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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繼《危險心靈》之後，公視再次推出以教育議題為主軸的大作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在播出之前即巧妙地運用知名詩

人紀伯倫的《孩子》一詩製作前導片，掀起一波家長間的激烈

論戰，劇中將寫實的親子教育問題，以科幻、誇張的型式呈

現，反而更能顯現這些常見的教育方式是多麼荒謬、可怕。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將帶您瞭解《你的孩子》 一劇在社群

中的聲量軌跡，以及劇中哪些教育問題最能引發網友共鳴。

▲戲劇播出期間聲量趨勢與傳統收視率

資料時間：2018/07/01~08/10

資料範圍：討論區、社群網站、

新聞、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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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OnChildrenPTS/videos/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超前導以詩之名/150752148926773/
http://tw.dorama.info/drama/pfd_rate.php?num=2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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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你的孩子》一劇是分成＜媽媽的遙控器＞ ＜貓的孩子＞ ＜茉

莉的最後一天＞ ＜孔雀＞ ＜必須過動＞五個單元，於7/7開

始，固定於週六晚間九點播出兩小時，從聲量趨勢圖來看討論

熱度明顯集中於週末，播出日當天皆能獲得逾兩千則的討論聲

量。由於《你的孩子》走的是獨立單元劇路線，較難產生一般

連續劇的劇情累積聲量效果，如先前本資料庫研究的天黑請閉

眼，其網路聲量伴隨著對結局的期待一路累積至完結日攀升至

最高峰，相較之下《你的孩子》五個單元於播出日當天的網路

聲量未有太大差異。

但值得一提的是＜茉莉的最後一天＞在播出當日收視率竄升，

為五期中最高，在播出日當天聲量雖未獲明顯漲幅，但是在其

播出後一週內，《你的孩子》一劇於平日的討論聲量明顯拉升

許多。該單元的跳樓、北一女、尹馨演技、數理成績掛帥、手

足比較、父母投射自我…等元素，似乎更能引發網友持續熱議。

各片段線上觀看次數變化

集數
媽媽的
遙控器

貓的孩子
茉莉的
最後一天

孔雀 必須過動

EP1-1 - - - - -

EP1-2 -54% -56% -73% -74% -76%

EP1-3 -3% -5% -7% -11% -9%

EP1-4 -16% -1% -3% -5% -6%

EP2-1 -18% 46% 3% 2% 4%

EP2-2 -21% -38% -5% -6% -3%

EP2-3 3% -1% 0% 1% -6%

EP2-4 0% 5% 5% 6% 2%

除了從傳統收視率和聲量來觀測之外，我們進一步觀察這五個

不同的單元在免費網路平台LineTV上的觀看次數變化，下表呈

現每個片段與前一片段觀看次數的變化率。由於LineTV每一個

單元分上下集各四個片段，每個片段約十幾分鐘，可以明顯看

出每單元的EP1-1觀看次數都最多，之後沒有興趣的人就不會繼

續看下去，或者快轉到結局的部分，故EP2-4觀看次數幾乎都會

比EP2-3微幅增加。

LineTV五個單元各片段觀

看次數變化率=(該片段觀

看數-前一片段觀看數)/前

一片段觀看數，變化率大

於0則為正成長，小於0則

為負成長。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2017/02/social-insights/entertainment/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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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單元 科幻元素 教育議題

媽媽的遙控器 媽媽握有可回溯小孩時間的遙控器 家長控制慾、牴觸早戀、補習文化

貓的孩子 主角前往平行時空殺貓以換取成績進步
成績至上、仗權力地位優勢霸凌
家長鮮少對小孩流露關愛情感

茉莉的最後一天 機器能讀取記憶、復活茉莉大腦
手足比較、情緒勒索、控制慾
家長投射自我缺憾、輕視文組

孔雀 與孔雀交易達成心願，代價是逐步變成孔雀 學歷歧視、私校迷思、物欲強

必須過動
烏托邦社會，政府會發放胚胎給母親教養
小孩成績不佳會被銷毀，母親被放逐至貧民區

制度殺人、貶抑讀書之外興趣
小孩淪為階級流動工具

劇情走勢-即時討論聲量分析

▲各集劇情簡介

以下將簡單介紹各集劇情，會有些微劇透，讀者請斟酌觀看。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從播出以來便以沉重風格的科幻寓

言型式著稱，原著的序言提到這麼一段話，「如果你覺得看了

不舒服的話，是因為那些都是真實的，那些孩子就是這麼不舒

服，而且現在可能還有更多孩子一樣的不舒服！」，各單元所

探討的內容主要都圍繞在台灣長久以來的升學文化所製造的教

育問題，全劇雖然透過誇張的科幻形式呈現，卻又能讓觀眾對

劇情與自身童年產生共鳴，進而塑造口碑與製造討論浪潮。

由於此劇在Ptt的Taiwan Drama板，會於播出時段出現Live文供

網友即時性地集中討論，而透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我們

以五分鐘為單位，統整出該劇播出時討論度最高的幾大劇情類

型供讀者參考。

其中，可以特別看到＜貓的孩子＞在EP2-1時觀看次數增加，然

而EP2-2就迅速衰退，有網友表示只看到一半覺得太悶，也有人

認為太陰暗也太暴躁無法看第二次。而＜茉莉的最後一天＞、

＜孔雀＞這兩個單元在EP2之後的衰退率都不太明顯，顯示出點

開下集的觀眾大部分都一路看到結尾，網友認為＜茉莉＞的對

白非常寫實又深刻，不少人邊看邊大哭最有共鳴，＜孔雀＞則

是題材很好，但敘述手法部分網友認為奇幻成分喧賓奪主，太

過獵奇的劇情使網友反應兩極。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各集即時討論聲量比較(5分鐘一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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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貶低文學

眼珠孔雀化
學生奴性重

• 結局張力強

《你的孩子》系列，富情緒張力的結局較易引起網友討論，尤其是反派獲勝、負面情緒

濃厚的＜必須過動＞、＜茉莉＞皆於劇末收穫極高討論度。＜必須過動＞中葉全真飾演

的大反派媽媽，劇末所說的「先愛自己，自己幸福，才能帶給孩子幸福」嘲諷感十足，

有網友留言「好噁心，以愛為名的控制」，為《你的孩子》系列即時討論度次高的橋

段。第三高的＜茉莉＞結局呈現恐怖驚悚的氛圍，有網友留言「一個人在家看這段覺得

可怕、雞皮疙瘩可怕啊啊啊」。

(則)

• 獵奇、科幻題材

＜孔雀＞劇中有一幕是飾演巧藝的王渝萱學孔雀覓食，賣命地

將草、蟋蟀塞入口中，令網友紛紛留言作嘔，為五個單元裡瞬

間聲量最高的橋段，五分鐘內累積近兩百則討論留言；＜茉莉

＞中超現實科技一登場，也會令網友熱烈討論。

• 爭議度高台詞

＜茉莉＞裡的媽媽怪文學害死茉莉，被網友拿來與護家盟類比

討論；＜孔雀＞的私校學生自發要學校恢復違禁品檢查，被網

友戲稱是展現台灣人的奴性，反諷管制森嚴的私校。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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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描繪病態教育 引發網友共鳴

除了驚悚的劇情畫面、新穎的科幻題材，《你的孩子》之所以

能那麼成功地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於台灣教育血淋淋的描

述，當觀眾從作品中所接受的內容與觀眾各自所積累的生活經

驗互相貫通時，就會產生聯想並引發共鳴。我們透過OpView社

群口碑資料庫鎖定Ptt台劇板的深度討論文，整理出熱門討論串

中網友提起較多的教育議題進行分析，整理出幾大重點議題供

讀者參考。

情緒勒索控制孩子

從表中可以看到情緒勒索、控制相關議題在＜你的孩子＞中，

被廣泛提及，在傳統教育之中，父母不自覺地以愛之名，行控

制之實，讓孩子朝自己眼中理想的模樣成長，透過「為你

好」、「到時後悔別怪我」這類語句，讓孩子害怕情感破裂與

排名 熱門文章標題 討論議題 聲量

1 [心得]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1：媽媽的遙控器
情緒勒索、婚姻問題
孩子學習父母行為模式

184

2 [心得]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貓的孩子 父母關愛不足、學歷至上 184

3 [閒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孔雀 階級流動、學歷至上、家境比較 171

4 [閒聊] 《你的孩子》系列4：《孔雀》 私校教育 157

5 [心得] 你的孩子-必須過動：以愛為名的控制遊戲 視小孩為資產 153

6 [心得]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茉莉的最後一天 情緒勒索、學歷至上、父母關愛不足 153

7 [閒聊] 《茉莉的最後一天》不專業觀後分享 學歷至上、情緒勒索、父親缺席 143

8 [閒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媽媽的遙控器 父母婚姻問題、控制 132

9 Re: [閒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有感 情緒勒索、小孩應自我適應 125

10 [閒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有感 認同父母控制、小孩應自我適應 125

▲PTT十大熱門深度劇情討論串

從劇情對比聲量來看，我們推論國內觀眾對於驚悚、緊張的故

事劇情反應較大，在留言時雖然會出現可怕、嘔、獵奇等詞

彙，但實際上越是重口味、腥羶色的橋段，討論聲量越是高

漲；而在一些富有爭議的劇情題材上，即便知道其為戲劇效

果、虛構，台灣觀眾還是會十分憤慨地針對人物進行討論，在

影劇方面，負面題材是十分有效的吸睛工具。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ptt.cc/bbs/TaiwanDrama/M.1530977920.A.E7B.html
https://www.ptt.cc/bbs/TaiwanDrama/M.1531580308.A.8AD.html
https://www.ptt.cc/bbs/TaiwanDrama/M.1532874478.A.D5A.html
https://www.ptt.cc/bbs/TaiwanDrama/M.1532798065.A.A1F.html
https://www.ptt.cc/bbs/TaiwanDrama/M.1533409578.A.E49.html
https://www.ptt.cc/bbs/TaiwanDrama/M.1532271342.A.C02.html
https://www.ptt.cc/bbs/TaiwanDrama/M.1532190332.A.95F.html
https://www.ptt.cc/bbs/TaiwanDrama/M.1531006773.A.8B3.html
https://www.ptt.cc/bbs/TaiwanDrama/M.1532483905.A.593.html
https://www.ptt.cc/bbs/TaiwanDrama/M.1532478232.A.F7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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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升學主義過度壓力

考試是絕大多數人童年主要的壓力來源，眾討論串中多有提及

家長對於小孩成績的迷思，目的各有不同，有的是像＜茉莉＞

裡的媽媽一樣渴望小孩能完成自己年輕時未能達成的缺憾，有

的是像＜貓的孩子＞一樣希望能憑小孩的成績在家族、丈夫心

中找回一點地位與尊嚴，更有甚者是像＜孔雀＞、＜過動＞兩

集中的認知，唯有好成績才能讓全家躍升至較好的社會階級，

擺脫階級複製。亞洲社會中唯有讀書高的迷思值得正視，一昧

地替小孩尋求私校、補習真的是教育唯一正解嗎？適才適性地

發展多元教育或許是當代家長、學校所應該學習的。

它在討論親子關係，尤其是在升學主義的制度下
親子間緊張的關係，我覺得我自己蠻有共鳴的！

網友想法

更多時候我試著遺忘以及改變在升學教育下孵化
的扭曲的我，試著為自己的名字生活，試圖讓今
天不要變成最後一天。

網友想法

現在已從傳統社會走到民主社會，新世代的家長
也不少感覺到上一代的情緒勒索不能再繼續

網友想法

孩子是獨立的個體，不是父母的附屬品。
並不是你養育我長大我就必須用我此生去滿足你
最近的情緒勒索議題
最近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有感而發。網友想法

身邊太多情緒勒索的劇情上演...以愛之名最恐怖
生孩子不是為了負責自己的後半生！
自己的人生自己負責小孩也有自己的人生要過！

網友想法

產生罪惡感，最後乖乖被父母所控制。＜遙控器＞中紀媽媽一

句「在這世上，只有媽媽會留在你身邊。」更令網友直呼太真

實，令人作嘔。＜茉莉＞劇中，媽媽的情緒勒索與強烈控制欲

更是導致茉莉自殺的直接原因，悲哀的是她卻渾然不覺，以至

最後發現真相時徹底崩潰，與現實中許多故事相似的是，情緒

勒索的加害者往往很難去正視自己帶給他人的壓力有多巨大。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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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有別以往的電視劇，呈現出社會上

正在發生的教育議題，無論你現在的角色是教育者或是被教育

者，都值得去細細品味一番，整體來說該劇在網路上聲量不算

是特別亮眼，但已經看過的觀眾多是給予正面評價。OpView收

錄台灣超過2萬的熱門頻道，在影視娛樂業上可掌握各類作品在

網路上的即時聲量，亦可針對指定頻道/客群分析受眾組成與特

定議題，若您有任何研究或行銷需求，歡迎與我們聯繫。

為什麼教育孩子的情境裡爸爸總是缺席？戲可以
有很多探討的議題只是這齣先探討了媽媽的角度

網友想法

在跟著劇情罵媽媽的同時也在反思
亞洲社會中爸爸的重量居然如此固定
彷彿在媽媽與孩子的圈圈之外…

網友想法

爸爸的心理缺席確實是問題根源之一唷！但母親
的角色應該是去和丈夫協調，或者處理自己失婚
的議題，而不是轉移焦點去弄小孩。

網友想法

教養不應是媽媽一人責任

劇中，父親角色的存在感一直很低落，有網友說「在亞洲社會

中，傳統父親的角色地位似乎已經固定，習慣性地在孩子的生

長過程中缺席」，而教育的壓力若是全部落在母親肩上是不公

平的，親子問題其實也同時是婚姻問題，如＜遙控器＞中的媽

媽，其實她的控制欲又何嘗不是因為離婚，讓孩子成為另一半

替代品的結果呢？父親的參與也對孩子的人格發展有重要的影

響性，讓家庭裡多一種聲音、使教養不只是獨裁者的發號施

令，也會間接啟發孩子的創意及多元的思考能力，像是＜茉莉

＞，父親若是更積極一些，媽媽的獨裁聲音或許就會削弱，給

茉莉姊妹倆一絲喘息的空間。

孩子真的會因為家長而扭曲性格，成績並不能代
表一切！過程真的令人窒息，這部劇值得反思現
代社會的家長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孩子！

網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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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opview.com.tw/contactus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ext.220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
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981 yahoo新聞 > 政治 北海道強震台人滯留謝長廷下午飛抵札幌

2 1,927 yahoo新聞 > 生活 雙北多處泡水…網嘆：賴清德是對的！

3 1,624 yahoo新聞 > 國際 專車接滯留陸客中使館：台人「自認是中國人」就可...

4 1,437 yahoo新聞 > 娛樂 水災期間訪波蘭挨批邱議瑩回國「笑容僵」

5 1,403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台人困日本怨謝長廷：我怎知會地震

6 1,290 LINE TODAY > 國內 「國民黨惡意污衊國家元首」民進黨要求立刻道歉

7 1,153 yahoo新聞 > 政治 變相接受日媒訪問陳水扁主張以公投台獨對抗中國強...

8 1,102 yahoo新聞 > 政治 蔡總統北市站台強調基本工資調漲

9 1,098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不只台怒！駐日代表處態度日人也傻眼

10 1,014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男童衝出馬路遭撞飛家屬目睹驚哭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 2018.09.03~2018.09.09

8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938 女孩 網美討論新專區

2 1,509 西斯 圖#想被意淫

3 1,316 閒聊 大家的洗澡時間

4 1,107 感情 有一個名校的男友很有面子嗎

5 966 西斯 #圖大爆射

6 898 有趣 第一次捐血時見證到護士不是好惹的

7 894 西斯 #圖真的心累⋯想要

8 805 新生季 學店店文

9 797 留學 課堂上自介說：我來自台灣！被班上的中國人討厭了

10 785 新生季 幹我好想我媽喔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Social Lab收錄每周各類熱議討論文章前十名，欲看上周熱門排行榜請點
我。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tw.news.yahoo.com/%E5%8C%97%E6%B5%B7%E9%81%93%E5%BC%B7%E9%9C%87%E5%8F%B0%E4%BA%BA%E6%BB%AF%E7%95%99-%E8%AC%9D%E9%95%B7%E5%BB%B7%E4%B8%8B%E5%8D%88%E9%A3%9B%E6%8A%B5%E6%9C%AD%E5%B9%8C-06541428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9B%99%E5%8C%97%E5%A4%9A%E8%99%95%E6%B3%A1%E6%B0%B4-%E7%B6%B2%E5%98%86-%E8%B3%B4%E6%B8%85%E5%BE%B7%E6%98%AF%E5%B0%8D%E7%9A%84-12352175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B0%88%E8%BB%8A%E6%8E%A5%E6%BB%AF%E7%95%99%E9%99%B8%E5%AE%A2-%E4%B8%AD%E4%BD%BF%E9%A4%A8-%E5%8F%B0%E4%BA%BA-%E8%87%AA%E8%AA%8D%E6%98%AF%E4%B8%AD%E5%9C%8B%E4%BA%BA-%E5%B0%B1%E5%8F%AF%E4%B8%8A%E8%BB%8A-02534883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0%B4%E7%81%BD%E6%9C%9F%E9%96%93%E8%A8%AA%E6%B3%A2%E8%98%AD%E6%8C%A8%E6%89%B9-%E9%82%B1%E8%AD%B0%E7%91%A9%E5%9B%9E%E5%9C%8B-%E7%AC%91%E5%AE%B9%E5%83%B5-043022492.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8F%B0%E4%BA%BA%E5%9B%B0%E6%97%A5%E6%9C%AC%E6%80%A8%E3%80%80%E8%AC%9D%E9%95%B7%E5%BB%B7%EF%BC%9A%E6%88%91%E6%80%8E%E7%9F%A5%E6%9C%83%E5%9C%B0%E9%9C%87-9YM2Wg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3%80%8C%E5%9C%8B%E6%B0%91%E9%BB%A8%E6%83%A1%E6%84%8F%E6%B1%A1%E8%A1%8A%E5%9C%8B%E5%AE%B6%E5%85%83%E9%A6%96%E3%80%8D%E3%80%80%E6%B0%91%E9%80%B2%E9%BB%A8%E8%A6%81%E6%B1%82%E7%AB%8B%E5%88%BB%E9%81%93%E6%AD%89-3LEr3B
https://tw.news.yahoo.com/%E8%AE%8A%E7%9B%B8%E6%8E%A5%E5%8F%97%E6%97%A5%E5%AA%92%E8%A8%AA%E5%95%8F-%E9%99%B3%E6%B0%B4%E6%89%81%E4%B8%BB%E5%BC%B5%E4%BB%A5%E5%85%AC%E6%8A%95%E5%8F%B0%E7%8D%A8%E5%B0%8D%E6%8A%97%E4%B8%AD%E5%9C%8B-01252074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94%A1%E7%B8%BD%E7%B5%B1%E5%8C%97%E5%B8%82%E7%AB%99%E5%8F%B0-%E5%BC%B7%E8%AA%BF%E5%9F%BA%E6%9C%AC%E5%B7%A5%E8%B3%87%E8%AA%BF%E6%BC%B2-221557820.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4%B8%8D%E5%8F%AA%E5%8F%B0%E6%80%92%EF%BC%81%E9%A7%90%E6%97%A5%E4%BB%A3%E8%A1%A8%E8%99%95%E6%85%8B%E5%BA%A6%E6%97%A5%E4%BA%BA%E4%B9%9F%E5%82%BB%E7%9C%BC-e2ejBn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7%94%B7%E7%AB%A5%E8%A1%9D%E5%87%BA%E9%A6%AC%E8%B7%AF%E9%81%AD%E6%92%9E%E9%A3%9B%E3%80%80%E5%AE%B6%E5%B1%AC%E7%9B%AE%E7%9D%B9%E9%A9%9A%E5%93%AD-x1VJN6
https://www.dcard.tw/f/girl/p/229594447
https://www.dcard.tw/f/sex/p/229570585
https://www.dcard.tw/f/talk/p/229591550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9561617
https://www.dcard.tw/f/sex/p/229560049
https://www.dcard.tw/f/funny/p/229569979
https://www.dcard.tw/f/sex/p/229593842
https://www.dcard.tw/f/freshman/p/229562058
https://www.dcard.tw/f/studyabroad/p/229590725
https://www.dcard.tw/f/freshman/p/229559726
http://www.social-lab.cc/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ext.220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341 Gossiping Re: [爆卦]日本政府聲明打臉中共巴士載人啦!!!

2 1,741 Gossiping Re: [問卦]八卦板仇恨值怎麼變那麼高?

3 1,521 Gossiping Re: [問卦]有沒有板橋中山國中第十五屆的卦

4 1,508 Gossiping [FB]蔡正元：沒有這回事

5 1,493 Gossiping [新聞]幻滅！網友票選去過不會再訪十大國家

6 1,487 Gossiping Re: [問卦]八卦板仇恨值怎麼變那麼高?

7 1,431 Gossiping Re: [新聞]謝長廷臉書湧罵聲：駐日代表在做什麼

8 1,389 Gossiping [問卦]八卦板仇恨值怎麼變那麼高?

9 1,369 Gossiping [新聞]陳景峻咬董事會未討論北農版吳音寧回擊

10 1,349 Gossiping Re: [問卦]八卦板仇恨值怎麼變那麼高?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42
Canon單眼相機

(可換鏡頭數位相機)
【正式發表】Canon EOS R搭載3,030萬畫素，DAF + ...

2 378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發現部屬用假文憑，你會？

3 277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將股票知識整理成心智圖

4 267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LINE PAY一卡通LINE PAY一卡通3個相似的在一起使用簡
直是混亂

5 261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茫然

6 234
Toyot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豐田LEXUS IS250暴衝處理經驗分享

7 223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現代的學生（勿戰，只是把我的感想寫出來而已

8 21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台北內湖今天發生時雨量破百狀況

9 195
BMW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台灣人為什麼愛賓士

10 190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小惡

魔的動力研究室)
我很討厭禮讓轉彎車的直行車！

PTT批踢踢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贈獎文、直播文)

Mobile01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閒聊文)

新增回文數：於觀測期間內所新增之回文留言數。 9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6346474.A.7D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6420966.A.A1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6077373.A.B5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5965744.A.22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5970320.A.A5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6416727.A.6F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6242823.A.DB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6413306.A.28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6245887.A.D9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6458925.A.E6A.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5&f=244&t=556299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8&f=651&t=556179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291&t=556318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18&t=556293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292&t=556336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264&t=556548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37&t=556449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8&t=556603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275&t=556280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294&t=5563797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ext.220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8,071 ETtoday新聞雲
我就是不笑時都會被說臉臭，笑起來人家都說妳有病喔XD 
(山東小妞做人好難) ●…

2 7,682 東森新聞
挑食怎麼辦？奶爸狂毆「佩佩豬」寶寶看呆立馬乖乖吃飯#哩
厝編：言教不如身教…

3 7,139 ETtoday新聞雲
這價錢也太佛（#丹利老爹）●蕭敬騰、林宥嘉在等你，快
到聲林之王卡…

4 6,614 蝦皮購物 (Shopee) 快訊插播工程師搶救成功，辛苦他們了也辛苦大家了另外…

5 6,492 ETtoday新聞雲
徐母悲痛地說，兒子事發前在玩「吃雞」遊戲，一定是遊戲
害了他#果粒快下載…

6 6,399 東森新聞
6個月以下限定魔性萌屁屁！隨媽咪手左右搖 網：被萌翻#
黑白編：好可愛～如果可…

7 5,561 ETtoday新聞雲
嗚～燒到了！燒到了啦！（#小美可惡…..好想要）●搶先拿
門…

8 5,444 ETtoday新聞雲
這肉山～～～ （#豬頭皮 肉控挑戰起來RRR）●愛唱
歌的人千萬不…

9 5,419 ETtoday新聞雲
來來來！這個號稱柯粉感覺經歷很有欸？（#丹利老爹）●快
下載新聞雲App掌握政…

10 4,788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真的沒人比牡羊更暴了!!!!!敢惹他就要有被他暴打的心理準備

Facebook粉絲團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0,700 亞洲統神-張嘉航
#粉絲福利在下面留一句【我的經典台詞】可以獲得神祕禮物
一份不用給你們提示吧…

2 34,028 蝦皮購物 (Shopee)
加碼直播！深夜福利！首位解密英雄即可得大禮！ #蝦皮99超
級購物節趕緊買一…

3 30,178 蝦皮購物 (Shopee)
$100,000購物金+$15,000好禮不拿嗎？下雨天了怎麼辦？我
想灑錢！…

4 16,356 T客邦的臉書基地 #Evernote不能亡留言+1送你【EVERNOTE 100個做筆…

5 13,488 Kevin老師 東京藥妝店直播！禮物大放送！你你們決定送什麼！

跨平台贈獎文 聲量探索排行榜(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

閒聊文：❶特定頻道週期性發起之聊天性文章。❷主文發文日期於觀測期前14天，網友仍持續回帖之長期性討論文章。
直播文：提供直播連結或相關資訊，並於該主文下討論影片內容。
贈獎文：發文者要求回覆文章、按讚、分享等，並提供特定回饋，誘發網友大量留言之文章
欲了解更詳細的排行榜訊息，請至官網查閱 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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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2104125462956940_1835823349866457
https://www.facebook.com/2267995986568813_699806730412076
https://www.facebook.com/2107554509280702_516942928748620
https://www.facebook.com/956286384557063_287043345358684
https://www.facebook.com/2101967189839434_2156438164368787
https://www.facebook.com/2263905973644481_272845316887566
https://www.facebook.com/2107221482647338_455615911613390
https://www.facebook.com/2101082396594580_455803688244921
https://www.facebook.com/2107865445916275_2074203922891609
https://www.facebook.com/2254203187945093_1956849784612625
https://www.facebook.com/2233563676855825_849034031887722
https://www.facebook.com/352805008593987_407016209828336
https://www.facebook.com/293641791221024_261793231137482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032493190674_1056051581235704
https://www.facebook.com/1179588228846855_527178717752840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出處請註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ext.220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Youtube大熱門(排除贈獎文 )

Social Lab收錄每周前十名Youtube熱門影片排行榜，欲看更多熱門影片請點我。

11

【小玉】爭議影片遭備份 十萬超商計畫挨批

【關鍵時刻】天災照妖鏡駐日代表做了什麼 【自由時報】姚營的「柯粉」哭了 四問質詢柯P

【S.H.E 】＜十七＞週年紀念單曲Official MV 【少康戰情室】關西機場淹水 駐日代表神隱？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social-lab.cc/2018/09/youtube/7964/
http://www.social-lab.cc/2018/09/youtube/7960/
http://www.social-lab.cc/2018/09/youtube/7956/
http://www.social-lab.cc/2018/09/youtube/7952/
http://www.social-lab.cc/2018/09/youtube/7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