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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 Kent & Taylor 提出的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為理論基礎，透過

Netvizz v1.25、Microsoft Excel 2010、IBM SPSS Statistics 22.0 和 R 軟體 3.2.2 的

輔助，以大數據分析的概念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敘述統

計、文字雲資料探勘、文字探勘、內容分析和迴歸分析等統計分析，探討臺灣的

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其粉絲間之溝通互動成效為何，以及其彼此

間之粉絲專頁經營管理模式是否存在差異。 

    而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粉絲專頁彼此間確

實存在不同的經營管理模式和互動成效上的差異，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也分別對

各粉絲專頁產生不同之影響。KKBOX 粉絲專頁習慣以高頻率發文的方式讓其貼

文能見度總數提高，進一步使得該粉絲專頁之互動總數相對較多，myMusic 粉絲

專頁和 Omusic 粉絲專頁則通常是以提供抽獎活動的方式，要求粉絲對其貼文內

容進行留言或分享等行為，使該貼文不斷翻新進而增加曝光率；而 KKBOX 粉絲

專頁的貼文內容大多為「推廣服務軟體活動」及「歌手宣傳」主題，myMusic

粉絲專頁大致以「進行抽獎活動」和「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作為內容，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則大多和「推廣軟體服務」、「歌手宣傳」與「活動舉辦」

相關；另外，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的「資訊實用性」、「留住訪客」和「提高回

訪率」原則中，其三者皆對 KKBOX 粉絲專頁的按讚數及留言數產生影響，分享

數和參與度則與「留住訪客」與「提高回訪率」原則產生作用，影響 myMusic

粉絲專頁留言數、分享數及參與度者則皆為「留住訪客」及「提高回訪率」原則，

而影響 Omusic 粉絲專頁按讚數和參與度者為「資訊實用性」和「提高回訪率」

原則、影響留言數和分享數的則是「提高回訪率」原則，不同的粉絲專頁社群所

需著重之原則標準有所不同，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彼此間確實

存在經營管理上的差異。 

關鍵字：大數據、Facebook 粉絲專頁、音樂串流、對話性溝通、We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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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tried to examine how three major Taiwan music streaming Services 

use the Facebook Fan Pages to assist dialogue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fans, and the 

effects of interactions on the Facebook Fan Pages. Kent & Taylor’s Dialogic 

Communication Theory was adopted as the research model. The approach of Big Data 

and content analysis were emply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music streaming services have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Fan Page management. KKBOX Fan Page tended to use high frequent posting to 

achieve high exposure and interactions. The other two services, myMusic Fan Page 

and Omusic Fan Page tended to use sweepstakes to improve exposure. The most 

frequent topics appeared on KKBOX Fan Page and Omusic Fan Page were 

“promotion of APP services,” and “promotion of singers.” “Sweepstakes” and 

“updated information of songs” were the two topics that most frequently appeared on 

myMusic Fan Page, As for the effects of the five strategies of dialogue 

communication, findings show that “The Usefulness of Information”, “The Rule of 

Conservation of Visitors”, and “The Generation of Return Visits” were three 

strategies that highly affect the amount of likes and comments of KKBOX Fan Page. 

“The Rule of Conservation of Visitors” and “The Generation of Return Visits” were 

two strategies which highly affect the amount of likes and comments of myMusic Fan 

Page. “The Usefulness of Information,” “The Generation of Return Visits” and “The 

Rule of Conservation of Visitors” were three strategies which highly affect the 

amount of likes and comments of Omusic Fan Pag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vided in this thesis. 

  

 

Keywords: Big Data, Facebook Fan Page, Music Streaming, Dialogic Communication, 

Web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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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小節，分別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以

及研究價值為何，其中，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問題及所使用的理論架構基礎將一

併於第三節研究目的的部分闡述。 

 

第一節、研究背景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以及新技術的更迭，在人類生活越來越方便的同時，

人們的生活習慣也隨之改變。網際網路的出現，成為民眾重要的休閒活動之一（中

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0），各種行動載具的普及，也逐漸地將人們的眼球從電

視轉移到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上，而 web 2.0 概念的產生，使得我們不再只是

透過網際網路單方向的獲得訊息，而是能夠在網路平台上進行多方的交流互動及

多元討論，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 使用者自製內容）、自媒體、社群媒體

等概念也隨之而生。 

    根據資策會（Foreseeing Innovative New Digiservices, FIND）所做的「2014

年臺灣民眾之智慧化生活有感調查」（吳佩玲，2015），其探討臺灣民眾對於網際

網路應用於生活消費及通訊當中的認知感受、使用及滿意狀況程度，該報告顯示，

臺灣民眾在使用度表現方面，排名前五項應用類別依序為「手機網路通訊」、「數

位影音」、「智慧化交通付費」、「數位交易」及「社交網絡」，其使用度皆超過七

成（見圖 1），其中，「數位影音」在數位應用服務的認知排行當中，排行第二，

表示民眾對於聯網電視、線上影視、線上遊戲以及線上音樂／廣播或數位音樂、

鈴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及使用，而「社交網絡」則排行第五，該項包括民眾對於

部落格及 Facebook 這類社群網路之認知。Facebook 自 2004 年 2 月創立至今，截

至 2015 年第四季已擁有 15.91 億活躍使用者（Statista, 2016），在國內也有超過

1,500 萬的使用者，且與東北亞其他國家相比，臺灣人是臉書的重度使用者，從

調查報告發現，有 64％使用 Facebook 的臺灣人，都曾在 Facebook 上打卡；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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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都曾在 Facebook 上觀賞影片，56％則是曾在 Facebook 上發布影片或是影片

連結（張家嘯，2014），Facebook 在臺灣可說是社群媒體的代表。 

 

 

圖 1：數位應用服務使用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2014 年臺灣民眾之智慧化生活有感調查〉，吳佩玲，

2014.05.04，取自 http://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8438 

 

    而在「2014 年臺灣民眾之智慧化生活有感調查」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臺

灣民眾在數位應用的項目上除了滿足基本的通訊功能（如電子信箱、LINE 等）

外，最常使用的便是「數位影音」內容，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2013）

的研究報告指出，臺灣流行音樂在民國 100 年的總產值為新臺幣 102.92 億元，

其中數位音樂服務公司的收入估計約為 16.10 億元，佔總產值的 15.64％，且其

產值仍年年持續增加，隨著臺灣民眾的資訊化程度及智慧型載具使用的普及，未

 

http://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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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數位音樂市場的重要性將更加提升。RIT 財團法人臺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

（2014）也針對實體音樂產品及數位音樂產品的銷售比例進行比較（見表 1），

可以發現截至2014年，實體音樂產品及數位音樂產品的銷售比例已達將近各半，

且數位音樂仍逐年成長。由此可見，伴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民眾甚至改變了收

聽音樂的方式及習慣，因此，數位音樂在未來的流行音樂產業發展過程中，將是

不可忽視的領域。 

 

表 1：臺灣正版實體音樂產品與數位音樂產品銷售比例 

年度  實體音樂產品 數位音樂產品 

2006 94％ 6％ 

2007 90％ 10％ 

2008 86％ 14％ 

2009 87％ 13％ 

2010 88％ 12％ 

2011 83％ 17％ 

2012 73％ 27％ 

2013 62％ 38％ 

2014 53％ 47％ 

資料來源：〈臺灣唱片業發展現況〉，RIT 財團法人臺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2014，

取自 http://www.ifpi.org.tw/record/activity/Taiwan_music_market2015.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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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動機 

    臺灣是全球華語流行音樂中心，具備優良的「音樂製作能力」及「創作人才

素質」，使得臺灣的流行音樂華語市場占有率達到百分之 80（文化部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2013），但自 1997 年以來，臺灣唱片銷售額之國際排名大幅滑落。

在 1997 年以前，臺灣的唱片銷售額在亞洲僅次於日本，2013 年卻位居亞洲第五

位，落後日本、南韓、印度及中國，全球排名也從第 13 名掉落至 27 名，且臺灣

的實體音樂市場銷售額逐年降低，從 2008 年的新台幣 1,721,894,000 元降至 2014

年的 986,687,000 元，不過，臺灣的數位音樂市場銷售額卻從 2008 年的新台幣

276,528,000 元提升至 2014 年的 794,176,000 元，數位音樂市場儼然成為一個不

可忽視的銷售管道（RIT 財團法人臺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2014）。 

    隨著數位科技的日益發達，消費者逐漸改變消費習慣，為配合此一消費趨勢

之發展，多數唱片公司致力於網路行銷之經營，數位音樂主要業者也均已轉型為

合法付費下載的音樂服務商，且產值年年快速增加，此外，由於國人資訊化程度

與智慧型手機使用的普及，未來數位音樂市場的重要性將更加提升（文化部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2013）。 

    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2014）的〈102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

告〉顯示，數位音樂服務所提供的服務項目中，以「音樂串流」為大宗（見表 2），

其中「行動串流訂閱」的經營比重在 2013 年達到 52.94％，「寬頻串流收聽」也

有 29.41％的經營比重；而數位音樂服務的營收來源同樣也以「音樂串流」為主，

若將「行動串流訂閱」及「寬頻串流收聽」之營收比例進行加總，音樂串流服務

在 2013 年的營業收入達到數位音樂的 56.88％（見表 3），可見數位音樂產業的

收入來源仍是以「音樂串流服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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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2 年業者提供數位音樂服務之項目（單位：％） 

項目 單曲下載 來電答鈴 手機鈴聲 
行動串流

訂閱 

寬頻串流

收聽 

數位電視

音樂服務 

歌曲MV

下載 

102 年 47.06 41.18 47.06 52.94 29.41 41.17 29.41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102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頁 74），文化部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2014，台北：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表 3：102 年數位音樂經營業者營業收入結構（單位：％） 

項目 單曲下載 來電答鈴 手機鈴聲 
行動串流

訂閱 

寬頻串流

收聽 

數位電視

音樂服務 

歌曲MV

下載 

102

年 

國內 3.00 8.37 0.24 29.25 27.63 25.00 0.00 

國外 0.00 0.00 0.00 4.63 1.88 0.0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102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頁 81），文化部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2014，台北：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然而，在國內數位音樂產值連年成長的同時，卻也遭來國際廠商的覬覦，除

了 2013 年 Spotify 進軍臺灣，2016 農曆年前 Apple Music 也正式登臺，隨後的

LINE music、YouTube Music 也即將蓄勢待發，欲一分音樂串流服務市場的大餅。

雖然臺灣的數位音樂產業市場競爭將可望變得更為熱絡，但握有本土化優勢的

KKBOX，甚至 Omusic、myMusic，該如何面對這樣的趨勢，以不至於被國際大

廠的進攻浪潮所吞噬，將會是個重要的課題。 

    根據資策會 FIND（2011）網路社群媒體發展分析報告顯示，臺灣民眾在買

東西前會事先上網蒐集資料的比率高達 70％以上，在數位生活世代，消費者計

畫購買一項涉入度較高，但未使用無法了解產品之商品（如：3C 產品、數位產

品等）時，會先傾向於進行資訊搜尋，再進行購買決策，而在社群媒體興起的數

位生活世代中，部落格評價、討論區口碑等，皆為資訊的一部分（林怡靜，2015）。

Facebook 創立於 2004 年 2 月 4 日，其希望透過提供分享平台的方式，讓世界更

加聯結及開放（Facebook, 2004），Facebook 粉絲專頁也隨後於 2007 年推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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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品牌和組織等團體可以透過粉絲專頁分享動態，達到與用戶對話之目的

（Facebook, 2016），而這樣的目的正好也和消費者在進行購買行為前，資訊蒐集

的行為呼應，透過與粉絲專頁的互動，消費者更能夠在 Facebook 中找到欲購買

商品之資訊，而企業及品牌等也可藉此對其產品進行宣傳，進而提升商品銷量。 

    有人潮的地方就是行銷的地方，根據網路流量監測網站 Alexa Internet 的全

球流量排名，Facebook 僅次於 Google 及 YouTube，為全球流量第三大的網站

（Alexa, 2016.10），而透過《數位時代》每年舉辦之台灣百大熱門網站評選結果

也可以發現，Facebook 自 2011 年初次入榜至 2015 年，其每年在台灣的網站流量

非冠軍即為亞軍（數位時代，2013，2014，2015），可見臺灣人對於 Facebook 之

黏著度更高於傳統之入口網站，臺灣民眾之上網習慣已明顯產生改變；而

Facebook 粉絲專頁也提出自身之四點特色，建議企業在其網站中建立品牌的中

心據點，四點特色包括：容易搜尋、緊密連結、及時有效以及精準洞察，Facebook

粉絲專頁所扮演的角色應為企業的另一個門面，透過粉絲專頁的經營，企業可以

輕鬆地與最重要的對象分享更新動態及更多資訊，並即時的吸引顧客進行互動

（Facebook，2016），Estée Lauder 雅詩蘭黛台灣區行銷經理 Eva Chen 指出：「相

比於其他媒體平台，Facebook 在鎖定我們的目標消費者，不管是傳達訊息或是

建立與品牌的連結情感上，都有相當好的表現。有鑑於台灣透過智慧型手機瀏覽

網際網路的人數，Facebook 可以相當有效地觸及行動裝置使用者（轉引自

Facebook，2016）。」從台灣民眾上網行為結構及以上論述可以得知，Facebook

粉絲專頁顯然為一行銷之重要通路，因此，KKBOX 等本土廠商該如何透過運用

Facebook 在臺灣使用黏著度高的特點，經營自己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以

圈納更多的使用者及提升更高的粉絲忠誠度，將會是本研究所在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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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研究背景及動機，我們可以發現臺灣民眾的生活方式隨著科技的發

展愈加智慧化，除了收聽音樂的習慣從傳統的收音機、mp3 撥放器等實體唱片播

放轉變為線上數位收聽，社群媒體的出現也使得民眾的社群互動及社交行為轉置

到網際網路平台中，而根據音樂串流服務產品涉入度高、未使用無法了解產品等

特性，網路資訊的提供更成為一項影響其消費者是否願意購買之重要因素，因此，

數位音樂串流服務如何藉由線上社群經營自己的粉絲群、以及透過網際網路與其

閱聽人互動，將會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在強調多元互動的 web 2.0 時代，組織與使用者間的「對話」儼然已成為一

不可忽視的重點，網際網路成為企業與消費者進行溝通的平台，而 Facebook 及

粉絲專頁的出現，其目的也在於使企業、品牌和組織等團體可以透過這樣的平台

分享動態及相關訊息，達到與粉絲及訪客溝通互動、對話之目的（Facebook, 2016），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的出現為組織和使用者的「對話行為」提供了完美的交流

管道及詮釋。 

    然而，Kent & Taylor（1998）認為傳統與公共關係建立相關之理論，雖然有

提到雙向溝通的重要性，但其所著重的部分卻通常為溝通的「過程」（Grunig, 1992; 

1989），而不是溝通的「質量」及「結果」，且隨著過去網際網路快速發展的過程

中，並沒有一套專屬於網路環境中的公關建立模式（Johnson, 1997; Marken, 1995; 

Strenski, 1995, as cited in Kent & Taylor, 1998），因此其提出網站建構的五點「對

話性溝通」原則，提供組織網站設計之建議，以因應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為其

提供一套標準化的理論性框架。本研究將以 Kent & Taylor 所提出的五大對話性

溝通（dialogic communication）原則作為理論基礎，分析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產

業如何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閱聽人建立公共關係。 

   「對話性溝通」的重點在於組織是否善用網路工具，達到與閱聽人交流互動

之目的，進而建立關係，而其正為 Facebook 粉絲專頁欲達到之與粉絲及訪客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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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互動、對話的創立宗旨；隨著新科技的發展，對話性溝通原則在經過調整後，

仍然可適用於社交媒體如 Facebook、twitter 等網站進行分析（Seltzer & Mitrook, 

2007; Sweetse & Lariscy, 2008; 周明諺，2008；Bortree & Seltzer, 2009; 莊宜軒，

2012；林質安，2014），因此，本研究透過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為理論結構基

礎，並參考相關研究與書籍，將適用的評估項目進行歸類與整理，對臺灣的音樂

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研究分析。 

    而傳統的量化研究往往因受限於人力不足及技術門檻過高等因素，只能進行

某一區間範圍內之資料分析，這樣的做法卻造成分析受限於某一時段內的探討，

無法了解研究對象之全貌。隨著新科技的發展與進步，越來越多統計分析軟體可

以解決因資料量過大而無法分析之困難，本研究欲使用大數據分析取徑，對臺灣

的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全觀的探討與分析，並希望藉此

提供傳播研究領域一套在大數據環境中之量化分析取徑參考。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有四： 

1.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即各項互動指標表

現）為何？其與訪客之互動量是否呈現穩定的成長或衰退趨勢？ 

2.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Facebook粉絲專頁貼文內容走向為何？其內容是

否能夠吸引與訪客的互動？ 

3.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Facebook粉絲專頁是否遵從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

哪些原則會使該粉絲專頁之互動量產生影響？以及如何影響？ 

4. 針對以上問題，比較臺灣的三家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

（KKBOX、myMusic 線上音樂、和 Omusic）彼此之間是否存在經營上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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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價值 

    本研究以 Kent & Taylor（1998）提出的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為理論基礎，

對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大數據分析的概念進行敘

述統計、文字雲資料探勘、文字探勘、內容分析及迴歸分析等探討。傳統的量化

研究往往因受限於人力不足及技術門檻過高等因素，只能對研究對象進行某一文

本區間之探討，或以某一事件為例，探究整體環境的樣貌，然而這樣的做法卻造

成獨立研究只能侷限於某一有限區間內的討論，無法了解研究對象之全貌，本研

究透過研究者自身統計及資料庫相關背景之專業，以大數據分析取徑，對臺灣的

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全觀的探討與分析，並希望藉此提供傳播

研究領域一套在大數據環境中的分析取徑參照。 

    此外，隨著社群網站在臺灣日漸普及，Facebook 的出現明顯影響臺灣民眾

之上網行為，顯然成為一不容忽視之虛擬社群平台，然而本研究在進行文獻探勘

的過程中，卻發現與 Facebook 粉絲專頁相關之學術討論大多圍繞在以閱聽人為

主體的層面，即經由使用者的觀點，探討 Facebook 相關議題之成效與影響為主，

部分以企業角度切入的研究僅著墨於廣告的投放及公司內部運作等議題，而對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本身內容呈現之相關實務操作及經營管理層面則較少涉入。

有鑑於此，本研究於第二章文獻探討的部分進行從經營管理層面出發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相關研究整理與歸納，以此方式作為本研究之分析參考，並同時加強

Facebook 粉絲專頁研究場域中，不同角度之相關文獻呈現。 

    而本研究除了以總公司是否位於臺灣的區別方式，將研究對象區分為本土廠

商及國際廠商外，同時考量人氣（粉絲專頁總按讚數）對臺灣本土的音樂串流服

務業者而言，是否在其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管理的策略及模式上存在影響，

探討擁有不同規模粉絲社群的業者在進行相關宣傳時，傳播策略是否存在差異，

並以時間、互動成效、事件、貼文目的等角度切入，提供更細部的粉絲專頁經營

管理溝通策略分析思考與探討，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提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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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創立以來之完整互動紀錄及概覽，供日後相關學術研究及企業決策作為參考。

同時，本研究也於第三章研究方法章節及附錄部分提供此次分析所使用之

Facebook 資料抓取方式說明和 R 軟體程式碼，希望透過本研究之分析演繹及研

究方法介紹，為相關傳播研究領域提供一套大數據分析取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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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串流服務 

數位音樂 

數位內容 

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小節。第一節將解釋何謂音樂串流，並定義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為何；第二節整理過去與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管理相關之研究內容，經過歸

納整理後作為本研究後續之分析參考；第三節為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本研究將

分別介紹該理論之基礎結構背景以及其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應用，以作為本

研究之分析類目參考；並於第四節介紹和解釋 Big Data 的概念為何，以利進行後

續研究分析。 

 

第一節、音樂串流 

    “串流”一詞最早被使用在 90 年代初期 IP 網路中的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服務，當時這樣的視訊指的是能夠“儲存及傳遞”的視訊內容（Gelman, 

Halfin & Willinger, 1991）。而“音樂串流”即指閱聽人透過網路，以終端設備（如

行動裝置、電腦等）一邊與線上音樂資料庫連接，一邊即時聆聽所選之音樂，而

音樂檔案並不會留存在播放裝置或電腦硬碟中。「音樂串流服務」屬於「數位音

樂」的呈現型式之一，而數位音樂為「數位內容」的影音應用領域（見圖 2）。 

 

 

 

 

 

 

 

 

圖 2：音樂串流服務定義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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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數位內容」的定義，蔡志鴻（2003）將其定義為將原有內容（Content）

加以數位化，不論是文字、聲音、圖形、影像、多媒體等，都可以數位封包「0」、

「1」的形式儲存與傳播，所有能以數位方式來儲存、傳播的內容都是數位內容，

而根據經濟部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2015）對於數位內容的定義則為「將圖

像、字元、影像、語音等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技術、產品或服務，其係將各類內

容素材經過數位技術製作處理後，從傳統資料轉換成數位化格式，並賦予新的應

用型態，使其具有易於接取、互動、傳輸、複製、搜尋、編輯與重複使用等優點。」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2010）則是將數位內容產業定義為「指從事提供將圖

像、文字、影像或語音等資料，運用資訊科技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技術、

產品或服務之行業。」根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明定之十六項文化創意產業

類別，其包括：（一）視覺藝術產業、（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三）文化資

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四）工藝產業、（五）電影產業、（六）廣播電視產業、

（七）出版產業、（八）廣告產業、（九）產品設計產業、（十）視覺傳達設計產

業、（十一）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十二）建築設計產業、（十三）數位內容產業、

（十四）創意生活產業、（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十六）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見表 4），數位音樂歸屬在「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

產業」之數位影音應用領域。 

 

表 4：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產業類別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內容及範圍 備註 

一、視覺藝術產

業 
文化部 

指從事繪畫、雕塑、其他藝術品創作、藝術品拍賣零

售、畫廊、藝術品展覽、藝術經紀代理、藝術品公證

鑑價、藝術品修復等行業。 
 

二、音樂及表演

藝術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音樂、戲劇、舞蹈之創作、訓練、表演等相關

業務、表演藝術軟硬體（舞台、燈光、音響、道具、

服裝、造型等）設計服務、經紀、藝術節經營等行業。 

本項所稱之「音樂」專指第十五項所稱「流

行音樂」以外之音樂類型。 

三、文化資產應

用及展演設施

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文化資產利用、展演設施（如劇院、音樂廳、

露天廣場、美術館、博物館、藝術館（村）、演藝廳

等）經營管理之行業。 

所稱文化資產利用，限於該資產之場地或

空間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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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藝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模具製作、材料製作、

工藝品生產、工藝品展售流通、工藝品鑑定等行業。  

五、電影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電影片製作、電影片發行、電影片映演，及提

供器材、設施、技術以完成電影片製作等行業。 
包括動畫電影之製作、發行、映演。 

六、廣播電視產

業 
文化部 

指利用無線、有線、衛星廣播電視平台或新興影音平

台，從事節目製作、發行、播送等之行業。 
包括動畫節目之製作、發行、播送。 

七、出版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新聞、雜誌（期刊）、圖書等紙本或以數位方

式創作、企劃編輯、發行流通等之行業。 

1、 數位創作係指將圖像、字元、影像、

語音等內容，以數位處理或數位形式（含

以電子化流通方式）公開傳輸或發行。 

2、 本產業內容包括數位出版產業價值鏈

最前端數位出版內容之輔導。 

八、廣告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各種媒體宣傳物之設計、繪製、攝影、模型、

製作及裝置、獨立經營分送廣告、招攬廣告、廣告設

計等行業。 

 

九、產品設計產

業 
經濟部 

指從事產品設計調查、設計企劃、外觀設計、機構設

計、人機介面設計、原型與模型製作、包裝設計、設

計諮詢顧問等行業。 

 

十、視覺傳達設

計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企業識別系統設計（CIS）、品牌形象設計、

平面視覺設計、網頁多媒體設計、商業包裝設計等行

業。 

1、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包括「商業包裝設

計」，但不包括「繪本設計」。 

2、 商業包裝設計包括食品、民生用品、

伴手禮產品等包裝。 

十一、設計品牌

時尚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以設計師為品牌或由其協助成立品牌之設

計、顧問、製造、流通等行業。  

十二、建築設計

產業 
內政部 指從事建築物設計、室內裝修設計等行業。 

 

十三、數位內容

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提供將圖像、文字、影像或語音等資料，運用

資訊科技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技術、產品或服

務之行業。 

1、 包括數位遊戲、行動應用服務、內容

軟體、數位學習，以及提供內容數位化創

作、企劃編輯、發行流通所需之技術面產

品或服務。 

2、 以數位方式創作、企劃編輯、發行流

通新聞報紙、雜誌（期刊）、圖書、電影、

電視、音樂，包括將其典藏數位化，仍分

屬其原有之出版、電影、電視、音樂產業。 

十四、創意生活

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之核心知識，提供具有深

度體驗及高質美感之行業，如飲食文化體驗、生活教

育體驗、自然生態體驗、流行時尚體驗、特定文物體

驗、工藝文化體驗等行業。 

 

十五、流行音樂

及文化內容產

業 

文化部 

指從事具有大眾普遍接受特色之音樂及文化之創

作、出版、發行、展演、經紀及其周邊產製技術服務

等之行業。 

 

十六、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產業 

指從事中央主管機關依下列指標指定之其他文化創意產業： 

 
一、產業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具表達性價值及功用性價值。 

二、產業具成長潛力，如營業收入、就業人口數、出口值或產值等指標。 

資料來源：〈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文化部，2015.09.16，取自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311_20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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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數位音樂」為數位內容的影音應用領域之一，翁雯郁（2007）將數位音

樂定義為「消費者透過線上音樂平台及行動音樂平台所獲得的音樂服務，不論是

經由串流技術或是將音樂下載至電腦、mp3、手機，都是屬於線上數位音樂的範

疇。」資策會（2004）對於數位音樂平台的定義則是「數位音樂的虛擬載體」，

並將其分類為「線上音樂」及「行動音樂」。其中，「線上音樂」乃是指線上平台

營運業者在網際網路上提供數位化音樂，使用者可以用非會員或會員等方式，以

不同價格透過網路下載或線上聆聽，而「行動音樂」則被定義為透過行動電話無

線傳輸進行資料遞送之音樂服務，包含圖鈴下載、真實原音、來電答鈴等項目（王

鈴惠，2006）。現有臺灣合法線上音樂平台包含：Emome、myMusic（ezPeer+）、

Far Eastone、Hami Music、iNDIEVOX、KKBOX、muziU、Omusic、Catch、VIBO、

YouTube、iTunes、Hinet 放心播、Spotify（見表 5）（李瑞斌，2013）。 

 

表 5：現有臺灣合法線上音樂平台 

現有台灣主要合法線上音樂平台 

Emome myMusic（ezPeer+） Far Eastone Hami Music 

中華電信手機音樂服務 
提供串流音樂及單曲下

載服務 

遠傳電信手機音樂

服務 

中華電信推出

Hami 音樂平台 

iNDIEVOX KKBOX muziU Omusic 

「獨立音樂網」 

數位音樂商店、演唱會購

票和音樂社群 

提供串流音樂及單曲下

載服務 
提供單曲下載服務 

提供串流音樂及

單曲下載服務 

Catch VIBO YouTube iTunes 

台灣大哥大手機音樂服務 威寶電信手機音樂服務 提供線上影音服務 
提供單曲下載及

雲端音樂服務 

Hinet 放心播 Spotify Apple Music StreetVoice 

中華電信所提供音樂公開

演出（音樂公播）合法授

權之企業產品 

提供免費或付費數位音

樂串流播放服務 

提供免費或付費數

位音樂串流播放服

務 

獨立音樂社群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台灣唱片業發展現況》，李瑞斌，2013，台北：財團

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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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定義及產業界定，本研究定義之「臺灣數位音樂串流服務」業者為

總公司位於臺灣、且有提供音樂串流服務之數位音樂公司，因此綜合上述，符合

以上兩項條件之本研究研究對象範圍為 KKBOX（願境網訊股份有限公司）、

myMusic（臺灣酷樂時代股份有限公司）、及 Omusic（全音樂股份有限公司）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KKBOX、myMusic 線上音樂、和 Omusic（見圖 3）。 

 

 

圖 3：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界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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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管理相關研究 

    Facebook 係由 Mark Zuckerberg 創立於 2004 年 2 月 4 日，其希望透過提供

使用者分享平台的方式，達到讓世界更加開放及聯結的使命（Facebook, 2004），

而 Facebook 粉絲專頁也隨後於 2007 年推出，企業、品牌和組織等團體可以透過

粉絲專頁分享動態，以達到與用戶對話之目的（Facebook, 2016）。 

    截至 2015 年第四季，Facebook 已擁有 15.91 億活躍使用者（Statista, 2016），

若將其視為一個國家，其活躍使用人數已成為全球第一大國，超越中國的 13.80

億人口、印度的 13.21 億人口、以及美國的 3.23 億人口（GEOHIVE, 2016），而

在臺灣的 2300 萬人口當中，有超過 75%的人使用 Facebook，每日的活躍用戶人

數為 1300 萬人，其中有 1200 萬人以手機進行 Facebook 連線，滲透率達 92％，

使臺灣成為 Facebook 亞太區行動滲透率最高的地區（蕭文康，2015），且在有使

用社群網站的臺灣人口當中，有 99.3%的比例擁有 Facebook 帳號（創世紀市場

研究顧問，2014，轉引自郭怡伶，2015），Facebook 實為一不容小覷的虛擬社群

平台。 

    然而，在眾多與 Facebook 相關的研究當中，對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學術

探討大多圍繞在以閱聽人為主體的層面，即以使用者的觀點，探討 Facebook 相

關議題的成效與影響為何，以企業面切入的研究則大多著墨在廣告的投放及公司

內部運作等相關議題，對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本身所呈現的內容之實務操作及

經營管理層面則較少涉入。因此，本研究於本節整理過去與 Facebook 粉絲專頁

經營管理相關之國內外文獻，並將其分為四部分，分別為：（一）、Facebook 粉

絲專頁實務經營操作管理相關研究，（二）、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相關研

究，（三）、組織運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相關研究，以及（四）、Facebook 粉絲專

頁個案分析相關研究，希望透過整理與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管理相關文獻的

方式，作為後續的研究分析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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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acebook 粉絲專頁實務經營操作管理相關研究 

    與 Facebook 粉絲專頁實務操作相關之研究較少，張哲豪（2014）的研究從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經營管理層面切入，以 Zhao & Morad（2013，轉引自張哲

豪，2014）所提出的社群商務設計五個影響構面（個人、交談、社區、商務、趣

味性）及三個績效指標（關注度、參與度、傳播度）為架構，分析 15 個產業共

250 家企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得到以下兩點結論：1. 內容相符性、焦點話

題、連結、發文數、提供產品諮詢、要求按讀或提出問句、鼓勵回覆、邀請使用

應用程式為影響粉絲互動較顯著之因素，2. 鼓勵分享之效果所得到的粉絲互動

影響則不如預期。 

    姜義臺（2015）也以經營管理層面出發，透過實際操作 Facebook 粉絲專頁

的經驗，得出四點粉絲專頁經營技巧，分別為：1. 主動邀請朋友加入粉絲專頁，

2. 置頂貼文功能的運用，3. 排程貼文，以及 4. 注意貼文時間。 

 

表 6：國內 Facebook 粉絲專頁實務經營操作管理相關研究整理 

研究者 論文名稱 年份 研究大綱 

張哲豪 
企業粉絲專頁之品質要

素分析 
2014 

本研究介紹社群商務設計的五個構面以及

粉絲專頁經營績效的三個指標，並透過實證

研究，分析高績效粉絲專頁的品質要素為

何。 

姜義臺 
運用社群媒體行銷圖書

館服務之淺析 
2015 

本研究透過研究者實際操作 Facebook 粉絲

專頁的經驗，介紹並提供四點粉絲專頁經營

管理的策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相關研究 

    部分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管理的研究取向以分析貼文內容為主軸，探討

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主要呈現何種議題以及其意識形態為何。陳香伶（2014）以

內容分析法分析 ETtoday 新聞雲、Yahoo!奇摩新聞、中天快點 TV、蘋果日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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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五家新聞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探討假油事件報導型態、主題框架、呈

現形式與評語傾向是如何被不同的新聞媒體所呈現。 

    劉柏修（2011）以「行動娛樂 SonyEricsson」粉絲專頁作為研究對象，蒐集

2010 年 7 月至 9 月的貼文內容，以事件行銷的類型作為類目，分別為：銷售型、

新聞型、特別事件型、公益型及創意型，對其進行內容分析，並得到「事件行銷

類型會造成不同的行銷效果」以及「廣告資訊曝露頻率能夠強化事件行銷類型之

行銷效果」兩點結論。 

    吳文貴、林孟陞（2013）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訊息內容為研究標的，探

討粉絲專頁中的廣告文字訊息，包含訊息標題類型和內容訴求類型對溝通效果之

影響，並蒐集 2010 年 10 月至 2012 年 3 月發佈於 7-Eleven 及麥當勞粉絲專頁中

之文字訊息，選出每月按讚人數前五名作為資料分析的對象，最後得到三點結論：

1. 不同的粉絲專頁訊息標題類型，會產生不同的廣告溝通效果，2. 不同的訊息

內容訴求類型，會產生不同的廣告溝通效果，3. 訊息涉入程度愈高，廣告效果

也會愈好。 

    張家瑋、陳光宗（2014）以球員訊息、球隊訊息、賽事訊息、產品訊息及活

動訊息為類目，對「Nike Basketball Taiwan」Facebook 粉絲專頁中和 101 學年度

HBL相關之貼文內容進行內容分析，探討怎麼樣的貼文能夠使消費者產生興趣，

並為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實務操作提供三點建議：1. 增加互動性、提

升認同感、減少距離感，2. 以提問式賽事議題增加粉絲參與度，3. 依訊息種類

的粉絲回應數調整內容發布策略。 

    劉銘欽、姜海、周偉融（2015）則以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Facebook 粉絲專

頁「Hello!海洋」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不同類型的貼文所造成的互動效果影響是

否存在差異，將貼文內容區分為一般貼文、活動贈獎貼文、一般影片和生態影片

四種類型進行探討，而研究結果顯示以海洋生物為主的生態影片貼文，其觸及人

數、點擊率、按讚分享留言等互動行為，高於一般貼文和一般影片貼文。 

    Hampel（2015）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Mama Zimbi」為研究對象，從中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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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400 篇貼文，對其進行內容分析，探討不同性別的使用者在尋求協助時，所呈

現的禮貌與否是否存在差異。 

    Taecharungroj 和 Nueangjamnong（2015）則以 Memes、9GAG 和 See More

三個 Facebook 粉絲專頁為研究對象，從中收集 1,000 篇貼文，以內容分析的方

式探討其各自貼文所使用的幽默方式為何種類型，並透過按讚數、分享數等項目

了解怎麼樣的幽默感能更為閱聽人所接納。 

    Maier（2015）以 New York Times 記者 Nicholas Kristof 的專欄文章為題，蒐

集為時一年，共 104 篇 Nicholas Kristof 的專欄文章，透過內容分析法及深度訪

談的方式，探討何種類型的報導能引起讀者更多的共鳴及迴響，分析內容包括前

25 篇留言量最多的文章為何，其各項數據表現如何，以及估算各項指標（如

Facebook 按讚）之價值。 

    Lee（2014）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 Beautifully Imperfect 2010 年 8 月至 10 月

共三個月的貼文內容作為研究對象，將 Kent & Taylor（1998）提出的五大對話性

溝通原則作為內容分析類目，探討該粉絲專頁之貼文類型以及觀察其與閱聽人的

互動量，並透過焦點團體法及與政府機關進行深度訪談的方式，對閱聽人對於該

粉絲專頁所呈現之愛與婚姻的樣貌之看法進行了解。 

    Groshek 及 Al-Rawi（2013）在 2012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對候選人 Obama

及 Romney 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及官方 twitter 帳號進行資料探勘，對 2012 年 1

月 1 日至選後一天（2012 年 11 月 7 日）兩位候選人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

以及在 twitter 帳號中含有 hashtag #election2012 的貼文進行分析，並以文字雲的

方式作為資料呈現。 

    Papaioannou 和 Olivos（2013）以阿拉伯之春為研究背景，探討利比亞人使

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傳遞訊息的內容主題為何，此研究蒐集 Facebook 粉絲專頁

「Libyablog.org - ات ية مدون ب ي 及「Libya」2012「Libya Tweep Forum」、「ل 年 5 月

至 7 月間的貼文內容，對其進行內容分析，分析類目包括：捍衛人權、殘害人權、

當地有趣的話題、國際援助、社會動員及網路數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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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ørensen（2016）以丹麥議員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為研究對象，對其 2014

年 1月之貼文共 3,085 則進行內容分析，分析內容包括其貼文數、留言量等項目，

探討民眾與政治人物透過社群媒體的互動與對話是否具有成效。 

 

表 7：國內外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相關研究整理 

研究者 論文名稱 年份 研究大綱 

陳香伶 

新聞媒體 Facebook 粉絲專

頁之守門、呈現與使用─以

2013 年臺灣食用油造假事

件新聞為例 

2014 

此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 5 家新

聞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以探討

假油事件相關貼文各家的報導型

態、主題框架、呈現形式與評語

傾向。 

劉柏修 

事件行銷類型、資源投入程

度對企業經營粉絲專頁行

銷效果之影響-以台灣 Sony 

Ericsson Facebook 粉絲專

頁為例 

2011 

此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行動

娛樂 SonEricsson」粉絲專頁 2010

年 7 月至 9 月的貼文，探討其行

銷效果為何。 

吳文貴、林孟陞 

Facebook 粉絲專頁訊息廣

告效果之研究：以 7-Eleven

與麥當勞粉絲專頁為例 

2013 

本研究探討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

廣告文字訊息，蒐集 2010 年 10

月至 2012 年 3 月發佈於 7-Eleven

及麥當勞粉絲專頁上的文字訊

息，選出每月按讚人數前五名作

為資料分析的對象。 

張家瑋、陳光宗 

HBL 三月瘋：Nike 

Basketball Taiwan 社群內

容效益分析 

2014 

此研究以內容分析法探討 Nike 

Basketball Taiwan Facebook 粉絲

專頁中和 101 學年度 HBL 相關之

貼文內容，並分析怎麼樣的貼文

能夠使消費者產生興趣。 

劉銘欽、姜海、 

周偉融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的網

路行銷研究 
2015 

本研究以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Hello!海洋」

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不同類型

的貼文，探討其之間是否存在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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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pel, E. 

“Mama Zimbi, pls help 

me!” – Gender differences 

in (im)politeness in 

Ghanaian English 

advice-giving on Facebook 

2015 

此研究探討不同性別的使用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Mama Zimbi

＂上，尋求協助所呈現的禮貌與

否是否存在差異，以從此粉絲專

頁蒐集到的 400 篇貼文，對其進

行內容分析。 

Taecharungroj, V. 

&  

Nueangjamnong, P. 

Humour 2.0: Styles and 

Types of Humour and 

Virality of Memes on 

Facebook 

2015 

本研究分析 Memes、9GAG 以及

See More 三個 Facebook 粉絲專頁

的貼文，以內容分析的方式探討

其所使用的幽默方式為何種類

型，並分析怎麼樣的幽默感能更

為閱聽人所接納。 

Maier, S. R. 

Compassion Fatigue and the 

Elusive Quest for 

Journalistic Impact: A 

Content and Reader-Metrics 

Analysis Assessing 

Audience Response 

2015 

本研究蒐集 104 篇 New York 

Times 記者 Nicholas Kristof 的專

欄文章，以內容分析法及深度訪

談的方式，探討何種類型的報導

能引起讀者更多的共鳴及迴響。 

Lee, S. T. 

A user approach to dialogic 

theory in a Facebook 

campaign on love and 

marriage 

2014 

本研究蒐集 Facebook 粉絲專頁

Beautifully Imperfect 三個月的貼

文，以 Kent & Taylor 的五大對話

性溝通原則作為內容分析法的類

目，探討其貼文類型，並透過深

度訪談及焦點團體法，觀察其與

閱聽人的互動模式。 

Groshek, J. & 

Al-Rawi, A. 

Public Sentiment and 

Critical Framing in Social 

Media Content During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2013 

本研究在 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期

間，以文字雲等方式分析候選人

Obama 及 Romney 的 Facebook 粉

絲專頁，探討其網路社群經營方

式及成效。 

Papaioannou, T. & 

Olivos, H. 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Arab 

Spring:Collective goals in 

the use of Facebook in the 

Libyan context 

2013 

此研究探討在阿拉伯之春期間，

利比亞人使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

傳遞訊息的內容，並透過個案研

究及內容分析的方式，針對三個

粉絲專頁：Libyablog.org - ات  مدون

ية ب ي Libya Tweep Forum、ل 及

Libya，蒐集 2012 年 5 月至 7 月的

貼文內容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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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ørensen, M. P. 

Political conversations on 

Facebook – the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ians and citizens 

2016 

此研究探討民眾與政治人物透過

社群媒體的互動與對話是否具有

成效，以丹麥的議員為例，對其

2014年一月之 Facebook粉絲專頁

貼文進行（共 3,085 篇）內容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組織運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相關研究 

    Facebook 粉絲專頁成立的目的之一即為提供企業、品牌和組織等團體一個

與「粉絲」對話及互動的空間，因此部分與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管理相關之

研究面向即為探討組織如何運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其相關業務上。謝維琳

（2012）以 Waters 等人（2009，轉引自謝維琳，2012）所提出的三大公眾溝通

策略作為主要研究架構，並以內容分析法及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分析，其類目包

括：非營利組織社群媒介基本資料登錄及非營利組織社群媒介的公眾溝通策略

（揭露、資訊傳播、互動性），分析 174 家有成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非營利組

織，探討其如何運用粉絲專頁與公眾溝通。 

    黃榮華（2010）則是以粉絲專頁的三大構面，分別為：多媒體運用性、資訊

性、顧客互動性，以及粉絲專頁的六大實際運用項目（廣告明星、贈品、新聞、

活動、折價、資訊）為類目，對 7-Eleven 粉絲專頁進行內容分析，探討其如何

經營粉絲專頁。 

    邱銘心、莊曼君（2013）以內容分析法分析 49 個與兒童身心障礙相關的臺

灣 Facebook 粉絲專頁，從消費者健康資訊傳播的關注角度為主幹，觀察其在

Facebook 社群平台交流的重點與和參與者互動的行為，分析項目包括粉絲專頁

的貼文、貼文的按讚數、留言數、以及參與者的留言內容等。 

    莊宜軒（2011）、林質安（2014）、鄭薇珊（2012）、Bortree & Seltzer（2009）

及 Sweetse & Lariscy（2008）則使用 Kent & Taylor（1998）所提出的五大對話性

溝通原則為研究理論基礎，分別對不同領域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分析。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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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軒除了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既有的五個面向，包括：介面易用性、資訊有用

性、留住訪客、提高再訪率、對話迴路外，另外自行新增一項新的類目為「使用

者對話行為」，從使用者層面探討組織公眾雙方的對話關係，對 625 家國內外企

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內容分析，探討企業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如何與

公眾建立並發展對話溝通關係；林質安則以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對臺灣的 32 個

現代劇團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分析，探討其經營粉絲專頁時所運用的公關溝

通策略、實際對話情形以及各策略與對話回應之間的關聯，並對臺灣現代劇團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公關溝通策略應用特色進行歸納與討論；鄭薇珊分析網路賣

家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探討企業如何與使用者互動，並且觀察其對話溝通策

略具體展現於何種特徵中，該研究以《數位時代》公布之 2011 年百大人氣網路

賣家為研究對象，並發現消費頻率高、流行性強的產品類別遠比其他類型產品的

賣家較多設置 Facebook 粉絲專頁，且「對話迴路」類目為最常用的溝通策略，

具體展現了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高互動特性，而互動性遊戲是所有策略中引起

使用者各項互動最為顯著的溝通策略；Bortree & Seltzer 針對 Facebook 粉絲專頁

的特性，對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所評估之項目進行調整，新增了「對話參與表現」

類目與原先之五大原則對應，並分析 50 個環保團體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探

討其是否達到與閱聽人互動之目的；Sweetser & Lariscy 則探討在美國參眾議員

選舉期間，其候選人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被用戶所形塑之個人形象為何，此

研究除了利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之分析類目外，另外新增了粉絲專頁留言者之

性別、稱呼候選人的方式、主題、親密度、態度等類目以進行分析。 

    Park、Rodgers 和 Stemmle（2011）探討健康相關單位（政府單位、醫院、

學校、企業、非營利團體）使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成效，以＂health literacy

＂為關鍵字，搜尋到 35 個 Facebook 粉絲專頁，並中蒐集 1,670 篇貼文並對其進

行內容分析，分析類目包括：每個月所獲得的留言數及觸及率比較、使用社群工

具為何、是否使用多種語言、是否使用問句、是否使用縮寫、是否支持某項論點、

以及以何種形式進行貼文等項目，探討其所傳遞的健康資訊是否確實被閱聽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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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 

    Kim, Kim 及 Sung（2011）以 2010 年全球財富前 100 強的企業為研究對象，

探討其如何運作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此 100 強中，共有 49 間企業有成立粉絲

專頁，但其中 8 間並未進行貼文，因此此研究根據符合條件的 41 間企業，進行

為時一個月的資料蒐集，最後獲得 1,486 則貼文，並對其進行內容分析。 

    Goh 和 Natalie Pang（2012）以 2011 年的新加坡大選為題，蒐集各個政黨 2011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8 日的所有貼文，共 1,380 則，並對其進行內容分析，內容

分析類目包含：粉絲專頁內是否含有政黨資訊、互動數量、貼文數、按讚數、留

言數、貼文內容、貼文類型、貼文模式等項目，探討各個政黨如何運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 

    Hille 和 Bakker（2013）針對 64 個德國新媒體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內

容分析，並進一步的針對其中 10 個進行詳細的個案分析，以質性及量化並重的

研究方法了解德國的新聞新媒體如何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運作，以及閱聽人

如何參與及互動。 

    Canty（2012）探討國際型的知名圖書館如何透過社交媒體與全世界的用戶

溝通及互動，並分析歸納其在不同社群媒體（如 Facebook、Twitter、blog、Youtube

等）上的互動表現。 

 

表 8：國內外組織運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相關研究整理 

研究者 論文名稱 年份 研究大綱 

謝維琳 

非營利組織運用社群媒介

之公眾溝通策略─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為例 

2012 

此研究以 Waters 等人所提出的三大公

眾溝通策略作為主要研究架構，分析

174 家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檢視非營

利組織如何運用粉絲專頁與公眾溝通。 

黃榮華 

Facebook 行銷模式研究─

以 7-Eleven 粉絲專頁個案

為例 

2010 

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法以三大類 11 項

類目分析 7-Eleven 粉絲專頁，探討

7-Eleven 如何經營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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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銘心、 

莊曼君 

兒童身心障礙之 Facebook

社群內容分析研究 
2013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 49 個與兒童

身心障礙相關的臺灣 Facebook 粉絲專

頁，以消費者健康資訊傳播為關注角

度，觀察 Facebook 社群平台交流的重點

與參與者互動的行為。 

莊宜軒 
企業 Facebook粉絲專頁之

公關策略分析 
2011 

此研究以 Kent & Taylor 提出的五大對

話性溝通原則及自行新增的第六大原

則「使用者對話行為」為類目，對 625

家國內外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內容

分析探討企業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

如何與公眾建立並發展對話溝通關係。 

林質安 

臺灣現代劇團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公關

溝通策略應用分析 

2014 

此研究採用 Kent & Taylor 的「對話式溝

通」（dialogic communication）理論，

分析 32 個臺灣現代劇團的 Facebook 粉

絲專頁，以了解其經營粉絲專頁時所運

用的公關溝通策略、實際對話情形以及

各策略與對話回應之間的關聯。 

鄭薇珊 
網路賣家 Facebook粉絲專

頁之對話溝通策略分析 
2012 

本研究以 Kent & Taylor 的對話溝通原

則作為主要分析架構，分析網路賣家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探討企業如何與使

用者互動，並且觀察其對話溝通策略具

體展現於何種特徵中。 

Bortree, D. S. &  

Seltzer, T. 

Dialogic strategies and 

outcomes: 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advocacy 

groups’ Facebook profiles 

2009 

此研究以 Kent & Taylor 及 Taylor et al.

所提出的對話溝通理論為基礎，探討 50

個環保團體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與

用戶對話的成效呈現為何。 

Sweetser, K. D. 

&  

Lariscy, R. W. 

Candidates make good 

friends: An analysis of 

candidates'' uses of 

Facebook 

2008 

此研究以美國大選為題，透過 Kent & 

Taylor 的「對話迴路」理論基礎，探討

用戶如何看待美國參眾議員候選人，以

及其個人形象如何在 Facebook 粉絲專

頁中被用戶所形塑。 

Park, H., 

Rodgers, S. & 

Stemmle, J. 

health Promotion via Social 

Media: An Analysis of 

Health Organizations' Use 

of Facebook in Enhancing 

Health Literacy 

2011 

此研究探討健康相關單位使用

Facebook粉絲專頁的成效，以不同的類

目對其 1,670篇貼文進行內容分析，研

判其所傳遞的健康資訊是否確實被閱

聽人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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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S.,  

Kim, S.Y. & 

Sung, K. H. 

How Fortune 100 

companies are employing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stategies on Facebook: 

Corporate ability versu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2011 

此研究探討全球財富前 100強的企業如

何運用 Facebook粉絲專頁，針對財富

100強企業中有使用 Facebook粉絲專頁

的 49家進行一個月的資料收集，共

1,486則貼文，並對其進行內容分析。 

Goh, D. & 

Natalie Pang , 

L. S. 

Online and On Track? 

Political Party Use of 

Websites and Facebook 

During Singapore’s 2011 

General Elections 

2012 

此研究以 2011年的新加坡大選為題，

分析各個政黨如何運用 Facebook粉絲

專頁，以內容分析的方式對其進行探

討。 

Hille, S. & 

Bakker, P. 

I like news. Searching for 

the ‘Holy Grail’ of social 

media: The use of 

Facebook by Dutch news 

media and their audiences 

2013 

本研究針對 64個德國新媒體的

Facebook粉絲專頁進行內容分析，探討

德國的新聞新媒體如何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運作，以及閱聽人如何參與及

互動。 

Canty, N. 
Social Media in Libraries: 

It’s Like,Complicated 
2012 

此研究探討國際間主要的大型圖書館

如何透過社交媒體連接世界，並對其所

使用的社群工具（如 Facebook、

Twitter、Youtube等）進行內容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Facebook 粉絲專頁個案分析相關研究 

    Facebook 粉絲專頁除了被企業、品牌和組織等團體所運用，也可能因為和

閱聽人之間的互動等原因，產生與企業本身無關之議題，因此 Facebook 粉絲專

頁個案分析也為粉絲專頁經營管理相關研究經常探討的取向之一。欒斌、邱于平、

楊荏傑、林玉凡（2015）以 Pajek 的塊狀模型分析，將某百貨 Facebook 粉絲專

頁的按讚粉絲加以分群，探討專一關鍵粉絲與廣泛關鍵粉絲對粉絲專頁中貼文訊

息內容的偏好是否存在差異，研究發現廣泛關鍵粉絲對於資訊性訊息與娛樂性訊

息有較高的偏好，而專一關鍵粉絲則對評價性訊息與利益性訊息有較高的偏好。 

    李奇俊（2011）以 2010 年臺灣五都選舉為研究背景，並以 Grunig & Hunt

 



 

27 

 

（1984）所提出的四種公關行為模式為理論基礎，對政治候選人的 Facebook 粉

絲專頁操作策略及公關模式進行探討，並對其進行內容分析，其類目包含：多以

疑問句方式發文、給粉絲他們想要的內容、多回覆互動不要呈現自我對話、讓粉

絲們發揮推廣效果、運用其他管道推廣、彈性操作粉絲專頁、運用彈性手法整合

虛實世界、擬定執行及維護策略、持續固定經營及找出忠實支持者等十項；     

    Khamis 和 Ahmed Hashem Mahmoud（2013）以埃及總統大選為題，分別對

不同的總統候選人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內容分析，分析內容包括候選人粉絲

專頁的貼文數量、頻率，在粉絲專頁提出的政見數量比較，以及五位候選人在其

各自的粉絲專頁所呈現之形象為何。 

    Wu（2009）以 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為題，初探美國的年青人如何參與政治，

其以 Barack Obama 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作為研究對象，因為該粉絲專頁為各個

候選人間，粉絲人數最多的專頁，且 Obama 也較受到年輕的投票者支持，此研

究隨機蒐集 2008 年 1 月至 9 月之粉絲專頁訪客貼文，共 942 篇，並對其進行內

容分析，分析類目包含：感嘆、議題提及、回應、媒體監督、廣播及動員。 

    Ionescu（2013）以羅馬尼亞大選為題，探討在選舉期間，候選人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所呈現的候選人形象為何，此研究蒐集 8 位羅馬尼亞候選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1 日的粉絲專頁所有貼文，並對其進行內容分析，其分析類目包

含：粉絲專頁總讚數、參與量、貼文更新頻率、貼文字數、貼文形式、政治活動

照片數量、個人照片數量等項目。 

    Gunawong（2015）探討泰國的政治透明度如何透過社群工具呈現，其針對

泰國的三權（皇權、軍權、政權），以內容分析的方式，分析在 2013 年 1 月至

12 月，各權機構之官方 Facebook、Twitter 及 youtube 提供之訊息為何、以及互

動率之表現。 

    Samuel-Azran、Yarchi 及 Wolfsfeld（2015）以以色列大選為研究背景，針對

五位候選人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內容分析，分析範圍為 2012 年 12 月 7 日

2013 年 1 月 22 日之所有貼文，分析類目包括：貼文按讚數、貼文分享數、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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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期間該粉絲專頁按讚數之變化等項目。 

 

表 9：國內外 Facebook 粉絲專頁個案分析相關研究整理 

研究者 論文名稱 年份 研究大綱 

欒斌、邱于

平、楊荏傑、

林玉凡 

探討關鍵粉絲之訊息內

容偏好－以 X 百貨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為例 

2015 

此研究透過多數中心性與中介中心性的

概念，從 X 百貨的 13 個 Facebook 粉絲

專頁中歸納出 674 位關鍵粉絲，並探討

專一關鍵粉絲與廣泛關鍵粉絲其對粉絲

專頁中的訊息內容偏好是否存在差異。 

李奇俊 

政治候選人 Facebook 粉

絲專頁操作策略及公關

模式之研究-以 2010 五

都選舉為例 

2011 

此研究以Grunig & Hunt所提出的四種公

關行為模式，以內容分析的方式探討五

都選舉候選人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運行

模式。 

Khamis, S. & 

Ahmed 

Hashem 

Mahmoud, A. 

E. -B. 

Facebooking the Egyptian 

elections: Framing the 

2012 presidential race 

2013 

此研究以 2012年的埃及總統大選為題，

分別對不同的總統候選人所設立之

Facebook粉絲專頁進行內容分析。 

Wu, J. 

Facebook Politic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merican Youth's 

Political Engagement 

During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09 

本研究以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為題，初

探美國的年青人如何參與政治，透過內

容分析Obama的Facebook粉絲專頁的方

式對其進行了解。 

Ionescu, N.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Role of Image Upload on 

Facebook 

2013 

本研究探討在大選期間，Facebook粉絲

專頁所呈現的候選人形象為何，以內容

分析的方式對 2013一月 1日至二月 1日

所蒐集到的 8位羅馬尼亞候選人資料進

行分析。 

Gunawong, P. 

Open Government and 

Social Media: A Focus on 

Transparency 

2015 

本研究旨在探討泰國的政治透明度如何

透過社群工具呈現，並以內容分析的方

式對 2013年一月至十二月的社群內容進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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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Azran, 

T.,  

Yarchi, M. & 

Wolfsfeld, G. 

Equalization versus 

Normalization:Facebook 

and the 2013 Israeli 

Elections 

2015 

此研究以 2013年以色列大選為題，以內

容分析的方式對五位候選人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探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小結 

    根據以上文獻整理，可以發現在與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管理相關之研究

中，以「實務經營操作管理」層面的探討為最少數，而其他的研究若以「微觀」

至「巨觀」的角度來歸類，其大致可區分為「貼文內容分析」、「組織運用探討」、

以及「個案分析」等層面，亦即針對粉絲專頁的貼文進行分析、整個粉絲專頁的

運用策略、以及從某項議題在粉絲專頁中的發酵之角度進行分析。然而，不論從

何種觀點對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探討，大部分的研究皆以「內容分析法」作

為分析主軸，或輔以深度訪談及個案分析等方式，對所欲研究之粉絲專頁進行某

一區間之分析探討，而這樣的區間往往卻因為受限於人力不足、技術門檻等問題，

大多侷限於一年、一個月、甚至有限篇幅的分析範圍，使得分析必須受到某一時

間範圍內之研究限制，無法了解研究對象之全貌。 

    有鑑於這樣的現象，隨著新科技的進步與發展，越來越多統計工具可處理因

資料量龐大而造成分析無法順利進行之問題，本研究欲使用大數據分析取徑，對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所有貼文內容進行抓取及分析，

希望對其進行全觀的了解與探討，同時為傳播領域相關研究提供一套在大數據背

景下之內容分析取徑參考，相關的研究方法及使用工具將於後續之章節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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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五大對話性溝通（dialogic communication）原則 

    本節將分別介紹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之理論背景，以及其在 Facebook 粉絲

專頁的應用及相關研究，透過了解該理論之發展背景及各項原則之核心概念，為

本研究將進行之內容分析進行類目參考與整理。 

 

（一）、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理論背景 

    五大對話性溝通（dialogic communication）原則理論係由學者 Kent & Taylor

（1998）於〈Building Dialogic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World Wide Web〉一文

中所提出。如同篇名所述，該文章的產出起初是為了在科技迅速發展的洪流中，

提供網站擁有人一套能夠因應閱聽人需求，以及達到彼此交流對話目的之網站設

計策略，同時補齊及建立在網際網路（World Wide Web, WWW）快速發展過程

中所缺少的理論框架基礎。 

    在網際網路逐漸普及的過程中，Kent & Taylor（1998）認為與網路相關的研

究大部分都著眼於哲學、心理層面、以及對未來主義的探討，而不是如何和閱聽

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Johnson（1997, as cited in Kent & Taylor, 1998）也對當

時這樣的學術取向提出懷疑，認為即使我們可以在許多專業期刊中看到與網際網

路相關的論述，然而其大多缺乏嚴謹的理論基礎，許多學者也表示即便網際網路

已經慢慢普遍滲透我們的生活，卻沒有相關的文章介紹及教導擁有網站的組織運

作者應該如何有效的運用這樣的新科技，以達到 web 2.0 與閱聽人雙向互動的理

想（Marken, 1995; Strenski, 1995）。而在後續組織運用網際網路的研究中，與公

共關係相關的研究逐漸發展為兩種方向，分別為：1. 將網站視為一種組織運作

的工具（Johnson, 1997; White & Raman, 1999; Springston, 2001; Ha & Pratt, 2000, 

as cited in Taylor et al., 2003）、以及 2. 將網站的設立視為與閱聽人建立公共關係

的策略（Esrock & Leichty, 1998; Esrock & Leichty, 1999; Esrock & Leichty, 2000, as 

cited in Taylor et al., 2003），然而，學者 Capps（1993）表示，新科技是需要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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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及運用的，若是缺少了運用網站作為和閱聽人互動的視野，網站的設立實質上

也只是遷就於因為競爭者設立而成立，或是做為一種趕上新科技潮流的「象徵符

號」，是一件多餘的行為（White & Raman, 1999）。 

    網際網路作為組織與閱聽人建立關係的平台，組織運作者除了要懂得運用新

科技為我們帶來的工具外，真正的重點仍為其背後的公關策略模式。公共關係學

者 Grunig 和 Hunt（1984）提出了公關運作的四種模式，包含：1. 新聞代理（press 

agentry）模式，2. 公共資訊（public information）模式，3. 雙向不對等（two-way 

asymmetrical）模式，以及 4. 雙向對等（two-way symmetrical communication）模

式，其中，Grunig（1992; 1989）認為「雙向對等」模式是更令人感到滿意的公

關執行方式，其以雙向溝通的方式，試圖達到促進共同瞭解（mutual understanding）

的目的，且其目標不在於使某一方被說服，而是透過資訊的交流及回饋的方式，

增進彼此間的了解，同時也落實 web 2.0 多元溝通的信念（孫秀蕙，1995）。然

而，Kent & Taylor（1998）認為雙向對等模式為一溝通行為中的「過程」，透過

這樣的溝通過程，我們卻無法得知其最終達到的結果為何，以及在經過雙向對等

的溝通後，彼此之間能夠產生怎麼樣的改變，而對話式溝通原則的制定，便是作

為一衡量溝通「結果」品質的效度指標。 

    根據教育部（2015）〈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釋義，「對話」一詞指的是「相

互間的交談」，學者 Johannesen（1971, as cited in Kent & Taylor, 1998）對於＂

Dialogue＂的解釋則為「許多人正在做的事（many things to many people）」，若以

對話作為主體的觀點來說，其所注重的事情則是「對待他人的態度」（Kent & 

Taylor, 1998）。在與「對話」理論相關的概念中，最常被提及的學者為哲學家

Martin Buber（A.D. 1878-1965），其視人類的溝通行為為一種多數人能夠接受、

互為主體、以及使團體達到開放及受到重視的過程，而對話則為關係建立的根基

（Buber, 1923; Kent & Taylor, 1998）；對話同時也為社會學家 Jürgen Habermas

（1984; 1990）進行研究的根基，其認為對話的行為發生在不同族群間達到互相

信賴、共識、願意為某事共同努力的時候，對 Habermas 來說，對話並不只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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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某一團體，而是牽涉到合作以及關係建立；Ledingham & Bruning（2000）

則認為對話的意義在於作為一個發展公共關係、並同時能夠使組織及閱聽人共同

都能從中獲益的平台。Kent & Taylor（1998）提出兩點能夠展現對話之於雙向溝

通代表性的原則：1. 「對話的行為不需要被同意」，當對話的行為出現時，互相

溝通的雙方即同時站在一個對等的位置，即使在對話的最後可能會因為意見不同、

理念不合等因素而無法達成共識，但對話的核心不在於目的，而是願意討論及溝

通的過程；2. 「對話的行為是多數人能夠接受，且不存在客觀或主觀意見的」，

因為對話的本質即為不同的意見碰撞，其重點在與交換資訊的過程，如同對等模

式一般，其也被視為一種較具有倫理性質之與大眾溝通的方式（Pearson, 1989; 

Grunig, 1992）。學者 Leeper（1996, as cited in Taylor et al., 2003）建議，若要在有

倫理基礎的前提下建立公共關係，對於網站互動的運作便不能只停留在「回應」

或是「回答」，而是要正視閱聽人的需求，給予其真正需要的「溝通」以及有幫

助的「解答」。 

    因此，根據以上的理論背景描述，Kent & Taylor（1998）提出了五點對話性

溝通原則，用以測量組織網站是否善用其交流互動的特性，並探討其與閱聽人建

立關係的過程與成效為何。對話性溝通原則包含：對話迴路、資訊實用性、提高

回訪率、介面易用性、以及留住訪客，其中，Taylor et al.（2001）在此理論發展

的過程中，將「資訊實用性」及「介面易用性」類目同時輔以 Esrock & Leichty

（1999）對於網站經營所提出的要點加以觀察，使得該理論的分析面向更加完善，

以下分別介紹之： 

 

1. 對話迴路（The Dialogic Loop）： 

    新科技的出現除了提供閱聽人更多獲得資訊的管道，更重要的是，新科技也

開拓了網站管理者獲取閱聽人「回饋」的路徑。在網際網路中，閱聽人可以透過

詢問、意見提供、或是投票等方式，更精確的使自己的疑問獲得解答，而對於運

作網站的組織來說，透過與閱聽人雙向的互動，能夠更明確的了解受眾的需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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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及怎麼樣的內容更受閱聽人喜愛，進一步提供公眾真正「想要」的資訊。

然而對話迴路的實行仍存在一些門檻，如同傳統媒體的公關操作須由專業的公關

人員進行相關的傳播行為，網際網路中的公關建立同樣也需要專業化的技術及技

巧，除了將傳統的公關操作模式搬移至網路中，更重要的是負責關係建立的人員

必須熟悉電腦等網路媒體的操作，最好的方式是建議由組織中選出負責管理網站

互動的編輯，由其作為組織與閱聽人間溝通的窗口，避免因為資訊落差、專業能

力不足等因素而導致雙向溝通無法順利進行，同時此編輯也必須擁有回答閱聽人

問題的能力；除此之外，許多組織在建立網站後便忘了網際網路雙向互動的優勢，

認為網站只要「存在」就好，而忽略了其所應提供的服務及資訊內容等，這樣的

行為同樣使得對話迴路無法建立。 

    對話迴路為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最重要的一環，若是缺少了此環節，即使

其他四項原則做得再完善，也無法確實實行對話性溝通之真諦。對話迴路的核心

概念為「及時地回應閱聽人所提出之需求」，其檢測指標包含：是否提供閱聽人

傳遞訊息給組織的管道、是否提供閱聽人在相關議題中投票的機會、是否提供問

券或意見調查以傳達閱聽人的需求之管道、以及是否提供閱聽人直接發表想法的

管道等項目。 

 

2. 資訊實用性（The Usefulness of Information）： 

    新科技的發明，使我們身處資訊爆炸的時代，不像以往獲取資訊只能透過報

紙、廣播、或電視新聞等方式，網際網路的出現，使每個人都能夠獲得更多元及

更全面的資訊。然而在這樣的時空中，資訊是否實用便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如同 Bill Gates（1996, as cited in Bailey, 2010）曾說的：「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即使建立了網站，若是沒有好的內容，閱聽人同樣不會多加停留，因此

Kent & Taylor（1998）認為，當組織建立了網站後，必須提供對閱聽人而言有價

值的內容，學者 Elmer（1997）曾在研究中發現，在十大流量排行的網站中，有

五項包含搜尋的功能，由此可見閱聽人仍習慣在網站中尋找具有價值的訊息。 

 

http://www.craigbailey.net/author/craig-ba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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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Kent & Taylor（1998）也建議組織可以在網站中提供組織本身、相關專家、

或是股東等的聯絡地址、電話號碼、以及電子信箱，或是釋放與商品製作、成分

來源等專業訊息，供閱聽人加以關注，同時必須注意的是，因為網際網路為一開

放空間，任何人都有可能造訪此網站，因此組織在提供專業訊息的同時，也必須

兼顧第一次造訪網站的閱聽人，譬如說以正面或是輕鬆的語調，幫助所有人更容

易的了解網站所提供的訊息（Elmer, 1997）。 

    資訊實用性的核心價值在於「提供閱聽人有價值的資訊」，透過新奇有趣、

有價值或是富有關心語調的內容，與網站閱聽人建立起更加穩固的公共關係，

Esrock & Leichty（1999）進一步的將閱聽人區分為媒體及一般公眾，提供給媒

體的資訊是否具有實用性，其檢測指標包含：是否提供新聞稿、是否提供組織說

詞、是否提供可下載之相關圖表、是否具有明確的政治立場等；而提供給一般公

眾的資訊之實用性檢測指標包含：是否明確傳達團隊精神、是否提供組織聯絡方

式、是否提供金援管道、是否有明顯的商標或 logo 令人產生記憶等。 

 

3. 提高回訪率（The Generation of Return Visits（RV））： 

    當組織的網站擁有一定的流量後，如何讓曾經造訪過的閱聽人再次且規律的

回訪即為一重要課題，Kent & Taylor（1998）認為當組織在設法衝高網站的流量

時，卻常常忽略了提高回訪率的重要性，而這樣的情況使得回訪率的探討大多僅

止於學術討論。 

    對話性溝通的重點即為雙向的交流互動，而公共關係的建立必續透過時間、

信任、以及多樣化的公關策略來達成，因此 Kent & Taylor（1998）建議組織在運

作網站時，可以透過經常更新資訊、改變議題、提供討論、線上問答、或是邀請

線上專家幫助閱聽人解答等方式來提高閱聽人的回訪率，另外以信件通知閱聽人

網站中的資訊已經更新、提供可以下載的訊息、或是提供相關連結也是可行的方

式。 

    提高回訪率的核心為「使訪客願意再度回到組織網站」，其檢測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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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其他相似網站的連結、是否直接以詳細的論述邀請閱聽人回訪、是否鼓

勵閱聽人將網站加入「書籤列」或「我的最愛」、是否提供閱聽人問與答（question 

and answer）的管道、網站中是否含有節日預告、網站是否規律的更新、是否提

供閱聽人訂閱電子報的服務、以及資訊更新的間隔是否超過 30 天等。 

 

4. 介面易用性（The Intuitiveness/Ease of the Interface）： 

    訪客可能會因為不同的原因造訪組織所設立的網站，但不論是基於好奇、或

是以獲取資訊為目的，網站的設計都要能夠使訪客便於使用。Kent & Taylor（1998）

認為網站所提供的資訊應該要是經過整理且分類的，因為訪客並不會漫無目的的

在網站中亂點，若是無法輕易的找到自己所需的資訊，可能會就此而離開網站；

而除了軟體上的呈現，Kent & Taylor 也建議組織在架構網站時，應該避免因為過

多的圖片及圖表而造成網頁讀取速度過慢的問題，同時，排列整齊的文字敘述比

凌亂的圖表更能夠傳達組織所欲表達的訊息，建議的做法是網站可以提供只有文

字的簡易版以及附有圖片表格的進階版供閱聽人選擇。 

    如同許多對於新科技的批評，認為傳統的報紙所呈現的資訊量常常多於整個

網站所提供的資訊（Postman, 1988, as cited in Kent & Taylor, 1998），對此 Kent & 

Taylor 認為網站的目的不單只有傳遞訊息，而是在於整體氣氛的營造，在網際網

路中的公共關係建立必須透過組織長時間的提供正確、真誠、且有價值的訊息，

同時塑造出自己獨有的形象，才能吸引更多忠誠的閱聽人前往，組織在提供訊息

的同時，也必須兼顧與閱聽人關係的建立。 

    介面易用性的核心在於「使閱聽人能夠有好的使用經驗」，其檢測項目包含：

首頁是否含有清楚的網站導覽地圖、是否清楚標示網站中主要的連結選項、首頁

是否含有搜尋功能、網站設計是否有將圖表的比例降到最低等。 

 

5. 留住訪客（The Rule of Conservation of Visitors）： 

    當訪客進入組織所設立的網站時，組織應設法使其在網站中停留的時間增長，

 



 

36 

 

建立高度的黏著性，以增加與訪客互動並建立公共關係的機會。 

    Kent & Taylor（1998）建議網站中應避免過多的外站連結，以防止閱聽人被

其他的網站所吸引，但仍有部分的網站會以釋出善意及共同經營為目的，建立相

關網站連結的「好站推薦」專區；另外，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及普及，網站也成

為廣告曝光的主要戰場之一（Marlow, 1996, as cited in Kent & Taylor, 1998），許

多網站會透過接受贊助的方式協助廣告曝光，但卻也可能因此導致網站訪客被廣

告內容所吸引，進而離開網站，Kent & Taylor 建議在網站設計時，應把廣告欄位

放置不起眼的位置，避免將閱聽人的目光焦點轉移。 

    留住訪客的核心在於「增加與閱聽人互動的機會」，應將對話溝通視為網站

架設的目的，而不僅僅是行銷或打廣告的工具，然而 Taylor et al.（2001）認為連

結的多寡更趨向於「提高回訪率」的分析面向，因此留住訪客的檢測項目包含：

網站是否將重要訊息放在首頁、使用設備普通的電腦開啟網頁時，是否能夠迅速

的讀取、網站是否清楚的標明資訊公告時間、是否標明網站最後的更新時間為何

等。 

 

（二）、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應用及相關理論 

    伴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許多組織除了透過官方網站與閱聽人互動外，也會

在部落格空間及社群媒體中開設官方帳戶與閱聽人進行交流，根據 comScore 

Media Metrix（2013;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13）所發布的〈台灣社群媒體網

站使用概況〉報告中顯示，臺灣有 1154 萬不重複人數曾經使用過社群網站（見

圖 4），到達率為 97％，而在這當中又以 Facebook 的到達率最高，達到 8 成的網

友造訪率，且每人每月平均花在 Facebook 的使用時間高達 415.8 分鐘，可見臺

灣對於 Facebook 的黏著度甚高，而 Facebook 粉絲專頁也能藉此達到其讓企業、

品牌和組織等團體透過分享動態，與用戶對話之創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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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13 年 6 月台灣網友使用社群媒體概況 

資料來源：〈台灣社群媒體網站使用概況〉，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13。 

     

    而即使組織將對話的空間搬移至部落格或 Facebook 粉絲專頁，只要針對該

空間的特性進行調整，Kent & Taylor（1998）所提出之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仍可

作為分析架構之基礎（Seltzer & Mitrook, 2007; Sweetse & Lariscy, 2008; 周明諺，

2008；Bortree & Seltzer, 2009; 莊宜軒，2012；林質安，2014；Lee, 2014）。本章

節將整理過去 Facebook 粉絲專頁運用對話性溝通之相關研究及粉絲專頁經營管

理相關書籍，探討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檢測項目為何，

以作為後續研究分析之參考，而詳盡的內容分析檢測編碼表將會於第三章呈現。 

 

1. 介面易用性（The Intuitiveness/Ease of the Interface）： 

    介面易用性的核心在於「使閱聽人能夠有好的使用經驗」，意即當閱聽人造

訪組織網站時，應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資訊。然而由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介面格式是固定的，透過粉絲專頁與閱聽人互動的組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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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透過由 Facebook 設計的模板進行資訊更新或與用戶對話，因此大部分以

對話性溝通分析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研究都會將此面項刪除（Bortree & Seltzer, 

2009; 鄭薇珊，2012；莊宜軒，2012；林質安，2014）。 

 

2. 資訊實用性（The Usefulness of Information）： 

    網際網路的出現與發展，使獲得資訊成為一件簡單的事，然而在眾聲喧嘩的

網路平台中，如何找到有價值且符合自己需求的訊息，便是一項值得關心的課題。

資訊實用性的核心在於組織是否「提供閱聽人有價值的資訊」，Kent & Taylor

（1998）認為針對不同的受眾，組織應該要提供其各自相對應之適合的資訊內容，

而對於使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建立公眾社群的組織而言，莊宜軒（2012）認為

其多半是以「顧客」為主要溝通對象，因此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資訊有用性指

標上的目標對象應以一般公眾為主，其參考 Taylor et al.（2001）、Traynor et al.

（2008）及 Park & Reber（2008，轉引自莊宜軒，2012）對網站和部落格的分析

指標，以及黃榮華（2010）、吳富傑（2009）對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的分析指標

進行調整，而調整後的相關測量指標包括：是否提供企業的基本資訊（企業簡介、

企業聯絡方式）、貼文是否含有消費資訊（包含產品資訊、價格資訊、產品外的

相關資訊及實體活動訊息），同時，Lee（2014）也認為提供企業是否提供聯絡資

訊及使命宗旨為一重要的評估標準。 

    而林質安（2014）認為由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用戶是以「訂閱」的方式

對其進行瀏覽，相較於以往的網站，閱聽人需點入特定的網頁才能獲得相關訊息，

粉絲專頁提供訊息的力度更加軟化，因此其認為組織在粉絲專頁中所提供之訊息

應包含非直接利害相關之軟性資訊，以貼近粉絲的生活經驗，藉以增加對組織的

信任感，拉近彼此的距離；而此研究探討臺灣現代劇團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

的公關溝通策略，其將資訊實用性指標分為「劇團相關活動」及「劇團非直接相

關活動」類目，「劇團相關活動」類目分析指標包含：演出資訊、幕後消息、媒

體曝光、公關活動、服務資訊及其他相關活動，而「劇團非直接相關活動」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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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的項目則包括：生活分享、藝文新聞及其他非直接相關活動。 

    鄭薇珊（2012）探討網路賣家使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對話策略，其同樣

將資訊有用性分為「企業基本資訊」及「消費資訊」兩大項，「企業基本資訊」

檢測的項目包括：企業簡介及企業聯絡方式，而「消費資訊」所檢測的項目包含：

產品資訊、價格資訊和實體活動訊息。 

    鄭至航（2015）在〈征服臉書：成功建立百萬粉絲團，有效集客、建立品牌、

並從中獲利的臉書經營法則〉一書中提到組織發文的五點方向與重點，分別為：

（1）發文方向要能夠產生共鳴、創造連結點：透過故事性、真實性、以及情感

連結，將粉絲視為朋友以建立彼此的關係，（2）發文內容要簡短：要盡量在閱聽

人失去耐心之前，把所欲傳達的訊息傳遞出去，（3）必須要有文字加圖片：雖然

Kent & Taylor（1998）建議網站中不要有太多圖表，以造成閱聽人焦點模糊，以

及降低介面的易用性，但在 Facebook 的環境中，由於訊息的傳遞是以從塗鴉牆

出現的方式瀏覽，因此富有圖片的資訊內容能夠使閱聽人的記憶更加強烈，唐崇

達（2013）在〈Facebook 文案讚！人財兩得的網路文案經營術〉中也提到圖文

整合的重要性，（4）思考要鎖定什麼族群，就發什麼內容：粉絲專頁必須事先預

想自己的目標族群為誰，並發出相對應的訊息內容，然而大部分都是以一般公眾

為主要目標，（5）提供不同訊息，避免一成不變。 

     

表 10：「資訊實用性」原則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分析面向 

資訊實用性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分析面向 

莊宜軒（2012） 

企業的基本資訊 企業簡介、企業聯絡方式 

貼文是否含有消

費資訊 

產品資訊、價格資訊、產品外的相關資訊、實

體活動訊息 

林質安（2014） 

劇團相關活動 
演出資訊、幕後消息、媒體曝光、公關活動、

服務資訊及其他相關活動 

劇團非直接相關

活動 
生活分享、藝文新聞、其他非直接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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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薇珊（2012） 
企業基本資訊 企業簡介、企業聯絡方式 

消費資訊 產品資訊、價格資訊、實體活動訊息 

鄭至航（2015） 

發文方向要能夠產生共鳴，創造連結點、發文內容要簡短、必

須要有文字加圖片、思考要鎖定什麼族群，就發什麼內容、提

供不同訊息，避免一成不變 

唐崇達（2013） 圖文整合 

Lee（2014） 是否提供企業使命、聯絡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留住訪客（The Rule of Conservation of Visitors）： 

    當閱聽人進入某組織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或是在個人塗鴉牆上看到某組

織的貼文時，組織應如何透過這些管道吸引閱聽人的注意，並進一步與其互動並

建立關係，即為留住訪客原則之課題。留住訪客的核心在於「增加與閱聽人互動

的機會」，莊宜軒（2012）參考 Taylor et al.（2001）、Traynor et al.（2008）及 Park 

& Reber（2008, 轉引自莊宜軒，2012）對網站和部落格的分析指標，以及 Bortree 

& Seltzer（2009）、Rybalk & Seltzer（2010, 轉引自莊宜軒，2012）、吳富傑（2009）

對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的分析指標進行調整，調整後的測量指標包含「串聯」

及「娛樂」兩大類目，「串聯」類目測量指標包含：貼文是否含有連結至組織的

官網、貼文是否含有連結至組織之其他社群媒體、貼文是否含有連結至組織之粉

絲專頁其他頁面，而「娛樂」類目的測量指標包含：競賽、抽獎、互動、活動與

事件、多媒體影音及下載。 

    林質安（2014）認為 Facebook 粉絲專頁應該提供組織本身外的網路平台連

結，不同於 Kent & Taylor（1998）盡量減少外部連結的建議，其希望藉由這樣的

方式，使訪客透過不同平台之功能和特色，獲得更豐富的資訊，而該研究對於「留

住訪客」所進行的測量指標包含「網路平台連結」及「粉絲專頁內部連結」兩大

類目，網路平台連結類目分析指標包含：是否提供官方網站的連結、是否提供官

方部落格之連結、是否提供影音網站連結、以及是否提供其他平台之連結，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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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專頁內部連結類目分析的指標為：是否提供多媒體素材（如照片、影片等）、

以及是否提供其他項目的連結（如活動、網誌、應用程式等）。 

    而鄭薇珊（2012）認為留住訪客的要點在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創造社會連

結之傳播親密性（Chien, 2009）以及透過娛樂的內容吸引閱聽人的注意（Ancu & 

Cozma, 2009, 轉引自鄭薇珊，2012），其在留住訪客原則測量的指標類目包含「企

業內部串聯」及「娛樂內容」兩大項，其中，企業內部串聯類目分析的指標包括：

貼文是否提供連結至企業官網、貼文是否連結至企業的其他社群媒體、以及貼文

是否連結至粉絲專頁內的其他頁面，而娛樂內容類目的分析指標包含：是否提供

互動式遊戲、是否提供趣味的分享內容、是偶提供影音內容、以及是否使用輕鬆

的口吻進行訊息傳播。 

    林達宏、J&M Studio 文創（2014）也認為透過「借力」的方式能夠達到更

多的閱聽人吸引度，以及達到留住訪客的目的，而借力的方式包含：轉發 youtube

影片以及轉發知名 Facebook 粉絲專頁受歡迎的貼文。 

    熊坂仁美（2011）則提出了經營粉絲專頁的 3C，包含：（1）數位內容（Content）、

（2）溝通（Communication）、以及（3）競賽（Contest），其中，溝通的方式包

含舉辦即時性的活動，並在活動的名稱中提及公司的名稱或相關的服務名稱，使

閱聽人的記憶更加深刻；其也提出了「提升好感點閱率的商業模式」，其步驟為：

（1）製作數位內容、（2）上傳至部落格更新內容、（3）透過 twitter 和 Facebook

粉絲專頁通知粉絲，部落格已經更新、（4）粉絲點擊連前往部落格網頁、（5）誘

導粉絲至網購網站的商品頁面、（6）消費者下單購買，其中透過 twitter和 Facebook

粉絲專頁通知粉絲部落格已經更新的動作，實為透過不同的社交工具連結，以達

到最大的廣告效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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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提升好感點閱率的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熊坂仁美（2011） 

 

表 11：「留住訪客」原則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分析面向 

留住訪客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分析面向 

莊宜軒（2012） 
串聯 

貼文是否含有連結至組織的官網、貼文是否含有連結至

組織之其他社群媒體、貼文是否含有連結至組織之粉絲

專頁其他頁面 

娛樂 競賽、抽獎、互動、活動與事件、多媒體影音、下載 

林質安（2014） 

網路平台

連結 

是否提供官方網站的連結、是否提供官方部落格之連

結、是否提供影音網站連結、是否提供其他平台之連結 

粉絲專頁

內部連結 

是否提供多媒體素材（如照片、影片等）、是否提供其

他項目的連結（如活動、網誌、應用程式等） 

鄭薇珊（2012） 

企業內部

串聯 

貼文是否提供連結至企業官網、貼文是否連結至企業的

其他社群媒體、貼文是否連結至粉絲專頁內的其他頁面 

娛樂內容 
是否提供互動式遊戲、是否提供趣味的分享內容、是否

提供影音內容、是否使用輕鬆的口吻進行訊息傳播 

林達宏、J&M 

Studio 文創

（2014） 

借力 
轉發 youtube 影片、轉發知名 Facebook 粉絲專頁受歡迎

的貼文 

熊坂仁美

（2011） 

3C 數位內容、溝通、競賽 

透過不同的社交工具連結，達到最大的廣告效益 

Lee（2014） 
是否提供企業官網連結、是否提供其他相關資訊（如事件訊息、照

片、相關討論）、是否提供新聞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製作數位

內容 

上傳至部

落格 

透過

twitter和

Facebook

粉絲專頁

通知粉絲 

誘導粉絲

至網購網

站的商品

頁面 

消費者下單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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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回訪率（The Generation of Return Visits（RV））： 

    組織網站在衝高流量的同時，也必須注意回訪率的提升，才能得以掌握住與

閱聽人多次相處及互動的機會，進而建立關係。提高回訪率的核心為「使訪客願

意再度回到組織網站」，莊宜軒（2012）在對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分析的同時，

發現到其與網站的三點不同之處，包含：（1）「頻繁」更新的定義從網站的 30

天縮短為粉絲專頁的 24 小時，（2）除了透過娛樂內容吸引閱聽人的注意外，提

供有價或無價的酬償，更能夠提升閱聽人參與娛樂內容的動力（Zhang, 2010），（3）

「回訪」的定義到了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互動場域中，逐漸傾向轉變成「訂閱」

的方式，在 Facebook 上，閱聽人或許不會「回到」組織的粉絲專頁頁面中，但

可能藉由在自己的塗鴉牆上參與由組織發起的話題討論，因此該研究認為「鼓勵

使用者參與粉絲專頁的討論」，也是一種提高回訪率的策略，其參考 Taylor et al.

（2001）、Traynor et al.（2008）及 Park & Reber（2008, 轉引自莊宜軒，2012）

對網站和部落格的分析指標，以及 Bortree & Seltzer（2009）和吳富傑（2009）

對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的分析指標進行調整，調整後對「提高回訪率」原則進

行的檢測指標包含「獎賞」及「鼓勵參與」兩個類目，獎賞類目的檢測指標包含：

貼文是否提供獎金獎賞、貼文是否提供獎品獎賞、以及貼文是否提供榮譽獎賞，

而鼓勵參與類目的檢測指標包含：貼文是否使用輕鬆的口吻、貼文是否要求粉絲

按讚、貼文是否提出問句、以及貼文是否要求粉絲上傳一段話、照片或影音內容。 

    林質安（2014）則在其研究中將「提高回訪率」原則更改為「鼓勵參與」，

其認為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空間中，「回訪」的意義已經轉變為「訂閱」，

鼓勵參與反而才是在 Facebook 中提高回訪率的策略（莊宜軒，2012），而粉絲

專頁中可讀性的內容越多，也越容易使內容產生擴散的效果（周世惠，2011），

其針對「鼓勵參與」原則進行測量的類目包含：是否提供影像性質之貼文（包含

相片、影片或其他影像）、以及貼文內容是否為特殊的文字形式（包含提出要求、

設問票選、變化語氣及其他特殊文字形式）。 

    鄭薇珊（2012）同樣認為在社群媒體的貼文環境中，對於過去「頻繁」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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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更加嚴謹，以往 30 天內更新的原則到了 Facebook 中，應被縮短為 24 至 48 小

時（Rybalko & Seltzer, 2010，轉引自鄭薇珊，2012），而 Ancu & Cozma（2009, 轉

引自鄭薇珊，2012）也認為提供經濟或非經濟的酬償、鼓勵使用者互動、上傳作

品以及創造虛擬人物與粉絲互動等，都是為提高回訪率的誘因，其針對「提高回

訪率」所進行的測量指標包含：貼文是否要求粉絲按讚、貼文是否以疑問句的方

式引導粉絲回應、貼文是否邀請粉絲分享文章、貼文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

等酬償，而周世惠（2011）及林達宏、J&M Studio 文創（2014）同樣認為在貼

文的內容中發問是一種提高粉絲互動的方式。 

    鄭至航（2015）則認為適當的貼文的時段為提高粉絲回訪及注意的重要因素

之一，（1）7：00～9：00 通勤時段，（2）11：00～13：00 午休時間，（3）17：

00～19：00 晚餐及回家時段，（4）21：00～23：00 休息時間，以及（5）0：00

後的夜貓時段都是很好的貼文時機，其中又以 21：00～23：00 的休息時間為粉

絲互動量的最高峰，周世惠（2011）則認為悠閒及獨處的時間會使人在 Facebook

中留連，下午茶時段及睡前都是理想的發文時段，而粉絲互動的尖峰時段在晚上

10 點至凌晨曾 1 點，姜義臺（2015）同樣指出貼文時段的注意為經營粉絲專頁

的重要技巧之一；另外，針對粉絲專頁的貼文頻率，鄭至航認為 3 到 5 小時或 6

到 8 小時發表一篇貼文，都是恰當的做法，Ernoult（2014）也認為增加貼文頻率

並且在不同時段貼文，對整體觸及人數及品牌形象的提昇都有幫助，而熊坂仁美

（2011）則認為粉絲專頁每日應發表兩篇貼文，若是較忙碌，最少也要發表一篇，

林達宏、J&M Studio 文創和冒牌生（2015）同樣認為每天最少需發表一篇貼文，

而最好是能在上午、下午、及晚上各發表一篇。 

    Loomer（2013）也提出 6 個增加自然觸及率的方法，包括：（1）找出粉絲

上網的時間，（2）頻繁地發文，（3）重新分享舊有的內容（這種內容可以排在晚

間睡覺前發佈），（4）產出能高度引發互動的內容，（5）運用 Facebook 的「Story 

Bumping」演算法帶來的好處（即設計引發留言的內容），以及（6）用對的方法

建立粉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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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提高回訪率」原則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分析面向 

提高回訪率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分析面向 

莊宜軒（2012） 

獎賞 
貼文是否提供獎金獎賞、貼文是否提供獎品獎

賞、貼文是否提供榮譽獎賞 

鼓勵參與 

貼文是否使用輕鬆的口吻、貼文是否要求粉絲按

讚、貼文是否提出問句、貼文是否要求粉絲上傳

一段話、照片或影音內容 

林質安（2014） 鼓勵參與 

是否提供影像性質之貼文（包含相片、影片或其

他影像）、貼文內容是否為特殊的文字形式（包

含提出要求、設問票選、變化語氣及其他特殊文

字形式） 

鄭薇珊（2012） 

貼文是否要求粉絲按讚、貼文是否以疑問句的方式引導粉絲

回應、貼文是否邀請粉絲分享文章、貼文是否提供獎金、獎

品或名譽等酬償 

周世惠（2011） 發文時段、在貼文的內容中發問 

鄭至航（2015） 適當的貼文的時段、貼文頻率 

姜義臺（2015） 適當的貼文時段 

林達宏、J&M 

Studio 文創（2014） 
貼文頻率、在貼文中進行提問 

Emeric Ernoult

（2014） 
貼文頻率、發文時段 

熊坂仁美（2011） 貼文頻率 

冒牌生（2015） 每天定期發文 

Loomer（2013） 發文時段、貼文頻率、是否分享舊的貼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對話迴路（The Dialogic Loop）： 

    對話迴路為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最重要的一環，其代表著閱聽人與組織是

否能夠有良好的對話與互動空間，以及能否存在暢通的雙向溝通環境，落實網路

時代 web 2.0 多元互動的概念，使組織能夠精準達到閱聽人的需求，而閱聽人之

所需也能透過組織網站所滿足。對話迴路的核心概念為組織「及時地回應閱聽人

所提出之需求」，莊宜軒（2012）參考Taylor et al.（2001）、Seltzer & Mitrook（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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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ynor et al.（2008）及 Park & Reber（2008, 轉引自莊宜軒，2012）對網站和部

落格的分析指標，以及 Rybalk & Seltzer（2010, 轉引自莊宜軒，2012）對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的分析指標進行調整，調整過後的測量指標包含：企業發文的總數為

何、企業回應粉絲的次數為何、以及企業 48 小時內之發文數為何；林質安（2014）

則將對話迴路的測量指標訂為：粉絲是否能夠張貼文字至粉絲專頁、粉絲是否能

夠張貼照片或影片至粉絲專頁、粉絲是否能夠私下傳遞訊息給粉絲專頁、以及粉

絲專頁是否使用回覆功能對粉絲的留言進行回覆。 

    而鄭薇珊（2012）將對話迴路的分析指標分為兩大類目，包含「企業發文」

及「使用者回應」兩項，企業發文類目所評估的指標包含：企業回應粉絲留言的

次數、企業的總發文次數、以及企業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而使用者回應類

目的評估指標為：使用者針對貼文內容的按讚數、使用者針對貼文內容的留言數、

使用者針對貼文內容的分享數、以及使用者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 

    熊坂仁美（2011）也認為粉絲專頁應試圖積極地與粉絲進行互動及溝通，並

提出判別貼文溝通成效的指標：當一則貼文之按讚數、留言數及回應皆超過 15

次時，則表示此則貼文確實是有達到資訊傳達的效果的，而若是超過 30 次則為

表現優異；林達宏、J&M Studio 文創（2014）則認為 Facebook 粉絲專頁維持高

流量靠的是與粉絲長期的互動，而在評估粉絲專頁與粉絲互動的成效時，分享數

應優先於留言數，而留言數優先於按讚數。 

 

表 13：「對話迴路」原則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分析面向 

對話迴路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分析面向 

莊宜軒（2012） 
企業發文的總數為何、企業回應粉絲的次數為何、企業 48

小時內之發文數為何 

林質安（2014） 

粉絲是否能夠張貼文字至粉絲專頁、粉絲是否能夠張貼照

片或影片至粉絲專頁、粉絲是否能夠私下傳遞訊息給粉絲

專頁、粉絲專頁是否使用回覆功能對粉絲的留言進行回覆 

鄭薇珊（2012） 企業發文 
企業回應粉絲留言的次數、企業的總發文次

數、企業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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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回應 

使用者針對貼文內容的按讚數、使用者針對貼

文內容的留言數、使用者針對貼文內容的分享

數、使用者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 

熊坂仁美（2011） 貼文之按讚數、留言數及分享數 

林達宏、J&M Studio

文創（2014） 
貼文之按讚數、留言數及分享數（分享＞留言＞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 其他： 

    Kent & Taylor（1998）提出的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原先是為了在網際網路迅

速發展的過程中，為網站設計者提供一套能夠符合閱聽人需求、且達到組織及閱

聽人間對話交流之目的，同時也為網際網路中的公眾關係建立提供一套適當的理

論框架基礎，然而伴隨著新科技的日新月異，社群網站如 Facebook、twitter 等隨

之成立，社群媒體的出現逐漸打破以往網路環境中公共關係建立的模式，因此除

了 Kent & Taylor 原先提出的五項原則，許多研究在分析組織運用 Facebook 建立

公共關係的過程時，常常會加入其他面向的考量類目。 

    莊宜軒（2012）除了以原先的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進行分析，另外新增了第

六項原則：「使用者對話行為」，從使用者的角度，探討組織及公眾雙方的對話關

係，其分析類目包含「互動」及「粉絲發文主題」兩類，其中互動的評估指標包

括：粉絲針對貼文內容按讚的次數、粉絲針對貼文內容留言的次數、粉絲針對貼

文內容分享的次數、以及粉絲 48小時內於組織之 Facebook粉絲專頁貼文的次數，

而粉絲發文主題類目評估的項目則為：粉絲發文表示對組織的支持與喜愛之次數、

粉絲發文表示對組織的批評或建議之次數、粉絲發文對組織提出問題之次數、以

及粉絲發無意義的內容至組織的粉絲專頁中之次數。 

    Bortree & Seltzer（2009）分析 50 個環保團體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除了對

對話性溝通原先提出的五大原則進行調整，另外新增「對話參與表現」

（organization engagement）類目，探討此 50 個環保團體是否確實達到與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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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之目的；林質安（2014）同樣將「對話參與表現」類目納入研究分析，其分

析的類目包含「粉絲回饋性」及「劇團回應程度」兩項，粉絲回饋性的分析指標

包含：粉絲回應程度（貼文的按讚、留言及分享數）以及粉絲留言類型（支持、

批評、提問、或其他），而劇團回應程度類目的檢測指標為：劇團對粉絲留言之

按讚數、以及劇團針對自己的貼文進行留言的總次數。 

 

表 14：其他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分析面向 

其他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分析面向 

莊宜軒

（2012） 
使用者對話行為 

互動 

粉絲針對貼文內容按讚的次數、粉絲

針對貼文內容留言的次數、粉絲針對

貼文內容分享的次數、粉絲 48 小時

內於組織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

的次數 

粉絲發文主題 

粉絲發文表示對組織的支持與喜愛

之次數、粉絲發文表示對組織的批評

或建議之次數、粉絲發文對組織提出

問題之次數、粉絲發無意義的內容至

組織的粉絲專頁中之次數 

Bortree & 

Seltzer

（2009） 

對話參與表現

（organization 

engagement） 

組織回應粉絲的留言或與粉絲對話的次數 

林質安

（2014） 
對話參與表現 

粉絲回饋性 

粉絲回應程度（貼文的按讚、留言及

分享數）、粉絲留言類型（支持、批

評、提問、或其他） 

劇團回應程度 
劇團對粉絲留言之按讚數、劇團針對

自己的貼文進行留言的總次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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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根據以上文獻探討，可以發現 Kent & Taylor（1998）所提出的五大對話性溝

通原則其理論源起目的在於「在網際網路環境中，建立一套組織與閱聽人間之公

共關係建立模式」的建議與評估，而這樣的模式即使隨著新科技的進步與出現，

經過調整後，仍然可運用在社群媒體等新興工具中，許多探討 Facebook 粉絲專

頁與訪客互動之相關研究仍使用此理論架構作為分析基礎。 

    然而，在該理論發展與演進的過程中，存在許多意見不同甚至建議相左的情

形，以評估「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是否圖文合併」為例，鄭至航（2015）

及唐崇達（2013）認為其為「資訊實用性」類目之評估項目，然而林質安（2014）

和熊坂仁美（2011）卻將其訂定為「留住訪客」面項之因素，這樣的情形違反內

容分析法中，內容資料不得同時列入兩個類目之「互斥」原則，類似的情況還有

「是否使用輕鬆的口吻」、「貼文的按讚、留言、分享數為何」、「是否提供抽獎訊

息」、「訪客 48 小時內於組織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的次數」、以及「組織回

應粉絲的留言次數」等項目之評估，因此本研究根據該評估項目之檢測目的和過

去研究參考，透過五大對話性溝通各別原則之核心概念，將其歸類於某一特定類

目。而莊宜軒（2012）提出之「使用者對話行為」以及 Bortree & Seltzer（2009）

和林質安探討的「對話參與表現」，本研究認為其皆可納入「對話迴路」原則之

探討範圍，因此刪除「其他」類目之評估，將其合併至「對話迴路」。 

    另外，莊宜軒認為「提高回訪率」的評估項目包含「是否要求粉絲按讚」，

然而鄭至航卻認為這樣的行為是粉絲專頁經營管理中的大忌，因此本研究也將此

探討面相予以刪除。本研究根據過去相關文獻探討以及以上原則，將五大對話性

溝通原則所評估的對象區分為「介面提供的資訊」以及「貼文內容」，並根據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評估項目進行整理，詳細的類目評估詳見表 15。 

 

 

 

 



 

50 

 

表 15：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評估項目 

  
針對介面提供的

資訊 
針對貼文內容 

介面易用性     

資訊實用性 

是否提供企業簡

介、是否提供企

業聯絡方式、是

否提供企業使命 

是否提供產品資訊、是否提供價格資訊、是否提供

產品外的相關資訊、是否提供活動相關訊息、是否

提供媒體曝光訊息、是否提供服務資訊、是否分享

生活中的訊息、是否分享新聞、發文方向是否產生

共鳴、內容是否簡短、是否針對特定族群、內容是

否多元 

留住訪客 

是否提供官方網

站的連結、是否

提供官方部落格

之連結、是否提

供官方影音專區

連結、是否提供

官方其他平台之

連結 

是否含有組織官網連結、是否提供官方部落格之連

結、是否含有組織影音專區之連結、是否含有組織

其他社群媒體之連結、是否含有組織粉絲專頁其他

頁面之連結、是否提供競賽訊息、是否提供互動式

遊戲、是否提供可供下載的內容、是否含有多媒體

素材（如照片、影片等）、是否提供其他項目的連

結（如活動、網誌、應用程式等）、是否提供趣味

的分享內容、是否使用輕鬆的口吻進行訊息傳播、

是否轉發 youtube 影片、是否轉發知名 Facebook

粉絲專頁受歡迎的貼文 

提高回訪率   

是否提出問句、是否要求粉絲上傳一段話、照片或

影音內容、貼文內容是否為特殊的文字形式（包含

提出要求、設問票選、變化語氣及其他特殊文字形

式）、是否邀請粉絲分享文章、是否提供獎金、獎

品或名譽等酬償、發文時段是否適當、貼文頻率是

否適當、是否每天定期發文、是否分享舊的貼文 

對話迴路 

訪客是否能夠張

貼文字至粉絲專

頁、訪客是否能

夠張貼照片或影

片至粉絲專頁、

訪客是否能夠私

下傳遞訊息給粉

絲專頁 

組織發文的總數為何、組織回應訪客留言的次數為

何、組織 48 小時內之發文數為何、貼文的按讚數

為何、貼文的留言數為何、貼文的分享數為何、訪

客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為何、訪客發文表示對

組織的支持與喜愛之次數、訪客發文表示對組織的

批評或建議之次數、訪客發文對組織提出問題之次

數、訪客發無意義的內容至組織的粉絲專頁中之次

數、組織對粉絲留言之按讚數、組織對自己的貼文

進行留言的總次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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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Big Data 

    Big Data 或稱「大數據」、「鉅量資料」、或「海量資料」等，其概念最早出

現於學者 Alvin Toffler（1980）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一書中。Toffler 認為，人

類正處於邁向新文明的過程，而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中，出現了三次轉折，彷彿三

股將世界規則重新清洗的浪潮，其將第一次浪潮定義為當人們開始發展農業、建

立封建制度的行為，而第二次浪潮指的是在工業革命過後，資本主義的來襲，第

三次浪潮則是人類社會正在面臨的變革，Toffler 曾說：「如果說 IBM 的主機拉開

了資訊化革命的大幕，那麼『鉅量資料』則是第三次浪潮的華麗樂章」（李德偉、

顧煜、王海平、徐立，2014），其確實驗證了我們現今即將迎來的生活模式。 

    Google 曾利用分析鉅量資料的方式，對於流行性感冒的發生進行預測及預

防（宋吉永，2012／陳姿穎譯，2013）；在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2 月間，和

Big Data 相關的搜尋增加了 29 倍。然而，對於 Big Data 的定義仍存在許多說法，

當資料科學尚未如此盛行時，Big Data 指的只是「非常大的資料集，大到資料擁

有者無法從中看出任何意義」，而其中大都是那些缺乏結構、無法處理的資料位

元（Tucker, 2014／王怡文譯，2014），直到 2012 年 2 月 16 日，《紐約時報》記

者 Charles Dugigg（2012.02.16）發表了一篇名為〈How Companies Learn Your 

Secrets〉的文章，改變了大家對於 Big Data 的想像與看法，文中提到一家名為

「Target」的連鎖百貨公司，分析其累積數百萬筆的交易紀錄，以及透過外部資

料的蒐集與佐證，發現「購買無香精嬰兒乳液等各式日常用品」的動作和「懷孕」

這個現象似乎存在關聯，根據這樣的分析結果，Target 嘗試對於曾經購買過無香

精嬰兒乳液等用品的顧客發送嬰兒用品折價券，一位顧客的父親收到折價券後要

求解釋，然而他卻不知道女兒其實已經懷孕。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將大數據定義為「資料規模巨大到無法經由人工擷取、

管理、處理，需經過處理並整理後，才能成為人類所能解讀、利用的大量資訊」

（黃燕勤，2014；Snijders, Matzat & Reips, 2012），而大數據分析的定義則是「分

 



 

52 

 

析全部的資料」，或至少是「分析盡量完整的資料（包括其後設資料 metadata），

即未經過抽樣的資料」，以便研究者查看資料中的細節或是進行新的分析，發掘

一些用傳統量化分析方法無法得知的現象（Schonberger & Cukier, 2013／林俊宏

譯，2013；城田真琴，2012／鐘慧真、梁世英譯，2013）。根據 Target 百貨的例

子，我們可以發現在 Big Data 分析的領域中，「行為」為資料集中很重要的一種

組成架構（Hesse, Moser & Riley, 2015），當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可以成為分析的「資

料」時，能夠被分析的資料庫便會變得非常龐大，而在這樣大量的資料中，其所

呈現的分析結果便會打破「行為」與「現象」間的因果關聯，我們不再探討為什

麼其因果關係是如此，而是從數據中發現，透過這樣的行為，可以「預測」到怎

麼樣的現象（Schonberger, Cukier, 2013／林俊宏譯，2013）。 

    大數據係由巨型資料集所組成，而這些資料集的容量通常非常大，大到超出

人類在可接受的時間內完成其資料的收集、運用、管理和處理（Snijders, Matzat & 

Reips, 2012），而且大數據的大小因循著時代的變遷以及科技的技術而改變。一

般認為 Big Data 擁有龐大的資料量（Volume）、快速的資料讀取速度（Velocity）、

多變的特性（Variety）、以及真實（Veracity）等特質，其合稱為 4V（Beyer & Laney, 

2012；Beyer, 2011），當我們在進行點擊滑鼠、打電話、傳送訊息、網路搜尋等

動作時，都在產生龐大的數據，因此資料量很容易就能達到 TB（Tera Bytes, 兆

位元組）、PB（Peta Bytes）、甚至 EB（Exabytes）的等級；而資料的傳輸流動（data 

streaming）是連續且快速的，許多資料需要透過即時的分析並得到結果才能發揮

其最大的價值，當我們從各種終端機器中產生數據時，這些數據在我們進行動作

的時候，也同時流向其所屬的機構，而回應、反應這些資料的速度便成為這些機

構最大的挑戰，因此有人也將 Velocity 解釋為「時效性」；除此之外，資料的來

源包羅萬象，譬如上述提到的點擊滑鼠、打電話等，都可以作為資料的產出來源，

而資料又可區分為「結構化資料」及「非結構化資料」（結構化資料即為可直接

進行數位運算的資料，反之稱為非結構化資料），在進行資料分析之前，必須將

非結構化的資料整理成架構整齊的結構化模式，然而這些非結構化的資料在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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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探勘（mining）、及分析（analyzing）上仍存在其執行的難度；真實

（Veracity）則是由 Express Scripts 的首席數據官（Chief Data Officer, CDO）

Inderpal Bhandar，在波士頓大數據創新高峰會（Big Data Innovation Summit）的

演講中所提出，其認為在進行 Big Data 的分析時，應將資料中存在偏差、偽造、

及異常的部分過濾掉，防止「dirty data」損害資料系統的完整跟正確性，進而影

響決策（Jewel, 2015）。 

    Big Data 分析是一門跨領域的學科，透過大量的數據分析，我們可以解決傳

統統計方法存在資料偏差的問題（Hargittai, 2015），然而大數據分析的進行仍有

其門檻，研究者該如何取得大量的網路傳輸資料（transactional data）即為問題之

一，這樣的資料詳實紀載了閱聽人在網路空間中的使用行為，但這些數據卻多半

掌握在 Facebook、Twitter、Google 等大公司的手裡，另外，鉅量資料的搜集與

分析則需要仰賴資料專家的運算技術與人文社會學者的領域知識，必須透過跨領

域的合作，以縮減存在於資料專家與人文研究者間之「資料分析落差」（data 

analysis divide），才能從鉅量資料分析中找尋洞見（Manovich, 2011；鄭宇君、陳

百齡，2014）。大數據的最終目標，是基於原始數據的應用和分析，獲得新的數

據資訊以及社會意義（金琛，2015）。 

 

圖 6：Big Data 的 4V 特性 

資料來源：〈巨量資料的時代，用「大、快、雜、疑」四字箴言帶你認識大數據〉，

Jewel，2015.02.06，取自 

http://www.inside.com.tw/2015/02/06/big-data-1-origin-and-4vs 

 

http://www.inside.com.tw/2015/02/06/big-data-1-origin-and-4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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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流程，此節將概述本研究進行的方式

和架構，並帶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及所欲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節為研究範圍

與資料抓取，將定義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及研究範圍，並說明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以

及其抓取方式；而第三節將會介紹本研究在大數據分析的進行上所使用之分析工

具，以及所欲進行的分析方式為何、如何解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第四節則說明

內容分析法的進行方式、類目建構原則、以及本研究將進行之分析類目。 

 

第一節、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欲使用大數據分析取徑，對臺灣的數位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

專頁和閱聽人之間的對話互動呈現進行探討。詳細的研究架構詳見圖 7，而研究

對象和研究方法，以及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將於本章第二、三、四節中介紹。 

 

圖 7：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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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範圍與資料抓取 

（一）、研究對象及研究範圍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音樂串流服務」隸屬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明定之十六項文化創意產業類別中的數位內容產業，而其又屬於數位內容產業當

中之數位音樂運用。本研究將「臺灣數位音樂串流服務業」定義為總公司位於臺

灣，且有提供音樂串流服務之公司，並以其主要經營音樂串流服務廠牌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作為研究對象，根據以上定義，符合其標準的公司為：願境

網訊股份有限公司（KKBOX）、台灣酷樂時代股份有限公司（myMusic）、以及

全音樂股份有限公司（Omusic），而其分別對應的音樂串流 Facebook 粉絲專頁名

稱為：KKBOX、myMusic 線上音樂、和 Omusic，本研究將以此三個粉絲專頁

作為研究對象。 

    而本研究將以鉅量資料分析取徑進行研究探討，鉅量資料分析的核心在於分

析「全部的資料」或「盡量完整的資料」，即未經抽樣的資料選取過程，因此本

研究將分析自 KKBOX、myMusic 線上音樂、以及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成

立以來，至今之所有貼文，但礙於研究時程以及受研究之粉絲專頁仍持續經營的

關係，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該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創立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之所有專頁貼文、貼文留言、訪客貼文，以及該粉絲專頁所提供之專頁

簡介等資訊，詳細的貼文資料抓取結果詳見本節第三部分之抓取結果概覽。 

 

（二）、資料抓取 

    本研究使用 Facebook 應用程式 Netvizz v1.25 作為資料抓取的工具。Netvizz

係由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媒體研究助理教授 Bernhard Rieder 以協助研究為目的，

進行建立及維護，並持續更新此應用程式（Rieder, 2013），其為一抓取 Facebook

平台中不同類型資料之爬蟲（Crawler）工具，包含五種抓取資料的方式，分別

為：group data、page data、page like network、search、以及 link stats，以下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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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介紹之： 

1. group data 

    group data 功能可抓取「公開社團」中的貼文相關資料，只要輸入所欲抓取

的社團 group_id 及進行相關設定即可，但非公開及隱藏的社團資料無法抓取。 

    而抓出的檔案格式包含 GDF 檔及 TAB 檔，GDF 檔可供 Gephi 等繪圖軟體

進行資料視覺化的繪製，探討每個用戶間之連結關係為何；TAB 檔則為經過整

理、架構明確之結構化資料，其包括社團貼文內容相關資訊、社團貼文留言內容、

以及社團每日統計資料。 

    從「社團貼文」中抓取到的欄位包括：type（貼文類型）、post_message（貼

文內容）、link（貼文連結）、post_published（貼文時間）、likes_count_fb（貼文按

讚數-含收回）、comments_count_fb（貼文留言數-含收回）、shares（貼文分享數）、

engagement（貼文之按讚數+留言數+分享數）、post_id（貼文者身分帳號）等項

目（見圖 7）；而「社團貼文留言內容」可抓取的項目包含：post_id（貼文者身

分帳號）、post_text（貼文原文）、is_reply（留言是否獲得回覆，以 1、0 表示）、

comment_message（留言內容）、comment_published（留言時間）、

comment_like_count（留言按讚數）等項；「每日統計」的內容則包含每日之貼文

則數（posts）、總按讚數（likes）、總留言數（comments）、及總分享數（shares）。 

 

 

圖 8：以 Netvizz 程式中之 group data 功能抓取到的社團貼文內容（範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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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ge data 

    page data功能與 group data功能相似，只是其資料抓取的對象由「公開社團」

變更為「粉絲專頁」，只要輸入所欲抓取之粉絲專頁 pageid 和相關設定即可進行

抓取，而此功能可進行兩種設定，分別為「是否要抓取貼文之留言內容」以及「是

否要抓取訪客的貼文內容」。本研究將透過此項功能，抓取所欲分析之粉絲專頁

貼文資料。 

    另外，Facebook 於 2016 年二月針對貼文內容，推出除了「讚（Like）」之外

的五種表情符號，分別為：「大心（Love）」、「哈（Haha）」、「哇（Wow）」、「嗚

（Sad）」以及「怒（Angry）」，用戶可以依據自己對貼文內容產生的情緒，給予

其不同之意見反饋。而 Netvizz 在 2016 年五月更新至 v1.3 版後，同樣能夠抓取

這些不同的意見點擊，然而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粉絲專頁創立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間的所有貼文內容，此時 Netvizz 尚未擁有抓取其他表情符號之功能，且其功

能實裝時間尚短，無法收集足夠的樣本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之互動量測量仍以

按「讚（Like）」數為主。 

 

圖 9：Netvizz 程式之 page data 功能抓取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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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ge like network 

    page like network功能可以觀察出某 Facebook粉絲專頁按過什麼其他的粉絲

專頁「讚（like）」，而這些被「讚」的專頁又按了哪些人的「讚」，此行為最多可

探索到第二層，在深度（depth）的地方填寫 2 即可，但若是要選擇探索兩層，

資料的抓取速度可能會變得較長。另外，此功能的抓取結果只會以 GDF 檔的方

式呈現，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專頁與專頁間之關係為何。 

 

 

圖 10：Netvizz 程式之 page like network 功能抓取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search 

    search 功能即為抓取透過 Facebook 平台中之搜尋引擎可以獲得之搜尋結果

相關資料，包含搜尋結果之名稱、簡介、連結等資訊。 

    此功能可選擇欲抓取之搜尋對象的類別為何，包括：粉絲專頁（page）、社

團（group）、地點（place）以及活動（event），輸入關鍵字後，即會顯示所有包

含此關鍵字之結果，但此搜尋只會列出前 1000 筆資料。而此功能之抓取結果只

會以結構化資料形式的 TAB 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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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Netvizz 程式之 search 功能抓取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link stats 

    link stats 功能可以搜索到某超連結（網址）在 Facebook 的分享次數為何，

藉以判斷Facebook與外部網站之互動關係，但由於Facebook的隱私權政策更動，

此功能只能抓到 2015 年 4 月 30 日以前之資料。 

 

 

圖 12：Netvizz 程式之 link stats 功能抓取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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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取結果概覽 

    根據以上對研究對象和研究範圍之定義，以及資料抓取方式的介紹，本研究

透過 Facebook 應用程式 Netvizz v1.25 的 page data 功能對 KKBOX、myMusic 線

上音樂、和 Omusic 三個粉絲專頁進行資料抓取，抓取範圍為該粉絲專頁第一則

貼文的日期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之所有貼文內容，共計抓取 12,388 則專頁貼文、

215,309 則貼文留言，以及 4,232 則訪客貼文，詳細的抓取結果詳見表 16。 

    其中，myMusic 線上音樂的第一則貼文日期為三家廠商中最早，為 2012 年

1 月 1 日，而 KKBOX 則為最晚，為 2013 年 8 月 19 日，但貼文則數以 KKBOX

的 6,171 則為最多，其次為 myMusic 線上音樂之 4,259 則；另外，由於 myMusic 

線上音樂並未開放訪客留言之權限，因此其訪客貼文則數為 0，而 Omusic 雖然

有開放其權限，但其訪客貼文則數也為 0，可以推測 Omusic 之 Facebook 粉絲專

頁可能會定期刪除訪客之留言，或是其與訪客之互動量本身即較為低落。 

 

表 16：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及研究範圍 

  
粉絲專頁 

第一則貼文日期 

共計抓取 

專頁貼文 

則數 

共計抓取 

訪客貼文 

則數 

共計抓取 

訪客留言數 

粉絲專頁總讚數 

（截至 2016.04.29） 

KKBOX 2013年 8月 19日 6,171 則 4,232 則 117,402 則  1,048,046 

myMusic 

線上音樂 
2012 年 1 月 1 日 4,259 則 0 則 85,525 則 101,213 

Omusic 2012年 1月 11日 1,958 則 0 則 12,382 則 56,6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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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大數據分析 

    本研究欲使用大數據分析取徑，對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

絲專頁進行分析。傳統的量化研究方法因受限於母體過大或母體未知等因素，往

往使用「隨機抽樣」或是「限定某一研究區間」之方式，以「樣本推論母體」的

統計方法對其進行分析；然而隨著新科技的發展與進步，越來越多統計工具可以

解決因資料量過大而無法進行分析之問題，大數據分析的核心在於「分析全部或

盡量完整的資料」，即以未經過抽樣的數據探討資料中的細節，大量的數據分析，

除了能夠使研究者更全觀的探討研究對象之樣貌外，同時也可以解決傳統統計方

法存在資料偏差的問題（Hargittai, 2015），並發掘出傳統量化分析方法無法得知

的現象（Schonberger & Cukier, 2013／林俊宏譯，2013；城田真琴，2012／鐘慧

真、梁世英譯，2013）。 

    本研究以 Netvizz v1.25 進行資料抓取，並透過 Microsoft Excel 2010、IBM 

SPSS Statistics 22.0、以及 R 軟體 3.2.2 作為資料分析之工具，對抓取下來的資料

內容進行按讚數、留言數、和分享數等互動量之敘述統計以及文字雲資料探勘與

文字探勘，並以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為分析類目之基礎架構，對粉絲專頁進行

內容分析和迴歸分析，希望透過以上分析方式對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問題進行探

討與解答，詳細的研究問題探討方式將於以下介紹： 

 

1.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即各項互動指標表現）

為何？其與訪客之互動量是否呈現穩定的成長或衰退趨勢？ 

    本研究透過Netvizz抓取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Facebook粉絲專頁貼文內

容，共計獲得 12,388 則貼文，並以 R 軟體將各別粉絲專頁之每日平均獲得貼文

按讚數、留言數、分享數、和互動數，以視覺化的方式製圖，透過折線圖追蹤其

每日的互動量是否成長或衰退、以及某一項指標的表現是否與其他項存在差異，

並進一步探討是否出現表現超乎預期的切點，及其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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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走向為何？其內容是

否能夠吸引與訪客的互動？ 

    同樣透過 Netvizz 抓取到的 12,388 則粉絲專頁貼文，以 R 軟體對其內容進行

文字雲資料探勘，去除掉無意義的字詞後，探討各粉絲專頁最常提到的主題及用

字為何，並以按讚數等互動指標評估該內容是否能夠吸引與訪客之互動。另外，

若是在粉絲專頁的經營輪廓中發現較突出的貼文或時段切點，可以對該時段之貼

文訪客留言內容進行文字雲分析，探討是什麼原因造成其表現超乎預期。 

 

3.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是否遵從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

哪些原則會使該粉絲專頁之互動量產生影響？以及如何影響？ 

    Facebook 粉絲專頁是否遵從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的探討存在許多面向，本

研究以內容分析對其進行探討，其資料結構大致可分為結構性與非結構性兩類；

若是以變相（如貼文時間、貼文類型等結構性變數）就能看出其是否符合該類目

之定義，只需對該變相進行敘述統計的分析即可，而敘述統計的進行透過 SPSS、

R 軟體、甚至 Excel 皆可達成；而若是評估項目牽涉到貼文內容，無法透過電腦

自動整理歸類時，則以 Microsoft Excel 2010 的「尋找」功能檢測粉絲專頁的貼

文中是否含有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之類目判斷「關鍵詞」，先以電腦篩選的方式

縮限範圍，再以手動方式確認其是否符合類目條件；待所有貼文都做完類目評估

後，再對其進行內容分析之各項類目比重探究。 

    而各項原則對於粉絲專頁互動率的探討，則進一步將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對

於「貼文內容」之評估項目視為名義變數，以「貼文」為分析單位，若貼文符合

該項目之評估，即填入 1，反之則為 0，並以 SPSS Statistics 22.0 對其進行迴歸分

析，探討其各自指標對於按讚數、留言數、分享數、以及互動量之影響為何。但

由於因「對話迴路」原則對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評估大多是以數值表示，並

非以「是否」問句作為回答，且其大多針對粉絲專頁整體情況進行分析，而非以

單則貼文為單位，因此在進行對話性溝通原則對於互動率之探討時，只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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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性」、「留住訪客」、及「提高回訪率」類目所探測之「貼文內容」評估指標

放入迴歸式，詳細的迴歸式說明詳見圖 13，而各類目之分析指標將於下一節介

紹。 

 

 

圖 13：本研究對於粉絲專頁互動量探討之迴歸式 

 

    假設某貼文獲得之按讚數為 256，而其符合 X12、X13、X21、X32四項指標，其

迴歸式便為「256 = b0 + b12 + b13 + b21 + b32」，透過大量的數據，我們便可統計出 b

值為何，其便代表各項指標對於互動量之影響係數。 

 

4. 針對以上問題，比較臺灣的三家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

（KKBOX、myMusic 線上音樂、和 Omusic）彼此之間是否存在經營上的差

異？ 

    即針對 KKBOX、myMusic 線上音樂、和 Omusic 三家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對於以上三項研究問題之分析結果進行比較與觀察，探討其

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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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及探討方式 

  研究問題 探討方式 

1.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即各項互動指

標表現）為何？其與訪客之互動量

是否呈現穩定的成長或衰退趨勢？ 

以 R軟體將粉絲專頁每日平均獲得之貼文

按讚、留言、分享、及互動數，以視覺化

的方式製圖，追蹤其每日的互動量是否成

長或衰退，並進一步探討是否出現表現超

乎預期的切點，以及其原因為何。 

2.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走向為何？其內

容是否能夠吸引與訪客的互動？ 

以 R軟體將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進行文字

雲資料探勘及文字探勘，探討粉絲專頁最

常提到的主題及用字為何，以及其是否能

夠吸引與訪客間之互動。 

3.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是否遵從五大對話性溝通

原則？哪些原則會使該粉絲專頁之

互動量產生影響？以及如何影響？ 

對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內容分析， 

1. 若是以變相（如貼文時間、貼文類型等）

就能看出其是否符合該類目之定義，只需

對該變相進行敘述統計的分析即可。 

2. 而若是評估項目牽涉到貼文內容，則以

Microsoft Excel 2010 的「尋找」功能檢測

粉絲專頁的貼文中是否含有五大對話性溝

通原則之類目判斷「關鍵詞」，先以電腦篩

選的方式縮限範圍，再以手動方式確認其

是否符合類目條件。 

待所有貼文都做完類目評估後，再對其進

行內容分析之各項類目比重探究。 

將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的評估指標視為名

義變數，以 SPSS Statistics 22.0 對其進行

迴歸分析，並探討各自原則對於按讚、留

言、分享、及互動量之影響為何，但由於

「對話迴路」的分析單位並非單則貼文，

因此此項分析不包含該類目。 

4. 

針對以上問題，比較臺灣的三家音

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

頁（KKBOX、myMusic 線上音樂、

和 Omusic）彼此之間是否存在經營

上的差異？ 

即針對 KKBOX、myMusic 線上音樂、和

Omusic 三家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對於以上三項研究問題之分析結

果進行比較與觀察，探討其之間是否存在

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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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內容分析法 

（一）、理論背景與分析原則 

    內容分析法起源於 18 世紀的瑞典，為一傳播及社會科學領域中，重要的研

究方法之一。其為一質轉量之研究方法，透過對所記錄的資料進行客觀且定量的

研究，並可對該文本資料進行反覆查證及有效的推論（陳香伶，2014；Walizer & 

Wienir, 1978; Kerlinger, 2000），而該推論是針對傳播者、訊息和閱聽人的，藉以

創造文化指標，描述信念、價值、意識形態或其他文化體系狀態（王石番，1989；

Weber, 1985）。學者 Krippendorff（1980）認為內容分析法具有：非介入性、接

受非結構化資料、以及場域關聯性等特質，能夠處理符號化格式和大量資料的特

性，因此學者 McMillan（2000）也指出內容分析法適用於分析網際網路中的文

本（邱銘心、莊曼君，2013）。 

    而內容分析的成敗取決於類目（Category）的訂定，類目就是內容的分類

（classification），類目的擬定越周延且明確，研究便能夠越深入，越具有學術

價值，類目設計得精準，即已掌握研究問題的重心（王石番，1989）。學者 Budd

等人（1967，轉引自王石番，1989）認為釐清類目之前，首先必須滿足研究問題

的需要，然後符合研究假設及目的，表明類目的三要素為適宜性（appropriate）、

窮盡（exhaustive）、以及互斥（mutually exclusive），Holsti（1969）認為類目

建構應符合反映研究目的（reflect the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窮盡、互斥、獨

立（independent）、和單一分類（single classification）等原則，而 Stempel（1981，

轉引自王石番，1989）則主張類目建構須符合研究目的、功能性（functional）、

以及可操縱性（manageable），McGaw 和 Watson（1976）在其著作《Political and 

Social Inquiry》中則認為建構類目的原則為合乎信度及效度，綜合上述，內容分

析的類目建構原則大致可歸類為以下幾點（王石番，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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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研究目的： 

    類目的建構與建立旨在針對研究動機和旨趣，掌握必須的資料以資探討，達

成研究的使命。 

2. 反映研究問題： 

    類目是回答問題的核心元素，也是研究假設的主要觀念，因此類目的建構勢

必要具體的反映研究問題。 

3. 窮盡： 

    所有分析文本內容之項目（item）都能毫不遺漏地歸入所建立之類目。 

4. 互斥： 

    分析文本之內容資料不得同時列入兩個類目。 

5. 獨立： 

    任何題項之歸入某一類目，不應該影響其他類項的歸類過程。 

6. 單一分類原則： 

    不同層次的分析須分別探討，不得混淆以免造成雙重標準，混亂類目定義的

精準性。 

7. 功能性： 

   就大方向來說，所建構的類目必須真正探測到研究真正需要的內容。 

8. 可操縱性： 

    類目的數目要適當，類目太少可能無法涵蓋研究的內容，無法達到詳盡的要

求，而類目太多過於瑣碎，也會影響資料的完整性。 

9. 合乎信度、效度： 

    類目所測量的就是他真正要測量的，盡量做到理論定義和操作定義間沒有空

隙，完全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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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類目 

    本研究根據 Kent & Taylor（1998）提出的五大對話性溝通（dialogic 

communication）原則及內容分析法類目建構規則，並參考過去相關書籍與研究，

將本研究之分析類目區分為：「資訊實用性」、「留住訪客」、「提高回訪率」

以及「對話迴路」四大類，再將其各自類目檢測內容細分為「針對介面所提供的

資訊」以及「針對貼文內容」之檢測項目（詳見表 18），其中，介面所提供的

資訊即為組織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介面所提供之結構性內容（見圖 14），而

貼文內容的檢測方式將於以下分別說明。 

 

 

圖 14：組織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介面提供之專頁資訊（範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資訊實用性 

（1）是否提供產品相關資訊： 

    以 Excel 的「尋找」功能對 Netvizz 所抓取下來之貼文內容進行關鍵字搜尋，

由於不同的粉絲專頁所習慣使用之字詞用語不同，本研究將於第四章第二節「臺

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概覽」中，透過 R 軟體對所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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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到的粉絲專頁貼文內容進行斷詞，並透過文字雲及 TF-IDF 等概念，找出臺灣

音樂串流服務業之粉絲專頁各自習慣用以介紹產品相關資訊之詞彙為何，先以

Excel 的「尋找」功能找出提及這些關鍵字之貼文，再判斷其是否提供與產品相

關之資訊。 

 

（2）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 

    同樣透過以 R 軟體對所抓取到的粉絲專頁貼文內容進行斷詞及找出關鍵字

之方式，探討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粉絲專頁其各自習慣使用的價格相關資訊介紹

詞彙為何，再透過 Excel 進行關鍵字搜尋並判斷。 

 

（3）是否分享新聞： 

    Netvizz 在抓取貼文資料時，若貼文中含有網址，會將其所屬之網域位置一

同抓取下來，因此若要檢測貼文是否有轉貼新聞，可針對「link_domain」變數進

行篩選，選擇包含「appledaily.com.tw」、「chinatimes.com」、「cw.com.tw」等

媒體名稱網域位置之貼文。 

 

2. 留住訪客 

（1）是否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結： 

    由於某些貼文內容會將所提供之連結網址隱藏（如圖 15），因此我們仍需

從「link」及「link_domain」變數篩選含有組織名稱網域之貼文，然而，有時候

組織為了增加貼文的吸引度，會放入多則連結於一則貼文中，若是貼文優先偵測

到其他條連結之網域位置，在「link_domain」的地方便不會顯示官網之網域名稱，

以圖 16 為例，該則貼文首先偵測到 GIPHY.COM 之網域位置，因此其貼文內容

所含有之 kkbox 連結便不會被偵測到，由此可見，在檢測完網域位置後，仍須對

剩下的貼文內容進行包含官網連結關鍵字之探測。另外，有時候因連結本身之網

址太長，為了避免其造成貼文的呈現不美觀，粉絲專頁會將其縮址，因此在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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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位置及網址時，「bit.ly」及「goo.gl」也需一併選擇。 

 

  

      圖 15：隱藏連結網址之貼文         圖 16：含有多則連結之貼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 

    即對 Netvizz 抓取下來之貼文內容中的「type」變數進行敘述統計，計算

Facebook 系統判定之「photo」出現的次數。 

 

（3）貼文類型是否為影片： 

    即對 Netvizz 抓取下來之貼文內容中的「type」變數進行敘述統計，計算

Facebook 系統判定之「video」出現的次數。 

 

（4）貼文類型是否為活動： 

    即對 Netvizz 抓取下來之貼文內容中的「type」變數進行敘述統計，計算

Facebook 系統判定之「event」出現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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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貼文類型是否為網站連結： 

    即對 Netvizz 抓取下來之貼文內容中的「type」變數進行敘述統計，計算

Facebook 系統判定之「link」出現的次數。 

 

（6）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 

    對變數「link_domain」進行篩選，選擇包含「facebook.com」之網域位置。 

 

（7）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由於此三家音樂串流服務業分享歌單的方式皆是將用戶導入自己的歌曲資

料庫中，因此其所提供之歌單連結一定會含有該組織之官網網域位置，而其偵測

方式如同偵測官網網址的步驟，唯在判斷其是否符合指標規則時，也仍須注意其

貼文內容對於連結之描述，同時以 Excel 的「尋找」功能加以輔助。 

 

3. 提高回訪率 

（1）是否提出問句： 

    即針對 Netvizz 抓取到之貼文內容偵測其是否含有「？」符號。 

 

（2）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同樣透過 R 軟體，對所抓取到的粉絲專頁貼文內容進行斷詞並找出關鍵字，

探討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粉絲專頁各自習慣使用的提供酬償相關詞彙為何，再

透過 Excel 進行關鍵字搜尋並判斷。 

 

（3）發文時段是否適當： 

    針對 Netvizz 所抓取到的「post_published」變數，去除貼文日期後，將貼文

時段由小至大排列，再探討其符合鄭至航（2015）及周世惠（2011）所提出之適

當發文時段筆數有幾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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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貼文頻率是否適當： 

    將「post_published」變數由小至大排列後，透過 Excel 計算每則貼文間的間

隔長短為何，再以鄭至航（2015）、熊坂仁美（2011）、林達宏、J&M Studio

文創和冒牌生（2015）所提出之適當的貼文頻率建議進行驗證。 

 

（5）是否每天定期發文： 

    以 Netvizz 抓取到的每日貼文資料統計，偵測其是否含有當日貼文數為 0 之

觀察值。 

 

4. 對話迴路 

（1）組織發文的總數為何： 

    觀測 Netvizz 所抓取到之每日貼文資料總數為何。 

（2）組織 48 小時內之發文數為何： 

    篩選 Netvizz 抓取到的資料中，最後 48 小時之貼文資料數為何。 

（3）貼文的平均按讚數為何： 

     以 Netvizz 所抓取到之貼文資料按讚總數除以總抓取天數。 

（4）貼文的平均留言數為何： 

    以 Netvizz 所抓取到之貼文資料留言總數除以總抓取天數。 

（5）貼文的平均分享數為何： 

    以 Netvizz 所抓取到之貼文資料分享總數除以總抓取天數。 

（6）訪客貼文的總數為何： 

    觀測 Netvizz 所抓取到之每日訪客貼文資料總數為何。 

（7）訪客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為何： 

    篩選 Netvizz 抓取到的資料中，最後 48 小時之訪客貼文資料數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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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本研究之內容分析編碼表 

1. 資訊實用性 

1-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1-2. 針對貼文內容 

1-1-1. 是否提供企業簡介 1-2-1. 是否提供產品相關資訊 

1-1-2. 是否提供企業聯絡方式 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 

  1-2-3. 是否分享新聞 

2. 留住訪客 

2-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2-2. 針對貼文內容 

2-1-1. 是否提供官方網站的連結 2-2-1. 是否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結 

2-1-2. 是否提供官方部落格之連結 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 

2-1-3. 是否提供官方影音專區連結 2-2-3. 貼文類型是否為影片 

2-1-4. 是否提供官方其他平台之連結 2-2-4. 貼文類型是否為活動 

  2-2-5. 貼文類型是否為網站連結 

  
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

結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3. 提高回訪率 

3-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3-2. 針對貼文內容 

無 3-2-1. 是否提出問句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3-2-3. 發文時段是否適當 

  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 

  3-2-5. 是否每天定期發文 

4. 對話迴路 

4-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4-2. 針對貼文內容 

4-1-1. 訪客是否能夠張貼文字至粉絲

專頁 
4-2-1. 組織發文的總數為何 

4-1-2. 訪客是否能夠張貼照片或影片

至粉絲專頁 
4-2-2. 組織 48 小時內之發文數為何 

4-1-3. 訪客是否能夠私下傳遞訊息給

粉絲專頁 
4-2-3. 貼文的平均按讚數為何 

  4-2-4. 貼文的平均留言數為何 

  4-2-5. 貼文的平均分享數為何 

  4-2-6. 訪客貼文的總數為何 

  4-2-7. 訪客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為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4 

 

（三）、信效度檢驗 

    由於內容分析法為一「將文本資料進行客觀且定量的歸類及推論」之研究方

法，礙於研究者可能因自身之主觀意識，進而影響到分析結果，大部分以內容分

析法進行探討的研究，大多由兩位或以上編碼人員對所欲分析之文本資料進行編

碼，並透過由 Holsti（1969）提出的「相互同意度」及「信度」公式，對其進行

一致性及信效度檢驗。 

    然而本研究因所處理之資料量較大，需透過電腦協作進行，且所探討之內容

分析類目大多是既定事實之是否判斷（如貼文中是否含有「？」符號、貼文中是

否含有官網連結等），並不會因為不同研究者之主觀想法而有不同之分析結果，

因此本研究不對內容分析之探討進行信效度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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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

營輪廓，本節將使用 R 軟體，將所抓取到的貼文內容資料以視覺化呈現的方式

進行分析；第二節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概覽，

同樣透過 R 軟體，以不同資料庫之斷詞方式、文字雲、詞頻統計及 TF-IDF 等概

念，對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進行進一步的分析；第三節則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

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與內容分析，本研究將以 Kent & Taylor（1998）所提

出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為理論基礎，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

專頁進行內容分析；並於第四節進行不同企業間之比較及整理。 

 

第一節、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 

    本節以資料視覺化的方式，將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各

項貼文互動量進行圖表繪製，並透過各業者之互動經營輪廓，以及以互動率為軸

的呈現方法，同時分析其互動總量和平均互動量（互動量／貼文數），進而探討

不同的貼文頻率是否也對其互動成效造成影響，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進行不同層面的分析。 

（一）、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第一則貼文的創立時間為 2013 年 8 月 19 日，其

粉絲專頁按讚總數，截至 2016 年 4 月 29 日，共有 1,048,046 人次，為三家臺灣

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中粉絲人數最多者，大幅領先 myMusic 及 Omusic 之粉絲專頁

按讚總數。 

    觀察其粉絲專頁經營輪廓，可以發現 KKBOX 的粉絲與該專頁之互動方式，

大多以「按讚（Likes）」為主，「留言」和「分享」之互動量相較之下則較為

低落。根據圖 17，可以發現該粉絲專頁自 2013 年 8 月成立以來，其「按讚」趨

勢大致呈現成長走向，且存在幾個互動量表現極佳的截點，包括：2013/10、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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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015/06、2015/09 以及 2016/01，其中，2016/01 的總按讚數達到 35 萬

次，為歷年最高，而這些截點除了在按讚數上表現出色外，留言數及分享數同樣

表現良好，互動量較平常有所提升。 

 

圖 17：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經營輪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若觀察其每月平均經營輪廓（圖 18），卻發現按讚互動量表現最佳

的截點位於 2013/10，其他時段的平均按讚數則大致落在 200 至 500 之間，並不

如圖 17 的累計互動經營輪廓所示，存在穩定的成長趨勢。若進一步觀察 KKBOX

粉絲專頁的每月貼文數（圖 19），則可以發現其每月的貼文數量呈現增加的趨

勢，因此可推測是因為大量的貼文數，導致整體的按讚數提升，且對該粉絲專頁

而言，頻率較高的貼文次數，並不會造成其按讚互動量的降低。然而就平均而言，

KKBOX 粉絲專頁的按讚互動量約為 200 至 500，唯 2013/10 達到將近 650，本研

究將於下一節探討該截點之貼文內容走向為何，並同時探討：2014/03、2015/02、

2015/06、2015/09、2016/01 等平均按讚表現相對較佳的截點，以及 2014/07、

2014/10、2014/11、2014/12 平均按讚表現相對較差的截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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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KKBOX 粉絲專頁的平均「留言」及「分享」量，與平均「按讚」數相較

之下，同樣表現較差，唯存在幾個表現相對較佳的點，包含：2013/10、2014/02、

2015/01、2015/04、2015/09、2015/12、2016/03，其中，2013/10 及 2014/02 的分

享量超過留言量，值得探討，本研究同樣將於下一節中進行分析。 

 

圖 18：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平均經營輪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9：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貼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8 

 

（二）、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第一則貼文的創立時間為 2012 年 1 月 1 日，其

粉絲專頁按讚總數，截至 2016 年 4 月 29 日，共有 101,213 人次，雖為臺灣音樂

串流服務業最早使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者，但其真正開始大量貼文則是從 2012

年 8 月 15 日開始。 

    觀察其粉絲專頁經營輪廓，可以發現 myMusic 粉絲專頁的經營管理模式，

在 2014/10 之前，與 KKBOX 粉絲專頁的經營模式較相似，為互動水準較高但存

在起伏之模式；而到了 2014/10 後，則是以在較低的互動水準中，製造高度互動

量截點的方式觸及訪客，其互動模式有所改變。在 2014/10 前，該粉絲專頁的經

營輪廓呈現穩定、但效果不彰的情況，其互動量甚至於 2013/06 開始下滑；而在

2014/10 之後，其經營輪廓則開始出現表現極佳的高點，且此高點無論在累積或

平均經營輪廓中皆同樣明顯，並不是因為大量的貼文而產生，因此可以推測

myMusic 粉絲專頁的經營管理方式有所改變。 

    而 myMusic 粉絲專頁的粉絲與其之互動方式，仍以「按讚」為主，2014/10

前，按讚表現良好的截點包括：2012/11、2013/01、2013/06、2013/10、2014/04，

而 2014/10 後者則包含：2014/12、2015/06、2015/09、2016/01 以及 2016/03；雖

然「留言」及「分享」之互動量明顯低於「按讚」數，但相對 KKBOX 的情況來

說，myMusic 粉絲專頁的留言及分享表現，明顯較 KKBOX 優異，且 myMusic

粉絲專頁的分享數長期高於留言數，不同於一般的情況（Yu, 1996, as cited in 

Cleary, 2016），值得探討。 

    另外，就「留言」數而言，myMusic 粉絲專頁在 2014/10 前表現良好的截點

包括：2012/11、2013/01、2013/05、2013/07、2013/10 以及 2013/11，而 2014/10

後者包含：2015/09 和 2015/12；「分享」數在 2014/10 前表現良好的截點則為：

2012/11、2013/01、2013/04、2013/05、2013/07、2013/11、2014/04，其中，在

2013/04 的截點中，其分享數甚至趨近按讚數，表現極佳，而在 2014/10 後表現

良好的截點為：2015/04、2015/09、2015/12，本研究將於下一節中探討這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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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截點之內容走向，以及 2014/10 前後的貼文內容差異為何。 

 

圖 20：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經營輪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1：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平均經營輪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0 

 

 

圖 22：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貼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第一則貼文的創立時間為 2012 年 1 月 11 日，其

粉絲專頁按讚總數，截至 2016 年 4 月 29 日，共有 56,600 人次，為臺灣音樂串

流服務業者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粉絲人數最少者。 

    觀察其粉絲專頁經營輪廓，可以發現 Omusic 的粉絲專頁每月總體經營輪廓

與其每月平均經營輪廓走向相似，並不存在因貼文頻率高而衝高互動量之問題，

「留言」及「分享」的互動表現整體而言也較 KKBOX 佳。如同其他專頁一般，

Omusic 粉絲專頁的粉絲與其互動之方式仍以「按讚」為主，其經營輪廓存在幾

個按讚互動量表現較佳的截點，包括：2012/05、2013/12、2014/03、2014/07、

2014/10、2014/12、2015/02、2015/06、2015/10、2016/02；除此之外，透過觀察

其經營輪廓，可以發現 Omusic 粉絲專頁的互動成效在 2013/10 前後有所不同，

在 2013/10 前，其互動率普遍低落，然而在 2013/12 按讚數大幅上升後，其互動

量雖然仍掉回較低的水準，但與 2013/10 前的互動量相比，粉絲專頁整體之互動

率有所提升，本研究將會針對此切點，對 Omusic 粉絲專頁 2013/10 前後之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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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進行探討與比較。 

    而「留言」量的部分，表現相對良好的截點包括：2013/09、2013/11、2014/07、

2014/12、2015/02、2015/08、2015/09、2015/10 以及 2016/02，「分享」量表現較

好的截點與其大致相似，唯 2013/11、2015/09 及 2015/10，分享互動成效相對較

差。觀察以上截點，可以發現在 2013/10前，留言及分享量表現良好者只有 2013/09，

因此可以推測在 2013/10、Omusic 粉絲專頁互動成效改變後，留言及分享量同樣

受到強烈的影響。 

    本研究將會探討 2013/10 前後之貼文內容走向有何差異，以及其如何對不同

的互動指標存在影響，於下一節中對 Omusic 粉絲專頁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同時

分析按讚成效極佳的 2013/12 和 2015/10 等其他互動量表現良好之截點，以及互

動量表現較差的截點 2015/05、2015/12、2016/03，探討其互動量大幅波動之原因

為何。 

 

 

圖 23：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經營輪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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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平均經營輪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5：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貼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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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互動比較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粉絲與其之互動方式大多以「按讚」

為主，圖 26 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者各自粉絲專頁的每月按讚互動數，根據該

圖，可以發現長期以來，KKBOX 獲得的按讚數皆為最多，其按讚數區間大致落

在 5 萬至 15 萬之間，甚至於 2015/09 及 2016/01 達到將近 23 萬及 35 萬次，在按

讚的互動表現極佳；而 myMusic 及 Omusic 粉絲專頁所獲得之按讚數則長期低於

10 萬，唯 myMusic 在 2015/06 和 2016/01 達到 10 萬個按讚人次。 

 

 

圖 26：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按讚互動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圖 26 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每月累計按讚數，若

以每月平均數來看，可以發現 myMusic 和 Omusic 的按讚表現並不完全差於

KKBOX。根據圖 27，可以發現 myMusic 在 2014/12、2015/06 以及 2016/01，其

平均按讚互動量皆高於 KKBOX，而 Omusic 也在 2013/11 和 2015/10 獲得比

KKBOX 更高的平均按讚數，若以平均按讚數的角度來評估互動量表現，my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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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Omusic 並不差於 KKBOX。 

    觀察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粉絲專頁每月平均按讚數，可以發現其存在幾個

不同業者共同表現良好的按讚互動量高點。KKBOX 和 myMusic 同時在 2015/06

和 2016/01 存在較佳的平均按讚量表現，KKBOX 和 Omusic 也在 2013/10 至

2013/11 擁有極高的平均按讚量，而 KKBOX、myMusic 及 Omusic 甚至同時在

2015/09 至 2015/10 相繼獲得良好的平均按讚表現，此現象可能是由同一社會中

發生之事件所造成，因事件產生，在粉絲專頁中引起討論，進而使互動量有所提

升，本研究於下一節中，同樣會以此觀點切入，進行貼文內容之探討。 

 

 

圖 27：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平均按讚互動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留言互動比較 

    相較於「按讚」，「留言」是一種更能夠清楚了解粉絲想法及更有效之互動方

式，媒體數據分析公司 BlitzMetrics 的 Facebook 專家 Dennis Yu 表示，越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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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通常越具有價值，在 Facebook 的 LCS（Likes, Comments, and Shares）當中，

留言相當於按讚7次，而分享相當於按讚 13次（Yu, 1996, as cited in Cleary, 2016），

因此可以推測，相較於「留言」，粉絲們更傾向於「按讚」，然而留言的互動成效

卻是更高的。 

    根據圖 28，可以發現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其每月留

言互動數仍以 KKBOX 為最多，KKBOX 粉絲專頁在 2015/01 及 2015/12、2016/01

分別達到 1 萬、1.6 萬及 1.9 萬次留言數，大幅超越其他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者

之留言數表現；其次為 myMusic，但其粉絲專頁的留言數表現卻在 2014/05 至

2015/04 表現低落，Omusic 甚至於該期間超越其整體留言互動數，造成此現象之

原因值得探討。 

 

 

圖 28：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留言互動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若是進一步觀察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之粉絲專頁每月平均留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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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其反而是由 myMusic 及 Omusic 表現得更加出色，KKBOX 雖然總體而

言獲得了更多的留言數，但由於其較高的貼文頻率，使得每則貼文獲得之平均留

言數相對較低，進而造成留言的互動表現顯得較差。根據圖 29 可以發現，在平

均留言數的部分，係由myMusic表現得最為出色，其在 2012/11、2013/01、2013/05、

2013/07、2013/10 及 2015/12 皆有留言表現良好的截點，而 Omusic 也在 2015/02

表現優異，本研究將於下一節中探討這些留言表現優異的截點之貼文內容走向為

何，並探討 myMusic 粉絲專頁在貼文頻率無明顯改變的情況下，為何於 2014/05

至 2015/04 期間留言表現低落。 

 

 

圖 29：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平均留言互動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分享互動比較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三項互動指標中，「分享」數往往是其中最低落者，

不同於「按讚」及「留言」，當用戶對一則貼文按下「分享」鍵時，該則貼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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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會出現於用戶本身的塗鴉牆上，並不僅只是在貼文中留下心情或意見；而即

使在社群媒體環境中，分享的行為是被鼓勵的，但一般而言，相較於其他兩項互

動指標，分享的互動量仍為最低。若從用戶的觀點出發，學者 Davenport 和 Prusak

（1998, 轉引自李宗薇、曾增恩，2013）認為分享的行為事實上包含了預期報酬

的成分，而吳寂娟和邱銘心（2011，轉引自李宗薇、曾增恩，2013）也指出 Facebook

的使用行為基本上符合「社會交換理論」，使用者認為在 Facebook 中分享資訊，

可以獲得更多如人際關係、親友關懷、擴大聊天話題等其他報酬。 

    觀察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分享數（圖 30），可以

發現，不同於按讚及留言互動量皆由 KKBOX 大幅領先的情況，myMusic 在分享

數的表現上並不差於 KKBOX，甚至於 2015/12 達到超過 1 萬次的分享次數，多

次超越 KKBOX 的總體分享量，與其共同表現良好；然而 myMusic 粉絲專頁的

分享量卻在 2014/05 至 2015/04 期間表現低落，甚至低於 Omusic 粉絲專頁的分

享量，與留言互動數的狀況相似。 

 

圖 30：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分享互動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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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進一步觀察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粉絲專頁每月平均分享數（圖 31），

卻發現 KKBOX 在平均分享量的表現上並不佳，其平均分享量長期以來不超過

20 次，反而是由 myMusic 和 Omusic 表現良好。KKBOX 平均分享量表現較差的

原因可能是因為過高的貼文頻率，使得單一貼文所獲得之平均分享量較低，而

myMusic 及 Omusic 平均分享量較高的截點同時與平均留言量表現良好者重疊，

本研究根據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所提出之「分享行為包含預期報酬」觀

點，以及「留言」及「分享」互動線圖，推測 myMusic 和 Omusic 可能是透過要

求粉絲對貼文內容進行「留言及分享」的方式，進行抽獎活動，因而造成留言量

及分享量提升的現象，本研究將於下一節中，以此觀點對其貼文內容進行分析。 

 

 

圖 31：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平均分享互動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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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率比較 

    本研究根據 Dennis Yu（1996, as cited in Cleary, 2016）所提出的 Facebook 互

動量加權觀點（留言相當於按讚 7 次，分享相當於按讚 13 次），將互動率的計算

方式訂為：互動率（Engagement）= 按讚數（Likes）x 1 + 留言數（Comments）

x 7 + 分享數（Shares）x 13，計算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者各自粉絲專頁每月所

獲得之互動率為何，並將其製成圖表呈現。 

    根據圖 32，可以發現在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中，Facebook 粉絲專頁總體

互動率表現最好者為 KKBOX，其平均留言數及平均分享數雖然表現相對較另外

兩家業者差，但該粉絲專頁透過大量的貼文則數，製造更多曝光的機會，使其貼

文內容能夠觸及到更多的粉絲，進而提升整體互動率，藉以建立與粉絲之間的公

關鏈結。 

 

 

圖 32：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總互動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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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myMusic 及 Omusic 雖然在每月總互動數上表現較差，但根據圖 33 可以

發現，其每月平均互動數的表現並不差於 KKBOX，甚至多次達到高度的整體互

動水準，myMusic 在 2013/04 及 2015/12 分別達到 1800 及 1900 的互動量，而

Omusic 也在 2015/02 達到將近 1700 的互動量，其平均互動表現優異。根據以上

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者及各別互動指標（按讚、留言及分享）之分析，myMusic

及 Omusic 的貼文頻率雖然相對不高，但本研究推測其可能藉由舉辦抽獎活動，

吸引粉絲對其貼文進行留言及分享，透過留言和分享較高的加權數，進而提升其

互動率；然而 myMusic 在每月平均互動數表現的部分，同樣出現在 2014/05 至

2015/04 期間表現低落的情況，本研究將於下一節中，透過分析貼文內容的方式，

探討其互動表現較差之原因，同時驗證 myMusic 及 Omusic 是否確實以公開抽獎

的方式，要求粉絲留言及分享，進而提升其整體互動率。 

 

 

圖 33：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每月平均互動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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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概覽 

    延續上節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的探討，

本研究將於此節中，針對 KKBOX、myMusic 以及 Omusic 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

進行分析，分析層面包括以不同的資料庫對貼文內容進行斷詞、透過 TF-IDF 加

權方式找出關鍵詞並與詞頻統計的結果進行比較、以及找出貼文內容當中，字詞

與字詞間的關聯為何。 

    其中，本研究將分別透過「結巴（jiebaR）軟體」內建語料庫以及「萌典」

中所包含的字詞，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粉絲專頁貼文內容進行斷詞，探討不

同的語料來源是否會對斷詞的結果造成不同之影響，進一步提升本研究文字探勘

之信效度；結巴軟體為 R 軟體的套件之一，其預設之語料庫來源為「深藍詞庫

轉換」，能夠將「搜狗」等輸入法之最新詞庫（根據使用者輸入而改變）轉換為

能供結巴軟體使用之語料庫，優點為能夠將最新、最流行之語彙納入斷詞的規則

範圍中，然而缺點卻是其語料形成脈絡仍以中國大陸之用法為主，與本研究之研

究範圍有所出入，而萌典的詞彙來源包括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灣

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以及《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共包含了十六萬筆國語、

兩萬筆臺語以及一萬四千筆客語語彙，其優點為包含大量、正式且多元的語料資

源，缺點則是較為制式且固定。 

    而在完成斷詞的步驟後，本研究將以 TF-IDF 的概念，找出臺灣音樂串流服

務業者各自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的關鍵詞為何，同時進行詞頻統計與其結果比對，

探討出現較多次的字詞是否確實為較為重要且關鍵的詞彙；TF-IDF 為一種常用

於資料檢索及文字探勘的加權技術（楊德倫，2014），其中，TF 指的是 Term 

Frequency，即為字詞出現的頻率，而 IDF 為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意旨

加入總文件數目的轉置考量，當發生某一關鍵字被幾則貼文頻繁地提及，但在整

個粉絲專頁出現總數並不高的情況時，可以推想其可能是在某一主題或某一區間

十分重要，但整體而言不夠突出，此時便可使用 TF-IDF 的概念將其視為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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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TF-IDF 實際上即為 TF x IDF，其詳細算法如下： 

 

TFi,j = 
𝑛(𝑖, 𝑗)

∑ 𝑛(𝑘, 𝑗)𝑘 
⁄  ； IDFi = log

𝑁

DFi
 + 1 

其中，j 為文件編號，i 為文件中所要探討的某一種字詞，k 為所要探討的總字詞數，

N 為總文件數，DFi為出現過字詞 i 的文件數 

 

亦即 n(i,j)為某一種字詞出現的總數，∑ 𝑛(𝑘, 𝑗)𝑘 為所有字詞出現的總數，TFi,j即

是在計算所有文章的總詞數中，該詞彙的出現次數；而 IDFi則是探討某一字詞

出現在幾則文章當中，其中加 1 是為了避免其分母為零，而導致對數無法運算，

TF-IDF 的加權算法即為 TF 乘上 IDF。本研究希望透過同時分析 TF-IDF 關鍵字

及高頻率出現的詞彙，探討在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

以 TF-IDF 概念產生的關鍵字與詞頻統計的結果是否一致，以及其對於互動量的

變化又有何影響。 

    在分別找出 TF-IDF 關鍵字及詞頻出現率較高者後，本研究欲透過 R 軟體的

findAssocs 套件，進一步分析字詞與字詞間的關聯，findAssocs 套件是以稀疏矩

陣的概念，對文本內容中的字詞進行次數和相關分析，進而計算出字詞與字詞間

的關聯為何；本研究在找出臺灣音樂串流粉絲專頁的關鍵字後，將分析與這些關

鍵字存在高度關聯性之字詞為何者，並探討當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出現關鍵字時，

哪些字詞同時也更容易出現，進而探討該關鍵字背後所欲表達之意涵。 

    而除了對粉絲專頁整體的貼文內容走向進行分析，本研究同時也會針對於上

節中發現之值得探討的時間區間截點進行探討，希望透過以上分析方法，進一步

歸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對於粉絲互動之影響。 

 

 

 

 



 

93 

 

（一）、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概覽 

    截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累計共貼出 6,171 則貼

文，為臺灣三家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中貼文數量最多者。本研究分別透過深藍詞庫

轉換及萌典資料庫，對其貼文內容進行斷詞，並在剃除 bit、ly字詞（其為網站

縮址後之網址字樣，本研究在此僅以 http 作為代表）後，對該文本資料進行文字

雲分析，分析結果詳見圖 34、35。 

 

  

     圖 34：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             圖 35：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 

             貼文內容文字雲                              貼文內容文字雲 

（透過深藍詞庫轉換斷詞）                     （透過萌典資料庫斷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圖 34、35 可以發現，無論以何種斷詞方式對 KKBOX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

進行文字探勘，其最終之文字雲分析結果皆以「KKBOX」及「http」兩字樣最

為醒目，由此可以得知，KKBOX 粉絲專頁在進行貼文時，習慣以不斷提及自己

廠牌名稱的方式與粉絲進行互動，且在其貼文當中，同時也經常會附上網站連結，

提供粉絲更多文字以外的資訊。 

    若是進一步了解其文字雲的字詞組成，在剔除掉無意義的字後，可以發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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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以何種斷詞方式對其進行分析，所呈現之字詞組成大致相同。表 19、20 分

別為透過深藍詞庫轉換及萌典資料庫，對 KKBOX 的貼文內容進行斷詞之結果排

行，從中可以發現，KKBOX 的貼文內容大多為「推廣其服務軟體之活動」以及

「介紹最新上架之歌曲」等內容，其中，該服務軟體的活動包括與名人一起聽音

樂、歌單推薦、歌手宣傳直播、演唱會現場直播等內容，KKBOX 粉絲專頁經常

透過貼文預告及提醒粉絲們活動的舉辦時間。 

 

表 19：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詞頻排行（透過深藍詞庫轉換斷詞） 

1～10 http kkbox 音樂 活動 現在 一起聽 會員 kkboxtw 今晚 就有機會 

11～20 上線 歌單 今天 大家 專輯 value 上架 live 即將 現場 

21～30 參加 直播 白金 樂團 走這聽 七點 得到 趕快 獨家 分享 

31～40 搖滾 台灣 晚上 新歌 正式 喜歡 歌曲 music 已經 不要 

41～50 跟上 可以 電影 歌手 快來 日本 錯過 任務 走這看 機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0：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詞頻排行（透過萌典資料庫斷詞） 

1～10 http kkbox 音樂 活動 機會 現在 一起聽 會員 kkboxtw 今晚 

11～20 上線 今天 大家 現場 直播 live 專輯 即將 白金 樂團 

21～30 搖滾 得到 分享 七點 完整 獨家 喜歡 粉絲 歌曲 參加 

31～40 跟上 新歌 正式 晚上 歌手 music 快來 錯過 日本 不要 

41～50 真的 已經 電影 fb 生活 自己 故事 期待 主題 更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若是以 TF-IDF 的加權觀點對 KKBOX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進行關鍵字抽

取，根據表 21，可以發現其關鍵字前三項皆與透過兩種斷詞方式之詞頻排行相

同，而前 50 名之關鍵字內容大致上也和詞頻統計的結果相似，大多是在宣傳其

服務軟體之活動，以及介紹最新上架之專輯、歌曲以及歌手資訊等內容，其組成

結構大致與詞頻統計之結果相同，由此可以推知，KKBOX 粉絲專頁並不存在整

體被提及的次數較少，然而事項卻十分重要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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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KKBOX Facebook粉絲專頁貼文內容關鍵字（透過 TF-IDF加權方式計算） 

1～10 http kkbox 音樂 一起 現在 會員 活動 演唱會 我們 KKBOXTW 

11～20 機會 參加 現場 風雲榜 歌單 上線 直播 專輯 搖滾 聽歌 

21～30 樂團 快來 今晚 分享 LIVE 即將 還有 喜歡 獨家 新歌 

31～40 上架 今天 電影 已經 歌曲 趕快 白金 跟上 時間 歌手 

41～50 我的 記得 創作 經典 粉絲 網路 這次 覺得 粉絲團 錯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與「推廣服務軟體活動」和「歌手宣傳」相關的關鍵字，

進行字詞間的關係探討。根據以上詞頻及 TF-IDF 關鍵字的分析結果，與「推廣

服務軟體活動」相關之關鍵字包括：「kkbox、活動、現在、一起聽、會員、今

晚、上線、今天、LIVE、即將、現場、直播、分享、跟上、快來、錯過」等字

詞，而與「歌手宣傳」相關之關鍵字為：「專輯、樂團、獨家、搖滾、新歌、歌

曲以及歌手」，本研究以 R 軟體中的 findAssocs 套件分別對以上關鍵字進行分

析，並挑選出其中與其他字詞間帶有更多訊息意義的關鍵字，包括：「kkbox」、「活

動」、「會員」、「上線」、「直播」，以及「專輯」、「獨家」、「新歌」、「歌曲」、「歌

手」，分別探討 KKBOX 粉絲專頁在進行貼文時，會使用怎麼樣的字眼和主題，

以「推廣服務軟體活動」和「歌手宣傳」為目標與粉絲進行宣傳互動。 

    圖 36 為關鍵字「kkbox」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當中，

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當 KKBOX 粉絲專頁提到

「kkbox」關鍵字時，其有 0.39 的機率會同時提及「http」，因此本研究推測，

當該粉絲專頁貼文內容提到「kkbox」時，其可能會提供一行網址，供粉絲參考

更多的軟體資訊或是 KKBOX 相關活動。而透過這樣的邏輯，本研究在去除無意

義的字詞後，將「kkbox」關鍵字的關聯字詞大致分為六類，分別為：「會員福

利」、「國家」、「社群網站資源」、「電信」、「視頻觀看」以及其他無意義

的字，當 KKBOX 粉絲專頁提到「kkbox」關鍵字時，其大多是在介紹加入服務

會員後，所能夠擁有的福利為何、哪些國家可以使用 KKBOX 所提供的服務、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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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可以獲得更多有關 KKBOX 的資訊、KKBOX 的合作電信廠商、哪裡看得到

KKBOX 的視頻、以及其他內容等。 

 

 

圖 36：關鍵字「KKBOX」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圖 37 則為關鍵字「活動」在 KKBOX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

數圖，其中，字詞「就有」與「活動」之關聯度達到 0.51，「機會」與「得到」

對於「活動」之關聯度也分別達到 0.5 及 0.42，因此本研究認為當 KKBOX 粉絲

專頁提到「活動」時，其可能同時會進行贈獎。本研究在去除無意義的字詞後，

將「活動」關鍵字的關聯字詞大致分為六類，其分別為：「抽獎活動」、「粉絲

互動」、「推廣 KKTIX 售票平台」、「現場活動」、「活動詳情介紹」以及其

他無意義的字，而根據這樣的分類，可以回應本研究於上一節經營輪廓中的假設，

KKBOX 粉絲專頁並不是沒有進行粉絲專頁抽獎活動，而是其抽獎的方式大多並

非以要求粉絲留言及分享的方式進行，因而造成該粉絲專頁之留言及分享互動量

相較另外兩家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低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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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關鍵字「活動」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8 為關鍵字「會員」在 KKBOX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

在去除掉無意義的字詞後，本研究將其關連字詞分為四大類，分別為：「會員權

益」、「國家」、「加入會員之優惠方案」以及「吸引用戶加入會員的廣告」，

本研究認為當 KKBOX 粉絲專頁在貼文內容提到「會員」關鍵字時，其大多是在

吸引粉絲使用其服務，而吸引方式除了介紹會員權益、服務範圍、加入優惠方案

外，同時也會透過廣告的方式增加曝光。 

 

 

圖 38：關鍵字「會員」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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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9 為關鍵字「上線」在 KKBOX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

在去除掉無意義的字詞後，本研究將其關連字詞分為三大類，分別為：「活動提

醒」、「吸引用戶加入會員」以及「活動內容」，其中，「一起聽」字詞與「上

線」的關聯係數達到 0.32，可以推知當 KKBOX 粉絲專頁提到「上線」關鍵字時，

大概便是在預告「一起聽」活動即將舉行，而在其貼文內容中也會提及活動的舉

辦時間，並同時邀請其粉絲加入服務以一同參與活動。 

 

 

圖 39：關鍵字「上線」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圖 40 為關鍵字「直播」在 KKBOX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

圖，在去除掉無意義的字詞後，本研究將其關連字詞分為四大類，分別為：「直

播媒介」、「國家」、「相關企業」以及「直播內容」，根據這樣的字詞關聯可

以發現，當 KKBOX 粉絲專頁在其貼文內容中提到「直播」時，其常常可能是在

宣傳其即將進行的直播活動，而直播的內容大多為每年一度的「KKBOX 風雲榜」

演唱會，此外，除了宣傳 KKBOX 風雲榜，其貼文內容同時也會提供可以收看直

播的頻道或平台，以及呼籲在國外的用戶一同參與活動，並介紹自己的音樂串流

廠牌以及合作的電信廠商，透過演唱會直播的方式提升自己和合作夥伴的曝光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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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關鍵字「直播」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以上分析結果，本研究進一步將 KKBOX 粉絲專頁中，提及「推廣服務

軟體活動」關鍵字之貼文內容總類加以整理，整理結果如表 22，從中可以發現，

KKBOX 粉絲專頁在「推廣服務軟體活動」時，大多是透過介紹會員福利、可使

用的國家、提供其他社群網站資源、抽獎活動、優惠方案、舉辦現場活動、廣告

宣傳等方式進行推廣。 

 

表 22：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推廣服務軟體活動」關鍵字之貼文內容主題 

KKBOX 會員福利 國家 社群網站資源 電信 視頻觀看 

活動 抽獎活動 粉絲互動 
推廣 KKTIX 售

票平台 
現場活動 活動詳情介紹 

會員 會員權益 國家 
加入會員之優

惠方案 

吸引用戶加入

會員的廣告 
 - 

上線 活動提醒 
吸引用戶加

入會員 
活動內容  -  - 

直播 直播媒介 國家 相關企業 直播內容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針對「歌手宣傳」主題的貼文內容，本研究以「專輯」、「獨家」、「新歌」、

「歌曲」、「歌手」關鍵字作為代表進行分析。圖 41 為關鍵字「專輯」在 KKBOX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在去除掉無意義的字詞後，本研究將其

直播 

tvbs(0.63) 

台視(0.63) 

聯播(0.6) 

hami(0.59) 

電視(0.57) 
手機(0.31) 

http(0.22) 

網址(0.21) 
網路(0.2) 

風雲榜(0.37) 
全程(0.25) 

中華電信(0.63) 

kkbox(0.24) 

大馬(0.2) 
泰國(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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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字詞分為四大類，分別為：「專輯類型」、「贈獎活動」、「專輯特色」和

「專輯宣傳」。 

 

 

圖 41：關鍵字「專輯」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 則為關鍵字「獨家」在 KKBOX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

圖，在去除掉無意義的字詞後，本研究將其關連字詞分為三大類，包括：「獨家

內容」、「票務相關」以及「正式」，由此可得知，當 KKBOX 粉絲專頁提到「獨

家」關鍵字時，除了提供其獨家獲得的專訪或首播等內容外，有些相關票券可能

也會透過其進行獨家販售。 

 

 

圖 42：關鍵字「獨家」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圖 43 為關鍵字「新歌」在 KKBOX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

圖，在去除掉無意義的字詞後，本研究也將其關連字詞分為三大類，分別為：「新

歌發佈」、「歌曲評論」和「排行榜」，根據這樣的分類可見 KKBOX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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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傳新歌時，除了提供歌曲本身之連結外，同時也會提供評論及排行等多元的

相關內容供粉絲參考。 

 

 

圖 43：關鍵字「新歌」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4 為關鍵字「歌曲」在 KKBOX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

在去除掉無意義的字詞後，本研究將其關連字詞分為三大類，包括：「歌曲情境」、

「細節」以及「經典歌曲」，從這些關聯字詞中可以發現，KKBOX 粉絲專頁並

不只會宣傳最新上架之歌曲，而是會將一些經典歌曲重新拿出來介紹，並透過歌

曲所欲傳達之內容，提供粉絲相對的情緒連結。 

 

 

圖 44：關鍵字「歌曲」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圖 45 則是關鍵字「歌手」在 KKBOX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

數圖，在去除掉無意義的字詞後，其關連字詞只剩下「風雲」、「授權」以及「立

即」，從這些字詞中可以推知，當 KKBOX 粉絲專頁提到「歌手」關鍵字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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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是在宣傳其「KKBOX 風雲榜」演唱會的活動，或是告知粉絲其服務內容有哪

些歌手的歌曲是已經過授權，並邀請粉絲加入服務會員。 

 

 

圖 45：關鍵字「歌手」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以上對於 KKBOX 粉絲專頁在「歌手宣傳」相關貼文內容的關鍵字詞關

聯分析，本研究進一步將其貼文主題整理為表 23，透過該表可以發現，當 KKBOX

粉絲專頁欲以貼文達到「歌手宣傳」之目的時，其大多是透過介紹專輯的類型、

特色，或是提供獨家服務（包括獨家專訪、票券買賣等）、新歌相關評論以及排

行榜等內容之方式進行。 

 

表 23：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歌手宣傳」關鍵字之貼文內容主題 

專輯 專輯類型 贈獎活動 專輯特色 專輯宣傳 

獨家 獨家內容 票務相關 正式  - 

新歌 新歌發佈 歌曲評論 排行榜  - 

歌曲 歌曲情境 細節 經典歌曲  - 

歌手 風雲 授權 立即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除了對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整體的貼文內容探勘，本研究也

針對於上一節中提出的「值得探討截點」進行文字雲分析，根據上一節粉絲專頁

經營輪廓的探討結果，本研究分別對按讚表現良好、較差、以及留言分享互動量

表現較好之截點進行分析，其中，按讚表現良好者包括：2014/03、2015/02、2015/06、

歌手 
立即
(0.21) 

風雲
(0.28) 

授權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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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016/01，按讚表現較差者為：2014/07、2014/10、2014/11、2014/12，

而留言分享互動量表現較好者則為：2013/10、2014/02、2015/01、2015/04、2015/09、

2015/12、2016/03，本研究將進一步分析其貼文內容，探討影響其互動成效表現

之原因為何。 

    表 24 為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中，按讚表現較好期間之文

字雲分析。從該表可以發現，其文字雲之字詞組成大多和活動相關內容有所

關聯，除了在 2014/03、2015/06 以及 2016/01 的文字雲當中可以看見「活動」

的字樣，2015/02 及 2016/01 同時也為「KKBOX」「風雲榜」的舉辦期間

（2015/02/08 及 2016/01/24），KKBOX 風雲榜為 KKBOX 一年一度之音樂盛

會，其透過大量歌手等其他宣傳方式，使得粉絲專頁之按讚表現有所提升，

而 KKBOX 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在 2015/09 期間，大量提及流行趨勢話題，

包括：唐立淇、A-lin、星座、鬧一波大師、時尚、大數據等詞，且此時也正

值江蕙宣布封麥之際，其趁著話題熱度較高之時順勢推出江蕙主題歌單以及

其他相關討論貼文，使得 KKBOX 粉絲專頁的按讚互動表現在 2015/09 期間

大幅提升。 

 

表 24：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表現良好期間之文字雲分析 

 

 

 

2014/03 2015/02 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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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 2016/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表 25 為在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經營輪廓當中，按讚表現較差期

間之文字雲分析。根據其文字雲字詞組成，可以發現除了較常出現之關鍵字「http」、

「kkbox」字樣依然明顯出現外，其他字詞的組成則較雜亂，惟 2014/07 出現配

合節日之「七夕」字樣及 2014/10 出現「活動」字樣，然而其整體出現次數皆不

多，分別為 21 次及 19 次，無法有效引起粉絲注意，而 2014/11 及 2014/12 期間

出現的字詞則大多和加入會員相關，其中「會員」字樣於 2014/11 和 2014/12 分

別出現 35 次及 15 次，「正式」字樣則分別出現 35 次及 13 次，其商業意味太濃，

容易造成粉絲之反感，進而造成按讚互動量之下滑。 

 

表 25：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表現較差期間之文字雲分析 

 

 

 

 

2014/07 2014/10 2014/11 2014/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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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6 則為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當中，留言分享互動量表現

較好期間之文字雲分析，其中，2013/10 及 2014/02 的分享量甚至超過留言量。

透過觀察文字雲的字詞組成，可以發現存在許多與粉絲互動相關之字樣，其於

2013/10 出現「點播」、「點歌」字樣，而 2015/04 及 2016/03 也出現「一起聽」、

「上線」等字樣，可見當 KKBOX 粉絲專頁提出互動活動要求時，粉絲會予以回

應，此外，「活動」的字樣也同時出現於 2014/02、2015/01 以及 2015/04，由此

可以推知當粉絲專頁舉辦活動時，粉絲會以按讚、留言、甚至分享的方式給予回

應，而 2015/09 同樣除了按讚表現良好外，其留言及分享互動率同樣較佳，2015/12

則是因進行「2016 KKBOX 風雲榜」演唱會的抽票活動，進而提升其留言及分享

互動量。至於 2013/10 及 2014/02 分享量超過留言量之原因，本研究根據貼文內

容推測 KKBOX 粉絲專頁之部分抽獎方式只需分享貼文，而不需要留言所致。 

 

表 26：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留言分享互動量表現良好期間之文字雲分析 

 

 

  

2013/10 2014/02 2015/01 2015/04 

 
 

 

2015/09 2015/12 2016/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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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概覽 

    截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累計共貼出 4,259 則貼

文，雖然為臺灣三家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中最早使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者，但其

所貼出之貼文數量卻在臺灣三家業者中排行第二。本研究同樣分別透過深藍詞庫

轉換及萌典資料庫對其貼文內容進行斷詞，並在剃除 bit、ly字詞後對該文本資

料進行文字雲分析，分析結果詳見圖 46、47。 

 

  

      圖 46：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          圖 47：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 

             貼文內容文字雲                           貼文內容文字雲 

（透過深藍詞庫轉換斷詞）                  （透過萌典資料庫斷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其文字雲字詞組成可以發現，無論是透過何種斷詞方式對 myMusic 粉

絲專頁的貼文內容進行文字探勘，其所呈現之文字雲皆以「mymusic」、「音樂」、

「http」和「活動」等字樣最為醒目。不同於 KKBOX 粉絲專頁，myMusic 粉絲

專頁的貼文除了經常提到「mymusic」及「http」外，「音樂」和「活動」字樣出

現的比例也不亞於 mymusic 以及 http，由此可推知 myMusic 粉絲專頁除了同樣

會以不斷提及自己廠牌名稱和提供網址的方式吸引粉絲注意外，其同時可能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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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性地提及和音樂相關之內容以及舉辦活動供粉絲參與，唯 myMusic 粉絲專

頁的全名為「myMusic 音樂在我」（後改名為「myMusic 線上音樂」），其可能也

為造成其文字雲中，「音樂」字樣較明顯之原因之一。 

    表 27 和 28 為透過深藍詞庫轉換及萌典資料庫，對 myMusic 的貼文內容執

行斷詞，並在剔除無意義的字詞後進行之排行結果，從該表中可以發現，不論是

以何種方式進行斷詞，其貼文內容詞頻排行的前 8 名皆為「音樂」、「mymusic」、

「活動」、「http」、「粉絲」、「得獎」、「名單」以及「完成任務」，其順

序或些有不同，但其確實為 myMusic 粉絲專頁在進行貼文時，最常提及之八個

關鍵字，由此可知不論是以何種方式對 myMusic 粉絲專頁進行斷詞，其所呈現

之結果大致差異不大，並不會因為不同的斷詞方式產生不同之研究結論，而根據

表 27、28 可以發現，myMusic 的貼文內容大多在「進行抽獎活動」以及「提供

最新的歌曲資訊」，然而，和抽獎活動相關之關鍵字出現的頻率相較頻繁，不論

是以何種方式進行斷詞，其詞頻排行前 50 名大多和抽獎活動內容相關。 

 

表 27：myMusic 貼文內容詞頻排行（透過深藍詞庫轉換斷詞） 

1～10 音樂 mymusic 活動 http 粉絲 得獎 名單 任務 完成 專輯 

11～20 時間 資訊 加入 參與 點聽 娛樂 公開 獲得 資格 前線 

21～30 電話 分享 以下 手機 訊息 辦法 回覆 成為 放棄 公告 

31～40 限量 電影 獎品 塗鴉 結束 現在 保留 公布 同意 法律責任 

41～50 效期 贈品 逾期 姓名 地址 得獎者 主打 步驟 fb 下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8：myMusic 貼文內容詞頻排行（透過萌典資料庫斷詞） 

1～10 音樂 mymusic http 活動 名單 粉絲 得獎 完成任務 資訊 2013 

11～20 參與 分享 專輯 時間 加入 娛樂 資格 最前線 電話 以下 

21～30 機會 訊息 辦法 手機 成為 塗鴉 幸運 放棄 公告 公開 

31～40 任何 電影 結束 設為 視同 保留 權利 變更 本網站 同意 

41～50 法律責任 個資 不負 逾期 贈品 公布 姓名 限量 得獎者 20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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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以TF-IDF加權方式對myMusic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進行關鍵字的抽取，

根據表 29，可以發現其前四項關鍵字分別為：「http」、「音樂」、「myMusic」及「活

動」，除順序與詞頻統計之結果不同外，其字詞組成完全相同，且其前 50 名關鍵

字也大多是由「進行抽獎活動」和「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之相關字詞所組成，

無論以何種方式對 myMusic 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進行文字探勘，其結果皆顯示

「進行抽獎活動」和「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為其粉絲團主要的經營方式。 

 

表 29：myMusic 貼文內容關鍵字（透過 TF-IDF 加權方式計算） 

1～10 http 音樂 myMusic 活動 得獎 粉絲 名單 分享 專輯 完成任務 

11～20 2013 公開 時間 視同 演唱會 訊息 手機 資訊 粉絲團 參與 

21～30 幸運 得獎者 電影 回覆 娛樂 網站 獎品 機會 個人 資格 

31～40 贈品 最前線 電話 成為 網頁 注意事項 限量 2012 最後 辦法 

41～50 公佈 結束 加入 塗鴉 快來 解釋 放棄 2014 抽出 參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以上對 myMusic 粉絲專頁進行之詞頻和 TF-IDF 關鍵字分析結果，本研

究進一步針對與「進行抽獎活動」和「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相關之關鍵字詞進

行其各自在 myMusic 粉絲專頁中的字詞關係探討，和「進行抽獎活動」相關的

關鍵字包括：「公開、分享、名單、回覆、完成任務、幸運、放棄、活動、限量、

參與、得獎、得獎者、塗鴉、資格、獎品、機會、辦法、贈品」等字，而與「提

供最新的歌曲資訊」相關之關鍵字則為：「myMusic、音樂、娛樂、專輯、最前

線」，本研究同樣透過 R 軟體中的 findAssocs 套件分別對以上字詞進行分析，

並挑選出其中帶有更多訊息意義之關鍵字，包括：「公開」、「分享」、「完成任務」、

「活動」、「得獎」、「獎品」，和與「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相關之所有關鍵字，

探討 myMusic 粉絲專頁在發文時，會以透過「進行抽獎活動」和「提供最新的

歌曲資訊」之方式，進一步傳達怎麼樣的訊息內容給其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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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8 為關鍵字「公開」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當中，與

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關鍵字「公開」與字詞「設為」之

相關係數為 0.98，幾乎相當於當 myMusic 粉絲專頁提到「公開」時，便一定也

會提及「設為」，而「設為公開」即為粉絲專頁在要求粉絲分享貼文時所作的提

醒，提醒粉絲要將分享的貼文內容設為公開才能作為抽獎的依據。而根據「公開」

關鍵字與其他字詞間的關係，本研究將其大致分為四類，分別為：「抽獎相關」、

「音樂」、「訊息公告」以及「通知提醒」，當 myMusic 粉絲專頁提到「公開」

關鍵字時，所要傳達之貼文主題可能是以上四種可能，然而「抽獎相關」類別所

包含的字詞還是占大多數，且相關係數整體而言也較高，其中，「留言」和「分

享」字詞分別對「公開」達到 0.41 及 0.4 的相關程度，可以推知留言和分享對於

myMusic 粉絲專頁的抽獎活動而言，是同樣重要的步驟。 

 

圖 48：關鍵字「公開」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9 為關鍵字「分享」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與其他

字詞間的關聯係數圖。本研究將與「分享」關鍵字相關的字詞分為兩類，分別為：

「事件預告」以及「抽獎活動」，當 myMusic 粉絲專頁提到「分享」時，其大

多是在預告本周即將進行之活動、網站即將公布訊息、或是告知抽獎活動相關事

公開 

資訊(0.82) 

訊息(0.77) 

公告(0.74) 

音樂
(0.49) 

設為(0.98)  塗鴉(0.93) 

法律責任(0.86)  公開(0.86) 

贈品(0.86)  逾期(0.85)  權利(0.85) 

得獎(0.85)  保留(0.84)  按讚後(0.84) 

步驟(0.82)  名單(0.81)  放棄(0.81) 

完成(0.81)  活動(0.81)  參與(0.81) 

公佈(0.8)  辦法(0.78)  地址(0.74) 

資格(0.72)  獎品(0.7)  姓名(0.69) 

得獎(0.69)  幸運(0.56)  留言(0.41) 

分享(0.4) 

myMusic(0.66) 

密切(0.64) 

粉絲(0.63) 

注意(0.62) 

通知(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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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然而在與「分享」關鍵字相關的字詞中，仍還是以與「抽獎活動」相關之詞

彙佔大多數，其中，「按讚判定」和「留言」分別對「分享」關鍵字達到 0.52

和 0.49 的相關性，由此可以發現，按讚、留言及分享對於 myMusic 粉絲專頁舉

辦之抽獎活動而言，為相當重要的因素。 

 

圖 49：關鍵字「分享」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圖 50 則為關鍵字「完成任務」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

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從該圖可以發現，和「完成任務」關鍵字相關

之字詞全部都和「抽獎活動」有關，且其中「按讚後」及「分享」與「完成任務」

之相關係數分別達到 0.66 及 0.61，可以推知 myMusic 粉絲專頁所指的「完成任

務」即為對貼文進行按讚與分享。 

 

圖 50：關鍵字「完成任務」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分享 

小編判斷(0.54)  題目(0.54) 

獎品(0.52)  按讚判定(0.52) 

抽出(0.51)  公布於mymusic(0.51) 

留言(0.49)  正確(0.49) 

答案(0.49)  下方(0.48) 

修改(0.48)  訊息(0.41) 

公開(0.4)  設為(0.4) 

本周(0.42) 

網站(0.42) 

完成任務 

按讚後(0.66)  分享(0.61) 

公佈於 mymusic(0.59)  逾期(0.58) 

權利(0.58)  變更(0.58) 

同意(0.58)  贈品(0.58) 

步驟(0.58)  得獎(0.58) 

法律責任(0.58)  保留(0.58) 

公開(0.58)  參與(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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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 為關鍵字「活動」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中，與其

他字詞間的關聯係數圖，從該圖可以發現，在 myMusic 粉絲專頁中，許多字詞

都與「活動」關鍵字存在高度的相關，其大多都與「活動」擁有 0.8 以上之相關

程度，本研究將這些相關的字詞分為兩類，分別為：「抽獎活動」及「活動辦法」，

當 myMusic 粉絲專頁提到「活動」關鍵字時，其大概都是提及和「抽獎活動」

相關之事宜，或是其他活動之「活動辦法」。 

 

 

圖 51：關鍵字「活動」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52 則為關鍵字「得獎」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中，與

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名單」字詞與「得獎」關鍵字

的相關係數達到 0.86，可以推知當 myMusic 粉絲專頁在貼文內容中提到「得獎」

字詞時，其大多是在公布某項活動之得獎名單為何。本研究將其他與「得獎」字

詞相關之詞彙大致分為兩類，分別為：「得獎權利須知」和「活動公告」，當

myMusic 粉絲專頁提到「得獎」關鍵字時，其大多是在告知參與抽獎活動者如何

獲得抽獎資格、獲獎後之注意事項，或是公告其他可能和抽獎活動相關之訊息公

告。 

 

活動 

參與(0.92) 

資訊(0.89) 

公佈(0.84) 

公告(0.81) 

密切(0.8) 

權利(0.9)  變更(0.9) 

本網站(0.9)  贈品(0.9) 
得獎(0.9)  法律責任(0.9) 

保留(0.9)  公開(0.9) 

得獎者(0.89)  放棄(0.87) 
地址(0.85)  步驟(0.85) 
名單(0.85)  按讚後(0.83) 

辦法(0.83)  設為(0.82) 
塗鴉(0.82)  公開(0.81) 
姓名(0.81)  分享(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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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關鍵字「得獎」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圖 53 為關鍵字「獎品」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與其

他字詞間的關聯係數圖，本研究將與「獎品」關鍵字相關的字詞分為三類，分別

為：「得獎權利須知」、「myMusic」及「活動資訊」，當 myMusic 粉絲專頁提

到「獎品」字詞時，其貼文內容大致是在告知粉絲參與抽獎活動須注意之相關事

項，以及提供與抽獎活動相關之活動資訊，此外，在舉辦抽獎活動、要求粉絲分

享貼文內容的同時，myMusic 粉絲專頁也不會忽略曝光其品牌的機會，「myMusic」

字詞與「獎品」間之相關係數也達到 0.61。 

 

 

圖 53：關鍵字「獎品」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得獎 

活動(0.77) 

參與(0.75) 

資訊(0.75) 

公告(0.73) 

名單(0.86)  地址(0.74) 

姓名(0.73)  同意(0.72) 

贈品(0.72)  放棄(0.72) 

按讚後(0.72)  公開(0.72) 

權利(0.71)  回覆(0.71) 

訊息(0.71)  步驟(0.71) 

得獎(0.71)  保留(0.71) 

電話(0.71) 

獎品 
任何(0.65) 

資訊(0.62) 

myMusic(0.61) 

塗鴉(0.73)  設為(0.71) 

公開(0.7)  訊息(0.7) 

得獎(0.67)  權利(0.66) 

同意(0.66)  贈品(0.66) 

放棄(0.66)  法律責任(0.66) 

保留(0.66)  地址(0.6) 

活動(0.6)  資格(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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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以上對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與「進行抽獎活動」主題相關

之關鍵字字詞關係分析結果，本研究進一步將其貼文內容總類加以整理，整理結

果如表 30，從中可以發現，myMusic 粉絲專頁在「進行抽獎活動」時，大多以

結合最新音樂訊息以及提前預告的方式進行宣傳，同時進而提升自身之曝光率、

增加與粉絲互動的機會。 

 

表 30：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抽獎活動」關鍵字之貼文內容主題 

公開 抽獎相關 音樂 訊息公告 通知提醒 

分享 事件預告 抽獎活動 - - 

完成任務 抽獎活動 - - - 

活動 抽獎活動 活動辦法 - - 

得獎 得獎權利須知 活動公告 - - 

獎品 得獎權利須知 myMusic 活動資訊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對於和「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主題相關之貼文內容，本研究以「myMusic」、

「音樂」、「娛樂」、「專輯」及「最前線」等關鍵字進行分析。圖 54為關鍵字「myMusic」

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本研

究將其關聯字詞大致分為三類，分別為：「抽獎活動」、「音樂」以及「訊息公

告」，當 my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提到「myMusic」字詞時，其大多和以上主題

有關，由此可以發現，「myMusic」字樣和抽獎活動仍然具有強烈的連結關係。 

 

圖 54：關鍵字「myMusic」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myMusic 
粉絲(0.64) 

訊息(0.62) 

音樂
(0.69) 

設為(0.67)  塗鴉(0.67) 

公開(0.66)  獎品(0.61) 

權利(0.59)  同意(0.59) 

贈品(0.59)  法律責任(0.59) 

得獎(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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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圖 55 為關鍵字「音樂」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中，與

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音樂」關鍵字和「myMusic」

字詞間的相關係數達到 0.69，可以推知當 myMusic 粉絲專頁在進行與音樂內容

相關之貼文時，還是會記得將用戶導向自己的品牌與服務。本研究將與「音樂」

關鍵字相關之字詞分為三類，分別為「myMusic」、「辦法」和「服務推廣」，

當 myMusic 粉絲專頁提到「音樂」關鍵字時，其可能會同時宣傳自己的服務品

牌、推薦粉絲加入其音樂串流服務、或是告知粉絲與音樂相關之活動辦法等。 

 

 

圖 55：關鍵字「音樂」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56 則為關鍵字「娛樂」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當中，

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娛樂」關鍵字和字詞「最前

線」達到 0.93 的關聯性，可以推知當 myMusic 粉絲專頁提及「娛樂」字詞時，

其大多也會同時提到「最前線」，而「娛樂最前線」為 myMusic 粉絲專頁的貼

文單元標題，當其貼文標題為「娛樂最前線」時，其大多是在提供與演藝圈相關

之新聞內容。然而，「娛樂」關鍵字雖然與「最前線」達到相關係數 0.93 的高

度相關性，但其與其他相關字詞之相關程度，相較之下卻顯得較為低落，除了「最

前線」外，其他相關字詞與「娛樂」間之相關性大致落在 0.1 左右，本研究將與

「娛樂」相關之字詞分為三類，分別為：「服務推廣」、「娛樂最前線」以及「歌

手宣傳」，當 myMusic 粉絲專頁提到「娛樂」時，其貼文內容大致和這些主題

相關。 

音樂 

辦法
(0.54) 

android(0.53) 

加入(0.53) 

PC(0.51) 

更新(0.5) 

myMusic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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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關鍵字「娛樂」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57 則為關鍵字「專輯」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與其

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本研究將其關聯字詞大致分為兩類，包含：「抽獎活動」

以及「專輯資訊」，從該圖可以發現，myMusic 粉絲專頁在介紹專輯時，除了介

紹該專輯本身之相關資訊外，也會透過舉辦抽獎活動的方式，吸引更多粉絲參與，

同時提升專輯本身之曝光率。 

 

 

圖 57：關鍵字「專輯」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圖 58 為關鍵字「最前線」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中，

與其他字詞間的關聯係數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最前線」與字詞「娛樂」達

到 0.93 的相關性，然而如同圖 56 對「娛樂」進行關鍵字字詞關係分析之結果，

其他相關字詞與「最前線」間之相關係數僅約為 0.1，雖仍有相關，但其相關性

娛樂 

最前線(0.93) 

圖片(0.12) 

http(0.11) 

開app(0.15) 

開啟(0.12) 

歌單(0.11) 

聽歌(0.11) 

直接(0.1) 

spexial
(0.11) 

專輯 

權利(0.37)  本網站(0.37) 

任何(0.37)  同意(0.37) 

贈品(0.37)  法律責任(0.37) 

保留(0.37)  公開(0.37) 

步驟(0.36)  放棄(0.35) 

參與(0.35)  公佈(0.34) 

資訊(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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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卻稍嫌低落。本研究將與「最前線」相關之字詞大致分為三類，分別為：

「服務推廣」、「娛樂最前線」以及「歌手宣傳」，其結果與「娛樂」關鍵字相

同。 

 

 

圖 58：關鍵字「最前線」在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以上對與「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主題相關之關鍵字字詞關係分析結果，

本研究進一步將myMusic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總類加以整理，整理結果如表31，

從中可以發現，myMusic 粉絲專頁在「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時，大多以結合抽

獎活動或是提供娛樂新聞訊息的方式增加粉絲的注意力，同時也會藉以宣傳自己

的音樂串流服務，提升粉絲專頁粉絲與用戶間之轉換率。 

 

表 31：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關鍵字之貼文內容主題 

myMusic 抽獎活動 音樂 訊息公告 

音樂 myMusic 辦法 服務推廣 

娛樂 服務推廣 娛樂最前線 歌手宣傳 

專輯 抽獎活動 專輯資訊 - 

最前線 服務推廣 娛樂最前線 歌手宣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對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整體的貼文內容探勘，本研究同樣

也針對於上一節中提出的「值得探討截點」進行文字雲分析，根據上一節對

最前線 

開app(0.16) 

應用程式(0.12) 

聽歌(0.12) 

開啟(0.11) 

娛樂(0.93) 

上週(0.14) 

圖片(0.11) 

舉辦(0.11) spexial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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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Music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之探討結果，本研究認為該粉絲專頁於 2014 年 10

月改變其經營方式，因此將會以 2014/10 作為分水嶺，探討該時段前後之貼文內

容有何差異。在 myMusic 粉絲專頁中，「2014/10 前」按讚表現良好者包括：2012/11、

2013/01、2013/06、2013/10 及 2014/04，留言表現良好者為：2012/11、2013/01、

2013/05、2013/07、2013/10、2013/11，而分享表現唯 2013/10 較差及 2013/04、

2014/04 良好外，其大致上與留言表現良好者相似；「2014/10 後」按讚表現良好

者則包括：2014/12、2015/06、2015/09、2016/01 和 2016/03，而留言表現良好者

為：2015/09 及 2015/12，分享表現良好者除 2015/04，其餘則與留言表現良好者

相同；而 2014/05 至 2015/04 myMusic 粉絲專頁的互動量整體而言低落，本研究

同時也會以文字探勘的方式分析其貼文內容，探討造成該結果之因素為何。 

    表 32 和表 33 分別為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於 2014/10 前後之表現良

好期間文字雲分析，整體而言可以發現，其在 2014/10 前所呈現的文字雲組成大

多是以「myMusic」、「音樂」、「活動」、「得獎」等字詞為主，而在 2014/10

之後的文字雲字詞組成則大多為「http」、「google」、「音樂」、「娛樂最前

線」等字樣，可以推知 myMusic 粉絲專頁在 2014/10 前通常會以提及自身廠牌名

稱以及舉辦抽獎活動等方式延續自身與粉絲之互動量，而在 2014/10 後則改變經

營模式，以大量的音樂資訊及外部連結吸引粉絲注意，兩種方式皆能引起良好的

互動量，然而根據上一節的經營輪廓表現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其在 2014/10 前的

互動成效為互動水準較高但存在起伏，而 2014/10後則是以在較低的互動水準中，

製造高度的互動量截點。 

    若是進一步以各互動指標作為觀察出發點，可以發現在 2014/10 前按讚表現

良好者，其「音樂」字樣大多較明顯，而留言及分享表現良好者則是以「得獎」

及「名單」字樣較為突出，由此可推測 myMusic 粉絲專頁之粉絲更容易對與音

樂相關之貼文內容按讚、對抽獎相關貼文進行留言及分享，而 2014/10 後不論何

項互動指標存在良好表現，其貼文內容皆以外部連結及音樂相關資訊為主，本研

究猜測其粉絲可能會根據不同的資訊內容予以不同的互動回饋，而與抽獎活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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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貼文仍然會造成其留言及分享量的提升；整體而言，myMusic 粉絲專頁的粉

絲更傾向於對音樂資訊相關內容按讚，而對抽獎活動內容進行留言與分享。 

 

表 32：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 2014/10 前互動表現良好期間之文字雲分析 

 

 

 

各互動量皆表現良好 各互動量皆表現良好 分享表現良好 

2012/11 2013/01 2013/04 

   

留言、分享表現良好 按讚表現良好 留言、分享表現良好 

2013/05 2013/06 2013/07 

   

按讚、留言表現良好 留言、分享表現良好 按讚、分享表現良好 

2013/10 2013/11 2014/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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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 2014/10 後互動表現良好期間之文字雲分析 

 

 

 

 

按讚表現良好 分享表現良好 按讚表現良好 各互動量皆表現良好 

2014/12 2015/04 2015/06 2015/09 

 

 

 

留言、分享表現良好 按讚表現良好 按讚表現良好 

2015/12 2016/01 2016/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圖 59 為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於 2014/05 至 2015/04 間，所有

貼文內容之文字雲分析，本研究於上一節之經營輪廓中，發現該粉絲專頁於此段

期間呈現較差的互動成效，根據其文字雲字詞組成可以發現，「http」、「音樂」、

「myMusic」、「google」、「娛樂最前線」、「活動」、「名單」等較易引起

粉絲互動的字詞之出現比率仍然較高，然而根據該圖，卻可以得知除了以上熱門

字詞被提及的次數較高外，其他字詞出現的頻率整體而言偏少，過多的字詞與少

量的出現頻率，所呈現之貼文內容便可能帶有太多的資訊量或是贅字，然而因為

被提及的次數不多，無法吸引到粉絲的目光與記憶，在這樣的情況下，粉絲可能

便會減少與該粉絲專頁互動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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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 2014/05 至 2015/04 貼文內容文字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概覽 

    截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累計共貼出 1,958 則貼

文，為臺灣三家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中，貼文數量最少者。本研究同樣分別透過深

藍詞庫轉換及萌典資料庫，對其貼文內容進行斷詞，並在剃除掉 bit及 ly字詞後，

對該文本資料進行文字雲分析，分析結果詳見圖 60、61。 

 
       圖 60：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          圖 61：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 

              貼文內容文字雲                           貼文內容文字雲 

（透過深藍詞庫轉換斷詞）                  （透過萌典資料庫斷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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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其文字雲的字詞組成可以看到，無論是以何種方式對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進行文字探勘，其文字雲所呈現之字樣皆以「Omusic」、

「google」、「http」、「數位」、「追星」等字為主，由此可得知，Omusic 粉絲專頁

的貼文內容並不會因為透過不同的斷詞方式，產生不同之文字雲分析結果，而其

貼文內容除了和 KKBOX 及 myMusic 一樣，經常提及自身廠牌名稱及提供外部

連結外，同時也會以數位內容與提倡追星的方式，吸引粉絲注意。 

    若是進一步了解 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文字雲字詞組成，在剔除掉無

意義的字後，可以發現無論是以何種斷詞方式對其進行分析，其所呈現之字詞組

成大致相同。表 34、35 分別為透過深藍詞庫轉換及萌典資料庫，對 Omusic 的

貼文內容進行斷詞之結果排行，從中可以發現，無論透過何種方式對其貼文內容

進行斷詞，其詞頻排行前 10 名皆為「omusic」、「http」、「tw」、「追星」、

「數位」、「music」、「聽」、「軟體」、「音樂」以及「products」，而 11

名至 14 名除了排行順序不同外，其內容也皆為「活動」、「下載」、「就是」

和「馬上」，詞頻排行相似度極高，而從表 34、35 中也可以得知 Omusic 粉絲

專頁的貼文內容大多是以「推廣軟體服務」、「歌手宣傳」以及「活動舉辦」主題

為主，其中，「推廣軟體服務」的方式包括呼籲粉絲使用軟體聽音樂、要求粉絲

下載軟體等，「歌手宣傳」為數位追星、專輯介紹等方式，而「活動舉辦」則包

括抽獎活動、歌曲搶先聽等內容。 

 

表 34：Omusic 貼文內容詞頻排行（透過深藍詞庫轉換斷詞） 

1～10 omusic http tw 追星 數位 music 聽 軟體 音樂 products 

11～20 活動 下載 就是 馬上 專輯 現在 album 搶先 分享 快來 

21～30 now 今天 歌單 event 名單 獨家 大家 預告 準備 2013 

31～40 youtube watch 聊天室 歌曲 粉絲 2014 id 電影 獲得 明天 

41～50 記者會 小編 機會 聊天 會員 點聽 參加 詳情 正式 m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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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Omusic 貼文內容詞頻排行（透過萌典資料庫斷詞） 

1～10 omusic http tw 追星 數位 music 聽 軟體 音樂 products 

11～20 下載 活動 馬上 就是 粉絲 分享 現在 album 搶先 專輯 

21～30 now 今天 快來 機會 名單 event 獨家 大家 預告 歌曲 

31～40 2013 youtube watch 2014 聊天室 id 明天 電影 五月 快樂 

41～50 會員 詳情 參加 mv 搖滾 獲得 聊天 下午 正式 使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同樣以 TF-IDF 的加權觀點，對 Omusic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進行關鍵字之

抽取，根據表 36，可以發現其前 50 名關鍵字大多和詞頻統計的排行結果相似，

其字詞組成也大多圍繞在「推廣軟體服務」、「歌手宣傳」和「活動舉辦」相關主

題，由此可以得知，如同 KKBOX 及 myMusic，Omusic 的粉絲專頁同樣也不存

在整體提及次數少，然而事項卻重要之情況，其詞頻排行與 TF-IDF 關鍵字走向

一致。 

 

表 36：Omusic 貼文內容關鍵字（透過 TF-IDF 加權方式計算） 

1～10 http Omusic 音樂 tw 追星 數位 馬上 下載 快來 活動 

11～20 軟體 music products 專輯 現在 搶先 分享 演唱會 歌單 album 

21～30 電影 打開 獨家 2014 聊天 機會 NOW 準備好 粉絲 五月天 

31～40 名單 MV 歌曲 預告 粉絲團 現場 event 樂團 2013 最佳 

41～50 聊天室 一起 搖滾 聽歌 參加 免費 單曲 youtube watch 準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與「推廣軟體服務」、「歌手宣傳」及「活動舉辦」相關

之關鍵字，探討其字詞間的關係為何。根據以上詞頻及 TF-IDF 關鍵字的分析結

果，與「推廣軟體服務」相關之關鍵字包括：「Omusic、下載、音樂、追星、

聊天、聊天室、軟體、歌單、數位」等字詞，而與「歌手宣傳」相關的關鍵字為：

「album、MV、專輯、搖滾、搶先、歌曲」，「活動舉辦」之相關關鍵字則為：

「event、分享、名單、活動、參加、機會」等，本研究同樣以 R 軟體中的 findAss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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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件對以上關鍵字詞進行分析，並挑選出其中與其他字詞間帶有更多訊息意義的

關鍵字，包括：「Omusic」、「追星」、「軟體」，「專輯」、「搶先」、「歌曲」，以及

「分享」、「名單」、「活動」，分別探討 Omusic 粉絲專頁在貼文時，會使用怎麼

樣的主題和字眼，以「推廣軟體服務」、「歌手宣傳」和「活動舉辦」為目標與粉

絲進行宣傳互動。 

    圖 62 為關鍵字「Omusic」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與其

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當該粉絲專頁提到「Omusic」字

詞時，其大概是在介紹並要求粉絲下載其服務軟體，或是提供外部連結、以及相

關事件的預告等，本研究將與「Omusic」關鍵字相關的字詞分為三類，分別為：

「軟體推廣」、「外部連結」以及「事件預告」。 

 

 

圖 62：關鍵字「Omusic」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63 則為關鍵字「追星」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中，與

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字詞「數位」與關鍵字「追星」

間之關聯係數達到 0.93，可以推知當 Omusic 粉絲專頁在貼文內容中提到「追星」

時，其同時也會提及「數位」，而「數位追星」為 Omusic 粉絲專頁之貼文標題，

當其貼文提及「數位追星」時，大多是在對即將上線的歌手互動活動進行宣傳與

預告。本研究將與「追星」關鍵字相關之字詞大致分為四類，分別為：「軟體推

廣」、「事件預告」、「Omusic」以及「外部連結」，當 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

文內容提到「追星」字詞時，其貼文主題大多為以上內容。 

Omusic 

www
(0.53) 

預告
(0.47) 

軟體(0.55)  下載(0.54) 

數位(0.53)  追星(0.52) 

聊天(0.42)  更新(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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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關鍵字「追星」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圖 64 為關鍵字「軟體」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與其

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當 Omusic 粉絲專頁提到「軟體」

時，其大多是在對其服務軟體進行推廣介紹、宣傳自身廠牌、提供外部連結資訊、

或是提供相關的事件預告，本研究將與其相關之關鍵字分為四類，包括：

「Omusic」、「外部連結」、「事件預告」和「軟體推廣」。 

 

 

圖 64：關鍵字「軟體」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以上對與「推廣軟體服務」主題相關之關鍵字字詞關係分析結果，本研

究進一步將 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總類加以整理，整理結果如表 37，從中

可以得知，Omusic 粉絲專頁習慣以直接推廣其軟體服務、提供相關外部連結、

以及對軟體中的活動事件進行預告等方式進行貼文，以達到其「推廣軟體服務」

之目的。 

 

追星 

omusic
(0.52) 

www
(0.48) 

數位(0.93) 

軟體(0.75) 

下載(0.54) 

聊天室(0.47) 

聊天(0.41) 
預告
(0.31) 

軟體 

omusic
(0.55) 

www
(0.52) 

數位(0.76) 

軟體(0.75) 

下載(0.66) 

聊天室(0.49) 
預告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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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推廣軟體服務」關鍵字之貼文內容主題 

Omusic 軟體推廣 外部連結 事件預告 - 

追星 軟體推廣 事件預告 Omusic 外部連結 

軟體 Omusic 外部連結 事件預告 軟體推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 Omusic 粉絲專頁針對「歌手宣傳」主題的貼文內容，本研究以「專輯」、

「搶先」及「歌曲」關鍵字作為代表進行分析。圖 65 為關鍵字「專輯」在 Omusic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從該圖可以發現，與關鍵字「專輯」相

關之字詞大多和「音樂獎項」相關，可見當 Omusic 粉絲專頁提及「專輯」字詞

時，其大多是在介紹該張專輯獲得之獎項為何。 

 

 

圖 65：關鍵字「專輯」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66 則為關鍵字「搶先」在 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中，與其他字詞

間之關聯係數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和「搶先」相關之字詞較少，分別為主題

曲、album 及獨家，可見當 Omusic 粉絲專頁提到「搶先」字詞時，其可能是在

告知粉絲關注該粉絲專頁，可以搶先收聽某主題曲、某張專輯，且其中的內容甚

至是 Omusic 獨家，唯有在 Omusic 粉絲專頁才能搶先收聽。本研究將與「搶先」

關鍵字相關之字詞分為兩類，分別為「音樂內容」以及「獨家」。 

 

專輯 

年度(0.53) 

另類(0.53) 

音樂獎(0.53) 

最佳(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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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關鍵字「搶先」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圖 67 為關鍵字「歌曲」在 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中，與其他字詞

間之關聯係數圖，本研究將與「歌曲」關鍵字相關之字詞大致分為三類，分別為：

「歌手類型」、「歌曲推薦」和「排行榜」，當 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提及「歌

曲」時，其大概同時也會介紹其歌手是誰、該歌曲是否在排行榜中，以及加入一

些推薦的字眼，包括「必聽」及「人氣」。 

 

 

圖 67：關鍵字「歌曲」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以上分析結果，本研究進一步將 Omusic 粉絲專頁中，與「歌手宣傳」

關鍵字相關之貼文內容總類加以整理，整理結果如表 38，從中可以發現，Omusic

粉絲專頁在進行與「歌手宣傳」相關內容之貼文時，大多是透過介紹該歌手之作

品得過那些獎項、上過什麼排行榜、推薦哪些歌曲、以及以獨家和搶先的方式吸

引粉絲注意。 

 

搶先 獨家
(0.39) 

主題曲
(0.29) 

album(0.18) 

歌曲 

年度(0.56) 

金榜(0.51) 

上榜(0.43) 

必聽(0.56) 

人氣(0.43) 

韓語(0.46) 

女團(0.43) 

歌手(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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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歌手宣傳」關鍵字之貼文內容主題 

專輯 音樂獎項 - - 

搶先 音樂內容 獨家 - 

歌曲 歌手類型 歌曲推薦 排行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針對 Omusic 粉絲專頁中，與「活動舉辦」主題相關之貼文內容，本

研究以「分享」、「名單」和「活動」關鍵字作為代表進行分析。圖 68 為關鍵字

「分享」在 Omusic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圖，從該圖可以發現，

和「分享」關鍵字相關之字詞大多和「抽獎活動」相關，其中，「按讚並留言」

及「按讚並分享」字樣與「分享」關鍵字間之關聯係數分別達到 0.4 及 0.31，可

見 Omusic 粉絲專頁在舉辦抽獎活動時，經常要求粉絲對貼文內容按讚、留言和

分享，而除了抽獎活動外，與「分享」相關之字詞還包括「Omusic」，可見該

粉絲專頁在要求粉絲分享貼文內容時，同時也會注意到自身之廠牌名稱是否也同

時曝光。 

 

 

圖 68：關鍵字「分享」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分享 

omusic
(0.44) 

判斷(0.7)  設成公開(0.7) 

塗鴉牆(0.7)  得獎人(0.66) 

詳細資料(0.66)  訊息(0.63) 

完成(0.6)  粉絲(0.54) 

贈獎(0.43)  按讚並留言(0.4) 

按讚並分享(0.31) 

贈品(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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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圖 69 為關鍵字「名單」在 Omusic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

圖，根據該圖可以發現，與「名單」相關之字詞同樣大多和「抽獎活動」相關，

可見當 Omusic 粉絲專頁提到「名單」字詞時，其大多是在公布和「抽獎活動」

相關之貼文，而其他與「名單」相關之字詞則包括「活動」和「辦法」，由此可

得知，當該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出現「名單」關鍵字時，其也可能是在公告其他

活動之相關辦法。本研究將與「名單」關鍵字相關之字詞分為兩類，分別為：「活

動辦法」以及「抽獎活動」。 

 

 

圖 69：關鍵字「名單」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70 則為關鍵字「活動」在 Omusic 粉絲專頁中與其他字詞間之關聯係數

圖，本研究將與關鍵字「活動」相關之字詞大致分為三類，分別為：「說明」、

「Omusic」和「抽獎活動」，然而其中仍以與「抽獎活動」類別相關之字詞為

大多數。觀察與「活動」相關的字詞，可以發現「分享」和「按讚並留言」字樣

分別對其達到 0.68 及 0.49 的相關程度，因此可以推知當 Omusic 粉絲專頁在進

行抽獎活動時，其可能會要求粉絲以按讚、留言及分享貼文的方式獲得抽獎資格，

而當 Omusic 粉絲專頁提到「活動」字詞時，其也可能是在進行相關活動的說明，

並且同時提及自身之廠牌名稱，以達到宣傳曝光之效果。 

名單 

活動(0.64) 

辦法(0.41) 

塗鴉牆(0.8)  得獎人(0.77) 

判斷(0.77)  設成公開(0.77) 

詳細資料(0.77)  分享(0.74) 

完成(0.67)  粉絲(0.63) 

抽出(0.61)  贈獎(0.45) 

按讚並留言(0.44) 贈品(0.39) 

按讚並分享(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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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關鍵字「活動」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之字詞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以上對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與「活動舉辦」主題相關關鍵字

之字詞關係分析結果，本研究進一步將該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總類加以整理，整

理結果如表 39，從中可以發現，Omusic 粉絲專頁在張貼與「活動舉辦」相關之

貼文時，其貼文內容大多為活動相關之辦法說明，以及以抽獎為主的活動內容，

並且同時提及自身廠牌名稱以達到宣傳的效果。 

 

表 39：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活動舉辦」關鍵字之貼文內容主題 

分享 抽獎活動 Omusic - 

名單 抽獎活動 活動辦法 - 

活動 說明 Omusic 抽獎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除了對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全觀的貼文內容探勘，本研究同樣

也針對於上一節中提出的「值得探討截點」，進行該截點內容之文字雲分析。根

據上一節粉絲專頁經營輪廓的探討結果，本研究分別針對 Omusic 粉絲專頁互動

表現良好和較差之截點進行貼文內容分析，並以 2013/10 作為切點，探討其前後

之貼文內容走向是否存在差異，其中，互動表現良好者包括：2012/05、2013/09、

活動 

說明
(0.54) 

判斷(0.7)  訊息(0.7) 

公開(0.7)  塗鴉牆(0.7) 

詳細資料(0.68)  分享(0.68) 

完成(0.66)  名單(0.64) 

粉絲(0.59)  得獎者(0.51) 

按讚並留言(0.49) 

抽出(0.49)  贈品(0.49) 

 

omusic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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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013/11、2013/12、2014/03、2014/07、2014/10、2014/12、2015/02、

2015/06、2015/08、2015/09、2015/10 和 2016/02，而互動表現較差者則為：2015/05、

2015/12 以及 2016/03，本研究將以文字探勘的方式，對其貼文內容進行分析，探

討造成其互動表現優劣之因素為何。 

    表 40 為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經營輪廓中，互動表現較好期間之

文字雲分析，從該表可以發現，Omusic 粉絲專頁習慣透過提供大量的外部網站

連結，以吸引粉絲的注意，並且透過舉辦線上活動（如數位追星）等方式與粉絲

互動。若是進一步觀察其各項互動指標表現良好的截點，可以發現按讚表現良好

者（包括 2012/05、2013/10 等），大多是以提供大量的外部連結為主，並在其提

供網頁連結的同時，一併公布及宣傳相關服務與活動；而留言及分享的狀況大致

相似，多為在 Omusic 粉絲專頁舉辦抽獎活動時表現顯著，2014/12、2015/02 及

2016/02 雖然無法從該文字雲字詞組成中看到與抽獎活動相關之字樣，但本研究

回顧原始資料時，發現其留言和分享量的提升仍然是因為舉辦抽獎活動所引起，

因此本研究推測或許是因為抽獎活動反應過於熱烈，使得與抽獎活動相關之貼文

比例雖然不高，但其仍能造成大幅的互動量提升；另外，Omusic 粉絲專頁在舉

辦數位追星活動時，其按讚及留言互動量也會有所提升（如 2013/11、2015/10），

推測其活動舉辦方式為能夠透過留言的方式與明星對話交流。 

 

表 40：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表現良好期間之文字雲分析 

 

 

 

按讚表現良好 留言、分享表現良好 按讚表現良好 

2012/05 2013/09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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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讚、留言表現良好 按讚表現良好 按讚表現良好 

2013/11 2013/12 2014/03 

   

各互動量皆表現良好 按讚表現良好 各互動量皆表現良好 

2014/07 2014/10 2014/12 

 
 

 

各互動量皆表現良好 按讚表現良好 留言、分享表現良好 

2015/02 2015/06 2015/08 

  

 

留言表現良好 按讚、留言表現良好 各互動量皆表現良好 

2015/09 2015/10 2016/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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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表 41 為在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經營輪廓中，互動表現較差期間

之文字雲分析。根據該表可以發現，2015/05 及 2016/03 所呈現的文字雲其字詞

組成結構較為鬆散，本研究觀察 Omusic 粉絲專頁該兩月份的貼文狀況，發現

2015/05 Omusic 粉絲專頁共只貼出 16 則貼文，相較該專頁每月平均貼文數量

（37.7 則），其貼文則數大幅減少，此時若其貼文內容無法加以吸引粉絲，便會

產生互動表現較差的情況，而 2016/03 雖然貼出了 33 則貼文，但其內容大多以

簡單兩三句話推薦歌曲，並將粉絲導至其服務軟體為主，使得整體貼文內容無法

吸引粉絲注意，同樣導致互動表現較差；2015/12 則是缺少粉絲較有興趣之主題，

該月雖然仍有舉辦數位追星及抽獎活動，但其內容可能較不受多數粉絲喜愛，進

而造成該月之互動表現相對較差。 

 

表 41：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表現較差期間之文字雲分析 

 

 
 

2015/05 2015/12 2016/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則為Omusic Facebook粉絲專頁在 2013/10前後之貼文內容文字雲分析，

根據上一節的粉絲專頁經營輪廓探討結果，本研究發現 Omusic 粉絲專頁在

2013/10 前後存在不同之互動成效，在 2013/10 前，該專頁之互動率普遍低落，

然而在 2013/12 按讚數大幅上升後，其互動量雖然仍掉回較低的水準，但整體而

言互動率有所提升。透過表 42 可以得知，Omusic 粉絲專頁在 2013/10 之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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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文內容提供網址的比例多於 2013/10 之後，雖然其同樣都有提供「數位追星」

及相關活動內容，但觀察 2013/10 前的文字雲依然可以發現，網址佔貼文內容的

比例較重，該粉絲專頁並沒有透過太多的文字與粉絲互動；而在 2013/10 之後，

文字雲中心的網址字樣明顯縮小，可以解釋為該粉絲專頁提供了更多元的觀點及

言論與粉絲互動，而不再只是以外部連結作為貼文內容之主要核心，透過進一步

的觀察也可以發現「音樂」字樣在 2013/10 之後有所放大，可見 Omusic 粉絲專

頁在 2013/10 後提供了更多音樂相關之貼文主題，而這樣貼文內容也更受粉絲喜

愛。 

 

表 42：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於 2013/10 前後之貼文內容文字雲分析 

  

2013/10 前 2013/10 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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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與內容分析 

    本節以 Kent & Taylor（1998）所提出的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為理論基礎，

並參考相關研究與書籍，延續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中所整理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

評估項目，透過 Microsoft Excel 2010 的輔助，分別對臺灣的三家音樂串流服務

業者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進行內容分析，詳細的歸類方式詳見第三章

研究方法；並在完成內容分析後，透過其所探測的類目分析結果，以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軟體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粉絲專頁進行互動指標之迴歸分析，探討

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所評估的項目中，是否和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經營存在直

接影響。 

（一）、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內容分析 

    表 43 為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的資訊實用性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其中，根據上一節貼文內容概覽的結果，本研究分別將

「1-2-1. 是否提供產品相關資訊」及「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的判斷關

鍵字訂定為「kkbox、活動、一起聽、上線、LIVE、直播」和「會員、白金、折

扣、免費、正式、升級、優惠」等字詞。透過表 43 可以發現，KKBOX 粉絲專

頁會在其專頁簡介中提供該企業之相關資訊，然而卻不會特別提供與其聯絡的方

式；而貼文內容的部分，與產品資訊相關之內容共有 3,514 篇，超過貼文比重的

一半，價格資訊相關內容則有 471 篇，貼文比重約為 7.6%，而分享新聞的貼文

只有 14，可以推知 KKBOX 粉絲專頁很少透過轉貼新聞的方式提供貼文內容。 

 

表 43：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資訊實用性內容分析結果 

1-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1-2. 針對貼文內容 

1-1-1. 是否提供企業簡介 是 1-2-1. 是否提供產品相關資訊 56.9% 

1-1-2. 是否提供企業聯絡方式 否 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 7.6% 

  
 

1-2-3. 是否分享新聞 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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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 則為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的留住訪客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根據該表可以發現 KKBOX 粉絲專頁在其專頁簡介中，只

提供官方網站的連結以及音樂串流服務 APP 的下載網址，其他相關網頁之連結

則不會提供；而根據 Facebook 系統的判定，其貼文類型大多是以提供照片配合

文字之方式為主，該形式之貼文比重超過一半，為 57.5%，值得注意的是，KKBOX

粉絲專頁著重於將粉絲專頁的用戶導回官方網站，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結的貼文

共有 5,010 則，約佔 81.2%，而其也習慣提供其他 Facebook 頁面之連結（包括相

簿、影音頻道、直播等），其貼文比重達到 64.0%。 

 

表 44：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留住訪客內容分析結果 

2-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2-2. 針對貼文內容 

2-1-1. 是否提供官方網站的連結 是 
2-2-1. 是否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

結 
81.2% 

2-1-2. 是否提供官方部落格之連

結 
否 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 57.5% 

2-1-3. 是否提供官方影音專區連

結 
否 2-2-3. 貼文類型是否為影片 15.1% 

2-1-4. 是否提供官方其他平台之

連結 
是 2-2-4. 貼文類型是否為活動 0.2% 

    2-2-5. 貼文類型是否為網站連結 21.6% 

    
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

面之連結 
64.0%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47.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5 為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的提高回訪率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其中，本研究將「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

償」的判斷關鍵字訂定為「就有機會、任務、得到、抽獎、好康、帶走、走這參

加、贈獎」等字詞，而「3-2-3. 發文時段是否適當」根據鄭至航（2015）及周世

惠（2011）的定義，訂為早上 7～9 點、中午 11～13 點、晚上 17～19 點、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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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點以及凌晨 0～2 點，「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則根據鄭至航、熊坂

仁美（2011）、林達宏、J&M Studio 文創（2014）和冒牌生（2015）的建議，

將 3 到 8 小時發表一篇貼文視為適當的貼文頻率。透過該表可以發現，KKBOX

粉絲專頁使用問句進行貼文的數量為 1,426 則，其比例大概為五分之一，而與提

供酬償相關之貼文為 576 則，約占貼文比重 9.3%，發文時段及貼文頻率適當者

則分別為 2,116 則及 1,544 則，各佔 34.3%和 25.0%，另外，KKBOX 粉絲專頁雖

創立於 2013 年 8 月 19 日，但其 2013 年 9 月 3 日才開始正式啟用該粉絲專頁，

自 2013 年 9 月 3 日開始，其每天皆定期提供貼文內容。 

 

表 45：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提高回訪率內容分析結果 

3-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3-2. 針對貼文內容 

無   3-2-1. 是否提出問句 23.1%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

等酬償 
9.3% 

    3-2-3. 發文時段是否適當 34.3% 

    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 25.0% 

    3-2-5. 是否每天定期發文 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表 46 為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的對話迴路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根據該表可以得知，KKBOX 粉絲專頁提供足夠的溝通管

道與粉絲交流，粉絲可以透過粉絲專頁的介面，張貼文字、照片，或是私下傳訊

息給 KKBOX；而根據貼文內容分析，可以發現粉絲們也善用這樣的功能，訪客

貼文的總數為 4,232 則，而其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也達到 17 則，KKBOX 粉

絲專頁本身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則為 22 則，平均一天發布 11 則貼文，數量

偏多，另外，觀察 KKBOX 粉絲專頁的平均互動量統計，可以發現表現最好者仍

為按讚數，其次為留言數，符合預期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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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對話迴路內容分析結果 

4-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4-2. 針對貼文內容 

4-1-1. 訪客是否能夠張貼文字至

粉絲專頁 
是 4-2-1. 組織發文的總數為何 6,171 

4-1-2. 訪客是否能夠張貼照片或

影片至粉絲專頁 
是 

4-2-2. 組織 48 小時內之發文數為

何 
22 

4-1-3. 訪客是否能夠私下傳遞訊

息給粉絲專頁 
是 4-2-3. 貼文的平均按讚數為何 3,761.8 

    4-2-4. 貼文的平均留言數為何 119.3 

    4-2-5. 貼文的平均分享數為何 87.7 

    4-2-6. 訪客貼文的總數為何 4,232 

    
4-2-7. 訪客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

數為何 
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內容分析 

    表 47為myMusic Facebook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的資訊實用性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根據上一節貼文內容概覽的斷詞及文字雲結果，本研究將

「1-2-1. 是否提供產品相關資訊」及「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的判斷關

鍵字訂定為「myMusic、活動、參與、點聽、更新、開 app、聽歌、歌單、應用

程式」和「加入、PC、android、免費、註冊、會員」等字詞。根據表 47 可以發

現，myMusic 粉絲專頁雖然有在其專頁介面提供相關之企業簡介，然而卻沒有提

供連絡方式；而針對貼文內容部分可以得知，該粉絲專頁習慣經常性地在貼文內

容中提供與產品相關之資訊，相關貼文共有 2,605 則，約佔貼文比重 61.2%，而

與價格資訊相關之貼文則為 705 則，比重約為 16.5%，轉貼新聞的貼文數則是 49

則，佔貼文比重 1.2%，可以推知 myMusic 粉絲專頁同樣較少在其貼文中分享新

聞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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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資訊實用性內容分析結果 

1-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1-2. 針對貼文內容 

1-1-1. 是否提供企業簡介 是 1-2-1. 是否提供產品相關資訊 61.2% 

1-1-2. 是否提供企業聯絡方式 否 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 16.5% 

    1-2-3. 是否分享新聞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8則為myMusic Facebook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的留住訪客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根據該表可以發現，myMusic 粉絲專頁的介面和 KKBOX

一樣，都只提供官方網站和 app 軟體下載的連結，其他相關網頁連結則不提供；

貼文內容的部分，myMusic 粉絲專頁同樣重視將用戶從粉絲專頁導回官網的行為，

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結的貼文為 3,407 篇，約佔貼文比例 80.0%，其同時也習慣

提供其他 Facebook 頁面之連結（包括相簿、影音頻道、直播等），相關貼文為

3,374 篇，佔貼文比重 79.2%，而根據 Facebook 系統的判定，myMusic 粉絲專頁

的貼文類型同樣以提供照片配合文字之方式為主，其比重為 75.7%。 

 

表 48：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留住訪客內容分析結果 

2-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2-2. 針對貼文內容 

2-1-1. 是否提供官方網站的連結 是 
2-2-1. 是否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

結 
80.0% 

2-1-2. 是否提供官方部落格之連

結 
否 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 75.7% 

2-1-3. 是否提供官方影音專區連

結 
否 2-2-3. 貼文類型是否為影片 7.5% 

2-1-4. 是否提供官方其他平台之

連結 
是 2-2-4. 貼文類型是否為活動 0.2% 

    2-2-5. 貼文類型是否為網站連結 6.0% 

    
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

面之連結 
79.2%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48.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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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9 為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提高回訪率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其中，本研究將 myMusic 粉絲專頁「3-2-2. 是否提供獎

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的判斷關鍵字訂為「活動、得獎、名單、任務、獲得、

獎品、贈品、設為、按讚、留言、分享、法律責任、逾期」，而「3-2-3. 發文時

段是否適當」和「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的判斷依據則同樣根據鄭至航等人

之定義進行。根據表 49 可以發現，myMusic 粉絲專頁提出問句的貼文數為 836

則，將近貼文總數之五分之一，然而與酬償相關之貼文數則為 1,767 則，貼文比

重為 41.5%，接近一半，可見 myMusic 粉絲專頁習慣以提供獎品等方式吸引其

粉絲注意，進而提升粉絲專頁互動量，而發文時段及貼文頻率適當之貼文則分別

為 1,630 則及 930 則，各佔 38.3%和 21.8%。 

 

表 49：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提高回訪率內容分析結果 

3-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3-2. 針對貼文內容 

無   3-2-1. 是否提出問句 19.6%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

等酬償 
41.5% 

    3-2-3. 發文時段是否適當 38.3% 

    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 21.8% 

    3-2-5. 是否每天定期發文 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表 50 為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的對話迴路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根據該表可以發現，myMusic 粉絲專頁不願意在其頁面中

與粉絲進行更公開之互動與交流，訪客無法在其專頁中張貼文字或照片等訊息，

只能透過私下傳遞訊息的方式與該粉絲專頁獲得聯繫；而貼文內容的部分，

my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互動量同樣以平均按讚數為最高，其次為平均留言數，

符合貼文互動量一般的情況，另外由於訪客無法在該專頁張貼訊息，因此其

「4-2-6. 訪客貼文的總數為何」和「4-2-7. 訪客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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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之表現皆為 0。 

 

表 50：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對話迴路內容分析結果 

4-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4-2. 針對貼文內容 

4-1-1. 訪客是否能夠張貼文字至

粉絲專頁 
否 4-2-1. 組織發文的總數為何 4,259 

4-1-2. 訪客是否能夠張貼照片或

影片至粉絲專頁 
否 

4-2-2. 組織 48 小時內之發文數為

何 
7 

4-1-3. 訪客是否能夠私下傳遞訊

息給粉絲專頁 
是 4-2-3. 貼文的平均按讚數為何 398.5 

    4-2-4. 貼文的平均留言數為何 63.3 

    4-2-5. 貼文的平均分享數為何 49.3 

    4-2-6. 訪客貼文的總數為何 0 

    
4-2-7. 訪客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

數為何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內容分析 

    表 51 為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資訊實用性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本研究同樣根據上一節貼文內容概覽的分析結果，將

「1-2-1. 是否提供產品相關資訊」及「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類目在

Omusic 粉絲專頁之判斷關鍵字訂為「Omusic、追星、軟體、products、活動、歌

單、聊天室、數位、打開、更新、下載」和「會員、免費」，詳細分析結果如下。

根據該表可以發現，Omusic 粉絲專頁所發出之貼文內容大多以提供產品相關資

訊為主，相關貼文之數量為 1,122 則，貼文比重達到 56.5%，而和價格資訊相關

及分享新聞的貼文則較少，其貼文數分別為 131 則和 15 則，貼文比重皆低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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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資訊實用性內容分析結果 

1-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1-2. 針對貼文內容 

1-1-1. 是否提供企業簡介 是 1-2-1. 是否提供產品相關資訊 56.5% 

1-1-2. 是否提供企業聯絡方式 否 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 6.6% 

    1-2-3. 是否分享新聞 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2 則為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的留住訪客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根據該表可以得知，如同 KKBOX 和 myMusic 粉絲專頁

一般，Omusic 粉絲專頁在其專頁介面同樣只提供官方網站及 app 軟體下載之連

結，其他相關之連結網址則不會提供；而該粉絲專頁所發出之貼文，大多含有官

方網站及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其貼文數量分別為 1,534 則和 1,516 則，佔

貼文比重 77.3%和 76.4%，超過四分之三，可見該專頁同樣重視將粉絲專頁之用

戶導回官網的行為，另外，根據 Facebook 系統的判定，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

類型同樣也以提供照片為主，其貼文則數為 1,495 則，佔總貼文比重 75.7%。 

 

表 52：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留住訪客內容分析結果 

2-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2-2. 針對貼文內容 

2-1-1. 是否提供官方網站的連結 是 
2-2-1. 是否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

結 
77.3% 

2-1-2. 是否提供官方部落格之連

結 
否 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 75.3% 

2-1-3. 是否提供官方影音專區連

結 
否 2-2-3. 貼文類型是否為影片 13.4% 

2-1-4. 是否提供官方其他平台之

連結 
是 2-2-4. 貼文類型是否為活動 0.2% 

    2-2-5. 貼文類型是否為網站連結 7.5% 

    
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

面之連結 
76.4%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59.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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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3 為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的提高回訪率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如同之前的分析，本研究同樣根據上一節貼文內容概覽的

分析結果，將「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類目的判斷關鍵字訂

為「分享、名單、獲得、機會、判斷、設成公開、按讚、留言」等字詞，而「3-2-3. 

發文時段是否適當」和「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類目之判斷依據則同樣根據

鄭至航等人之定義進行評估。透過表 53 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Omusic 粉絲專頁

並不習慣在貼文內容中提出問句，包含問句之貼文只有 149則，佔貼文比重 5.0%，

而與酬償相關之貼文數量則為 381 則，將近佔貼文比重五分之一，另外，如同

myMusic 粉絲專頁，Omusic 粉絲專頁同樣沒有每天定期發文之習慣。 

 

表 53：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提高回訪率內容分析結果 

3-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3-2. 針對貼文內容 

無   3-2-1. 是否提出問句 5.0%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

等酬償 
19.2% 

    3-2-3. 發文時段是否適當 36.8% 

    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 24.6% 

    3-2-5. 是否每天定期發文 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表 54 為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中，對話迴路

類目之內容分析結果，根據該表可以發現，如同 KKBOX 粉絲專頁一般，訪客除

了可以以私下傳遞訊息的方式與 Omusic 粉絲專頁對話，也可以透過直接張貼文

字或照片等內容的方式與該專頁互動；然而本研究在研究期間，卻發現「4-2-6. 訪

客貼文的總數為何」及「4-2-7. 訪客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為何」類目之分析

結果皆為 0，因此推測Omusic粉絲專頁可能會將訪客所張貼之內容或留言刪除，

抑或是該專頁之粉絲並不習慣在其粉絲專頁中留言，雙向對話的成效較不明顯，

另外，觀察該粉絲專頁的平均互動統計量可以發現，表現最佳者雖仍為平均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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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然而其次卻為平均分享數，不同於一般留言數應高於分享數的情況，可以推

估其可能是因為 Omusic 粉絲專頁會透過提供抽獎活動等方式，要求粉絲完成不

同之互動行為（如按讚加分享），進而影響到互動指標之整體互動量。 

 

表 54：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對話迴路內容分析結果 

4-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4-2. 針對貼文內容 

4-1-1. 訪客是否能夠張貼文字至

粉絲專頁 
是 4-2-1. 組織發文的總數為何 1,958 

4-1-2. 訪客是否能夠張貼照片或

影片至粉絲專頁 
是 

4-2-2. 組織 48 小時內之發文數為

何 
5 

4-1-3. 訪客是否能夠私下傳遞訊

息給粉絲專頁 
是 4-2-3. 貼文的平均按讚數為何 140.8 

    4-2-4. 貼文的平均留言數為何 7.9 

    4-2-5. 貼文的平均分享數為何 8.6 

    4-2-6. 訪客貼文的總數為何 0 

    
4-2-7. 訪客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

數為何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指標迴歸分析 

    延續以上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粉絲專頁進行之貼文內容分析，本研究進一步

針對其中部分類目進行編碼，將其視為自變數，並將各粉絲專頁之互動指標視為

因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探討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是否和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互

動量存在直接影響，抑或是如何影響，詳細分析結果如下。 

    表 55 為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按讚數的迴歸分析結果，根據該表

可以得知，若以 95%的信心水準為基準，「1-2-3. 是否分享新聞」、「2-2-1. 是否

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結」、「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2-2-4. 貼文類型是否

為活動」、「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

單」和「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等類目均在 KKBOX 粉絲專頁中對按讚數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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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響，其中，「1-2-3. 是否分享新聞」和「2-2-4. 貼文類型是否為活動」類目

對 KKBOX 粉絲專頁的按讚數影響最大，若是該專頁於貼文中分享新聞，其獲得

之按讚數可能會比平常多 1,182.586 個，然而若是該貼文類型為活動，其按讚數

則可能會比平常少 1,150.91 個，其迴歸式為： 

Ŷ KKBOX 按讚數 = 555.593 + 1,182.586(@1_2_3) – 214.523(@2_2_1)          

– 356.091(@2_2_2) – 1,150.910(@2_2_4) + 699.949(@2_2_6) 

– 258.584(@2_2_7) – 104.7(@3_2_4) 

其中，@1_2_3 即為「1-2-3. 是否分享新聞」類目，以此類推。 

 

表 55：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按讚數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43 

（常數） 555.593 56.412  9.849 .000 

@1_2_1 14.084 27.665 .007 .509 .611 

@1_2_2 -132.417 49.001 -.035 -2.702 .007 

@1_2_3 1182.586 273.673 .055 4.321 .000 

@2_2_1 -214.523 63.137 -.083 -3.398 .001 

@2_2_2 -356.091 87.208 -.173 -4.083 .000 

@2_2_3 -51.500 68.632 -.018 -.750 .453 

@2_2_4 -1150.910 330.930 -.046 -3.478 .001 

@2_2_5 116.836 82.709 .047 1.413 .158 

@2_2_6 699.949 84.223 .331 8.311 .000 

@2_2_7 -258.584 26.793 -.127 -9.651 .000 

@3_2_1 -63.418 30.324 -.026 -2.091 .037 

@3_2_2 101.343 44.497 .029 2.278 .023 

@3_2_3 -15.596 28.241 -.007 -.552 .581 

@3_2_4 -104.700 31.016 -.045 -3.376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6 則為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留言數的迴歸分析結果，透過該

表可以得知，在 95%的信心水準下，與 KKBOX 粉絲專頁的留言數存在影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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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為「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以及「3-2-2. 是

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其中，「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和「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與 KKBOX 粉絲專頁之留言數存在負相關，其餘類目與

KKBOX 貼文留言數皆為正相關，其迴歸式如下： 

Ŷ KKBOX 留言數 = 19.444 + 18.124(@1_2_2) – 52.002(@2_2_2) + 37.16(@2_2_6) 

– 13.364(@2_2_7) + 60.582(@3_2_2)。 

 

表 56：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留言數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39 

（常數） 19.444 6.755  2.878 .004 

@1_2_1 5.808 3.313 .024 1.753 .080 

@1_2_2 18.124 5.868 .040 3.089 .002 

@1_2_3 25.004 32.771 .010 .763 .445 

@2_2_1 5.199 7.560 .017 .688 .492 

@2_2_2 -52.002 10.443 -.212 -4.980 .000 

@2_2_3 -18.385 8.218 -.054 -2.237 .025 

@2_2_4 -58.073 39.627 -.019 -1.465 .143 

@2_2_5 -24.132 9.904 -.082 -2.437 .015 

@2_2_6 37.160 10.085 .147 3.685 .000 

@2_2_7 -13.364 3.208 -.055 -4.165 .000 

@3_2_1 9.104 3.631 .032 2.507 .012 

@3_2_2 60.582 5.328 .145 11.370 .000 

@3_2_3 7.329 3.382 .029 2.167 .030 

@3_2_4 -8.090 3.714 -.029 -2.178 .0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表 57 為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分享數之迴歸分析結果，根據該

表可以得知，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和 KKBOX 粉絲專頁貼文分享數存在相關

者為「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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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和「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其中「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和「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

結」類目對 KKBOX 貼文分享數之影響最大，若是該貼文類型為照片，其獲得之

分享數可能會比平常少 58.316 個，然而若是該貼文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

結，其分享數則可能會比平常多 75.153 個，KKBOX 貼文分享數迴歸式為： 

Ŷ KKBOX 分享數 = 10.069 – 58.316(@2_2_2) + 75.153(@2_2_6)              

– 11.477(@2_2_7) + 32.041(@3_2_2) 

 

表 57：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分享數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33 

（常數） 10.069 9.216  1.093 .275 

@1_2_1 3.894 3.989 .016 .976 .329 

@1_2_2 -9.882 6.765 -.023 -1.461 .144 

@1_2_3 6.276 33.984 .003 .185 .854 

@2_2_1 -5.932 12.710 -.019 -.467 .641 

@2_2_2 -58.316 12.853 -.241 -4.537 .000 

@2_2_3 .377 10.529 .001 .036 .971 

@2_2_5 9.521 15.025 .033 .634 .526 

@2_2_6 75.153 15.372 .302 4.889 .000 

@2_2_7 -11.477 3.861 -.048 -2.973 .003 

@3_2_1 5.495 4.428 .019 1.241 .215 

@3_2_2 34.041 6.254 .085 5.443 .000 

@3_2_3 -1.210 4.138 -.005 -.292 .770 

@3_2_4 -8.387 4.580 -.030 -1.831 .0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8 為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參與度之迴歸分析結果，貼文參與

度之計算方式如同 Dennis Yu（1996, as cited in Cleary, 2016）所提出之互動加權

觀點，為：參與度（Engagement）= 按讚數（Likes）x 1 + 留言數（Comments）

x 7 + 分享數（Shares）x 13，透過迴歸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在 95%的信心水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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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以及

「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類目均對 KKBOX 粉絲專頁之貼文參與度存在影響，

其中「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和「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

結」類目對 KKBOX 貼文參與度之影響最大，若是該貼文類型為照片，其貼文參

與度可能會比平常少1,321.824，然而若是該貼文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

其貼文參與度則可能會比平常多 1,511.407，KKBOX 貼文參與度迴歸式為： 

Ŷ KKBOX 參與度 = 757.827 – 1,321.824(@2_2_2) + 1,511.407(@2_2_6)         

– 469.631(@2_2_7) + 860.068(@3_2_2) – 242.944(@3_2_4) 

 

表 58：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參與度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43 

（常數） 757.827 138.325  5.479 .000 

@1_2_1 104.960 67.835 .021 1.547 .122 

@1_2_2 -80.165 120.153 -.009 -.667 .505 

@1_2_3 1714.328 671.058 .033 2.555 .011 

@2_2_1 -9.925 154.815 -.002 -.064 .949 

@2_2_2 -1321.824 213.837 -.262 -6.181 .000 

@2_2_3 -140.958 168.289 -.020 -.838 .402 

@2_2_4 -2206.661 811.453 -.036 -2.719 .007 

@2_2_5 -146.952 202.806 -.024 -.725 .469 

@2_2_6 1511.407 206.518 .291 7.319 .000 

@2_2_7 -469.631 65.698 -.094 -7.148 .000 

@3_2_1 50.752 74.356 .009 .683 .495 

@3_2_2 860.068 109.107 .100 7.883 .000 

@3_2_3 24.550 69.248 .005 .355 .723 

@3_2_4 -242.944 76.052 -.042 -3.194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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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9 為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按讚數的迴歸分析結果，透過該表

可以發現，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所有類目對 myMusic 粉絲專頁貼文按讚數之

影響皆為不顯著，因此其迴歸式為： 

Ŷ myMusic 按讚數 = 14.834 

 

表 59：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按讚數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09 

（常數） 14.834 61.835  .240 .810 

@1_2_1 -63.775 38.281 -.030 -1.666 .096 

@1_2_2 -7.798 47.930 -.003 -.163 .871 

@1_2_3 -199.624 174.181 -.021 -1.146 .252 

@2_2_1 177.381 84.457 .068 2.100 .036 

@2_2_2 47.435 128.963 .020 .368 .713 

@2_2_3 4.215 94.865 .001 .044 .965 

@2_2_4 118.121 372.692 .005 .317 .751 

@2_2_5 233.795 109.789 .054 2.130 .033 

@2_2_6 -130.470 129.209 -.051 -1.010 .313 

@2_2_7 15.279 33.668 .007 .454 .650 

@3_2_1 98.498 40.457 .038 2.435 .015 

@3_2_2 24.754 40.670 .012 .609 .543 

@3_2_3 39.866 33.134 .019 1.203 .229 

@3_2_4 58.745 38.972 .023 1.507 .1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表 60 為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留言數的迴歸分析結果，根據該

表可以得知在 95%的信心水準下，「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和「3-2-2. 是否

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類目對 myMusic 粉絲專頁之貼文留言數存在影

響，當該粉絲專頁之貼文提供推薦歌單時，其貼文留言數可能會比平常少 23.419

個，然而若是該貼文與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相關，其留言數則可能會比

平常多 44.071 個，其留言數迴歸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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Ŷ myMusic 留言數 = -40.506 – 23.419(@2_2_7) + 44.071(@3_2_2) 

 

表 60：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留言數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28 

（常數） -40.506 10.167  -3.984 .000 

@1_2_1 9.425 6.294 .027 1.497 .134 

@1_2_2 16.304 7.881 .035 2.069 .039 

@1_2_3 -2.753 28.640 -.002 -.096 .923 

@2_2_1 11.726 13.887 .027 .844 .398 

@2_2_2 52.981 21.205 .132 2.499 .013 

@2_2_3 42.014 15.598 .065 2.694 .007 

@2_2_4 37.375 61.279 .010 .610 .542 

@2_2_5 42.356 18.052 .059 2.346 .019 

@2_2_6 -13.255 21.245 -.031 -.624 .533 

@2_2_7 -23.419 5.536 -.068 -4.230 .000 

@3_2_1 5.099 6.652 .012 .767 .443 

@3_2_2 44.071 6.687 .126 6.590 .000 

@3_2_3 .155 5.448 .000 .028 .977 

@3_2_4 -2.462 6.408 -.006 -.384 .7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1 則為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分享數之迴歸分析結果，根據該

表可以得知，在 95%的信心水準下，my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分享數與「2-2-3. 貼

文類型是否為影片」、「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以及「3-2-2. 是否提供獎金、

獎品或名譽等酬償」類目存在關聯，其中，只有「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與

myMusic 粉絲專頁貼文分享數存在負相關，其餘皆為正相關，亦即當 my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提供推薦歌單時，該貼文之分享數會減少 24.52，其迴歸式

如下： 

Ŷ myMusic 分享數 = -47.821 + 50.286(@2_2_3) – 24.52(@2_2_7)                

+ 42.468(@3_2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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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分享數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56 

（常數） -47.821 10.819  -4.420 .000 

@1_2_1 10.201 7.297 .034 1.398 .162 

@1_2_2 19.628 7.532 .059 2.606 .009 

@1_2_3 -1.726 32.574 -.001 -.053 .958 

@2_2_1 16.169 20.545 .047 .787 .431 

@2_2_2 59.473 21.877 .188 2.719 .007 

@2_2_3 50.286 16.464 .099 3.054 .002 

@2_2_4 28.030 99.301 .006 .282 .778 

@2_2_5 54.288 22.897 .087 2.371 .018 

@2_2_6 -14.021 27.929 -.042 -.502 .616 

@2_2_7 -24.520 5.936 -.089 -4.131 .000 

@3_2_1 1.846 7.024 .005 .263 .793 

@3_2_2 42.468 7.087 .154 5.992 .000 

@3_2_3 4.531 5.778 .016 .784 .433 

@3_2_4 -3.983 6.899 -.012 -.577 .5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2 為 my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參與度的迴歸分析結果，根據該表

可以發現，my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參與度在 95%的信心水準下，與「2-2-3. 貼

文類型是否為影片」、「2-2-5. 貼文類型是否為網站連結」、「2-2-7. 是否提供推薦

歌單」和「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類目存在關聯，其中，只

有「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與 my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參與度存在負相關，

當該粉絲專頁之貼文內容提供推薦歌單時，其貼文之參與度便會減少 332.154，

其餘類目與 myMusic 粉絲專頁貼文參與度皆為正相關，其迴歸式如下： 

Ŷ myMusic 參與度 = -730.851 + 767.251(@2_2_3) + 1,002.906(@2_2_5)           

– 332.154(@2_2_7) + 758.598(@3_2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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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myMusic F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參與度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3 

（常數） -730.851 171.450  -4.263 .000 

@1_2_1 74.730 106.140 .013 .704 .481 

@1_2_2 344.041 132.896 .044 2.589 .010 

@1_2_3 -241.669 482.953 -.009 -.500 .617 

@2_2_1 394.555 234.173 .054 1.685 .092 

@2_2_2 932.786 357.575 .138 2.609 .009 

@2_2_3 767.251 263.032 .070 2.917 .004 

@2_2_4 780.401 1033.363 .012 .755 .450 

@2_2_5 1002.906 304.411 .082 3.295 .001 

@2_2_6 -324.909 358.258 -.045 -.907 .365 

@2_2_7 -332.154 93.352 -.057 -3.558 .000 

@3_2_1 187.903 112.176 .026 1.675 .094 

@3_2_2 758.598 112.767 .129 6.727 .000 

@3_2_3 64.007 91.871 .011 .697 .486 

@3_2_4 14.035 108.058 .002 .130 .8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3 為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按讚數的迴歸分析結果，根據該表

可以發現，在 95%的信心水準下，「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和「3-2-1. 是

否提出問句」類目與 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按讚數皆存在正相關，當該粉絲專

頁之貼文內容提供與價格相關的資訊以及提出問句時，其分別會使得其貼文提高

390.658 和 173.897 個按讚數，其迴歸式如下： 

Ŷ Omusic 按讚數 = 48.626 + 390.658(@1_2_2) + 173.897(@3_2_1) 

 

表 63：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按讚數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35 

（常數） 48.626 95.327   0.51 0.61 

@1_2_1 -17.37 31.687 -0.013 -0.548 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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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2_2 390.658 58.735 0.152 6.651 0 

@1_2_3 211.22 174.837 0.029 1.208 0.227 

@2_2_1 13.689 73.768 0.009 0.186 0.853 

@2_2_2 29.603 179.56 0.02 0.165 0.869 

@2_2_3 -22.205 103.192 -0.012 -0.215 0.83 

@2_2_4 -7.147 412.034 0 -0.017 0.986 

@2_2_5 -81.438 114.211 -0.033 -0.713 0.476 

@2_2_6 -8.24 164.156 -0.005 -0.05 0.96 

@2_2_7 17.868 30.431 0.014 0.587 0.557 

@3_2_1 173.897 55.088 0.072 3.157 0.002 

@3_2_2 38.622 37.968 0.024 1.017 0.309 

@3_2_3 12.921 29.867 0.01 0.433 0.665 

@3_2_4 -30.528 33.37 -0.021 -0.915 0.3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表 64 為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留言數的迴歸分析結果，透過該

表可以得知，在 95%的信心水準下，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留言數只和「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類目存在關聯，當該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和

酬償相關時，其貼文留言數會提高 25.98 個，其迴歸式如下： 

Ŷ Omusic 留言數 = -1.957 + 25.98(@3_2_2) 

 

表 64：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留言數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71 

 

 

  

  

  

  

  

（常數） -1.957 6.174   -0.317 0.751 

@1_2_1 2.241 2.052 0.026 1.092 0.275 

@1_2_2 -10.529 3.804 -0.062 -2.768 0.006 

@1_2_3 -3.073 11.323 -0.006 -0.271 0.786 

@2_2_1 -2.42 4.777 -0.023 -0.507 0.613 

@2_2_2 3.375 11.629 0.034 0.29 0.772 

@2_2_3 -0.82 6.683 -0.007 -0.123 0.902 

@2_2_4 -1.599 26.684 -0.001 -0.06 0.952 

@2_2_5 2.16 7.397 0.013 0.292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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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2_6 1.448 10.631 0.014 0.136 0.892 

@2_2_7 -0.565 1.971 -0.007 -0.287 0.774 

@3_2_1 5.406 3.568 0.034 1.515 0.13 

@3_2_2 25.98 2.459 0.242 10.566 0 

@3_2_3 4.813 1.934 0.055 2.488 0.013 

@3_2_4 -4.212 2.161 -0.043 -1.949 0.0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5 則為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分享數之迴歸分析結果，根據該

表可以發現，在 95%的信心水準下，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分享數同樣只和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類目存在關聯，當該粉絲專頁的貼

文內容和酬償相關時，其貼文分享數則會提高 24.232 個，其迴歸式如下： 

Ŷ Omusic 分享數 = -5.403 + 24.232(@3_2_2) 

 

表 65：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分享數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81 

（常數） -5.403 9.484  -.570 .569 

@1_2_1 3.057 2.375 .037 1.287 .198 

@1_2_2 -9.776 4.176 -.064 -2.341 .019 

@1_2_3 -6.752 13.767 -.015 -.490 .624 

@2_2_1 -6.931 7.569 -.069 -.916 .360 

@2_2_2 10.633 13.818 .111 .769 .442 

@2_2_3 5.827 9.810 .053 .594 .553 

@2_2_5 9.250 11.328 .053 .817 .414 

@2_2_6 5.903 12.555 .061 .470 .638 

@2_2_7 -1.017 2.259 -.012 -.450 .653 

@3_2_1 5.270 3.868 .037 1.363 .173 

@3_2_2 24.232 2.709 .250 8.946 .000 

@3_2_3 5.173 2.222 .062 2.328 .020 

@3_2_4 -4.262 2.456 -.046 -1.735 .0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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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6 為 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參與度之迴歸分析結果，透過該表

可以得知，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和 Omusic 粉絲專頁貼文參與度存在關聯者為

「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和「3-2-1. 是否提出問句」類目，且其皆與該

專頁之貼文參與度存在正相關，亦即當 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提及與價格

相關的資訊和提出問句時，其皆會使該貼文提升 4,809.967和2,432.235個參與度，

其迴歸式如下： 

Ŷ Omusic 參與度 = 542.739 + 4,809.967(@1_2_2) + 2,432.235(@3_2_1) 

 

表 66：Omusic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貼文參與度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Beta 

𝑅2

= 0.036 

（常數） 542.739 1274.605  .426 .670 

@1_2_1 -152.706 423.689 -.009 -.360 .719 

@1_2_2 4809.967 785.335 .140 6.125 .000 

@1_2_3 2741.388 2337.716 .028 1.173 .241 

@2_2_1 175.091 986.347 .008 .178 .859 

@2_2_2 521.470 2400.871 .026 .217 .828 

@2_2_3 -236.037 1379.762 -.009 -.171 .864 

@2_2_4 -94.151 5509.250 .000 -.017 .986 

@2_2_5 -1031.611 1527.094 -.032 -.676 .499 

@2_2_6 -93.478 2194.912 -.005 -.043 .966 

@2_2_7 217.426 406.888 .012 .534 .593 

@3_2_1 2432.235 736.575 .075 3.302 .001 

@3_2_2 1238.312 507.666 .057 2.439 .015 

@3_2_3 303.841 399.342 .017 .761 .447 

@3_2_4 -507.055 446.186 -.025 -1.136 .2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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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本研究透過 Microsoft Excel 2010、IBM SPSS Statistics 22.0 以及 R 軟體等工

具，對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經營輪廓概覽、貼文

內容探勘以及內容分析，希望以不同的切入角度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粉絲專

頁進行全面的探討，本節將根據第四章第一、二、三節之分析結果，對臺灣的音

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不同企業間之比較及整理。 

    透過對各粉絲專頁之互動指標進行敘述統計，本研究發現，就貼文數量而言，

KKBOX 粉絲專頁平均一天發出 10.73 則貼文，遠超過 myMusic 粉絲專頁的 3.15

則以及 Omusic 粉絲專頁的 1.25 則，也因此 KKBOX 粉絲專頁不論在按讚總數、

留言總數、或是分享總數上，皆表現得比另外兩家業者優異，然而若是以平均互

動量的觀點來看，卻可以發現此三家業者之互動表現旗鼓相當，尤其在平均留言

數及平均分享數的部分，myMusic 和 Omusic 的表現長期優於 KKBOX，不同於

互動總數的狀況；從各互動量線圖中可以發現，KKBOX 粉絲專頁習慣透過高頻

率發文的方式，使其貼文之能見度總數提高，進一步與其粉絲產生互動，而

myMusic 粉絲專頁和 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頻率較低，其則是習慣透過吸引粉

絲不斷的留言及分享，以持續翻新的方式增加其貼文之曝光率。除此之外，透過

對各粉絲專頁互動量線圖的觀察，本研究也發現 myMusic 粉絲專頁及 Omusic 粉

絲專頁分別在 2014/10 和 2013/10 進行其經營模式上的調整，此觀點也進一步在

貼文內容探勘的分析中獲得驗證。 

    而貼文內容探勘的部分，本研究則是先透過 R 軟體，以「結巴（jiebaR）」

套件內建語料庫以及「萌典」中所包含的字詞，分別對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粉絲

專頁貼文內容進行斷詞，並在完成斷詞後，對該斷詞結果進行文字雲分析，除了

能夠對貼文內容進行主題聚焦，也能探討透過不同的語料來源對文本內容進行斷

詞，是否會產生不同之分析結果，藉此進一步提升文字探勘之信效度，本研究同

時也根據互動指標敘述統計的分析結果，針對值得探討的時間區間截點進行其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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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內容主題探討，此外，本研究也藉由 TF-IDF 的概念，探討臺灣的音樂串流服

務業者其各自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中的關鍵詞為何，並與詞頻統計之結果比對，觀

察出現較多次的字詞是否確實為較為重要且關鍵的詞彙；而根據分析結果顯示，

不論透過何種斷詞方式對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粉絲專頁進行文字探勘，其最終之

文字雲分析結果大致相同，並不存在因使用不同的斷詞方式而產生不同之研究結

論的狀況，以 TF-IDF 概念篩選出之關鍵字也大多和詞頻統計的結果重疊，文字

探勘結果一致，KKBOX 粉絲專頁的貼文主題大多與「推廣服務軟體活動」和「歌

手宣傳」相關，而 myMusic 粉絲專頁貼文主題則圍繞在「進行抽獎活動」和「提

供最新的歌曲資訊」，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主題則是以「推廣軟體服務」、「歌

手宣傳」和「活動舉辦」為主。除此之外，本研究也針對透過文字探勘篩選出的

關鍵字，以 R 軟體的 findAssocs 套件分析其與貼文中其他字詞間之關聯為何，

研究結果發現，在 KKBOX 粉絲專頁的「推廣服務軟體活動」主題貼文當中，其

大多透過介紹會員福利、提供社群網站資源、提供相關活動資訊、提供會員優惠

方案以及舉辦抽獎活動等方式進行推廣，而和「歌手宣傳」主題相關的貼文則是

以介紹專輯、提供獨家內容、提供排行榜和舉辦抽獎活動等內容進行宣傳；在

myMusic 粉絲專頁中，與「進行抽獎活動」相關的貼文大多是以事件預告、提供

抽獎活動及活動資訊等方式進行，並同時提及自身廠牌名稱藉以宣傳，「提供最

新的歌曲資訊」主題貼文則是會透過服務推廣、歌手宣傳、並輔以抽獎活動吸引

用戶，其同樣也會在該主題的貼文中提及自身廠牌名稱；而在 Omusic 粉絲專頁

中，與「推廣軟體服務」相關的貼文會透過提供外部連結、相關事件預告、以及

品牌宣傳等方式進行，「歌手宣傳」主題貼文宣傳的方式為介紹該歌手曾經獲得

之音樂獎項、提供獨家內容、相關歌曲推薦以及提供排行榜，而「活動舉辦」的

宣傳方式則是在貼文內容中提供相關的活動說明，並同時宣傳其自身之品牌，增

加 Omusic 品牌的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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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主題與宣傳方式 

KKBOX 

推廣服務軟

體活動 

介紹會員福

利、權益 
舉辦抽獎活動 

提供社群

網站資源 

提供活動資

訊 

提供優惠

方案 

歌手宣傳 介紹專輯 舉辦抽獎活動 
提供排行

榜 

提供獨家內

容 
- 

myMusic 

進行抽獎活

動 
自身品牌宣傳 舉辦抽獎活動 

提供活動

資訊 

相關事件預

告 
-  

提供最新的

歌曲資訊 
自身品牌宣傳 舉辦抽獎活動 服務推廣 歌手宣傳 - 

Omusic 

推廣軟體服

務 
自身品牌宣傳 相關事件預告 

提供外部

資源連結 
- - 

歌手宣傳 介紹音樂獎項 相關歌曲推薦 
提供排行

榜 

提供獨家內

容 
- 

活動舉辦 自身品牌宣傳 
提供相關活動

說明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在各粉絲專頁之經營與內容分析則是以 Kent & Taylor（1998）所提出

的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為理論基礎，探討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所評估的項目，

是否和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經營存在關聯，並將部分類目編碼，設為自變數，

各粉絲專頁互動指標設為因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探討各評估項目與粉絲專頁的互

動指標是否直接存在直接影響。表 68 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粉絲專頁在資訊

實用性類目的內容分析結果，研究結果顯示，所有的音樂串流服務業者在其粉絲

專頁介面中，都只提供其企業簡介，並不會另外提供企業的聯絡方式；而在貼文

內容的部分，各業者提供產品相關資訊的比例大多為 6 成左右，唯 myMusic 粉

絲專頁提供更高比例的價格相關資訊及新聞內容。 

 

表 68：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資訊實用性內容分析結果 

1-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KKBOX myMusic Omusic 

1-1-1. 是否提供企業簡介 是 是 是 

1-1-2. 是否提供企業聯絡方式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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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針對貼文內容 

1-2-1. 是否提供產品相關資訊 

（χ(6)
2  = 12407.884, p = .000） 

56.90% 61.20% 56.50% 

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 

（χ(2)
2  = 248.251, p = .000） 

7.60% 16.50% 6.60% 

1-2-3. 是否分享新聞（χ(2)
2  = 35.062, p = .000） 0.20% 1.20% 0.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9 則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粉絲專頁在留住訪客類目的內容分析結果，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所有的業者在粉絲專頁介面中，同樣都只會提供官方網站的

連結及其串流服務app之下載網址，其他相關連結並不會提供；貼文內容的部分，

根據 Facebook系統的判定，myMusic粉絲專頁和Omusic粉絲專頁仍以照片為主，

其比例約為 75%，而 KKBOX 粉絲專頁的貼文類型則較多元，此結果也進一步

影響到「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連結」的比例，因為粉絲專頁若是想提供照片類

型的貼文內容，必須先將照片上傳至「動態時報照片」相簿（此行為在貼文時系

統會自動完成）才能進行貼文，因此 myMusic 粉絲專頁和 Omusic 粉絲專頁在該

類目的貼文比例相對較高，此外，三家業者的粉絲專頁在「2-2-4. 貼文類型是否

為活動」類目的貼文比例皆為 0.2%，該類目之卡方值並未達到顯著水準（α=0.05），

因此可以推知其在此類目中的表現並不存在差異，而提供更多推薦歌單者則為

Omusic 粉絲專頁，其貼文比例達到 59.5%，略高於其他兩家業者。 

 

表 69：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留住訪客內容分析結果 

2-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KKBOX myMusic Omusic 

2-1-1. 是否提供官方網站的連結 是 是 是 

2-1-2. 是否提供官方部落格之連結 否 否 否 

2-1-3. 是否提供官方影音專區連結 否 否 否 

2-1-4. 是否提供官方其他平台之連結 是 是 是 

2-2. 針對貼文內容 

2-2-1. 是否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結 

（χ(3)
2  = 12.096, p = .007） 

81.20% 80.00% 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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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χ(3)
2  = 475.478, p = .000） 57.50% 75.70% 75.30% 

2-2-3. 貼文類型是否為影片（χ(3)
2  = 138.819, p = .000） 15.10% 7.50% 13.40% 

2-2-4. 貼文類型是否為活動（χ(3)
2  = .425, p = .935） 0.20% 0.20% 0.20% 

2-2-5. 貼文類型是否為網站連結 

（χ(3)
2  = 589.617, p = .000） 

21.60% 6.00% 7.50% 

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 

（χ(3)
2  = 329.574, p = .000） 

64.00% 79.20% 76.40%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χ(3)
2  = 106.811, p = .000） 47.10% 48.70% 59.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表 70 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粉絲專頁提高回訪率類目的內容分析結果，

根據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臺灣三家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中，只有 KKBOX 粉絲專頁

有每天定期發文的習慣，且其提出問句的比例為三家業者中最高，達到 23.1%，

可見 KKBOX 粉絲專頁更致力於與用戶互動的行為，而 myMusic 粉絲專頁則是

經常提供與酬償相關之貼文，其比例達到 41.5%，其次為 Omusic 粉絲專頁，貼

文比例為19.2%，貼文時段及頻率是否適當之類目，三家業者的表現則相差不遠，

其貼文比例分別約為 35%及 23%左右。 

 

表 70：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提高回訪率內容分析結果 

3-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KKBOX myMusic Omusic 

無 - - - 

3-2. 針對貼文內容 

3-2-1. 是否提出問句（χ(3)
2  = 231.957, p = .000） 23.10% 19.60% 5.00%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χ(3)
2  = 1528.497, p = .000） 

9.30% 41.50% 19.20% 

3-2-3. 發文時段是否適當（χ(3)
2  = 19.389, p = .000） 34.30% 38.30% 36.80% 

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χ(3)
2  = 15.617, p = .001） 25.00% 21.80% 24.60% 

3-2-5. 是否每天定期發文 是 否 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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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1 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粉絲專頁對話迴路類目的內容分析結果，根

據該表可以發現，只有 myMusic 粉絲專頁沒有提供訪客貼文的功能，然而 Omusic

粉絲專頁的訪客貼文總數卻為 0，猜測該粉絲專頁可能會刪除用戶的貼文，抑或

該專頁之粉絲並不習慣在其粉絲專頁中留言，對話成效不佳，而平均互動量的部

分，KKBOX 粉絲專頁及 myMusic 粉絲專頁皆以平均按讚數為最多，其次為平均

留言數，符合一般預期之狀況，唯 Omusic 粉絲專頁雖然平均按讚數仍為最高，

但其平均分享數卻高於平均留言數，推估可能是因為該粉絲專頁會透過提供抽獎

活動等方式，要求粉絲完成不同之互動行為，進而影響互動指標之整體互動量。 

 

表 71：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對話迴路內容分析結果 

4-1. 針對介面提供的資訊 KKBOX myMusic Omusic 

4-1-1. 訪客是否能夠張貼文字至粉絲專頁 是 否 是 

4-1-2. 訪客是否能夠張貼照片或影片至粉絲專頁 是 否 是 

4-1-3. 訪客是否能夠私下傳遞訊息給粉絲專頁 是 是 是 

4-2. 針對貼文內容 

4-2-1. 組織發文的總數為何 6,171 4,259 1,958 

4-2-2. 組織 48 小時內之發文數為何 22 7 5 

4-2-3. 貼文的平均按讚數為何 3,761.80 398.5 140.8 

4-2-4. 貼文的平均留言數為何 119.3 63.3 7.9 

4-2-5. 貼文的平均分享數為何 87.7 49.3 8.6 

4-2-6. 訪客貼文的總數為何 4,232 0 0 

4-2-7. 訪客在 48 小時內發文的則數為何 17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72則為臺灣音樂串流服務各 Facebook粉絲專頁中的互動指標與五大對話

性溝通原則評估類目所進行的迴歸分析結果，本研究以其對因變數產生正向或負

向影響的區別方式作為呈現。透過該表可以發現，與 KKBOX 粉絲專頁、myMusic

粉絲專頁及 Omusic 粉絲專頁存在影響的類目並不完全相同，且在五大對話性溝

通原則所評估的類目中，雖然有許多與 KKBOX 粉絲專頁存在正相關，然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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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相關的類目卻也不少，由此可得知，不同的粉絲專頁所需著重的經營面向也有

所不同，在進行貼文內容的經營時，並不該一昧的遵照理論建議，而是必須針對

自身粉絲特性進行調整，不過由於本研究所訂定的探討類目其解釋量皆不高，對

於 KKBOX 粉絲專頁的按讚、留言、分享、參與度之解釋量分別為 4.3%、3.9%、

3.3%及 4.3%，而對 myMusic 粉絲專頁其解釋量分別為 0.9%、2.8%、5.6%、3.0%，

對 Omusic 粉絲專頁的解釋量則為 3.5%、7.1%、8.1%和 3.6%，可見就 KKBOX

粉絲專頁而言，本研究所探討的類目非影響其互動量之主要項目，但仍可作為參

考，反之，對 myMusic 粉絲專頁及 Omusic 粉絲專頁而言，由於與其互動指標產

生影響的類目數量較少，因此本研究所探討的類目對其便會造成相對較大的影響，

以分享數為例，對 myMusic 及 Omusic 粉絲專頁分享數存在正向影響之類目分別

為「2-2-3.貼文類型是否為影片、3-2-2.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和「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而其解釋量分別達到 5.6%和 8.1%，可見

與提供酬償相關之貼文內容對於該兩粉絲專頁的分享互動量確實存在一定比例

的正面影響。 

 

表 72：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指標迴歸分析相關結果 

  正相關 負相關 

KKBOX 

按讚 

1-2-3. 是否分享新聞 2-2-1. 是否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結 

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 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 

  2-2-4. 貼文類型是否為活動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 

留言 

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 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 

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分享 
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 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參與度 

2-2-6. 是否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之連結 2-2-2. 貼文類型是否為照片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3-2-4. 貼文頻率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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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Music 

按讚 - - 

留言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分享 
2-2-3. 貼文類型是否為影片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參與度 

2-2-3. 貼文類型是否為影片 2-2-7. 是否提供推薦歌單 

2-2-5. 貼文類型是否為網站連結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Omusic 

按讚 
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 - 

3-2-1. 是否提出問句   

留言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 

分享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 

參與度 
1-2-2. 是否提供價格相關資訊 - 

3-2-2. 是否提供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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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結論與限制 

    本章共分為研究結論及研究限制兩節。第一節研究結論將根據本研究於第一

章所提出之研究問題進行回答，並進行相關延伸分析與探討，透過本研究執行之

鉅量資料分析解釋研究結果，同時對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

行互動輪廓描繪以及提出經營管理上的建議；第二節則為研究限制，此節將闡述

本研究在分析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與限制，並提出相關後續研究建議供未來之研

究者參考。 

 

第一節、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 Netvizz v1.25、Microsoft Excel 2010、IBM SPSS Statistics 22.0

和 R 軟體 3.2.2 的輔助，以鉅量資料分析的概念，對臺灣數位音樂串流服務業者

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敘述統計、文字雲資料探勘、文字探勘、內容分析以

及迴歸分析等探討，並以 Kent & Taylor（1998）所提出之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

為理論架構，探究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其粉絲及訪客間之

溝通互動成效為何，以下將根據分析結果，對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問題進行回

答： 

 

1.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即各項互動指標表現）

為何？其與訪客之互動量是否呈現穩定的成長或衰退趨勢？ 

    根據本研究於第四章第一節所進行之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

經營輪廓概覽中可以得知，就互動量總數而言，不論按讚、留言、分享或互動率，

皆由 KKBOX 粉絲專頁表現最為優異，其互動量大多領先 myMusic 粉絲專頁及

Omusic 粉絲專頁，然而若是以平均互動量的角度進行評估，則會發現 myMusic

粉絲專頁和 Omusic 粉絲專頁在平均留言數及平均分享數上的表現更佳，本研究

在進行後續貼文內容探勘等分析後，發現 KKBOX 粉絲專頁習慣以高頻率發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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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使其貼文之能見度總數提高，進而形成其互動總數相對較多的情況，而

myMusic 粉絲專頁和 Omusic 粉絲專頁則是透過提供抽獎活動的方式，要求訪客

對貼文內容進行留言或分享等行為，以持續翻新的方式增加其貼文之曝光率。完

整的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線圖詳見第四章第一節。 

    而藉由本研究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粉絲專頁進行之經營輪廓描繪，可以發現

無論哪家粉絲專頁，影響其互動量之重要因素皆為貼文內容，透過經營輪廓線圖

的觀察，本研究發現 myMusic 粉絲專頁及 Omusic 粉絲專頁分別在 2014/10 和

2013/10 改變其經營模式，此假設同時經由文字雲資料探勘等方式獲得驗證，因

此，由此可得知，不同的貼文內容會對粉絲專頁之互動量產生明顯之影響，而非

以穩定的成長或衰退趨勢作為呈現。 

 

2.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內容走向為何？其內容是

否能夠吸引與訪客的互動？ 

    本研究分別以「結巴（jiebaR）軟體」內建語料庫和「萌典」中所包含之詞

彙，對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粉絲專頁貼文內容進行斷詞，透過兩種不同來源的語

料庫作為斷詞依據，以提升本研究文本分析之信效度，同時導入 TF-IDF 的加權

概念，進行關鍵字的篩選，探討各粉絲專頁最常提及和重要的字彙與貼文主題分

別為何，完整的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貼文關鍵字排行詳見第四

章第二節。 

    而根據上述關鍵字排行，本研究整合詞頻統計與 TF-IDF 加權的分析結果，

將 KKBOX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大致分為「推廣服務軟體活動」和「歌手宣傳」

兩類，其中，透過字詞關聯的分析，本研究進一步發現，KKBOX 粉絲專頁大多

透過介紹會員福利、可使用的國家、提供其他社群網站資源、抽獎活動、優惠方

案、舉辦現場活動、廣告宣傳等方式進行服務軟體活動的推廣，而歌手宣傳的方

式則通常以介紹專輯的類型、特色，或是提供獨家服務（包括獨家專訪、票券買

賣等）、新歌相關評論以及排行榜等內容的方式為主；my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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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也大致可以分為「進行抽獎活動」及「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兩類，當 myMusic

粉絲專頁貼出與抽獎活動有關之貼文時，其大多會結合最新的音樂資訊以及以提

前預告的方式進行宣傳，同時藉由活動提升自身品牌之曝光率，增加與粉絲互動

的機會，而其提供最新歌曲資訊之方式除了透過與抽獎活動結合外，分享娛樂新

聞等訊息增加粉絲的注意力，並一併宣傳自己的音樂串流服務，提升粉絲專頁粉

絲與用戶間之轉換率，也是 myMusic 粉絲專頁習慣的做法；Omusic 粉絲專頁的

貼文內容則大致與「推廣軟體服務」、「歌手宣傳」以及「活動舉辦」有關，當

Omusic粉絲專頁要進行軟體服務的推廣時，其大多透過在貼文內容中直接宣傳、

提供相關外部連結以及對軟體中的活動事件進行預告等方式進行，而該專頁進行

歌手宣傳的方式則是以介紹該歌手得過哪些獎項、上過什麼排行榜、推薦哪些歌

曲和提供獨家與搶先內容為主，與活動舉辦相關的貼文則會以提供活動相關辦法

說明以及舉辦抽獎活動作為主要內容，其同時也會在貼文內容中提及自身廠牌名

稱以達到宣傳的效果。詳細的貼文內容研究過程與分析結果同樣於第四章第二節

及表 67 中有更清楚之說明。 

    本研究同時也根據第四章第一節所進行的粉絲專頁經營輪廓描繪，針對互動

表現起伏較明顯之區段進行該段時間之貼文內容探勘，探討怎麼樣的貼文內容會

對粉絲專頁之互動指標造成影響。而根據第四章第二節的研究結果，本研究發現

對 KKBOX 粉絲專頁的粉絲而言，提供與活動舉辦相關之內容以及討論流行趨勢

話題，能夠獲得更多的按讚回應，然而，若是貼出的貼文內容主題太雜亂，或是

要求粉絲加入服務會員的次數太高，皆會使得按讚回應下降，而當 KKBOX 粉絲

專頁提出互動活動要求（包括點播、一起聽等）時，留言及分享互動量則會上升；

myMusic 粉絲專頁的粉絲則傾向於對提供外部連結和音樂資訊相關內容的貼文

按讚，對提供抽獎活動內容的貼文進行留言與分享，然而過多及雜亂的貼文主題

同樣會使得粉絲與 myMusic 粉絲專頁的互動意願下降；而 Omusic 粉絲專頁的粉

絲對含有大量外部連結和與線上活動相關的貼文內容更容易做出按讚回應，其留

言和分享互動量較高的貼文則大多和抽獎活動相關，另外當 Omusic 粉絲專頁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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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數位追星活動時，其按讚與留言互動量同樣也會上升，然而，當該粉絲專頁的

貼文數量減少，或是貼文內容較少且不受粉絲注意時，其互動表現則相對變差。 

 

3. 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產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是否遵從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

哪些原則會使該粉絲專頁之互動量產生影響？以及如何影響？ 

    本研究透過 Microsoft Excel 2010 及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軟體的輔助，

以 Kent & Taylor（1998）提出的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為理論基礎，進行電腦輔

助內容分析，並透過相關研究及書籍的整理與歸納，訂定本研究所要探討之評估

項目，詳細的內容分析編碼表請參考表 18。而根據第四章第三節的研究結果顯

示，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大多遵從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然

而各業者也同時皆有部分與評估項目期望不相符之項目，如：三家業者之粉絲專

頁皆無提供企業聯絡方式、訪客無法張貼文字、照片或影片至 myMusic 粉絲專

頁等，完整的內容分析結果詳見第四章第三節。 

    此外，透過本研究建立之粉絲專頁互動量迴歸模型（詳見圖 13）得到的結

果發現，在「資訊實用性」、「留住訪客」和「提高回訪率」三項原則中，KKBOX

粉絲專頁的按讚數和留言數皆受其影響，而分享數及參與度則受到「留住訪客」

與「提高回訪率」原則之影響，然而，雖然其中「留住訪客」原則所包含之評估

項目大部分和 KKBOX 粉絲專頁的互動量呈現負相關，但其評估項目之多元決定

係數（multiple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𝑅2）皆不高，可見影響 KKBOX 粉絲專

頁互動量的因素並不只侷限於本研究所探測之類目，但本研究所進行之研究仍可

作為參考；而影響 myMusic 粉絲專頁留言數、分享數及參與度者皆為「留住訪

客」及「提高回訪率」原則，值得一提的是，該粉絲專頁的按讚數並不和五大對

話性溝通原則產生關聯，my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按讚數和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

間並不存在關係，其原因可能與 KKBOX 粉絲專頁相似，皆為多元決定係數不高

所導致；另外，影響 Omusic 粉絲專頁按讚數和參與度者則是「資訊實用性」和

「提高回訪率」原則，影響該粉絲專頁留言數和分享數的則為「提高回訪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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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同於 KKBOX 粉絲專頁和 myMusic 粉絲專頁的狀況，和 Omusic 粉絲專頁

存在關聯之原則皆對該專頁之互動量呈現正相關，且其多元決定係數也相對較高。

完整的互動量迴歸分析結果同樣詳見第四章第三節。 

 

4. 針對以上問題，比較臺灣的三家音樂串流服務業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

（KKBOX、myMusic 線上音樂、和 Omusic）彼此之間是否存在經營上的差

異？ 

    本研究以 Kent & Taylor（1998）提出的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為理論基礎，

並透過 Netvizz v1.25、Microsoft Excel 2010、IBM SPSS Statistics 22.0 及 R 軟體

3.2.2 的輔助，以大數據分析的概念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

敘述統計、文字雲資料探勘、文字探勘、內容分析和迴歸分析等統計分析，探討

臺灣的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其粉絲間之溝通互動成效為何，以及

其彼此間之粉絲專頁經營管理方式是否存在差異。 

    而根據以上分析結果及上述研究問題之探討，本研究發現在臺灣的音樂串流

服務產業範圍中，大致可將其業者區分為領導廠商及邊緣廠商兩類，不論以其服

務市佔率或是 Facebook 粉絲專頁所擁有的總按讚人數之觀點，都可將臺灣音樂

串流服務產業視為一寡佔市場，而其中的領導廠商即為 KKBOX，邊緣廠商則是

myMusic 和 Omusic，然而，不論處於該產業中的哪個位置，臺灣的音樂串流服

務業者皆有其各自之粉絲專頁經營模式及與粉絲互動的方式，若從經營輪廓的角

度切入，可以發現 KKBOX 粉絲專頁為了因應粉絲專頁總按讚人數較多的特點，

其習慣以高頻率發文的方式，使貼文之能見度總數提高，避免因粉絲人數多而造

成貼文內容無法觸及受眾之狀況，而這樣的行為也進一步使得該粉絲專頁互動總

數相對較多，myMusic 粉絲專頁和 Omusic 粉絲專頁則通常是以提供抽獎活動的

方式，要求粉絲對貼文內容進行留言或分享等行為，透過持續翻新的方式增加其

貼文曝光率，把握既有之粉絲互動量；而根據各粉絲專頁不同之發文習慣，本研

究更深入地對貼文內容主題進行探討，透過文字雲資料探勘及文字探勘的分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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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KKBOX 粉絲專頁的貼文大多為「推廣服務軟體活動」及「歌手宣傳」主題，

myMusic 粉絲專頁大致以「進行抽獎活動」和「提供最新的歌曲資訊」作為主題，

Omusic 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則大多與「推廣軟體服務」、「歌手宣傳」和「活動

舉辦」相關，透過這樣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myMusic 粉絲專頁與 Omusic 粉絲專

頁除了對歌曲、歌手及自身之服務軟體進行宣傳外，其也經常會透過舉辦抽獎活

動的方式吸引粉絲注意，而本研究進一步觀察貼文內容與互動量間之關係，發現

這樣的做法對 myMusic 粉絲專頁及 Omusic 粉絲專頁而言，確實有助於貼文互動

量的增加；此外，本研究也透過內容分析和迴歸分析，探討臺灣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的框架下，表現是否符合預期，並探

討影響各粉絲專頁互動量之因素為何，分析結果發現，在「資訊實用性」、「留住

訪客」和「提高回訪率」三項原則中，三項原則皆影響 KKBOX 粉絲專頁的按讚

數和留言數、影響該粉絲專頁分享數與參與度者則是「留住訪客」與「提高回訪

率」原則，而影響 myMusic 粉絲專頁留言數、分享數及參與度者皆為「留住訪

客」及「提高回訪率」原則，影響 Omusic 粉絲專頁按讚數和參與度者為「資訊

實用性」和「提高回訪率」原則、影響留言數和分享數的則是「提高回訪率」原

則，可見不同的粉絲專頁社群所需著重之原則標準也有所不同，臺灣的音樂串流

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彼此間確實存在經營管理上的差異。 

 

    透過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及延伸討論，可以發現臺灣的三家音樂串流服務

Facebook 粉絲專頁各自存在不同之經營模式，其所擁有的粉絲社群也分別具有

不同特性，對於感興趣之貼文內容主題不盡相同，然而，本研究認為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模式與該公司整體經營成效甚至營收之間並不存在必然關係，粉絲

專頁經營管理只是音樂串流服務業者進行行銷及貼近其消費者的方式之一，而本

研究的研究結果也不代表各粉絲專頁經營功效之成敗，僅針對位於不同產業位置

之粉絲專頁進行其經營模式介紹，並探討怎麼樣的粉絲專頁經營方式更適合臺灣

的音樂串流服務業者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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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建議 KKBOX 粉絲專頁若要提升其貼文按讚數，可藉由提供「相關新

聞內容」和「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的連結」達成，討論「流行趨勢」和與「活

動舉辦」相關之話題也有助於按讚數的成長；提升貼文留言數的方式則包含提供

「和價錢相關之資訊」、「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的連結」以及「和獎金、獎品

或名譽等酬償相關之內容」，而提供「含有粉絲專頁其他頁面的連結」及「和獎

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相關之內容」也同時能夠使其貼文分享數及貼文參與度提

升，另外，於貼文內容中提出「與粉絲互動之要求（如點播、一起聽等）」，也

可以使留言及分享回應量上升；然而若是 KKBOX 粉絲專頁在貼文內容中提供

「含有組織官網相關連結」和「相關歌單內容」，或是貼文類型為「照片」及「活

動」時，其粉絲專頁互動量可能會相對下降，此外，「貼文頻率」和「貼文主題」

也是影響該粉絲專頁粉絲互動量的因素之一，若貼出的貼文內容主題太雜亂，或

是要求粉絲加入會員的次數太高，皆會使得按讚回應量下降，以 2014/07、2014/10、

2014/11 和 2014/12 為例，KKBOX 粉絲專頁在該月份提供了過多含有商業意味

之貼文，使得其貼文之按讚互動量表現相對較差，當業者欲透過粉絲專頁進行有

目的的產品宣傳時，其應在較軟性的粉絲互動與較硬性的宣傳內容間進行其比重

之斟酌。 

    而 myMusic 粉絲專頁若想提升其貼文留言數，可以透過提供「和獎金、獎

品或名譽等酬償相關之內容」以及抽獎活動達成；提升貼文分享數的方式則是提

供「影片」類型的貼文、「和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相關之內容」和抽獎活動；

提供「影片」和「網站連結」類型之貼文以及「和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相關

之內容」則能夠使其貼文參與度提升；然而若是 myMusic 粉絲專頁在其貼文內

容中提供「相關歌單內容」或是過多及雜亂的貼文主題，同樣會使得該粉絲專頁

互動量下降，且其貼文按讚數和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並不存在關聯，但可以透過

提供「外部連結」和「音樂相關資訊內容」的方式吸引粉絲按讚，以 2014/12、

2015/06、2015/09、2016/01 及 2016/03 為例，myMusic 粉絲專頁在此時提供了大

量與「http」、「google」、「音樂」、「娛樂最前線」等關鍵字相關之貼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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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使得其貼文按讚互動表現較佳。 

    本研究也建議 Omusic 粉絲專頁可以透過提供「和價錢相關之資訊」和「問

句」達到貼文按讚數上升的目的，其粉絲對於「含有大量外部連結」和「與線上

活動相關的貼文內容」同樣也傾向於投以按讚回應，如 2013/10 提供了大量的外

部連結，而 2015/10 則提供了線上追星等活動，其在按讚互動量的表現上皆十分

優異；提供「和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相關之內容」則可以使其貼文留言數及

貼文分享數提升；提供「和價錢相關之資訊」及「和獎金、獎品或名譽等酬償相

關之內容」則會使其貼文參與度有所提升；而當 Omusic 粉絲專頁舉辦「數位追

星活動」時，其貼文按讚數與貼文留言數同樣也會上升，如 2014/03、2014/07、

2014/10、2015/10、2016/02 等截點皆有舉辦「數位追星活動」，其貼文按讚數及

留言數表現皆較佳，然而，若是該粉絲專頁的貼文數量減少，或是貼文內容較少

且不受粉絲注意時，其互動表現則會相對變差，Omusic 粉絲專頁應在其貼文數

量及預期粉絲對貼文內容迴響程度上多加投入心力。 

    除此之外，本研究同時建議 KKBOX、myMusic 和 Omusic 三家業者於其

Facebook 粉絲專頁介面中提供企業聯絡方式、官方部落格連結和官方影音專區

連結，並建議 myMusic 及 Omusic 粉絲專頁每天定期發文，以及開放訪客張貼文

字、照片和影片至粉絲專頁的權限，增強與粉絲互動之連結，以達到 Web 2.0 高

度分權、雙向溝通和多元互動的目標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之成效。 

 

 

 

 

 

 

 

 

 



 

171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以 Kent & Taylor（1998）提出的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作為理論框架，

並透過 Netvizz v1.25、Microsoft Excel 2010、IBM SPSS Statistics 22.0 和 R 軟體

3.2.2 的輔助，對臺灣音樂串流服務業者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大數據分析的

概念進行敘述統計、文字雲資料探勘、文字探勘、內容分析及迴歸分析等統計分

析，探討臺灣音樂串流服務粉絲專頁對其粉絲及用戶之溝通互動策略為何。 

    而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不同的業者所習慣之經營模式有所不同，

其各自也都有特定與粉絲互動之方式，然而本研究以電腦輔助內容分析探討臺灣

音樂串流服務粉絲專頁是否遵從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的進行方式，部分類目是透

過對粉絲專頁貼文內容進行文字探勘，從中萃取出關鍵字，再將該關鍵字對應至

相關的內容分析評估類目中，以篩選關鍵字的方式判斷該則貼文是否符合五大對

話性溝通原則所評估之項目，這樣的作法雖然可一次處理大量的文本內容，然而

其精確程度卻不如傳統手動的內容分析方法，且為了保持一定的信效度，本研究

所進行之電腦輔助內容分析只能對具有既定事實的類目進行判斷（如該則貼文之

型態為何、該則貼文是否包含問句等），其做法確實存在更多探討的空間。 

    此外，本研究在五大對話性溝通原則所評估的項目中，對於內容分析類目的

選擇上較不嚴僅，導致互動量迴歸分析之迴歸模型多元決定係數（𝑅2）大多介

於 0.009 至 0.081 間，所提供之自變數解釋量稍嫌不足，且本研究對五大對話性

溝通原則分別對各粉絲專頁互動量之「影響」定義較為鬆散，雖仍可作為研究上

的參考，但本研究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以針對此部分進行更進一步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內容分析評估類目探討。 

    最後，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係透過問題意識的提出，由淺而深地對臺灣音樂串

流服務粉絲專頁之溝通策略進行分析，研究屬性較偏向於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同

時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透過訂定明確的研究問題，由小而大，以問題點延伸至整

個產業之方式進行探討，對於相關議題的研究更能獲得清晰且完整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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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研究所使用之 R軟體程式碼 

##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輪廓折線圖繪製程式碼 

install.packages("ggplot2") 

install.packages("scales") 

library(ggplot2) 

library(scales) 

 

#跑 KKBOX 每月總互動量折線圖 

kkbox1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kkbox//kkbox 每月統計可以跑的

格式.csv",header=T, sep=",")  

kkbox1$date <- as.Date(kkbox1$date,format="%Y/%m/%d")  

kkbox1$interaction = factor(kkbox1$interaction, levels=c('likes','comments','shares')) 

ggplot(kkbox1,aes(x=date,y=count,colour=interaction,group=interaction,fill=interacti

on,lty=interaction))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跑 KKBOX 每月平均互動量折線圖 

kkbox2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kkbox//kkbox 每月統計平均可以

跑的格式.csv",header=T, sep=",")  

kkbox2$date <- as.Date(kkbox2$date,format="%Y/%m/%d") 

kkbox2$interaction = factor(kkbox2$interaction, 

levels=c('aver.likes','aver.comments','aver.shares')) 

ggplot(kkbox2,aes(x=date,y=count,colour=interaction,group=interaction,fill=interacti

on,lty=interaction))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跑 KKBOX 每月貼文數折線圖 

kkbox3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kkbox//kkbox 每月貼文數統

計.csv", header = T, sep = ",")  

kkbox3$date <- as.Date(kkbox3$date, format = "%Y/%m/%d")  

ggplot(kkbox3, aes(x = date, y = posts)) + geom_line() 

 

 

mymusic1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mymusic//mymusic 每月統計可

以跑的格式.csv",header=T,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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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music1$date <- as.Date(mymusic1$date,format="%Y/%m/%d")  

mymusic1$interaction = factor(mymusic1$interaction, 

levels=c('likes','comments','shares')) 

ggplot(mymusic1,aes(x=date,y=count,colour=interaction,group=interaction,fill=intera

ction,lty=interaction))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mymusic2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mymusic//mymusic 每月統計平

均可以跑的格式.csv",header=T, sep=",")  

mymusic2$date <- as.Date(mymusic2$date,format="%Y/%m/%d")  

mymusic2$interaction = factor(mymusic2$interaction, 

levels=c('aver.likes','aver.comments','aver.shares')) 

ggplot(mymusic2,aes(x=date,y=count,colour=interaction,group=interaction,fill=intera

ction,lty=interaction))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mymusic3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mymusic//mymusic 每月貼文數

統計.csv",header = T, sep = ",")  

mymusic3$date <- as.Date(mymusic3$date, format = "%Y/%m/%d")  

ggplot(mymusic3, aes(x = date, y = posts)) + geom_line() 

 

 

omusic1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omusic//omusic 每月統計可以跑

的格式.csv",header=T, sep=",")  

omusic1$date <- as.Date(omusic1$date,format="%Y/%m/%d")  

omusic1$interaction = factor(omusic1$interaction, 

levels=c('likes','comments','shares')) 

ggplot(omusic1,aes(x=date,y=count,colour=interaction,group=interaction,fill=interact

ion,lty=interaction))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omusic2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omusic//omusic 每月統計平均可

以跑的格式.csv",header=T, sep=",")  

omusic2$date <- as.Date(omusic2$date,format="%Y/%m/%d")  

omusic2$interaction = factor(omusic2$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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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c('aver.likes','aver.comments','aver.shares')) 

ggplot(omusic2,aes(x=date,y=count,colour=interaction,group=interaction,fill=interact

ion,lty=interaction))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omusic3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omusic//omusic 每月貼文數統

計.csv", header = T, sep = ",")  

omusic3$date <- as.Date(omusic3$date, format = "%Y/%m/%d")  

ggplot(omusic3, aes(x = date,y = posts)) + geom_line() 

 

 

# 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輪廓比較折線圖繪製程式碼 

likes1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三家每月 likes 可以跑的格

式.csv",header=T, sep=",")  

likes1$date <- as.Date(likes1$date,format="%Y/%m/%d")  

likes1$from = factor(likes1$from, levels=c('kkbox','mymusic','omusic')) 

ggplot(likes1,aes(x=date,y=likes_count,colour=from,group=from,fill=from,lty=from))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likes2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三家每月平均 likes 可以跑的格

式.csv",header=T, sep=",")  

likes2$date <- as.Date(likes2$date,format="%Y/%m/%d") 

likes2$from = factor(likes1$from, levels=c('kkbox','mymusic','omusic')) 

ggplot(likes2,aes(x=date,y=aver.likes_count,colour=from,group=from,fill=from,lty=fr

om))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comments1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三家每月 comments 可以跑的

格式.csv",header=T, sep=",")  

comments1$date <- as.Date(comments1$date,format="%Y/%m/%d") 

comments1$from = factor(comments1$from, levels=c('kkbox','mymusic','omusic')) 

ggplot(comments1,aes(x=date,y=comments_count,colour=from,group=from,fill=from

,lty=from))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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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comments2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三家每月平均 comments 可以

跑的格式.csv",header=T, sep=",")  

comments2$date <- as.Date(comments2$date,format="%Y/%m/%d") 

comments2$from = factor(comments2$from, levels=c('kkbox','mymusic','omusic')) 

ggplot(comments2,aes(x=date,y=aver.comments_count,colour=from,group=from,fill=

from,lty=from))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shares1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三家每月 shares 可以跑的格

式.csv",header=T, sep=",")  

shares1$date <- as.Date(shares1$date,format="%Y/%m/%d") 

shares1$from = factor(shares1$from, levels=c('kkbox','mymusic','omusic')) 

ggplot(shares1,aes(x=date,y=shares_count,colour=from,group=from,fill=from,lty=fro

m))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shares2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三家每月平均 shares 可以跑的格

式.csv",header=T, sep=",")  

shares2$date <- as.Date(shares2$date,format="%Y/%m/%d") 

shares2$from = factor(shares2$from, levels=c('kkbox','mymusic','omusic')) 

ggplot(shares2,aes(x=date,y=aver.shares_count,colour=from,group=from,fill=from,lty

=from))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engagement1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data//三家每月engagement可以跑

的格式.csv",header=T, sep=",")  

engagement1$date <- as.Date(engagement1$date,format="%Y/%m/%d") 

engagement1$from = factor(engagement1$from, 

levels=c('kkbox','mymusic','omusic')) 

ggplot(engagement1,aes(x=date,y=engagement_count,colour=from,group=from,fil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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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lty=from))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engagement2 <- read.csv("D://data_s_home//論文 data//三家每月平均 engagement

可以跑的格式.csv",header=T, sep=",")  

engagement2$date <- as.Date(engagement2$date,format="%Y/%m/%d") 

engagement2$from = factor(engagement2$from, 

levels=c('kkbox','mymusic','omusic')) 

ggplot(engagement2,aes(x=date,y=aver.engagement_count,colour=from,group=from,f

ill=from,lty=from)) + geom_line() + scale_linetype_manual(values=c("solid", 

"longdash", "dotdash")) + theme(axis.text.x=element_text(angle=90)) + 

scale_x_date(labels=date_format("%Y/%m"), breaks = date_breaks("1 month")) 

 

 

##使用結巴軟體對研究文本進行斷詞，以及使用 TF-IDF 的概念尋找關鍵字 

install.packages("jiebaR") 

library("jiebaR") 

 

#以 TF-IDF 的概念尋找前 50 項關鍵字 

keys = worker("keywords", topn = 50)  

keys <= " D: // data_s_home//論文 data// kkbox // kkbox 專頁貼文 only.txt "  

 

#斷詞  

cutter = worker()  

cutter$write = TRUE 

cutter$bylines = TRUE 

result_segment = cutter["D: // data_s_home//論文 data// kkbox //kkbox 專頁貼文

only.csv"]  

result_segment 

 

 

##以 R 軟體製作文字雲以及尋找關鍵字之間的關聯之程式碼 

#需先將研究文本中的每一筆觀察值各自儲存為獨立的 txt 檔 

install.packages("rJava") 

install.packages("Rwordseg", repos="http://R-Forge.R-project.org") 

install.packages("tm") 

install.packages("tmcn", repos="http://R-Forge.R-project.org", type="source") 

install.packages("word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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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packages("XML") 

install.packages("RCurl") 

library(tm) 

#此為獨立觀察值 txt 檔儲存資料夾的位置 

setwd("D://data_s_home//論文 data//omusic") 

#"omusic 萌典貼文檔"是放獨立觀察值 txt 檔案的資料夾 

d.corpus <- Corpus(DirSource("omusic 萌典貼文檔"), list(language = NA)) 

 

#清除標點符號 

d.corpus <- tm_map(d.corpus, removePunctuation) 

#增加停用字符（在此將"bit"及"ly"兩個單字去除） 

myStopWords <- c(stopwords(), "bit","ly") 

d.corpus <- tm_map(d.corpus, removeWords, myStopWords) 

 

#建立 text matrix 

d.corpus <- tm_map(d.corpus, PlainTextDocument) 

tdm <- TermDocumentMatrix(d.corpus, control =list(wordLengths = c(2, Inf))) 

 

#繪製文字雲 

library(RColorBrewer) 

library(wordcloud) 

m1 <- as.matrix(tdm) 

v <- sort(rowSums(m1), decreasing = TRUE) 

d <- data.frame(word = names(v), freq = v) 

wordcloud(d$word, d$freq, min.freq =10, random.order = F, ordered.colors = F,  

          colors = rainbow(length(row.names(m1)))) 

 

#儲存文字雲字頻分析結果 

write.csv(d,file="D://data_s_home//論文 data//omusic//omusic 萌典文字雲.csv") 

#尋找關鍵字之間的關聯 

d.dtm <- DocumentTermMatrix(d.corpus, control = list(wordLengths = c(2, Inf))) 

inspect(d.dtm[1:10, 1:2]) 

#觀察出現 100 次以上的關鍵字有哪些 

findFreqTerms(d.dtm, 100) 

#與"omusic"關程度 0.1 以上的關鍵字。 

findAssocs(d.dtm, "omusic",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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