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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2021, We are.Social & Hootsuite

2021 年 1 月數據顯示，香港有 644 萬 社交媒體用戶。在數字

時代，消費者通過社交媒體塑造品牌聲譽，其重要性可見一

斑。此外，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不斷變化，只有品牌聆聽並相

應地調整營銷方式，才會更了解消費者。如果不仔細聆聽人

們對您的產品、品牌和所在行業的評價，如何能創造出能夠

引起共鳴的內容？

有見及此，Wisers為香港市場上各化妝品牌進行排名，針對45萬社

交媒體帖文和留言，以及1,100萬網民回應進行研究，分析消費者

提出的意見及對於品牌策略的反饋。借助Wisers的尖端人工智能科

技及大數據分析，我們希望向您展示香港最新的社交媒體趨勢，

並分享後疫情時代頂尖品牌掌握社交媒體敍事技巧的成功故事。

*



研究顯示， 在2021
上半年有效提升消費者對產品的
購買意願：

三大重要因素

1. 快人一步掌握網紅市場趨勢

2021年社交媒體最炙手可熱的偶像團體——Mirror及Error，其
下成員為現時各品牌的廣告新寵兒，例如Kiehl's（Error成員郭
嘉駿１９３）；Shiseido（Mirror成員姜濤、盧瀚霆、陳卓賢及
呂爵安）；Chanel（Mirror成員姜濤）。他們並不是一夜成
名，2019年大數據已觀察到其日漸上升的社交媒體影響力。

另一方面，去年受歡迎的一線網紅(粉絲數目超過10萬)在今
年上半年所發揮的重要性及影響力，均較去年有所下降。某
些網紅甚至因制作不實廣告而遭網民抵制。舉例而言，美容
網紅 Alice Ha（ Instagram粉絲數目13.7萬）因缺乏產品知識
（懷孕期間服用FANCL消解內脂營養素）及不真實用戶體驗
（嬰兒還未出生便推薦Pampers紙尿片）而遭網民抵制。因
此，唯有快人一步發掘有潛力的網紅，並提早預警有潛在危
機的網紅，才可以成為潮流的引領者而非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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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hl's
[ 美國 ]

第一位

Clarins
[ 法國 ]

第二位

Chanel
[ 法國 ]

第三位

NARS
[ 美國 ]第四位

Estée Lauder
[ 美國 ]第五位

M·A·C
[ 加拿大 ]第六位

Fancl
[ 日本 ]第七位

Factiv
[ 香港 ]

第八位

Origins
[ 美國 ]

第九位

Shiseido
[ 日本 ]

第十位

2021上半年按購買意
願排名的十大品牌



3. 試用體驗由線下轉線上

越來越多品牌將重點由線下零售渠道轉為線上銷售。疫情
導致線下零售較不方便，網民更喜歡各類型的「在家體
驗」。研究表示，社交媒體上免費贈品或Gift With Purchase
贈品推廣活動提供的「在家試用體驗」廣受歡迎，購買慾
及互動率甚高。以Kiehl’s五月推出免費贈品活動為例，品牌
贈送三款暢銷皇牌產品的試用裝，成功吸引超過1,400則留
言 ， 遠 高 於 行 業 平 均 水 平 （ 平 均 每 篇 帖 文 吸 引 16則 留
言）。大數據顯示，試用體驗由線下轉線上是大趨勢。品
牌可提供貼心的家中試用體驗以觸發消費者進入購買旅程
的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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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妝品牌擅於利用口碑行銷，我們的大數據亦顯示，口碑

策略的影響力在過去六個月較去年有所提高。然而，消費
者的購買行為愈趨謹慎，他們不再完全信任網上所謂

的「真實用戶分享」，他們更著重具參與感及雙向交流的
溝通或營銷手法。例如，在部分美妝網紅分享精華產品用
後感的貼文下，部分網友在Clarins Double Serum及Estée 
Lauder ANR Serum之間猶豫不決，並向網紅詢問推薦及產
品詳情。當收到網紅回覆後，網友表現出更高的購買意

願。因此，為了跟上快速變化的消費者行為，需要改變口

碑策略以獲得精明消費者的信任。

2. 聰明利用“真實”用戶評論



三大排名領先品牌的成功因素

Kiehl's得到忠實顧客及網民熱烈支持，在購買意願得分上佔優，比首20品牌
的平均得分高出一倍。

Clarins在購買意願排名中名列第二，主要歸功於其卓越的產品口碑及線上直播。 

Chanel在購買意願排名中位列第三，品牌舉辦的Pop-up活動，加上用家或美容網紅對產品作出正面評價，有效提升客戶對
Chanel產品的購買意願。 

三大排名領先歐洲及美國品牌
第一位 Kiehl’s：

第二位 Clarins：

第三位 Chanel：

2021上半年歐洲及美國首五
大品牌 （按購買意願排名）

Kiehl's
[ 美國 ]

第一位

Clarins
[ 法國 ]

第二位

Chanel
[ 法國 ]

第三位

NARS
[ 美國 ]第四位

Estée Lauder
[ 美國 ]第五位

以促進銷量及提升轉化率。此舉有助提升品牌忠實支持者及新客戶的購買意願，網民亦稱
讚這類獨家GWP贈品具實用性。

Kiehl’s隨訂單贈送獨家設計的環保購物袋、化妝袋或水瓶 (Gift With 
Purchase)

數據顯示，網民早已聽聞Clarins Double Serum和
Total Eye Lift等暢銷皇牌產品的出色效果，對產
品試用甚感興趣。 

卓越產品口碑
品牌不時舉辦各類型直播節目，邀請陳卓賢、魏浚笙及化妝師網紅等協助宣傳，與網民分享化
妝、護膚心得。品牌更舉辦各類型促銷活動，提供獨家贈品及限時優惠等，吸引大量網民留言
及表達其購買意願。

品牌邀請知名人士或網紅直播節目，並提供獨家優惠及問答遊戲贈品

品牌舉辦活動邀請知名男團參與，獲得大眾歡心：品牌舉辦的BT21 MEETS KIEHL’S及Kiehl’s x 
Atelier Cologne活動成功吸引韓國男團BTS及本地男團Error成員郭嘉駿193的支持者。BTS的粉絲
熱烈支持BT21「快閃店」，而郭嘉駿193的粉絲則積極參與 Kiehl’s舉辦的Facebook直播活動。

品牌舉辦活動邀請知名男團參與，獲得大眾歡心

品牌逾70%的社交媒體熱議均來自三、四線的微網紅，當中更引發了大約三分二存有購買意
願的留言。另外，Kiehl’s為慶祝170周年而推出的新包裝設計，得到微網紅的參與宣傳，在
Instagram出現很高的購買欲。

品牌利用自身口碑優勢，並積極招募三、四線網紅協助推廣活動

知名人士、美容網紅及用家紛紛分享活動相片，引起網民興
趣。網民不僅欣賞Factory 5的新包裝設計及活動場地佈置，
更轉發活動詳情邀請朋友一同參與。


網民對Chanel的討論主要圍繞Factory 5 Pop-up
活動

網民對美容網紅或其他用家的正面評價或分享，表現出購買意願，同時
更互相交流美容心得及分享對Chanel產品的意見，包括粉底、口紅及香
水等。

在各討論區、YouTube及Instagram專頁，網民對Chanel
化妝品及香水均表現很高的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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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排名領先亞洲品牌

在亞洲美容品牌購買欲排名中，香港本土品牌Factiv名列第二。

在亞洲美容品牌購買欲排名中，Shiseido名列第三。

第二位 Factiv：

第三位 Shiseido：

2021上半年亞洲首五大品
牌（按購買意願排名）

Fancl
[ 日本 ]

第一位

Factiv
[ 香港 ]

第二位

Shiseido
[ 日本 ]

第三位

Innisfree
[ 韓國 ]第四位

Sabon
[ 以色列 ]

第五位

Fancl在整體購買意願排名中名列第七，而在所有亞洲品牌中則名列榜
首。

第一位 Fancl：

美白護膚及防曬產品是品牌的主要產品系列。品牌傾向於邀請職場媽媽及旅遊網紅協
助產品推廣。各粉絲除表達購買意願外，更支持他們為產品代言。

親子網紅及旅遊網紅引發更高購買意願

較多評論型網紅在Instagram「私心分享」對該品牌的熱愛，他們強調Factiv的品牌理念，
並主動分享Factiv產品的卓越功效，更鼓勵其他用家試用品牌的暢銷皇牌產品。

產品評論型網紅在Instagram專頁分享詳細用戶經驗

Shiseido邀請男團Mirror5位成員幫助宣傳全新ULTIMUNE系列及SHISEIDO POWER 
HOUSE活動。男團Mirror的相關帖文為品牌貢獻了70%的活動熱度及逾83%的活動互
動量。品牌特意製造每日驚喜（例如Power Dome、Mirror x Ultimistq手機貼圖等）維
持活動高潮。品牌更加入「大叔的愛」 、Mirror新曲等各項元素，令活動變得更本地
化及充滿Mirror特色，令大眾關注度有所提升。為全力支持偶像，Mirror的粉絲均表示
很有興趣購買Shiseido的產品。

Shiseido的推廣活動邀請本地男團Mirror，新穎活動將名人效應
最大化並成功維持活動熱度

網民分享Shiseido產品評價並尋找網上產品推介。然
而，亦有網民以政治立場為由，鼓吹其他用家抵制
Shiseido產品，消費者綜合購買意願指數因而被大大
抵銷。

與其他品牌相比，Shiseido在各討論區
被提及的次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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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數據實現智能決策
在 Wisers Analytics 的支持下，品牌可以全面了解網紅的人氣、形象、聲
譽和潛在風險；可以更容易了解消費者關注的事宜，並善用任何溝通機
會；亦可以快速掌握社交媒體行銷趨勢並了解競爭對手的行銷動態。

Wisers購買意願模型(Purchase Intention AI Model) 採用各化妝品牌相關的使
用者創作內容(UGC)進行模型訓練，幫助我們了解消費者在內容中是否有
表達購買意願 (內容包括文字及emoji)。在Wisers AI Lab開發的廣東話語義
分析技術的支持下，每篇貼文或評論的購買意願評分為0-1， >0.5為“有購
買意願”。該研究已統計2021上半年香港化妝品行業355個品牌（包括護
膚、彩妝和香水）的數據。

*Wisers為客戶提供AI模型專屬定制服務，協助客戶識別其品牌策略與消
費者反饋以及銷售數據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幫助品牌更迅速地優化各
項針對性策略。

+852 2948 3600

info@wisers.com

聯系我們獲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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