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購物商場人氣排行榜

 (2021年1-6月)

慧科訊業有限公司 © 2021年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慧科訊業有限公司 © 2021年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01-

新冠疫情自2020年初爆發，對顧客、零售商戶以至商場造成深遠影響，市民因疫情或限聚令減少外出購物、
部分品牌更因經濟壓力結業，商場接二連三出現確診個案，種種因素令商場人流及消費減少，亦有機會令商
場的人氣下降。



有見及此，Wisers研究團隊為承接去年的《全港最受歡迎購物商場》研究報告，持續研究各商場的網絡人氣
及表現，Wisers研究團隊運用人工智能系統，偵測並追蹤了全港310個坐落於18區的商場於2021年上半年度
的社交媒體數據。對收集得來的帖文量（Buzz）、互動量（Engagement, 包括留言、分享和讚好量）及情感
分析 （ Sentiment Analysis ）總結出一個商場人氣排行榜。

在2021年上半年間團隊共取得約24萬條有關不同商場的網絡帖文，相比去年同期的帖文量（Buzz）多出
26% ，互動量（Engagement）更出現74%增長，錄得超過三千萬次 。 



到底經歷了一年多，疫情開始常態化、限聚令亦逐漸放寬，商場各色各樣的營銷活動及優惠能否維持它們
的高人氣，在此逆境中求生？能在衆多商場中突圍而出的又憑著什麽特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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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受疫情影響，市民減少外出購物導致商場人流出現下滑
趨勢，為帶動人流並刺激消費，不少商場推出各式各樣消費
回贈及優惠吸引顧客。到今年，疫情雖稍微放緩，這些優惠
仍不斷推陳出新。 



根據Wisers團隊的研究，海港城繼上一年後2021年上半年再
度成爲網絡帖文量最多的商場。團隊分析後發現與海港城有

關的約1.3萬則帖文當中提及到海港城優惠券的話題佔數最
多，這些帖文有助推該商場在上半年已經達去年全年帖文量
的73%。



單在上半年間，海港城已經推出了多輪的「Rewarding Every 
Day」，利用消費回贈優惠券推動「循環消費」。除此之外，
亦舉辦了「#hcfood Sharing Rewards」，鼓勵顧客到海港城内
的餐廳用餐「打卡」發帖文，追蹤並提及海港城的官方賬戶
及指定標籤，商場會挑選參加者送出美食優惠券，望能帶動
海港城的網絡聲量。 



除此之外，其它商場亦有推出類似的回贈獎賞計劃。例如恆
基地產為旗下商場推出了「嚐美膳 賞購物 獎賞活動」，顧客
只要成爲會員，以電子貨幣於旗下商場內的餐飲商戶消費滿
指定金額，上載電子發票經批核後便可獲得印花，集滿指定
印花量即可獲賞商場購物電子禮券，此活動亦獲得不少網絡
聲量。

商場優惠活動浪接浪

大增網絡帖文量（Bu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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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效應借粉絲之力

推高互動量（Engagement）

Wisers研究團隊亦發現，互動量最高的約一條萬帖文中，接近7成由藝人明星及KOL發出，他們所發出的帖文互
動量更佔上半年總數據量超過6成。



顯然地，藝人明星及KOL的粉絲量較高，當他們出席任何活動定會有大批粉絲到場支持，容易造成「明星效
應」。如果商場能善用藝人明星及KOL的號召力，便能在短時間内為商場帶來大批人流及在網絡上的聲量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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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商場並不一定要依賴大商戶來賺取網絡互動量亦可獲得高人氣。商場能仿效商戶，直接與藝人

明星或KOL合作，邀請他們作商場形象大使或代言人、出席商場活動等，能更直接地提高商場的網絡互動

量，從而再提升商場的競爭力。� 

利用大商戶邀請城中紅人出席品牌活動，商場從中賺取網絡互動量，雖然能在短期内獲得一定的網絡聲量，

但經團隊進一步深讀相關熱詞後發現大多為間接效果，因爲活動的焦點容易轉移到名人或品牌上，而非對商

場的關注。



自5月14日起K11 Musea為延續一年一度的「香港藝術月」舉辦了藝術盛事Art Karnival。與傳統的展覽與別不

同的是它們更著重參觀者的體驗和參與感，除了導賞團、工作坊外，亦設立了多個大型藝術裝置並塑造成打
卡熱點，包括座落於Victoria Dockside維港文化會的超現實巨型玫瑰藝術裝置《Rose II》、可從雕塑鼻孔中摘
出玫瑰鮮花玩味極重的《Rose’s Allure》等等。邀請且吸引了大量城中紅人和網民到場打卡，單是一個半月的

帖文數據已為商場帶來超過16萬互動量，當中超過7成的互動量更來自明星及KOL。

國際金融中心在上半年的2,682條帖文中，有三成
與明星及KOL出席商場品牌活動有關，但這三成
的帖文量已為商場帶來超過40萬的互動量，貢獻

整個商場於上半年互動量的80%，有助國際金融

中心成爲第15位互動量最高的商場。單是上半年

收集得來的數據足以令國際金融中心的總排名較
去年上升了47位，可見明星及KOL對網絡互動量

有一定的影響力。



對商場而言，顧客絕對佔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對商場以及商戶
的滿意程度會影響到訪的次數、逗留時間及消費力。



與去年比較，尖沙咀Mira Place從商場排行榜中提升了73名，成
功晉升成爲第五名人氣商場。是次的排行提升部分歸功於一些
在網絡或社交媒體較活躍的商戶，例如Tiny 微影香港玩具及模
型品牌及其關聯品牌B51 香港嬰幼兒用品及兒童玩具，在商場
衆多不同類型的商戶中獨佔10%帖文量，他們在上半年更已發出
了去年全年的接近3倍的帖文量。這些帖文的增長促成Mira Place
單是本年上半年度的帖文量已經超出去年全年的70%。

人氣商戶提高

商場好感度（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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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 MUSEAno.1

海港城no.2

時代廣場no.3

新世紀廣場no.4

Mira Placeno.5

T.O.Pno.6

荃新天地no.7

皇室堡no.8

朗豪坊no.9

The ONEno.10

Wisers研究團隊除了觀察及分析商場在
網絡上的討論度外，還利用了人工智
能 對 所 收 集 的 數 據 作 情 感 分 析
（Sentiment Analysis），發現有關Mira 
Place或其商戶帖文内的逾4.5萬則留言
中 ， 接 近 70%被 判 斷 為 正 面 情 感
（Positive Sentiment），而在與上述活
躍商戶相關的近5千則留言當中，約一
半被歸類為正面留言。



類似的例子在銅鑼灣時代廣場亦被團
隊發現，在超過9.8萬則有關商場及商
戶的留言中，接近一半顯示出正面情
感。在眾多商戶中，Mask On口罩專賣
店在3月一度成爲網絡熱話，在該月有

關話題中取得接近6成均為正面情感的
留言，部分網民更表示要「即刻去掃
返幾盒先」。



由此可見，網民對商場或其商戶抱持
正面態度，有較高的機會吸引他們多
加關注甚至到訪消費。商場可以吸納
更多這些取得較多顧客正面情感的商
戶，藉助它們提升顧客對商場的好感
度，或與現有能建立正面情感的商戶
多加合作，增加正面情感與商場的聯
想，吸引顧客對商場多加關注甚至到
訪，從而提升商場的網絡聲量。

Wisers研究團隊將所收集的帖文量（Buzz）、互動量
（Engagement, 包括留言、分享和讚好量）及情感數據
（Sentiment）加以計算，總結出十大人氣商場並比較它
們與去年的排名表現：

人氣商場排行榜
與2020年比較

52

5

—

24

73

1

14

33

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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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 MUSEA繼上年後繼續位居榜首，成爲人氣第一的人文購物館。2021年上半年間，以超過一萬則帖文成功獲

取超過200萬互動量。除了早前提及過打卡味極濃的藝術盛事Art Karnival，部分歸功於K11 MUSEA將在館内化危

為機及大商戶帶來的效益。K11 MUSEA著力舉辦各式各樣配合人文購物館的文化藝術定位的活動吸引顧客，較

容易令網絡聲量把活動和商場直接連接起來，從而獲得較高人氣。

親子玩樂互動新熱點 — 香港樂高探索中心

疫情爆發後K11 MUSEA閉館多天在3月6日重開，佔地3萬呎
的「香港樂高®探索中心」於同 天開幕亦成網絡熱話。以

「全港首間樂高®超級室內遊樂場」、「Lego迷必去」以

及「親子玩樂好去處」 成爲三月焦點，大量由媒體及KOL
發出介紹香港樂高探索中心的 10個樂高®主題園區及設施
的帖文，佔了該月11%的帖文量及2021 年上半年14%總分享
量。有關話題的超過一半留言亦獲得網民的 正面迴響，不

少網民在留言中提及其他朋友希望「可以一齊去」，已經
到訪的更表示「大人細路都開心」。

多項措施高效解難大獲好評
雖然有疫情在場館内的其中一家食肆爆發，但K11 MUSEA的危

機應對及防疫處理成爲了全城熱話，佔了整個3月約13%帖文量

和互動量。其快速的應變措施在網絡上除了獲得大量帖文，亦
大受好評，在接近2,600則留言中超過一半屬正面留言，大讚場

館「肯承擔，閉館做消毒清潔」及「反應快做事果斷」等。 另

外，館內添置的多部「全能機械人」獲得不少帖文提及。全能

機械人為場館每個角落進行徹底消毒，成功令顧客安心到訪並

尋其蹤影作打卡用。除了作消毒用途外，K11 MUSEA更靈活變

通將其運用在復活節尋寶之旅中，將機械人化身成復活兔小助

手，帶顧客「尋蛋」。

人氣第一位
K11 MU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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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文提及過接踵而來的消費活動，大商戶亦為海港城帶來了高人氣。人氣高企的打卡咖啡店及商戶舉辦的
商場活動幫助推動海港城於2021年上半年獲超過1.2萬則帖文，成爲第二高人氣商場。

人氣咖啡店登陸成打卡熱點
「必去打卡cafe」Cupping Room Coffee Roasters於一月進駐海港城，以坐
擁維港景觀的落地玻璃作賣點，儘管「超級多人排隊」亦無礙市民到場
打卡的心，成功獨佔該月超過20%的互動量，成爲餐飲帖文中的熱話。
當中到場打卡的帖文以KOL佔數最多，超過六成，為海港城帶來17萬互
動量。在7,507則留言當中，接近60%為正面傾向，網民除了留言表達
「個景好靚」外，亦有許多網民表示渴望到場打卡。

城中紅人為網絡熱度升溫

如上文提及，藝人明星及KOL擁有較高的粉絲量，普遍商戶邀請他們到
商場出席活動能為商場帶來一定的網絡熱度。團隊發現在海港城的數據

中，互動量最高的三則帖文均與城中紅人出席品牌的商場活動有關。





2021年上半年，有不少大商戶在海港城商場内舉行品牌活動，例如美妝

品 牌 Charlotte Tilbury的 Look of Love™ 瑰 麗 寵 愛 遊 樂 園 發 佈 活 動 、

Doraemon x Gucci聯乘限定店及FENDI CAFFE期間限定咖啡店等。當中以
粉絲量高的紅人包括近期城中最紅偶像男團Mirror成員、小童星李元

元、藝人李靜儀等出席FENDI CAFFE期間限定咖啡店活動，成功帶動商
場於網絡上的互動量。有關話題的網絡帖文量雖然未及其他話題高，但

由於明星網紅粉絲量高，短短兩星期的FENDI CAFFE已貢獻了整個上半
年約10%的互動量。

人氣第二位
海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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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第三的人氣商場——時代廣場於上半年以容易和大衆產生共鳴感的主題為商場炒熱氣氛，雖然商場的帖文量

未及頭兩位的一半，但商場以互動量和打動民心成功榮登第三位。

以經典卡通人物永續大衆童心
唐老鴨這個經典卡通人物相信無人不曉，時代廣場於四月舉辦了爲期兩個月，首個以唐老鴨為主題的幾何樂園

嘉年華「Donald Duck Geometric World」。除了期間限定店外，還有1:1原大尺寸唐老鴨裝置讓到場人士打卡拍

照，更設有7大唐老鴨與好友的主題互動專區、遊戲體驗增加參觀者的互動及參與感。大數據顯示出是次由商場

舉辦的活動佔四至六月期間約12%帖文量及互動量，相關的1.5萬則留言當中更有接近7成屬「好得意好青春」、

「好多打卡位」等正面留言。

聯乘展覽 利用大衆文化凝聚港人

除了利用經典卡通人物打動市民的童心外，時代廣場

亦聯乘了Shuffle & Repeat舉辦爲期80日的音樂企劃《廣

東歌101》，以最耳熟能詳的歌曲語言與大衆交流，加

大凝聚力和共鳴感。當中包括了多媒體展覽、工作
坊、講座、試音活動，亦邀請了多位歌手到場獻唱，

利用大衆熟悉的歌曲及歌手，吸引網民的參與度，推
動了時代廣場在網絡上的互動量。單單是6月活動的第

二期展覽《明日之廣東歌》的網絡互動量已貢獻了時

代廣場於整個上半年的高峰，獨佔整個6月超過三成。

人氣第三位
時代廣場



慧科訊業（Wisers）1998年成立於香港，是領先全球的媒體大數據智慧商業情報專家。慧科始終致力於媒體大
數據的商業輔助，不斷創新，積極進取，憑藉20年累積的數百億海量媒體數據，先進的人工智慧技術以及科
學的分析模型，為全球超過2,500家客戶提供創新的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

聯系我們獲取更多信息
+852 2948 3600
info@wisers.co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