覆或與主題無關

之回文、活動抽獎文)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ptt.cc/bbs/Brand/M.1532139193.A.C4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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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首次購買精品聲量

進一步探討聲量來源比例，討論區挾73%的高比例領先，前四名頻道皆源於討論區，其回應

比為亦為最高，顯見比起社群網站，方便進行意見交換的討論區是這群首購族最能取得答案

的地方。大致將網友討論話題分成兩類，一是精品的選擇，如：「[問題]第一次買精品包的

選擇」；另外則是網友首次購買精品的閒聊雜談與分享，如：「第一個入手的精品是什

麼」，一輩子只有一個第一次，顯示網友對於首次購買精品經驗的審慎與重視。

社群網站則位居第二，聲量多來自於網紅分享自己過往的第一個精品包的經驗，引發網友共

鳴，或是各時尚雜誌、流行產業媒體的粉絲團提供人生第一個精品、名牌的選購指南。

首次購買精品聲量暨頻道來源

[閒聊]幾歲買第一個
名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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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主文 回文 主回文比

討論區,73% 社群網站,21%

新聞,1%
部落格,5%

Youtube > 關鍵字搜尋 (53則)

fb粉絲團 > 樂樂程予希 (48則)

fb粉絲團 > 王子邱勝翊 (27則)

[問題]大學生購買#精品第一個精品包
包選擇(文章已刪除)

Ptt > WomenTalk (353則)

Ptt > Brand (350則)

校園聊天-Dcard > 女孩 (186則)

校園聊天-Dcard > 穿搭 (73則)

2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ptt.cc/bbs/WomenTalk/M.1531045580.A.FEE.html
https://www.dcard.tw/f/girl/p/228214331
https://www.ptt.cc/bbs/WomenTalk/M.1539921062.A.332.html
https://www.ptt.cc/bbs/Brand/M.1532139193.A.C4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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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頻道排行來看，前十名頻道聲量佔總聲量數 81%，明顯集

中在 Ptt 及 Dcard的特定版面，如 Ptt 的 WomenTalk版、 Ptt 

的 Brand 版及 Dcard 的女孩版，網友自發性地針對人生首次

精品相關議題選擇進行討論。

除此之外，網紅、藝人的粉絲團也是拉抬聲量的信號彈，網紅

樂樂生日收到第一個名牌包、藝人王子直播參加精品品牌的新

店開幕活動都會吸引網友主動留言。若再利用OpView 

Audience將文本中所含有的族群特徵詞，透過機器學習的方

式劃分留言族群，可發現樂樂、王子兩位網紅、藝人的留言族

群多為異性粉絲。

藉此推敲，品牌業者可以在Dcard女孩版或PTT族群較年輕的

版上舉辦線上、線下活動，讓潛在客群開始認識品牌，提升未

來的消費意圖；或針對首購客群邀請號召力較強且符合品牌形

象的藝人、網紅協助宣傳，吸引特定客群，擴展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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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opview.com.tw/opview-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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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關注品牌 入手原因 網友討論節錄

學生時期
(22歲以下)

Coach

Longchamp

Michael Kors

親戚送的

男友送的

送給家人

推: 18歲就收到親戚送的Longchamp
推:老婆22 coach美國買不算很貴
推: 19 MK ,但MK不算名牌吧
推: 21收到了男友送的coach皮夾
推: 19啊但是是買來送媽媽的

出社會後
(23歲以上)

LV

Gucci

Prada

Celine

BOTTEGA VENETA

生完小孩

工作賺錢

獎勵自己

推: 28歲，生完小孩後第一次買Gucci
推: 30，prada跟bv
推:自己賺的錢是在25歲吧Celine包
推: 24Gucci，工作半年後獎勵自己
推:女26，LV肩背包，工作賺錢買的
推: 23出社會半年後買了第一個
推: 27歲givenchy

了解聲量來源、頻道分布後，接著分析網友第

一次購買何類精品，由右圖不難觀察出，包類

以1280則聲量，相當懸殊的差距獨佔鰲頭，

顯見包款是大部分網友首次購買精品的優先之

選。討論內容則包含各精品品牌的皮包、皮

夾，例如：「分享人生第一個精品皮夾」。

進一步分析討論串「第一個入手的精品是什

麼」文本，發現網友在不同年齡層入手精品的

品牌與入手方式皆有所不同。學生時期入手精

品的人，大部分原因為家人或是朋友贈送，且

品牌多為 Coach、Michael Kors 等價格較

低、款式較年輕易於入手的品牌。

網友買什麼？何時買？為什麼買？

購買精品文本分析

開始工作一段時間之後，網友會購買精品作為犒賞自己的禮物，有些網友則是生完小孩或是婚

後度蜜月的時候購買，多為人生不同階段或重大事情結束後對自己的獎勵。此外，由於該族群

的經濟能力相較學生時期寬裕，有較多元精品的品牌、款式可供挑選，價格也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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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dcard.tw/f/girl/p/230033097
https://www.dcard.tw/f/girl/p/22821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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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首購族
關注焦點

LV 耐用、輕便

LOEWE
CP值高
背法不同

Celine 較重、低調

Chanel
容量小
價格高

Coach
款式年輕
價格低

Gucci
款式年輕
價格低

Balenciaga
耐用
好照顧

手把劣化快

Proenza
Schouler

容量大、
低調

五金掉色

Chloe
較重

五金掉色

Longchamp
輕便

帶小孩好用

品牌分析

上圖羅列本次觀測討論度前五名的精品品牌，分別為LV、

Gucci、Chanel、Celine、Coach。文章中最常被提及的品牌為

LV，多為網友上網詢問包款推薦與選擇，或是分享購買的 LV 包

包。

而藝人出席 Gucci 新店開幕的影片，也引發粉絲回文，聲量因

此上升；除了包款外，Gucci皮帶亦是網友討論焦點。Chanel

的鞋子則是包款以外最常被網友稱讚、提及的商品品類。

Coach、Michael Kors 及 Kate Spade 為價格較低的精品品牌，

很常是年輕族群、學生考慮第一個入手的精品。

進一步觀察留言文本分析網友首次購買精品在意的元素以及使用

後的感受，以實用、耐用性分：「LV輕便耐用歷久不衰，完全

不用保養也可以閃亮亮！」、「 Loewe puzzle不錯~可以有好

幾種背法」、「Balenciage的機車包挺耐操的，也很好照

顧。」、「Longchamp 3D托特包很輕很好用，我目前拿來當

媽媽包，追小孩無妨礙。」Gucci、 Coach則是網友心目中定位

入手容易、款式較為年輕的品牌：「GUCCI的包價錢上沒那麼

貴，款式也比較年輕。」、「第一個名牌包是買Coach，相較其

他品牌Coach算是較好入手的，款式適合年輕人的感覺。」

以聲量、文本探究首購族關注焦點

0 50 100 150 200 250

Coach

Celine

Chanel

Gucci

LV

精品品牌聲量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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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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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預算充足，價位較高的包款也是網友使用後推薦的品牌：

「我覺得加一點預算買chanel也不錯。」、「加一點預算上

chanel+1。」低調不張揚也是網友購買時在意的因素之一，

如：「Celine也挺合適的，還低調！！」、「 Proenza 

Schouler，中款的，低調又應該夠裝。」

透過網友對於各個品牌的推薦與討論，可歸納出首購族關注

焦點，同時了解網友對於精品有各自不同的需求，也可從中

發現尚需加強改善的地方。最後，針對精品首購族歸納以下

幾點行銷方向：

Coach、Gucci、MK等價位較低、款式年輕的品牌，可以著

重於 Dcard 等組成成員多為學生的頻道推廣。價格較高的品

牌也可以先從較低價位的飾品類商品，例如：皮帶、項鍊、

手環等，或是以包類商品中較易入手的皮夾作行銷，將品牌

知名度打入該族群。

Chanel等價位較高的品牌可以鎖定出社會後的族群，這類族

群使用的頻道以Ptt為大宗，適合以「犒賞自己」作為號召，

宜根據不同身分的族群提供不同的精品。

甫出社會的新鮮人可以推薦其價格稍高但仍算易入手的精品，

如正式、休閒兩用的包款或是價格稍高的皮夾。工作一陣子

後的族群開始有較穩定的經濟基礎，除了自賞，也可能是送

給親朋好友，可以推薦其價格較高的包款，而剛走過人生重

要階段的族群，如結婚、生子，適合以新婚禮物或是生育禮

物作為宣傳。而為人母的客群，則可以考慮其攜子需求，推

薦重量較輕、容量較大的商品。

鎖定族群設定行銷策略 打響品牌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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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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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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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631 yahoo新聞 > 娛樂 走向極端全民受害？外記者：韓流是撕裂台灣的毒藥

2 2,161 LINE TODAY > 國內 韓國瑜月底訪中鄉民全傻眼：不是請假睡覺就是出國？

3 1,807 yahoo新聞 > 政治 王金平宣布參選總統「帶台灣走向世界」

4 1,786 yahoo新聞 > 政治 美吃台夠夠逼我買天價武器還不許喊痛

5 1,454 yahoo新聞 > 政治 天天喝酒…他爆北農韓國瑜中午就醉！

6 1,433 LINE TODAY > 國內 失言歧視掀波菲國發函抗議「瑪麗亞」說韓：玩笑話

7 1,402 LINE TODAY > 國際 手段宛若IS！中國炸毀全球最高「滴水觀音」像

8 1,390 yahoo新聞 > 國際 沖之鳥去不了漁民怒遇日則軟

9 1,304 LINE TODAY > 國際 反制共機繞台！我斥資3900億買66架F-16V

10 1,288 LINE TODAY > 國內 正式宣布！王金平參選總統演說全文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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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258 彩虹 年下君的暖攻14求婚+個人意見

2 1,668 時事 孫安佐害了我們所有台灣人

3 1,032 西斯 #首發性感內褲？

4 997 女孩 大家是修豪派還是書竣派的

5 869 心情 巧遇偷我手機的人

6 833 感情 一起旅行後想分手了

7 798 感情 哪有人像你這麼難追part7

8 797 女孩 你們會經痛嗎？

9 791 閒聊 不喜歡三原這個Youtuber

10 683 閒聊 台北人為什麼要歧視中南部來的啊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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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w.news.yahoo.com/%E8%B5%B0%E5%90%91%E6%A5%B5%E7%AB%AF%E5%85%A8%E6%B0%91%E5%8F%97%E5%AE%B3-%E5%A4%96%E5%9C%8B%E8%A8%98%E8%80%85-%E9%9F%93%E6%B5%81%E6%98%AF%E6%92%95%E8%A3%82%E5%8F%B0%E7%81%A3%E7%9A%84%E6%AF%92%E8%97%A5-002004522.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laMyBv
https://tw.news.yahoo.com/%E7%8E%8B%E9%87%91%E5%B9%B3%E5%AE%A3%E5%B8%83%E5%8F%83%E9%81%B8%E7%B8%BD%E7%B5%B1-%E3%80%8C%E5%B8%B6%E5%8F%B0%E7%81%A3%E8%B5%B0%E5%90%91%E4%B8%96%E7%95%8C%E3%80%8D-02234480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BE%8E%E5%90%83%E5%8F%B0%E5%A4%A0%E5%A4%A0-%E9%80%BC%E6%88%91%E8%B2%B7%E5%A4%A9%E5%83%B9%E6%AD%A6%E5%99%A8-%E9%82%84%E4%B8%8D%E8%A8%B1%E5%96%8A%E7%97%9B-21500677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9%E5%A4%A9%E5%96%9D%E9%85%92-%E4%BB%96%E7%88%86%E5%8C%97%E8%BE%B2%E9%9F%93%E5%9C%8B%E7%91%9C%E4%B8%AD%E5%8D%88%E5%B0%B1%E9%86%89-071013442.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WOM8p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Wn1Jp
https://tw.news.yahoo.com/%E6%B2%96%E4%B9%8B%E9%B3%A5%E5%8E%BB%E4%B8%8D%E4%BA%86-%E6%BC%81%E6%B0%91%E6%80%92%E9%81%87%E6%97%A5%E5%89%87%E8%BB%9F-215006486.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2rELEO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vynaVK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30824182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0812549
https://www.dcard.tw/f/sex/p/230799885
https://www.dcard.tw/f/girl/p/230839326
https://www.dcard.tw/f/mood/p/23082295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0830103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0840050
https://www.dcard.tw/f/girl/p/230806532
https://www.dcard.tw/f/talk/p/230824890
https://www.dcard.tw/f/talk/p/23080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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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611 marriage Re: [心情]關於沒有神隊友的婚姻後續…

2 1,954 marriage Re: [心情]關於沒有神隊友的婚姻後續…

3 1,754 Gossiping Re: [新聞]全美台灣同鄉會拒接柯P:不接待還發聲明?

4 1,735 iOS Re: [問題]請問大家拍照都會想要裝外接鏡頭嗎？

5 1,709 Gossiping [問卦]媽的NHK把我們當白痴嗎？

6 1,669 DMM_GAMES [閒聊][千年]千年戦争アイギス 3/5

7 1,566 Gossiping [爆卦]柯文哲國際發言失言統整大全集

8 1,502 marriage [其他] wh大道歉了，事情就告一段落吧！

9 1,497 GBF [情報] 5周年直前生放送

10 1,490 Gossiping Re: [爆卦]中時最新民調柯文哲GG了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98
Toyot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Toyota RAV4 92.5萬元起上市，Hybrid款較預售降近15萬

2 275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檢舉魔人是自卑?還是自我感覺良好?

3 27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大陸根本無法靠武力拿下台灣吧

4 227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原來檢舉魔人會被揍喔！！？？

5 208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請問一下檢舉併排停車or臨停的人你們真的不會這樣做嗎?

6 198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韓國瑜：怎麼瑪麗亞變我們老師了

7 186
Hond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CRV不一定會輸RAV4

8 185
手機消費經驗分享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我是台灣人，我發現韓國已經開始舉國哈中，包括中國手機
品牌。為什麼台灣人還是哈韓？我們比較低劣嗎？

9 185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走向極端全民受害？外國記者：韓流是撕裂台灣的毒藥

10 183
動力研究室綜合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為甚麼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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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51784551.A.FBE.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51970446.A.04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2219803.A.DA5.html
http://www.ptt.cc/bbs/iOS/M.1551856019.A.17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1924191.A.A06.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551760317.A.A5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2120550.A.3D8.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51837745.A.C30.html
http://www.ptt.cc/bbs/GBF/M.1552092886.A.88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1912910.A.4FA.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264&t=572977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294&t=573118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638&t=573231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294&t=573041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294&t=573295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38&t=573232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61&t=573299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393&t=573447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638&t=573142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14&t=572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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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7 食尚玩家 一口氣18杯你辦的到嗎？來挑戰 http://bit.ly/2…

2 14,848 ETtoday新聞雲
生日我還不吃爆！！！ (#Didilie)漢來海港自助餐廳有史以來
第一次…

3 12,488 ETtoday新聞雲
耶～～我要換起來了！！！ (#嘴邊肉)快下載新聞雲App掌握大
小事…

4 12,111 五月天阿信 我還活著噢

5 10,075 五月天阿信 那你們也都有活得好好的嗎？

6 9,197 東森新聞
母送一條街！24歲正妹炫466萬零用錢跑車代步#吐司切編：
一條街16棟房…小時…

7 7,744 東森新聞
(以下畫面帶有可能令人不適的內容請斟酌點閱) MOMO入侵兒
童影片導致自殘輕生？…

8 6,790 ETtoday新聞雲
唉呀，我是4月的平日壽星呢( ͡° ͜ʖ ͡°) (#嘴邊肉烤焦糖葡萄柚真
的…

9 6,736 韓國瑜
【良心酸梅】我很喜歡吃酸梅，因為「酸」是一種必要，可以
在尋常滋味裡平添一點…

10 6,002 Yahoo!奇摩新聞
最近要去日本玩的朋友，可以先換一波了！ #日幣#貶值#日本
#Y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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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03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年後該轉職了嗎？離職前先來做個塔羅牌占卜～ #選一張塔羅
牌測你的職場狀態…

2 36,451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好想變有錢！！一起測測看五年後的你會不會變成有錢人吧！
#把你的答案留言在底下…

3 14,558 生活市集 #測#近三個月運勢#選出12345中你直覺選的第一張塔羅牌吧...

4 8,573
MedPartner
美的好朋友

【產品透明化運動#究是葉黃素集資計畫上線倒數啟動！】只
要留言…

5 7,909 Kevin老師
沒跟上直播沒關係~~看回放也有機會抽中BeautyMaker緋紅
絕色眼影盤，看完...

Facebook贈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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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251302452467718_2304940733162834
https://www.facebook.com/2402701419766008_2105619076195578
https://www.facebook.com/2402006486502168_425360191533555
https://www.facebook.com/2194970897225249_336156227019521
https://www.facebook.com/2197755016946837_299886970686776
https://www.facebook.com/2558288080872934_264705307800397
https://www.facebook.com/2552471721454570_117134489435788
https://www.facebook.com/2401860876516729_385299795354169
https://www.facebook.com/2390132734557210_403619280198382
https://www.facebook.com/2358303477551938_2363677353644448
https://www.facebook.com/2556291571069585_1512957958838089
https://www.facebook.com/2546446128720796_2309839562673662
https://www.facebook.com/1116815601839711_796728697373557
https://www.facebook.com/2004609732983750_126499345077704
https://www.facebook.com/875952872750572_197606605936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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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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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官方聲明！不要再翻拍影片了！我究竟是哪一國人？

【Jeff & Inthira】24小時暫停大挑戰 【KUAIZERO】人類的故事 你從來不知道的祕密

【Kevin in Shanghai】臺灣、香港、澳門、馬
來西亞、新加坡，大陸人最喜歡哪裡

【Onion Man】運動漫畫中二老梗劇情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social-lab.cc/2019/03/youtube/10988/
http://www.social-lab.cc/2019/03/youtube/10985/
http://www.social-lab.cc/2019/03/youtube/10982/
http://www.social-lab.cc/2019/03/youtube/10979/
http://www.social-lab.cc/2019/03/youtube/10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