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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 精準探知首購族的購車考量與討論

- 比較分析各品牌網路聲量及好感度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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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時間：2018/01/01 ～ 2019/05/31 | 資料範圍：社群網站、討論區

把握競賽月，不少有意購車的準車主紛紛開始物色心中理想愛車，特別是網路社群發達的時

代，消費者早已習慣主動上網「爬文」，透過他人的開箱分享、消費體驗等文章，藉此了解商品

資訊或他人體驗，同時也促發潛在的消費行為。對於第一次購買高昂汽車的消費者，更是小心謹

慎蒐集情報，務求買到性價比最高的商品。

本次電子報針對初次購買汽車之相關文本進行分析，探討汽車首購族之輿情趨勢。文章上半部透

過熱門文章排行、族群與維度分析等，解析如何透過網路媒介了解車市概況、取得首購族所看重

熱門車型 / 維度分析

熱門議題歸納 / 熱門文章排行榜

消費考量 / 維度分析

婚姻階段之車型偏好/ 族群暨維度分析

熱門車款排行榜 / 維度分析

12大品牌口碑矩陣 / 維度暨好感度分析
品牌
比較

車市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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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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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憂的購車考量；下半段則以從交通部所公布之新增掛牌車輛數，並綜合參考各汽車媒體釋出的

年度銷售排行，從中挑選12家汽車品牌作為本文主要的分析對象，聚焦在首購族群對於車種、品牌

的偏好，以此建議汽車產業針對首購族可以參考研擬的銷售策略。挑選出以下品牌：Toyota、

Mercedes-Benz、Mazda、Lexus、BMW、Volkswagen、Ford、Honda、Infiniti、Mitsubishi、

Hyundai、Nissan。

▲汽車首購族熱門討論文章排行榜

如何在紛亂的汽車市場中選擇一台既符合預算、又能迎合自身需求的車款，對購車新手是件頗為

困擾的事情。上表歸納新手發文之熱議文章排行類型，發現針對同級距車款間的比較最為大宗，

其中也不乏有類似於消費經驗、首購新車開箱等分享文章，同樣也獲得不錯的討論度；另外有兩

篇有關購車糾紛的討論，皆源自與汽車業務間不良的溝通導致負面的消費經驗、業務私自辦理貸

款等涉及偽造文書之爭議，此等消費糾紛引發首購族熱烈討論。

由以上討論可知，對於汽車首購族而言，何種車款、車型是符合自身預算及需求，以及了解購車

過程可能發生的消費糾紛，是其最關心的主題。

排名 則數 文章標題 來源 主文類型

１ 274 [分享]人生第一次購車旅程M2開箱 PTT 開箱分享

２ 247 第一次購車被業務偷辦貸款 Mobile01 購車糾紛

３ 227 [問題]人生第一次買車障礙 PTT 車款比較討論

４ 213 [心得]首次買車心得 PTT 消費經驗分享

５ 158 [問題]首購選車Q30/ V40/ Golf HL PTT 車款比較討論

６ 134 第一次購車就遇到這種鳥事 (主文原有內容已屏蔽) Mobile01 購車糾紛

７ 123 [問題] 20歲考慮入手第一台代步車 PTT 車款比較討論

８ 110 [討論]首購族80萬預算 PTT 車款比較討論

９ 101 kuga vs cx-5求建議(首購族) Mobile01 車款比較討論

10 100 [分享]人生首次購車經驗，FIT開箱 Mobile01 開箱分享

網路社群熱衷車款比較
購車糾紛易引討論

熱門議題
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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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stat.thb.gov.tw/hb01/webMain.aspx?sys=100&funid=11200
http://www.ptt.cc/bbs/car/M.1527308435.A.427.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97&t=5703712
http://www.ptt.cc/bbs/car/M.1520182196.A.32E.html
http://www.ptt.cc/bbs/car/M.1547478591.A.47B.html
http://www.ptt.cc/bbs/car/M.1548429905.A.31C.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97&t=5508075
http://www.ptt.cc/bbs/car/M.1519015283.A.CE1.html
http://www.ptt.cc/bbs/car/M.1527686894.A.838.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76&t=542164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1&t=571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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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

▲市面上各式車險比較

（圖片取自好險網，
資料來源為富邦、國泰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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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首購車族之文本，進行消費考量[註1]的歸納和維度分

析，有趣的是，除了車體本身的詢問，延伸的金融服務由於常

是品牌與金融機構合作提供，方案多元而複雜，亦令這群初次

購車的買家費時請益比較。而貸款方案上的資訊隱蔽、違法行

為等原因，也使得該項目好感度[註2]低落；至於風險趨避的車

險[註3]雖常令首購族猶疑不定，但乙式車險因其理賠涵蓋範圍

廣、保費較甲式低廉等優點，其高CP值較受網友推薦。

總體而言，對於首購族來說，比起車身外觀好看與否，他們更

注重駕乘過程的舒適度（內裝配備），以及車身的安全性（車

體結構），其中安全性不但聲量高，更明顯為引起網友認同、

稱讚的議題。而養車費用是一筆頭痛的支出，因此維修保養、

車貸、車險等維持車輛運作之面向，也是網友在購車前較為關

注討論的話題。

[註2] 意藍資訊使用文字語意分析

技術，自動判讀文章情緒所獲得的

正面文章與負面文章比值(P/N值)。

[註1] 維度補充說明

內裝配備：泛指車內設備，如皮質

座椅、中控台、喇叭音響等。

車體結構：意旨針對車體鋼架（例

如硼剛）的材質、及堅固程度等討

論，通常與討論車身安全性有關。

輔助系統：意旨協助駕駛人安全駕

車的系統，如倒車雷達、車道偏離

警示、碰撞警示、定速巡航等。

消費考量
分析 內裝配備熱議 車貸常引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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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首購族各討論維度之聲量、好感度長條圖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phew.tw/article/cont/phewpoint/current/topic/4143/20180607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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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旅車

34%

掀背車

36%

轎車

27%

敞篷車/跑車

1%

廂型車/貨車

2%

[註4]

車種分類說明

（按排名降冪說明）

1、掀背車：英文名Hatchbacks

，是指沒有明顯後車箱的小型車

款，外型酷似小型的休旅車。而

由於後車門可以完全打開，因此

又稱為5門車。（汽車型號多會加

上5D字樣，例如Mazda3 5D、

Ford Focus 5D ST-line）

2、休旅車：這邊的分類囊括市面

上的旅行車（Wagon）、多功能

旅行車（Multi-purpose Vehicle,

簡稱 MPV ）、運動休旅車（

Sport Utility Vehicle, 簡稱SUV）

、跨界休旅車（Crossover Sport

Utility Vehicle, 簡稱CUV）等以

戶外休閒、都會通勤為設計導向

的旅行車款。

3、轎車：英文名Sedan，有明顯

的三廂車體設計（引擎室、座艙

、後車廂），亦是路上常見的4門

車種。

4、敞篷車/跑車：此分類包含敞

篷車（Convertibles）及雙門跑

車（Coupes）的車款，此類車款

追求強勁的動力表現，因此價位

普遍較高。

5、廂型車/貨車：以運輸貨物做

為最主要的用途，因此亦有麵包

車、發財車等暱稱。

（以上說明部分參考自國王車訊。）

▲ 汽車首購族討論車種之聲量占比圓餅圖

接著，OpView將車種眾多的市場區分成5大類別[註4]，將首購車

族之文本進行偏好分析，發現掀背車款是最為熱議的車型，其

次則是休旅車和轎車。掀背車擁有較小車身、好操控、油耗低

等車性，以及較為年輕、運動風的車體設計，因此易吸引年輕

的首購族群去做討論和購買的考量，造成較高的討論度。

其次最受首購族討論的車款為休旅車，由於休旅車種擁有座艙

寬敞、載物空間可彈性變化等優點，加上懸吊行程長所帶來的

乘座舒適度，不僅能應付崎嶇山路，更能用作為都會通勤使

用，這樣的車性近年來深受市場的歡迎，甚至讓許多車廠將產

能轉予開發SUV、逐步裁減房車型號。但其優點對於部分人卻

是煩惱，例如家中有老人的網友表示：「休旅車目前搭過的都

還蠻高，短腿老媽又要用跳的下車。」

熱門車型
分析 掀背車、休旅車受首購族熱議

車型圖片取自
新西蘭知識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kingautos.net/205231
https://www.kannz.com/new-zealand-cars-body-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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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已婚」首購族之詞頻數泡泡圖

（泡泡越大、越中間代表提及次數越多）

而對已婚族群來說，推測需考量家庭成員較多、家人共同出遊等用車需求，會發現到CR-V

(Honda)、RAV4 (Toyota)、Karoq (Škoda)等休旅車款之詞頻數較多，由此可知已婚族群較偏

好休旅車款，且較為愛好討論國產車款(亦多提及「Toyota」、「Luxgen」)。相對於未婚族群

來說，已婚族群的能負擔的經濟支出可能較高，因此首購時多以「新車」作為購買考量（未婚

族群提及次數不及已婚族群）。另外「BLIS」（視覺盲點偵測系統）、「ESP」（車身動態穩定

系統）等詞彙也被已婚族群提及，顯示駕車過程的安全性受到已婚族群所重視與考量。

總歸來說，對於汽車首購族來說，能夠安全舒適地行駛，同時擁有低油耗、足夠的動力表現等

車性，便容易成為首購族心中的理想購車選擇，但同時汽車銷售業務本身的能力和辦事態度也

會是影響首購族消費的因素之一。

本文接著透過OpView Audience辨識首購族的婚姻狀況，進一步了解不同族群的車款偏好及需

求。對未婚族群而言，較多提及Q30 (Infiniti)、FIT (Honda)、Focus (Ford)等車款，由此可知

未婚族群較為關注小型掀背車系。

族群偏好
分析 未婚、已婚關注車款大不同

新車

業務

老婆

國產車

CR-V

新車

業務

Focus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opview.com.tw/opview-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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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汽車品牌討論聲量、好感度之二維散布圖

[註5] 聲量平均線為336則、平均好感度則為1.51，所有針對品牌的評價討論皆為正面多於負面，故不以低度好感標示。
[註6] 二維散布圖的聲量是以品牌作為分析單位，此表則是以個別車款名稱作為聲量統計的依據。

品牌 型號 車種

Mazda 3 [註7] 掀背車 / 轎車

M2 [註8] 跑車

Focus [註7] 掀背車 / 轎車

Golf 掀背車

Q30 掀背車

FIT 掀背車

CX-5 休旅車

Corolla ALTIS 轎車

RAV4 休旅車

KUGA 休旅車

▲ 汽車首購族討論車型排行榜[註6]

對於消費者來說，除了車種定位和用車需求之

外，品牌印象亦是高影響的考量點，接下來以

首購族對於各品牌的討論度、好感度所構成的

二維散布圖做為主要的分析重點，並藉由兩條

平均線[註5]的繪製，進一步將汽車品牌分類成四

個象限。

★高關注&好感：

Honda、Toyota、Ford

Honda是A區中好感度較佳、但討論熱度略低

於Toyota及Ford，其推出的CR-V（低油耗廣受

好評）、FIT（好評開箱文）等車款受到網友的

品牌比較
Mazda廣受首購族討論 Honda好感度出眾

6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1&t=571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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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討論與推崇，為汽車首購族心中熱門、印象較佳的汽車品

牌。

另外，Ford的Focus、Kuga，以及Toyota的Altis、RAV4等車

款在首購族間的討論度非常高，由於這些車款的外形受年輕人

喜愛，入手門檻也對首購族來說也不高，因此也讓這兩個品牌

不管在社群討論度或是好感度上，都有不錯的表現。

低關注、高好感：品牌印象低，特定車款評價好

在B區中的品牌中，以Mitsubishi的Outlander、Lancer車款，

因承載量高、不錯的性價比等優點獲得較高的好感，而

Hyundai的Tucson、Elantra等車系，亦也因良好的性價比受到

網友讚賞。而起售價較為高昂的Infiniti所推出的Q30車款在某

篇車款比較文中則因車身設計好看、內裝用料不錯等車體設

計，也獲得好評。

此區的汽車品牌討論聲量仍略顯低迷，對於首購族來說，僅有

特定少數幾款取得較好的評價，整體的品牌印象仍不如C區品

牌，在關注度上較低。

高關注、中好感：熱門車款兵家必爭區

在C區中的汽車品牌，Mazda的討論度較高，由於其推出的3系

列及CX-5車系一直都是暢銷車排行的常客，加上今年Mazda 3

進行車型改款，因此在網路上產生廣泛的討論度。但由於去年

Mazda發生柴油引擎出現水溫過高及冷卻系統副水箱滿溢的狀

況，最後將逾萬台車輛大量召回原廠修正，因而導致其好感度

受到影響。而身為歐系高級汽車品牌之一的BMW居於C區，由

此可知BMW在高檔汽車品牌中關注度相對最高，但有些網友不

甚滿意118i的內裝、並批評BMW代理商(汎德)，因此BMW雖

具高討論度，但好感度略低。

[註7] Mazda 3共推出四門轎車版及

五門掀背車版兩款車型，然而網友

在討論該車款時，很少將4D（四門

）、5D（五門）等字樣一併提及，

聲量蒐集上難以將兩款車種分開計

算，因此這裡的聲量統計是將兩款

車種進行合併計算。Ford Focus也

是同樣有出四門和五門兩種版本，

故一樣做2種款式的合併計算。

[註8] BMW M2的定位是較為高檔

的小型車，由於PTT上有一篇高討

論聲量的M2開箱文（見p.2熱門文

章排行），因此衝高了此輛車款的

討論度。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car/M.1548429905.A.31C.html
http://www.ptt.cc/bbs/car/M.1527308435.A.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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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關注、中好感：高級車品牌非初購者首選

D區汽車品牌售價大多較為高昂，對於首購族來說，未必有足

夠的經濟能力負擔，因此較不被首購族考慮或討論，進而造

就此區品牌的討論聲量低、好感度也較低（備料久、售價

高、維修貴等較為負面字辭多）。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Nissan，相比其他品牌，在社群上較少被

首購族討論，故而聲量少，且由於曾有功能負面討論，因此

好感度略低。但整體而言，本次所觀測之12品牌，正面討論

數皆大於負面則數，顯見對首購族而言，每一品牌各有基礎

的消費偏好群存在。

在此期的電子報中，透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剖析汽

車首購族的討論內容。發現到汽車首購族最熱衷於討論車款

間的比較，相較於車身外型，首購族較重視駕乘舒適度及動

力表現，而未婚族較喜愛掀背車款、已婚族則以休旅車作為

首要考量。若綜觀所有車款討論度來說，小型掀背車則是最

受首購族熱議。

綜合比較汽車品牌，則發現對於首購族來說，起售價較為高

昂的歐日系高級車牌較不在他們的考量內，而長期佔據市場

銷售排行榜的Toyota、Honda、Mazda等品牌，在首購族間

引發高度的討論度，品牌熱度不相上下；除了性能差異外，

業務人員素質與後續的售後服務，亦是影響其好感差異的重

點。

而三菱、現代、日產等品牌雖然具高好感度，然而較不受首

購族廣泛討論，可考慮針對首購族投入更多行銷資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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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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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3 LINE TODAY > 國內
鏡週刊|韓國瑜酸登革熱防治搞一國兩制蘇貞昌：5300萬還沒
領

2 3,280 LINE TODAY > 理財
NOWnews今日新聞|郭台銘：散盡家財也在所不惜掛保證小
孩6歲前國家養

3 3,046 LINE TODAY > 娛樂 TVBS |吳宗憲拍桌嗆921捐多少館長回：那天我在災區挖屍體

4 2,969 LINE TODAY > 國內 TVBS |力挺反送中蔡英文：2020綠敗選台灣會比香港更嚴重

5 2,586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擁「奢華農舍」還違建？李佳芬回應了

6 2,292 yahoo新聞 > 理財就業 罷工空服員若領回三寶復飛工會：將由會員代表決議除名

7 2,018 yahoo新聞 > 社會地方 年輕勇警自強號遭刺今早急救無效不治

8 1,898 LINE TODAY > 生活 三立新聞網|陸拳擊冠軍約戰館長：3分內沒倒你贏

9 1,871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尪犯台鐵殺警案凶嫌妻：他是古意人

10 1,859 LINE TODAY > 國內 TVBS |勇警殉職PO文「狂賀多個缺」 21歲警下場出爐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9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644 感情 糖份part3(END)

2 1,495 心情 為什麼我不是女生

3 1,448 心情 員警宣告不治

4 1,434 心情 今天，從長榮正式離職

5 998 心情 #幫檢舉陳沂，台灣可不可以少妳這種人？

6 921 心情 你超速又闖紅燈，我阿嬤死了

7 799 寵物 代Po~狗讓信任的人帶回家結果還是出事了…….

8 711 感情 關於事前避孕藥，妳所不知道的事

9 699 追星 PRODUCEX101 ep10討論+專輯試聽

10 630 感情 難道一定要瘦到像blackpink那樣才是漂亮嗎？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19.07.0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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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line.me/tw/pc/article/DrPORX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JowN9x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wQ33zw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JOVDK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XjGl1
https://tw.news.yahoo.com/%E7%BD%B7%E5%B7%A5%E7%A9%BA%E6%9C%8D%E5%93%A1%E8%8B%A5%E9%A0%98%E5%9B%9E%E4%B8%89%E5%AF%B6%E5%BE%A9%E9%A3%9B-%E5%B7%A5%E6%9C%83%E5%B0%87%E7%94%B1%E6%9C%83%E5%93%A1%E4%BB%A3%E8%A1%A8%E6%B1%BA%E8%AD%B0%E9%99%A4%E5%90%8D-05061331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B%87%E8%AD%A6%E8%87%AA%E5%BC%B7%E8%99%9F%E9%81%AD%E5%88%BA-%E4%BB%8A%E6%97%A9%E5%AE%A3%E5%91%8A%E4%B8%8D%E6%B2%BB-004849971.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95jlP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0eV6O3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0eGy03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1624956
https://www.dcard.tw/f/mood/p/23160784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1618829
https://www.dcard.tw/f/mood/p/23161425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159573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1622919
https://www.dcard.tw/f/pet/p/23161776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1600147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162631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161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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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 Gossiping [新聞]快訊／鐵路警遭刺肚「臟器外露」 送醫

2 1,663 Gossiping [新聞]吳宗憲拍桌嗆921捐多少館長:那天我在災

3 1,610 Gossiping [新聞]不加分被寫成不扣分柯文哲再槓《自由》

4 1,579 Gossiping [問卦]香港人看不懂台灣的9.2在想甚麼

5 1,552 Gossiping Re: [新聞]評估2020柯文哲「選定了」蔡陣營：

6 1,533 NBA [外絮]可愛跟湖人正式在談合約細節

7 1,504 Gossiping [問卦]桃園抓改車噪音是要店家怎麼活？擾民？

8 1,488 Gossiping [新聞]陸拳王下戰書嗆館長：一回合還站著就算

9 1,424 Gossiping [新聞]美國商務部宣佈對台、韓部分鋼材祭456％

10 1,312 marriage [求助]現在面對公婆的關心只覺得心累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03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管委會的要求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機車了

2 19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韓國瑜雲林擁豪奢違建農莊好巧！《蘋果》查證當天火速自
拆

3 17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大八歇業了!!!

4 154
汽車消費經驗分享(小
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說好的交車前是客人，交車後是朋友嗎？是真的嗎？

5 15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郭台銘台上支票狂開台下支持群眾紛紛離席

6 150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一個警察死了

7 149
VOLVO(小惡魔的動力

研究室)
雷神之鎚凸鎚？接第2起aeb偵測失效死2人

8 148
居家房事消費經驗分享

(居家房事)
買房開箱意義在哪？

9 14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蘋果民調分析：6/29~6/30

10 119 HTC(Android) 年輕人、學生多少人喜歡H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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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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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2200736.A.F4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2254700.A.7A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2118487.A.EB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2014676.A.9B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2219566.A.90A.html
http://www.ptt.cc/bbs/NBA/M.1562026785.A.70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2495788.A.B6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2070875.A.9E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2133517.A.6DA.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62062159.A.C66.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356&t=583515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38&t=583843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583550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397&t=583423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638&t=583772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638&t=583670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0&f=339&t=576782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400&t=583496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38&t=583489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1&f=566&t=583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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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4 東森新聞
【東森大直播】長榮罷工第13天續戰！19:00凱道「粉紅軍團」
登場#少在那編…

2 11,435 Now News – 新聞
示威者衝擊立法會Part 2 【00:03】防暴警察到立法會一帶準
備清場…

3 10,669 udn.com 聯合新聞網
說好的阿嬤呢 【機車後座載「阿嬤」回頭萌樣瞬間融化所有
人】…

4 10,007 ETtoday新聞雲
揪團衝了啦！耍廢放空首選～(#條紋馬)影片授權： @欸你這
週要幹嘛●上班…

5 9,863 韓國瑜
我是台灣人，我們不能再沉默。當我從電視上看到管中閔校長
孤寂落寞、卻又堅毅不屈…

6 9,339 食尚玩家 榴槤#敢吃嗎好吃好玩都在這 https://goo.gl/…

7 8,702 ETtoday新聞雲
LIVE／長榮罷工凱道晚會今天是長榮空服員罷工的第13天！
（#豬頭皮）相關報…

8 8,075 東森新聞
長榮不等了！確定本周招募200名空服員#B編：驚人重大進展！
嚇壞了#徵才…

9 7,853 韓國瑜
很遺憾李承翰警員在今天早上不幸傷重殉職，令人痛心惋惜。
我在此對盡忠職守、英勇犧牲…

10 7,584 請幫小安睿集氣祈福～
很開心現在安睿可以完全放手走，可以自主做好多事，這麼多
年來的努力真的讓人好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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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41 富發牌 聽說颱風快來了請追蹤楠哥哥

2 37,437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神準心測】來看你下半年的戀愛運勢發展 (不限單身)#底下
留言獲得解析

3 27,992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超高難度的盤古夢魘級官方派獎直播開播了~一起來看看平民
百姓&邱嘎敏&…

4 24,886 Pairs – 派愛族 愛情/人際/財運看你未來哪方面的運勢最強！https://bit.ly…

5 22,194 Pairs – 派愛族 你的感情線指向哪？看你2019年情路走向！ https://bi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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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359439614771198_366531607343966
https://www.facebook.com/2087688258002843_664091274030251
https://www.facebook.com/10158185323636030_363589647689178
https://www.facebook.com/2634993493203465_1092956271095144
https://www.facebook.com/2480613632175786_2392079720855509
https://www.facebook.com/2799604066722340_2223834527929639
https://www.facebook.com/2427911783936775_206279507003368
https://www.facebook.com/2769868636381543_2534722603218522
https://www.facebook.com/2482027348701081_2275073256080636
https://www.facebook.com/3593117237381118_649185568912642
https://www.facebook.com/2449024931986210_209401640022833
https://www.facebook.com/2759527250746015_2355371781455996
https://www.facebook.com/463366207812854_2281909425226672
https://www.facebook.com/2626919467329488_909045822783088
https://www.facebook.com/2626757790678989_12841118839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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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毅博】你對香港反送中的看法是什麼？

【BBC News】為何香港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cheap】俄國到底強佔了中國多少土地?

【中天新聞】健身國手林志成 嗆約戰館長 【蔡阿嘎feat.】如果台灣YouTuber都是韓粉！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8xPR755MP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GQfvz02yW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0gcvVvt5P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P8gEaZ5CW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Iaaw5lr6J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