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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功能簡介

登入後，在畫面上方可看到Trend六大功能列表：

•  Analysis

    以關鍵字或粉絲頁蒐集特定時間範圍的社群資料。

•  Segment ( 2 組)

    將特定粉絲頁加入群組，可在Analysis搜尋該群組的社群資料。

•  Alert ( 5 組)

    當設定的關鍵字的聲量超過所設上限，系統將自動發信通知。



Trend功能簡介

• Trending Keywords

   提供每日熱門 hashtag 排名與聲量

• Saved Keyword

   儲存常用的關鍵字

• Compass ( 2 組)

   監測議題風向，每日篩選熱門貼文，提供標籤功能並自動繪圖



Analysis



說明：Analysis 功能以關鍵字搜尋特定議題或針對特定粉絲頁觀察經營績效，

         方法為關鍵字的比對，因此關鍵字出現在貼文中才會成為搜尋結果。

Tips：關鍵字建議從範圍較寬鬆的字眼開始再進行收斂。

輸入欲搜尋的關鍵字，最多同時
陳列五個，也可搜尋特定粉絲頁。 指定社群資料蒐集時間範圍，

預設一個月，最長可達半年

指定社群資料蒐集的

國籍，預設為台灣

使用流程

點擊搜尋

1.

2.

3.

4.



輸入方法：
「關鍵字a 關鍵字b」

說明：
兩關鍵字間要有一個空格

關鍵字語法(1/8)

示範a：尋找含有美白功能面膜的資料

輸入：「美白 面膜」

 交集語法－該篇文章同時提到兩個關鍵字的資料才會被取
出。

示範b：尋找Acer筆電的資料

輸入：「Acer 筆電」

錯誤a：「美白」「面膜」

說明：此為兩個關鍵字分開搜尋

錯誤b： 「Acer筆電」

說明：兩關鍵字間沒有空格，表示僅搜尋有
Acer筆電字眼的貼文。



輸入方法：
「關鍵字a OR 關鍵字b」

說明：
關鍵字與OR間有一個空格，
OR為大寫。

關鍵字語法(2/8)

示範a：尋找Acer或Asus的資料

輸入：「Asus OR Acer」

 聯集語法－該篇文章提到任一個關鍵字的資料就會被取出。

示範b：尋找百事可樂或可口可樂的資料

輸入：「百事可樂 OR 可口可樂」

錯誤a：「Acer or Acer」
說明：or沒有大寫

錯誤b：「Acer ORAcer」
說明：OR與關鍵之間沒有前後空一格



輸入方法：
 「關鍵字a -關鍵字b」

說明：
先輸入欲搜尋的關鍵字，空一格
後輸入-號，再輸入欲排除的關鍵
字。

關鍵字語法(3/8)

示範a：尋找麥當勞的內容，但排除優惠文

輸入：「麥當勞 -優惠」

 差集語法－蒐集提到某個關鍵字的內容，但要排除另一關鍵字的  
                資料。

示範b：尋找海鮮的資料，但排除直播拍賣

輸入：「海鮮 -直播」

錯誤a：「麥當勞-優惠」

說明：第一個關鍵字後沒有空格

錯誤b：「海鮮 - 直播」

說明：第二個關鍵字前不需要空格



輸入方法：
「seg:KOL」

說明：
先輸入小寫seg與冒號，接著輸
入KOL。

補充：
在意見領袖的內容中，也可再下
關鍵字尋找內容。

關鍵字語法(4/8)

示範a：尋找親子意見領袖討論尿布的內容

輸入：「seg:KOL 尿布」

 意見領袖語法－只有人物類的粉絲頁內容才會被搜尋。

示範b：尋找醫療意見領袖討論長照或社福

輸入：「 seg:KOL  長照 OR 社福」

錯誤：「seg:KOL長照」

說明：輸入seg:KOL後沒有空格



輸入方法：
 「seg:media」

說明：
先輸入小寫seg與冒號，接著輸
入media。

補充：
在媒體的內容中，也可再下關鍵
字尋找內容。

關鍵字語法(5/8)

示範a：尋找媒體報導台北市長選舉的內容

輸入：「seg:media 台北市長 選舉」

 媒體語法－只有媒體類的粉絲頁內容才會被搜尋。

示範b：尋找寵物內容，但排除媒體的報導

輸入： 「寵物 -seg:media 」

錯誤：「寵物-seg:media 」
說明：減號前沒有空格



輸入方法：
「 id:xxxxxxxxxxx 」

說明：
複製粉絲頁首頁網址，輸入至搜
尋欄並選取預覽的粉絲頁，即取
得粉絲頁id。

補充：
在粉絲頁的內容中，也可再下關
鍵字尋找資料。

關鍵字語法(6/8)

示範a：尋找ETtoday的中元節新聞

輸入：「id:242305665805605 中元節」

 粉絲頁語法－搜尋特定粉絲頁的內容。

示範b：尋找86小舖中，新產品的內容

輸入：「id:242305665805605 新產品」

錯誤a：「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 中元節」

說明：沒有轉換成粉絲頁id

錯誤b：「id:242305665805605新產品」

說明：輸入完id後沒有空格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


輸入方法：
「”關鍵字a1 關鍵字a2”」

說明：
在複合關鍵字的前後各加上一個”

關鍵字語法(7/8)

示範：尋找黑鏡(英文)的資料

輸入：「"black mirror"」

 複合詞－以關鍵字的順序進行搜尋，多用於英文。

錯誤：「 black mirror」
說明：關鍵字前後沒有輸入"的符號，會搜尋出
文章中有出現 black 和 mirror 兩個字的內容，
但兩個字可能散落在文章不同處，並非指新產
品。



輸入範例：
「(關鍵字a OR 關鍵字b) 關鍵字c」

說明：
要先運算的語法輸入於半形( )內

關鍵字語法(8/8)

示範a：尋找有防水功能的鞋子或靴子資料

輸入：「(鞋 OR 靴) 防水」

括號先算－括號內的語法先進行運算，常用於複雜的關鍵字組
合。

示範b：尋找新冠(武漢)肺炎的資料但不要媒體
的內容

輸入：「(新冠 OR 武漢) 肺炎 –seg:media」
錯誤a： 「（新冠 OR 武漢）肺炎」

說明：括號是全形

錯誤b： 「(新冠肺炎 OR 武漢肺炎)–seg:media」
說明：括號後沒有空格



趨勢圖(1/2)

點擊單日資料點可使用兩功能

1  Highlight標記該點

2 Get the original posts

查看當日所有相關文章(以影響力大小排序)

點擊切換縱座標的資料顯示

• Post Count-包含關鍵字的文章數，可視為議題在社群上的聲量

• Reaction Count-包含關鍵字的讚數加上其他貼文心情，可視為社群討論度

• Like Count-包含關鍵字的貼文，其讚數的加總，可視為社群關注力

• Share Count-包含關鍵字的貼文，其分享數的加總，可視為社群傳播力

• Like Count per post－讚數/文章數，可視為平均社群關注力

• Share Count per like-分享數/讚數，可視為平均社群傳播力



趨勢圖(2/2)

點擊單日資料點可使用兩功能

1  Highlight標記該點

2 Get the original posts

查看當日所有相關文章(以影響力大小排序)

切換欲觀察的貼文心情

切換總數或佔比



文章追蹤

點擊Get the original post後，即可查看當日

包含關鍵字的文章，並以熱門程度排序

點擊前往該貼文



原始數據 同時比較各關鍵字在時間範圍的各項數據

貼文總數

貼文心情總數

按讚總數

各項臉書心情總數



細節觀察

若搜尋的時間範圍設為2天，時間將以每兩小時為單位，因而能觀察變化細

節，挖掘事件爆發的時間點及引起關注的貼文等。



Influencers

直接聯繫

粉絲專頁

輸出前50大
影響力頻道

excel檔

具影響力的前十大粉絲頁

Tips:Engagement Score為貼文讚、回應與分享數的加權

切換不同關鍵字



Hot Links

輸出前50
大熱門連結

excel檔
切換不同關鍵字

在提及關鍵字的內容中，最為熱門且廣傳導流連結。

點擊標題前往連結

前十五大熱門連結



Hot Posts

輸出前50大熱門貼文

excel檔或下載當前儀表

板圖片

切換不同關鍵字
點擊標題

前往貼文

在提及關鍵字的內容中，最為熱門且廣傳內容，包含網頁、影片等貼文。

前十大熱門貼文



Timeline

Tips:圓圈大小根據engagement score

切換不同關鍵字

點擊圓圈可

預覽圓圈小卡

雙擊可連結至原文

從時間軸觀察粉絲專頁經營議題的頻率、分布與聲量大小



Wordcloud

文字雲可觀察關鍵字在貼文中與哪些詞彙一起出現

Tips:將詞彙與關鍵字一起搜尋，區分議題的發酵程度和根源。



Hot Comments

最熱門五則貼文的前十則回應，這些留言的曝光率較高

點擊輸出Excel檔



跨渠道分析(測試階段)

點擊系統左上角分析按鈕，可選擇跨渠道選項，
有關Instagrm、Youtube、論壇、媒體資料皆列於此。



跨渠道分析(測試階段)

社群領袖與熱門來源主要可分為臉書、Instagram、
Youtube、論壇和媒體做分類。

切換不同渠道



跨渠道分析(測試階段)

熱門文章主要可分為臉書、Instagram、Youtube、論壇和
媒體做分類。

切換不同渠道與關鍵字

輸出前50
大熱門連結

excel檔



Alert



Alert

點選新增

設定議題/粉專

設定國籍

設定聲量條件

每日發送報告

儲存

設定信箱

設定專案名稱



Alert

當議題聲量超過所設條件將顯示文章並自動寄信通知



Segment



Segment

1.點選新增

2.編輯名稱

3.新增粉絲頁



Segment

5.貼上粉絲頁網址

   6.確認粉絲頁

   7.確定輸出

   4.2輸入網址

   4.1上傳粉絲頁清
單



Segment

   8.點選儲存

   可刪除粉絲頁   9.點擊放大鏡



Segment

不設關鍵字，調查分析該群組中的粉絲頁



Trending keywords



Trending keywords

每日的社群關鍵字聲量排行

設定自動通知

輸出Excel檔

加到Alert



Saved keywords



Saved keywords

選擇7/30天

刪除
輸出Excel檔

新增關鍵字

儲存關鍵字，定時更新7/30天的資料



Compass



設定標題

設定關鍵字

設定國籍

設定熱門貼文數

設定標籤

儲存

Compass

點選新增



Compass

勾選分類標記

新增分類標記



Compass

輸出Excel檔

輸出趨勢圖



附錄



儲存/輸出報告

2.儲存報告或輸出原始檔

1.打開列表



儲存報告

您將可開啟當時儲存的搜尋結果

   4.點選名稱

   3.打開列表



輸出CSV檔

您的信箱將收到系統信件，下載後開啟，即可取得原始資料。



私訊客服

點擊私訊客服人員為您解答



客服：eric@qsearch.cc Eric

mailto:eric@qsearch.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