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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電子煙網路輿情分析
- 不同管道關注的電子煙話題不同！

- 解析名人觀點、癮君子與大眾共同關注的那些事

OpView放大鏡

熱議文章大公開 ( 新聞 / Dcard/ 批踢踢 / Mobile 01 / Facebook / YouTube )

資料時間 :

2019.4.1~2020.3.26

(2020年3月資料統計非足月)

資料來源 :

社群網站、討論區

(排除買賣文、社團簽到文)

▲新興菸品與傳統菸品比較表

新式菸品與傳統香菸介紹

隨著近年新形態菸品的興起，對於菸品的規範應加強或鬆綁再次引

起熱議。贊成者主張吸菸自由，反對者亦有「免於二手菸害的自由」

之健康及環境考量，對於電子煙究竟應立法禁止、開放進口或明定規

範並合法納管？本期Social Watch將透過剖析電子煙的網路聲量，帶

您掌握網友對於電子煙議題的關注面向。

項目 傳統紙菸 電子煙 加熱(式)菸(品)

原理 直接燃燒菸草
以電子霧化器加熱填
充的煙液(油)並霧化

以電子加熱器加熱填
裝之菸草柱後，產生

菸霧

主要成分 菸草 甘油、丙二醇、香料 菸草

二/三手菸 O O O

尼古丁 O
視煙油成分不同，
有包含與不含尼古丁

之分別
O

成癮 O

含尼古丁成分易造成
尼古丁成癮；

不含尼古丁成分則可
能造成心理性成癮

O

焦油 O X O

幫助戒菸 X 有爭議【註1】 X

整理自：衛生福利部。你應該知道的電子煙.加熱式菸品30問

康健雜誌。電子菸到底是什麼？

【註1】目前各研究對於電子煙是

否有助於戒菸之看法不同，其討論

重點有二，其一是含尼古丁成分易

致成癮，且無法掌控煙油中的含有

量；透過電子煙輔助戒菸，是否會

誘使戒菸者有較高的機會回頭吸食

紙菸，或成為雙重使用者(傳統紙

菸、電子煙)？其二，透過電子煙

輔助戒除傳統紙菸後，是否會對電

子煙產生依賴性？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594&pid=10037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8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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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規範電子煙之適用法律

電子煙如含毒品成分

，則依《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規定辦理。

不含有尼古丁的電子

煙不屬於藥物，但不

可宣稱其醫療效果。

含尼古丁或其他藥品

成分以藥品列管，適

用《藥事法》規範。

目前我國規範電子煙之法條依據

不得製造、輸入或販

賣菸品形狀之糖果、

點心、玩具或其他任

何物品。

依《菸酒管理法》第3條及《菸害防制法》第2條規定，菸品係

指全部或部分以菸草或其代用品為原料加工之製品，由於電子

煙是以煙液(油)填充，而非菸草，因此不屬於此二法中所定義的

「菸品」範疇。

目前政府對於電子煙之規範，係依照其成分與形狀區分，適用

於不同法律管理，而針對無尼古丁之電子煙，由於尚無特別專

法管理，政府將以消保法作為查緝依據。

當大眾健康意識抬頭，整體社會越發重視無菸環境議題，針對

可能危害健康與環境的電子煙，多數民眾支持應立法禁止，然

而亦有另一派認為「電子煙危害低於傳統菸品，是可燃香菸的

減害替代品」的聲音，主張應合法開放。

下頁將藉由聲量統計了解電子煙話題熱議的時間點，並透過歸

納社群網站與討論區的熱門話題，觀察在不同管道中網友，關

注的面向是否有所不同？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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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煙月聲量長條圖與熱門文章列表

熱門話題：社群網站關注健康面向討論區討論合法開放

從月聲量圖來看，電子煙的討論聲量起伏較大，其中聲量較高的月份，多是因為當月有新聞事件

引起大眾熱議，而社群網站更是匯集聲量的主要管道。熱門文章中，除了歌手蔡依林以一則「#

驚電子菸是無法用來戒菸的！」的發文掀起話題之外，其餘多是新聞報導或轉貼新聞，表示無論

是在社群網站或討論區，比起自發性分享、提問等，電子煙話題主要是由新聞討論帶起話題。

進一步從討論類型來觀察，在社群網站中，健康、安全與戒菸方面的電子煙話題較受關注，特別

是有關電子煙帶來的健康危害與風險相關報導，時常引發網友熱議，而在討論區中，電子煙話題

多集中於PTT Gossiping(八卦板)與VAPE(電子煙板)，並多涉及法律規範、合法開放等政策討論；

整體來說，討論區有特定討論板，聚集許多共同關注電子煙話題的網友，多半較支持電子煙合法

化，而在社群網站上則多了關心環境危害與健康風險的一般民眾，立場較多元。

社群網站熱門文章 聲量 分類 討論區熱門文章 聲量 分類

1
電子菸齡3年！25歲女突呼

吸困難醫：肺充滿XX...
15,713 健康疑慮

[問卦]電子菸活死人大爆

發!!倍增到450人~
637 健康疑慮

2
因為你更無從得知他們在

菸油裡面加了什麼。」...
6,700 健康疑慮

[新聞]電子煙在嘴裡爆炸！

17歲少年牙齒被炸飛
314 安全疑慮

3

電子菸沒有比較健康！

>>>上癮更難戒！專家揭

電子菸恐致「爆米花肺...

5,967
戒菸討論、

健康疑慮
Re: [問卦]電子菸明明是好的
替代品，為何政府不挺？

301 合法開放討論

4
有在抽電子菸的朋友....注意一

下呀 #電子菸#爆炸...
3,711 安全疑慮

[新聞]賣「大麻電子菸」遭
驗尿無毒改「詐欺」

295 法律規範相關

5
#驚電子菸是無法用來戒菸

的！！！...
3,220 戒菸討論

[爆卦]發錢世衛WHO:電

子煙加熱菸菸草產品規管
282 合法開放討論

總聲量平均線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897937086908030&id=124616330906800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67831367.A.F68.html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42697912433022&id=242305665805605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61093769.A.135.html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63295400373275&id=242305665805605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7371984.A.BE4.html
https://www.facebook.com/setnews/posts/2470432289708011?comment_id=2470494003035173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4281855.A.707.html
https://www.facebook.com/2275061595949997_2275104135945743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67237661.A.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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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站聲量統計表

來源網站 總聲量 主文數 回文數 回應比【註2】

Facebook 116,991 2,864 114,127 39.8

Ptt 16,941 1,242 15,699 12.6

YouTube 12,221 1,240 10,981 8.9

校園聊天-Dcard 2,897 352 2,545 7.2

巴哈姆特哈拉區 1,277 146 1,131 7.7

mobile01 356 79 277 3.5

【註2】回應比是以該來源網

站之回文數除以主文數，數

值越高代表每則主文平均收

到的回應數越高。

從上表來看，由於大量時事新聞轉貼，且網友分享新聞多習慣直接留

言標註親友，造就Facebook的高回應比；YouTube則是有許多電子

煙相關產品的開箱介紹，引起癮君子們熱烈討論，另外，「電子煙真

相解密!」、「電子菸比較安全嗎？」、「電子煙到底行不行？」等

醫生、律師透過不同角度談論電子煙的主題影片也十分具話題性。

（主文平均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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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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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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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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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站主回文平均字數二維散布圖【註3】

主(回)文平均字數

=……………….....….

【註3】

透過主回文平均字數來了解不同網站的討論深度，其中以mobile01

為網友觀點陳述最完整的網站，臉書則傾向於簡短抒發個人意見、

情緒的管道，總體觀之，可發現社群網站偏簡短發言，討論區則是

較具討論深度。

臉書多簡短抒發討論區表述較具深度

主(回)文總字數

主(回)文則數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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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質疑衛福部國健署有關電子煙之公開資訊

• 引述《新英格蘭醫學期刊》刊登的最新研究，電子煙的戒菸效果是

尼古丁替代療法的近兩倍

• 質疑政府為何不禁止
台灣威卜菸草減害

網路媒體代表人

電子煙危害與戒菸效果各方看法分歧

王郁揚

前立法委員

• 多次與董氏基金會合作宣導戒菸之大使

• 於粉專發表「電子菸不可用來戒菸」之言論，該貼文引來許多支持電

子菸之網友的抨擊
蔡依林

歌手

前立法委員

• 質疑菸
• 品健康捐的效益，以及為何政府禁止本質相

• 同、但少了燃燒造成的有害物質的加熱式煙品？
• 倡議應將電子

王浩宇

桃園市議員

• 電子菸在許多國家都十分有爭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煙油」

• 以醫療觀點出發，建議盡量不要使用電子菸，由於煙油成分太過複雜，

對身體影響有所疑慮

• 戒菸建議諮詢門診，並使用市面上已明確證實有戒菸療效的產品

吳其穎(蒼藍鴿)

醫師

彙整社群領袖對於電子煙之相關立場，發現各方對於「電子煙有害健康」有所共識，惟針對

「電子煙危害是否低於傳統紙菸」以及「電子煙能否有助於戒菸」這兩點上看法不一，蒼藍

鴿則透過醫學專業觀點提出無論是吸菸或吸煙，對於人體始終有其危害性，不應忽視，另外，

從立法觀點來看，王浩宇、王郁揚都支持應將電子菸依法納管，以提升國民的健康福祉。

16則電子煙相關貼文 | 2,158 位追蹤者

1則電子煙相關貼文 |  99,154 位追蹤者

1則電子煙相關貼文 | 1,808,360 位追蹤者

7則電子煙相關貼文數 |  88,862 位追蹤者

▲名人針對電子煙議題之立場整理【註4】

【註4】Facebook 追蹤者統計截至2020年4月24日。

#支持電子煙#菸草減害#支持電子煙規管#菸草減害

#電子煙無助於戒菸

#戒菸不建議自行使用電子煙

#支持電子煙依法納管

• 公開質疑衛福部國健署有關電子煙之公開資訊

• 引述《新英格蘭醫學期刊》刊登的最新研究，電子煙的戒菸效果是尼

古丁替代療法的近兩倍

• 質疑政府為何不禁止對健康傷害更大的紙菸，卻禁減害產品(電子煙)？

• 質疑菸品健康捐的效益，以及為何政府禁止本質相同、但少了燃燒造成

的有害物質的加熱式煙品？

• 倡議應將電子菸依法納管，否則在民眾可以輕易購得的情況下易造成民

眾健康上的危害

• 電子菸在許多國家都十分有爭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煙油」

• 以醫療觀點出發，建議盡量不要使用電子菸，由於煙油成分太過複雜，

對身體影響有所疑慮

• 戒菸建議諮詢門診，並使用市面上已明確證實有戒菸療效的產品

• 多次與董氏基金會合作宣導戒菸之大使

• 於粉專發表「電子菸不可用來戒菸」之言論，該貼文引來許多支持電子

菸之網友的抨擊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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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煙話題文字雲

癮君子關心產品大眾憂風險

撈取過去一年與電子煙相關之文本，進行詞頻計算產出文字雲，透過熱議關鍵詞來看網友關注

面向：

• 立法與政策：合法化、規管、開放等討論，無論是吸菸族或非吸菸族都十分關心。

• 成分：包含「易讓人成癮的尼古丁」、「違法添加的毒品成分大麻」以及常被點名造成二手

菸傷害的焦油，據電子煙擁護者表示「電子煙沒有燃燒，因此電子煙沒有紙菸中最大的致癌

元兇焦油」

• 產品討論：霧化器、煙(菸)油、口味、品牌等癮君子關心話題，吸煙者除了關心煙油口味、

電子煙品牌與各式設備的推薦分享內容之外，也有網友表示「菸油的來源如果不是大品牌我

會覺得怪怪的不如抽紙捲菸」，此面向的討論常與立法規管等相關詞彙被共同提及，如「就

趕快合法，管制才能確保煙油品質啊」。

• 風險話題：民眾擔憂「未經規範的私造煙油就很有問題，國外也曾爆出煙油加毒品的案

例」、「電子煙一樣有二手煙害到別人的問題」，對於電子煙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安全、健康

與環境影響備受關注。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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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煙討論話題聲量與P/N值維度分析圖

吸煙與非吸煙者共同關注立法與否

【註5】 P/N比為各維度所有

正面文章數除以所有負面文

章數，可用於衡量網友對該

面向話題的好感度。

政府可透過聆聽大眾的聲音，斟酌合法化、管制、禁止之間的

平衡，而對吸菸者而言，回歸菸品對身體帶來的代價，應思考

尋求其他紓壓的方式，更有益身心。

最後，進一步將熱議話題歸納為6個面向，從好感度【註5】來看，

電子煙涉及健康與環境危害，且支持反對方立場兩極、常掀起

論戰，因此整體好感度皆偏低，負面聲量遠大於正面聲量。

從相對較高滿意度的「戒菸與成癮」與最負面的「環境危害」，

更可以看出此議題最大的衝突點在於支持者對於多樣化菸品可

滿足不同需求的正面期許，與反對者擔憂合法化形同鼓勵菸品

市場，造成環境品質下降的不信任感。

而話題性上，立法與否最為激烈，特別是現今無法可管的狀況

造成社會隱憂，亦有許多中立者希望依法納管、明訂標準，以

杜絕來歷不明的風險產品且開罰有據，因此法規政策成為大眾

最關注的一環。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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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持 社 交 距 離

無接觸也能直接從網友話語中挖掘商機！

#入門系列講座 #產業口碑解碼 #實作講解

☑食品餐飲+零售通路產業解碼：零接觸靠大數據分析消費者的行為和需求！

☑講師實機操作，教您運用國內最大社群觀測平台OpView進行防疫生活用品

的消費者研究，快速上手

☑豐富主題的系列講座自由報名，每日提供三次放映時間可選擇觀看

☑參加任一場線上直播並填寫回饋單，即可免費索取三場的會後簡報或Q&A

問答集！

☑立即報名，索取直播連結：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opview.com.tw/20200505webinar?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0505webinar&utm_term=0505
https://www.opview.com.tw/20200505webinar?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0505webinar&utm_term=0505
https://www.opview.com.tw/20200505webinar?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0505webinar&utm_term=0506
https://www.opview.com.tw/20200505webinar?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0505webinar&utm_term=0506
https://www.opview.com.tw/20200505webinar?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0505webinar&utm_term=0507
https://www.opview.com.tw/20200505webinar?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0505webinar&utm_term=0507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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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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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626 LINE TODAY > 國際 美討疫情賠償陸：你們有賠愛滋病嗎

2 2,088 yahoo新聞 > 政治 24官兵仍拒疫調韓國瑜下通牒

3 1,834 LINE TODAY > 鄉民 譚德塞、范瑋琪全被罵過！女見台灣「一現象」愣

4 1,680 yahoo新聞 > 首頁 敦睦艦隊官兵一半設籍高雄韓︰還有229人疫調不明

5 1,437 yahoo新聞 > 政治 敦睦艦隊染疫蔡總統11時親上火線發表談話

6 1,391 LINE TODAY > 國內 國防部「逆時中」釀重災3大離譜疏失連環爆

7 1,227 yahoo新聞 > 首頁 敦睦艦隊24人染疫…小英霸氣下命令

8 1,192 yahoo新聞 > 娛樂 羅志祥深夜130字認錯！認了9年欺騙周揚青

9 1,150 yahoo新聞 > 健康 敦睦艦隊官兵染疫支隊長陳道輝少將保證絕無隱瞞

10 1,147 yahoo新聞 > 政治 認敦睦艦隊機密任務嚴德發：監控遼寧號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5,338 追星 原來羅志祥是渣男呢

2 3,764 工作 薪資交流大家的月薪多少呢？

3 1,955 閒聊 交友軟體上最討厭看到

4 1,731 心情 台灣變得有點可怕

5 1,657 心情 曾經霸凌我的她，是我哥女友

6 1,530 追星 田馥甄：她胸部那麼大又那麼嗲她應該被強暴過

7 1,174 心情 快一年了！偷我東西的室友你還在偷嗎？

8 1,156 感情 我22歲還是處女會很奇怪嗎?

9 1,156 心情 #文長「肝不好，人生是黑白的。」

10 1,034 閒聊 羅志祥你真的害我很丟臉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0.04.20-04.26

http://www.social-lab.cc/%E7%86%B1%E9%96%80%E9%A0%BB%E9%81%93%E6%8E%92%E8%A1%8C%E6%A6%9C/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6l7Vg9
https://tw.news.yahoo.com/24%E5%AE%98%E5%85%B5%E4%BB%8D%E6%8B%92%E7%96%AB%E8%AA%BF%E9%9F%93%E5%9C%8B%E7%91%9C%E4%B8%8B%E9%80%9A%E7%89%92-%E9%99%B3%E6%99%82%E4%B8%AD%E8%8B%A5%E8%BA%AB%E5%88%86%E4%B8%8D%E7%AC%A6%E7%84%A1%E5%8F%97%E7%96%AB%E8%AA%BF%E7%BE%A9%E5%8B%99-065826313.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qjgq9y
https://tw.news.yahoo.com/%E6%95%A6%E7%9D%A6%E8%89%A6%E9%9A%8A%E5%AE%98%E5%85%B5%E4%B8%80%E5%8D%8A%E8%A8%AD%E7%B1%8D%E9%AB%98%E9%9B%84-%E9%9F%93%E5%9C%8B%E7%91%9C%E9%82%84%E6%9C%89229%E4%BA%BA%E7%96%AB%E8%AA%BF%E4%B8%8D%E6%98%8E-04131293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5%A6%E7%9D%A6%E8%89%A6%E9%9A%8A%E6%9F%93%E7%96%AB%E8%94%A1%E7%B8%BD%E7%B5%B111%E6%99%82%E8%A6%AA%E4%B8%8A%E7%81%AB%E7%B7%9A%E7%99%BC%E8%A1%A8%E8%AB%87%E8%A9%B1-022357474.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0lENNL
https://tw.news.yahoo.com/%E6%95%A6%E7%9D%A6%E8%89%A6%E9%9A%8A24%E4%BA%BA%E6%9F%93%E7%96%AB-%E5%B0%8F%E8%8B%B1%E9%9C%B8%E6%B0%A3%E4%B8%8B%E5%91%BD%E4%BB%A4-10100996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BE%85%E5%BF%97%E7%A5%A5%E6%B7%B1%E5%A4%9C130%E5%AD%97%E8%AA%8D%E9%8C%AF-%E8%AA%8D%E4%BA%869%E5%B9%B4%E6%AC%BA%E9%A8%99%E5%91%A8%E6%8F%9A%E9%9D%92-22390028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6%95%A6%E7%9D%A6%E8%89%A6%E9%9A%8A%E5%AE%98%E5%85%B5%E6%9F%93%E7%96%AB-%E6%94%AF%E9%9A%8A%E9%95%B7%E9%99%B3%E9%81%93%E8%BC%9D%E5%B0%91%E5%B0%87%E4%BB%A5%E7%94%9F%E5%91%BD%E4%BF%9D%E8%AD%89%E7%B5%95%E7%84%A1%E9%9A%B1%E7%9E%9E%E7%96%AB%E6%83%85-03220061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A%8D%E6%95%A6%E7%9D%A6%E8%89%A6%E9%9A%8A%E6%A9%9F%E5%AF%86%E4%BB%BB%E5%8B%99-%E5%9A%B4%E5%BE%B7%E7%99%BC-%E7%9B%A3%E6%8E%A7%E9%81%BC%E5%AF%A7%E8%99%9F-163356868.html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3533064
https://www.dcard.tw/f/job/p/233516619
https://www.dcard.tw/f/talk/p/23353677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3507579
https://www.dcard.tw/f/mood/p/233508503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3548742
https://www.dcard.tw/f/mood/p/23351801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526992
https://www.dcard.tw/f/mood/p/233523859
https://www.dcard.tw/f/talk/p/23353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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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749 Gossiping [問卦]國文15級分的高手請進！

2 1,659 Gossiping Re: [新聞]快訊／錢櫃大火釀5死！消防隊長曝「5項

3 1,567 Gossiping [政治]臨陣脫逃！國防部官員無人出席疫情記者會

4 1,515 Gossiping Re: [問卦]如果國昌老師還在會怎麼監督國軍呢

5 1,500 Gossiping [政治]新加坡總理夫人-何晶FB

6 1,498 Gossiping [爆卦]蝴蝶道歉了！

7 1,493 Gossiping Re: [問卦]女生能力通常比較差是事實不是歧視吧

8 1,490 Gossiping [新聞]吳斯懷批「總統尊重」是外行話調閱逐字

9 1,488 nCoV2019 [新聞]敦睦艦350名高雄人韓國瑜：92人拒疫調

10 1,450 Gossiping Re: [問卦]醫師聽到「普篩」就爆氣??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61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經過這次事件，我終身不考慮GOGORO

2 315 iPhone(蘋果電腦) 如今的蘋果只靠ios綁架顧客群！

3 220 軍事迷基地(生活娛樂) 為何共軍渡海侵略台灣會失敗

4 220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國立大學畢業後餐廳端盤子端4年了~~

5 215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聯合報社論／不普篩真相：被僵化官僚耽誤的試劑

6 20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韓國瑜：全市4000多名一線醫護全面篩檢

7 198 空間設計與裝潢
(居家房事) 【開箱】高雄-只求實際!我的家多風格且簡約樸實!

8 190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台灣要普篩嗎？陳其邁專業文：偽陽性恐造成巨大恐慌

9 184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宗教探討-各位認為殺人是因還是果?

10 179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汽車右轉綠燈，機車直行紅燈，發生車禍該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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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7389574.A.EA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7890847.A.53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7449676.A.60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7460211.A.9D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7383570.A.9E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7828236.A.89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7596871.A.E2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7556558.A.5C6.html
http://www.ptt.cc/bbs/nCoV2019/M.1587440352.A.F9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87795778.A.56D.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7&f=294&t=607771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383&t=607484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637&t=607519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651&t=607399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8&t=607563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638&t=607554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360&t=607433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38&t=607732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37&t=607341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294&t=607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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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0,230 東森新聞 不滿學生違停機車！師膠帶綁車爆衝突…

2 9,745 噓！星聞 愷樂和#羅志祥這對就是很多回憶的老闆與女員工 ?…

3 9,176 東森新聞 論健身ㄉ重要性三寶越級單挑健身鮮肉！下秒慘遭GANK …

4 7,097 GirlStyle 台灣女生日
常 【快訊/大陸網紅周揚青發文認與羅志祥分手！】…

5 6,598 韓國瑜 早安，我現在在漢神巨蛋，昨晚閉館後，在凌晨一點…

6 6,166 蔡英文 Tsai Ing-wen 今天早上，我再次針對近日疫情情勢做出說明，以下是…

7 5,854 東森娛樂 原民爸媽爆笑猜歌手！蕭敬騰慘變蕭沸騰…

8 5,742 爆料公社 周揚青與羅志祥分手了！網上討論沸沸揚揚看著周揚青寫…

9 5,741 蔡英文 Tsai Ing-wen 我在總統府內針對疫情情勢以及民眾關心的議題進行說明。

10 5,516 中時電子報 這是我小時候記憶中的九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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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63 熱血隊長林佳霖 請大家分享直播破4000加碼70抽一抽入魂－－－

2 85,012
TR Box寶藏屋：

傘的專家、居的職人
我不會✋✋✋一哭二鬧三上吊但我會一吃二喝三睡覺…

3 44,451
TR Box寶藏屋：

傘的專家、居的職人
真正的強者就是要努力拼下去重要的是有你們的陪伴❤

4 44,246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囉！…

5 33,230 富發牌 歡樂星期五！！跟著楠哥哥一起來放假採購買好買滿…

Facebook活動文 聲量探索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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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4046522162049511_331555297808423
https://www.facebook.com/1577233985765389_2648641692017435
https://www.facebook.com/4030169843684743_282151332785752
https://www.facebook.com/2549672668468211_118908189781632
https://www.facebook.com/278221849844074_812399572602858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651856531065_630044314259874
https://www.facebook.com/3271947949551054_1396274557222426
https://www.facebook.com/1280756198941529_226700368423482
https://www.facebook.com/mykmt/posts/10158385981617973
https://www.facebook.com/udnstar/posts/1568854826603305?comment_id=674389503361565
https://www.facebook.com/186183822361288_2525811647672907
https://www.facebook.com/2875074312530204_3200150620006129
https://www.facebook.com/521462335212405_283964889725638
https://www.facebook.com/3103787583045073_621326935392174
https://www.facebook.com/662549727647990_12097969290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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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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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View體驗申請 | 電子報訂閱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老高深談人類
公敵對付瘟疫的唯一辦法

【setn 三立新聞網】甩棍男攔重機健身教練
下一秒被打趴

【八大電視娛樂百分百】小豬八卦爆出前最近
一次同台網友留言灌爆支持娛百

【英雄日常Heroisme】英雄日常與網友起衝
突引口角求律師

【Jarrow Show蒟蒻真人秀】蒟蒻談共產黨與基督教類似之處引發網戰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4/youtube/%e3%80%90%e8%80%81%e9%ab%98%e8%88%87%e5%b0%8f%e8%8c%89-mr-mrs-gao%e3%80%91%e8%80%81%e9%ab%98%e6%b7%b1%e8%ab%87%e4%ba%ba%e9%a1%9e%e5%85%ac%e6%95%b5-%e5%b0%8d%e4%bb%98%e7%98%9f%e7%96%ab%e7%9a%84/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4/youtube/%e3%80%90setn-%e4%b8%89%e7%ab%8b%e6%96%b0%e8%81%9e%e7%b6%b2%e3%80%91%e7%94%a9%e6%a3%8d%e7%94%b7%e6%94%94%e9%87%8d%e6%a9%9f%e5%81%a5%e8%ba%ab%e6%95%99%e7%b7%b4-%e4%b8%8b%e4%b8%80%e7%a7%92%e8%a2%ab/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4/youtube/%e3%80%90%e5%85%ab%e5%a4%a7%e9%9b%bb%e8%a6%96%e5%a8%9b%e6%a8%82%e7%99%be%e5%88%86%e7%99%be%e3%80%91%e5%b0%8f%e8%b1%ac%e5%85%ab%e5%8d%a6%e7%88%86%e5%87%ba%e5%89%8d%e6%9c%80%e8%bf%91%e4%b8%80%e6%ac%a1/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4/youtube/%e3%80%90%e8%8b%b1%e9%9b%84%e6%97%a5%e5%b8%b8heroisme%e3%80%91%e8%8b%b1%e9%9b%84%e6%97%a5%e5%b8%b8%e8%88%87%e7%b6%b2%e5%8f%8b%e8%b5%b7%e8%a1%9d%e7%aa%81-%e5%bc%95%e5%8f%a3%e8%a7%92%e6%b1%82%e5%be%8b/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4/youtube/%e3%80%90jarrow-show%e8%92%9f%e8%92%bb%e7%9c%9f%e4%ba%ba%e7%a7%80%e3%80%91%e8%92%9f%e8%92%bb%e8%ab%87%e5%85%b1%e7%94%a2%e9%bb%a8%e8%88%87%e5%9f%ba%e7%9d%a3%e6%95%99%e9%a1%9e%e4%bc%bc%e4%b9%8b%e8%9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