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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話題未曾止息，這個月的感情討論聲量創年度高峰！

相愛路上除了價值觀差異，還有哪些感情議題讓人陷入苦海？

面對愛情課題，那些未婚與已婚者的共同煩惱與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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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所有的感情都是相處而來，但從一個人走到兩個人、三個人的過程中，難免有

所磨合與衝突，張愛玲筆下的男女主角也是經歷多少風雨，才留得記憶。而不

同階段的男女面對同樣「愛情」這件事，心情跟態度也不全相似。

本期《Social Watch》蒐集各大感情討論版，整理分析2020全年度網友在面對

感情課題時的相處困擾，並進一步探討戀愛階段的情侶與步入婚姻的男女如何

看待「愛情」這件事，在面臨感情議題時又有哪些共同與差異的關注焦點。



1-1 年度感情話題討論聲量一覽
透過整體感情話題的月聲量變化，了解2020全年感
情討論熱度。

1-2 熱門感情困擾話題拆解
從熱門話題分類，觀察未婚情侶與已婚男女的感情
話題焦點。

1-3 十大未婚與已婚者之感情困擾議題
藉由各感情困擾議題之聲量統計與負面指數計算，
剖析未婚與已婚者最熱門與最煩惱的情感課題。

【註1】感情討論專版係根據未婚與已婚話題討論頻道差異進行區分，共涵蓋以下範圍：

Facebook：靠北女友my girl、靠北男友｜PTT：Boyfriend、Boy-Girl、lesbian、GetMarry、marriage｜Dcard：女孩、心情、男孩、彩虹、

感情、結婚｜mobile01：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伊莉討論區：愛情討論區、家事傾訴、婚姻大事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2020.01.01~2020.12.31

資料來源：感情討論專版【註1】

研究方法：

OpView觀測範圍內

未婚情侶與已婚男女

對感情話題的討論

由未婚與已婚者負面指數最高的三大共同感情困擾
延伸探討，透過文字雲的分析，觀察兩者在感情困
擾話題與衝突面向上，有何異同。

Part1
最新年度感情
話題討論綜覽

Part2
未婚與已婚之
共同感情困擾

https://www.opview.com.tw/product-insight


當感情出狀況先上網請益 12月聲量攀新高
1-1 | 年度感情話題討論聲量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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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感情話題討論聲量趨勢

細究整年度的感情話題討論狀況，發現熱門討論文章以網友抒發對自身感情關係的心境為多，有不少感情受委屈的網友

選擇在網路上發文，試圖尋求自身感情課題的安慰、建議與方向；同時，也可觀察到當網友在網路上表達對感情狀況的

不安、請益各種卡關的情感課題時，最容易引起社群迴響。

曾有學者以Facebook上使用者的感情狀態變化進行分析，指出全年伴侶的分手高峰多落在12月，網路上因而有了「年末

分手潮」一說，而根據《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2020全年聲量數據統計發現，12月恰好為年度感情討論的高峰，與

當年度低點月份相比，聲量更成長了86％；而觀察12月的討論話題，網友除了在年末重新審視自身感情關係之外，還有

未婚情侶戀愛中的煩惱與已婚男女的婚姻難題，互動關係中那本「難念的經」始終是感情話題中的熱門討論。

https://www.nydailynews.com/life-style/facebook-chart-shows-popular-breakup-days-article-1.450144


未婚關注外表儀容維持 已婚重視家庭經營共識

排名
情侶

話題分類
標題 聲量則數

1 外表儀容 女友肚子大到想分手 4,472

2 價值想法 女友非Airpods不戴… 3,874

3 外表儀容 男友到底憑什麼嫌棄我牙黃? 3,720

4 價值想法 男友逼我穿乳環 3,496

5 價值想法 男友放棄了年薪百萬的工作 3,431

排名
已婚

話題分類
標題 聲量則數

1 價值想法 [心情]為了坐不坐嬰兒汽座想離婚 1,973

2 價值想法 高齡想趕快結婚生子但女方不急… 1,791

3 家庭經營 [求助]老婆欣賞別人怎麼辦 1,510

4 家庭經營 [心情]剛有小孩卻吵架了 1,484

5 價值想法 [心情]因為買房問題跟先生吵架了 1,483

情侶／始於「顏值」，終於「價值觀」的戀愛關係

已婚／從「價值觀」，看出彼此對「家庭經營」的想法

▲2020年度情侶熱門感情討論話題

▲2020年度已婚人士熱門感情討論話題

1-2 | 熱門感情困擾話題拆解

在不同環境生長的兩人，難免存在「價值觀」的磨合與

衝突，觀察熱門話題，不論婚前婚後皆可見網友因與伴

侶價值想法不同，而衍生爭吵的心情文，從文本觀察，

情侶較偏重個人感受的表達，而已婚者則多半是以敘述

實際情況為主，如家庭情況與婚姻難題中的自身處境。

此外，也可見婚前婚後，網友面對感情問題持有的不同

態度與關注面向。外表儀容是奠定第一印象的因素之一，

而在兩人進一步交往後，對於外表維持、儀容打扮上的

想法差異往往也是情侶爭執的導火線；而對已結為連理

的網友來說，伴侶的體態、外貌變化相形之下已非關注

重點，更多的是在於對「家庭」共同經營的討論與看法。

相較於情侶，已婚網友的討論更聚焦於雙方在柴米油鹽

生活上的磨合，常見網友發文吐露與配偶對買房、理財

等想法不一致的家庭難題與心境。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17809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421951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4376072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457052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3733038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92732196.A.901.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95321781.A.29B.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93402718.A.2BF.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95718153.A.787.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582964574.A.E02.html


未婚煩惱外在與前任議題已婚多聚焦關係經營
已婚

聲量排名 困擾面向 聲量則數

1 親友關係 16,076

2 金錢觀 9,341

3 性觀念 6,362

4 感情不忠 5,909

5 相處認知差異 4,513

6 感情冷卻 4,225

7 育兒觀念 4,085

8 體態外表 1,623

9 遠距離 364

10 前任因素 320

11 異性容忍度 75

情侶

聲量排名 困擾面向 聲量則數

1 感情不忠 67,395

2 體態外表 58,739

3 性觀念 40,901

4 前任因素 29,799

5 金錢觀 28,195

6 感情冷卻 18,188

7 遠距離 16,079

8 親友關係 8,252

9 相處認知差異 6,045

10 異性容忍度 4,671

11 育兒觀念 220

▲2020年度

情侶感情困擾議題聲量排名

▲2020年度

已婚人士感情困擾議題聲量排名

【註2】有關感情困擾議題各面向說明，請參閱後方附錄。

接著我們進一步歸納出常見的感情困擾面向，並從聲

量的角度來觀察，什麼樣的感情課題最受網友關注？

從表中可見「感情不忠」、「性觀念」與「金錢觀」

是多數網友共同的困擾面向。其中，在性觀念議題上，

有未婚網友在版上請益，其與伴侶對「開放式關係」

等性觀念差異問題，引起各方觀點表述，而已婚者則

有許多「無性生活」的討論。

另一方面，未婚情侶重視的焦點也包含「體態外表」、

「前任因素」等既存事實所延伸的煩惱，並格外在意

伴侶的眼光，也常上網請益自己在做法與感受上的合

理性，如「我會太小心眼嗎？」；而已婚網友較常討

論的面向，則包含與配偶親友的關係相處，以及如何

與配偶協調出更舒適、平衡的相處方式等議題，已婚

者所關注的情感課題上，多半有家庭因素考量，也更

著重於關係經營。

1-3 | 十大未婚與已婚者之感情困擾議題—討論度排行【註2】



面對伴侶與異性之相處 已婚未婚態度大不同

【註3】負面指數：負面文章數 / （負面文章數+正面文章數），數值愈高代表該話題

面向引起之負面情緒愈大。

已婚

指數排名 困擾面向 負面指數

1 感情不忠 0.90

2 親友關係 0.87

3 感情冷卻 0.86

4 育兒觀念 0.86

5 前任因素 0.84

6 金錢觀 0.82

7 性觀念 0.82

8 體態外表 0.77

9 相處認知差異 0.75

10 遠距離 0.73

11 異性容忍度 0.10

情侶

指數排名 困擾面向 負面指數

1 異性容忍度 0.92

2 感情不忠 0.89

3 感情冷卻 0.89

4 前任因素 0.86

5 相處認知差異 0.85

6 育兒觀念 0.83

7 性觀念 0.82

8 親友關係 0.82

9 金錢觀 0.82

10 遠距離 0.78

11 體態外表 0.74

▲2020年度

情侶感情困擾議題負面指數排名

▲2020年度

已婚人士感情困擾議題負面指數排名

再來，透過計算各感情困擾面向的負面指數【註3】排行，

以了解網友對哪些話題有較強烈的負面觀感。

從上頁來看，情侶在「性觀念」、「金錢觀」與「體

態外表」雖有較高的討論聲量，但從負面指數的角度

來看，「異性容忍度」反而是較容易引起情侶負面情

緒的敏感話題之一，情侶間對於伴侶對其他異性曖昧

不明、界線不清的舉動，相比之下，較著實的感情出

軌更令網友感到棘手，常見網友表示希望淡然處之，

卻難滅心中醋意與怒意，因之而起的請益文。

另方面，已婚者對於配偶與異性曖昧不明的困擾討論

較少，更多的是直接譴責感情出軌的配偶。此外，對

已婚網友而言，與親友的相處關係上也多有負面的抱

怨出現。下段將以文字雲接續討論，最讓未婚與已婚

者感到憤怒、難受之共同情感困擾—感情不忠、感情

冷卻、前任因素。

1-3 | 十大未婚與已婚者之感情困擾議題—負面指數排行



▲已婚人士感情不忠熱議文字雲

情侶忌網路交友 已婚請益自身權益保障

▲情侶感情不忠熱議文字雲

對伴侶不忠誠，是為情侶以及夫妻之間的相處大忌。隨著愈多交友平台的出現，認識陌生異性有了更多管道，也成為許

多情侶在關係中的困擾，從左方文字雲中可見「約炮」與「交友」等字詞頻繁出現，除了有未婚網友表達對伴侶使用交

友軟體心有芥蒂，也有人表示伴侶使用交友軟體在生理或心靈上出軌而憤憤難平，因此在表達用詞上也較為直接、激烈。

另一方面，對已婚網友而言，當遇到伴侶外遇出軌時，除了表達事情始末、現狀與兩人的相處模式之外，最常提及對

「配偶權益」及「贍養、撫養費」等字詞，在面對伴侶感情不忠誠的時候，相較情侶，已婚男女在面對伴侶感情不忠誠

的時候，會較沉著地尋求自身權益的保障與建議。

2-1 |未婚與已婚之共同感情困擾—感情不忠



在男女交往之際，感情冷卻的討論多半是在於相處時間與互動習慣的差異，如雙方見面相處時間減少，或電話聊天與回覆

訊息的頻率下滑，使被冷落的一方對感情的不安感越趨上升。而在婚後，則可見多數字詞與「懷孕」、「小孩」、「生

活」、「工作」等有關，有網友提到當頂客夫婦各自投入工作時，缺少孩子在家中的聯繫感，容易使雙方感情漸趨冷卻，

也有網友認為在有了孩子之後，夫妻忙於工作與照料家庭，加上雙方話題多半圍繞在孩子身上，缺乏兩人之間的情感經營，

而使感情趨於平淡，面對這樣的感情困擾，也可見已婚者提及「挽回」、「改變」、「諮商」等，希望透過自身調整或尋

求外界幫助，找回被柴米油鹽淹沒的兩人關係。

情侶看互動習慣頻率 已婚看兩人感情經營

▲情侶感情冷卻熱議文字雲 ▲已婚人士感情冷卻熱議文字雲

2-2 |未婚與已婚之共同感情困擾—感情冷卻



一段未走完的感情，有多少是船過水無痕？觀察未婚與已婚網友討論發現，兩者在面對前任議題時的關注焦點不盡相同。

從文字雲可看出，對情侶而言，當發現伴侶保留前段感情的物品或前任伴侶的聯繫方式時，如「照片」、「ig」等，皆容

易引發爭執。而觀察已婚者的文字雲中，常見因與前配偶有孩子，而延伸的「照顧」、「費用」、「權益」等問題，或現

任伴侶需負擔前段婚姻的贍養費、子女教育等相關費用，如「前夫的女友干預我跟孩子的權益」等求助文，整體來說，未

婚在前任議題上較關注伴侶與「過去關係的連結」，而已婚者則多是聚焦前段婚姻所延伸的費用支出與相關權益。

未婚在意過去關係連結 已婚在乎費用與權益

▲情侶前任因素熱議文字雲 ▲已婚人士前任因素熱議文字雲

2-3 |未婚與已婚之共同感情困擾—前任因素



最新年度感情困擾重點整理
感情話題討論：與年初相比，12月的感情話題討論聲量攀上高峰，且當遇上感情問題時，不論男女，皆

不排斥上網請益，與網友討論自身感情狀況。從熱門話題可看出，雙方的價值觀與想法差異，常是磨合爭

吵的原因之一。另外，在感情困擾的幾大面向中，以「感情不忠」、「性觀念」與「金錢觀」為未婚與已

婚者最關注的三大感情困擾；而從負面指數排行來看，「感情不忠」、「感情冷卻」與「前任因素」則是

最容易引發負面情緒的三大共同困擾面向，同時也可看出婚前婚後對於感情關係的處理態度差異。

感情不忠：

• 情侶：面對交友軟體的興起，男女雙方對彼此使用網路交友平台皆容易有所疑慮。

• 已婚：當配偶出現外遇情況時，多數已婚網友會在網路上請益離婚後贍養費等問題。

感情冷卻：

• 情侶：相處時間與互動習慣的差異常是致使未婚情侶不安、感情冷卻的因素之一。

• 已婚：當夫妻感情越趨平淡之際，已婚網友較容易思考「孩子」在感情維繫中的重要性。

前任因素：

• 情侶：戀愛男女較忌諱現任伴侶持有與前任的物品或保有聯繫。

• 已婚：步入婚姻的男女，對此議題多是聚焦前段婚姻所延伸的費用支出與相關權益。



附錄、感情困擾各面向說明
困擾因素 困擾面向 內容

個人認知 體態外表 在感情經營中，對伴侶外表儀容的變化提出想法。

關係互動
(雙方對關係
階段之定義)

感情冷卻 隨著愛情萌發之際的熱戀期結束，感情進入冷淡期階段，所衍伸之感情降溫焦慮。

相處認知差異 在感情關係下，雙方對私人領域的時間或空間上的認知差異。

關係互動
(價值觀)

性觀念 雙方對於性議題的價值觀未有共識。

金錢觀 因雙方在金錢、理財觀念有所異同而產生的爭執。

育兒觀 雙方在養育孩子的價值觀上有所殊異。

社交網絡

親友關係 感情關係受到親友的影響，可能是反對，可能是在與伴侶家族相處上遇到的困難。

異性容忍度 雙方對於伴侶與其餘異性相處的界線與態度的拿捏，看法有所分歧。

前任因素 對於伴侶與前任的互動，或對伴侶的前段感情關係感到沉重與不安。

感情不忠 伴侶劈腿或精神出軌，對現有的感情關係不忠誠。

環境外力 遠距離 因遠距離戀愛產生的感情維繫問題。

▲感情困擾面向說明一覽

參考自：張思嘉、李雅雯(2009)。擇偶歷程中影響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5，179 - 212



健康產業資料庫
全新上線！
健康產業資料庫
全新上線！

 OpView研究團隊與知名健康生活媒體早

安健康共同推出品牌健康服務力排行評比！

 持續追蹤健康相關19個產業、159個品牌，衡

量各品牌在產業中的口碑影響力！

 每週持續觀測最即時的社群變化，每月針對品牌

健康服務力排行榜進行評析。

https://bit.ly/38q5H3F
https://bit.ly/38q5H3F
https://bit.ly/3p8hvOy
https://bit.ly/3p8hvOy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1.01.04-01.10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244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每天都在談萊豬，不可思議」李遠哲：糖也是毒大家還是吃

2 2,061 LINE TODAY > 國內 你手刀、我掄拳！讓座起爭執 中一中學生與阿伯上演「公車格鬥賽」

3 1,779 LINE TODAY > 生活 餵7年流浪狗被毒死 愛媽氣炸開車撞飛下毒者

4 1,583 LINE TODAY > 國內 嚇壞了？富王鴨肉店長明天道歉 盼平息「毛長齊」風波

5 1,387 LINE TODAY > 國內 強！台灣媽媽曝海外鎖國血淚：萊豬來你X豬

6 1,374 LINE TODAY > 國際 川普卸任大禮 國務院取消美台交往限制

7 1,356 LINE TODAY > 國內 搭錯車在捷運迷路3小時 面試GG怒提國賠敗訴

8 1,291 LINE TODAY > 理財 博達案葉素菲坐一天牢抵16.4萬 預定10日出獄

9 1,283 LINE TODAY > 國際 撇「解除台美交流限制」拜登陣營：將落實台灣關係法與一中政策

10 1,197 yahoo新聞 > 政治 川普支持者闖入國會大廈 一女混亂中中彈亡

https://tw.news.yahoo.com/%E6%AF%8F%E5%A4%A9%E9%83%BD%E5%9C%A8%E8%AB%87%E8%90%8A%E8%B1%AC%E4%B8%8D%E5%8F%AF%E6%80%9D%E8%AD%B0-%E6%9D%8E%E9%81%A0%E5%93%B2%E7%B3%96%E4%B9%9F%E6%98%AF%E6%AF%92%E5%A4%A7%E5%AE%B6%E9%82%84%E6%98%AF%E5%90%83-072942004.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LeR3yV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yGmJBv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GNpO18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29rOWP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GN6pBP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8MZOqZ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0WPqJP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lp3VxL
https://tw.news.yahoo.com/%E5%B7%9D%E6%99%AE%E6%94%AF%E6%8C%81%E8%80%85%E9%97%96%E5%85%A5%E5%9C%8B%E6%9C%83%E5%A4%A7%E5%BB%88-%E4%B8%80%E5%A5%B3%E6%B7%B7%E4%BA%82%E4%B8%AD%E4%B8%AD%E5%BD%88%E4%BA%A1-002650669.html


D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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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心情 我姐大四就存快6桶金

2 1,193 有趣 女友說她沒有FB

3 1,054 感情 因為女友堅持婚後性行為我們分手了

4 1,031 感情 前男友的新對象太優質

5 1,017 女孩 超級喜歡歐陽娜娜💕💕

6 1,006 心情 千萬不要買大電視…否則會…

7 992 有趣 上吊自殺未遂

8 915 時事 台灣女權是亞洲第一，導致台灣生育率倒數第一？

9 888 追星 邱鋒澤被爆戀愛對象為同公司女藝人

10 835 感情 這樣的女友還能留嗎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117964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5120030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142840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136272
https://www.dcard.tw/f/girl/p/235137043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124793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5130030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5138836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512152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129758


PTT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贈獎文、直播文）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637 Baseball [閒聊]睽違已久奪下榮耀的國中棒球隊季後花絮2

2 1,535 HatePolitics Re: [黑特]叫綠共也沒啥不好吧?

3 1,487 Gossiping [新聞]快訊！美國取消對美台關係的所有自我限制

4 1,480 Gossiping [新聞] 【獨家有片】中一中學生公車上拒讓座

5 1,444 Baseball [閒聊]睽違已久奪下榮耀的國中棒球隊季後花絮

6 1,428 Gossiping [新聞]羅智強指蔡政府對中出口創新高

7 1,418 Gossiping Re: [新聞]全台首例！北市議會通過「萊豬條例釋憲」

8 1,374 Gossiping [新聞] 55歲邰智源花9個月拚考試！

9 1,324 HatePolitics 川粉進攻國會大廈

10 1,168 Ptt > Gossiping [新聞]美台交往限制取消 拜登陣營：落實台灣

http://www.ptt.cc/bbs/Baseball/M.1610208336.A.C46.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609736615.A.D2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0228696.A.2C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9823174.A.202.html
http://www.ptt.cc/bbs/Baseball/M.1610194220.A.22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9829389.A.57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09996513.A.5F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0113219.A.69E.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609962649.A.B5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0257230.A.43D.html


Mobile01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閒聊文）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24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悲！新莊直行重機情侶雙載撞上左轉轎車 一死一傷

2 29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夭壽A害,賣台…台灣對中國出口創新高

3 206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最近天氣變冷了,女友跟我爭吵暖車這件事情

4 192 小米手機 (Android) 請問買大陸手機要注意什麼？

5 191
Hond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看了很吃驚的車禍新聞，HR-V的車禍

6 168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川粉闖國會暴動傷亡增至4死 1女遭警射殺

7 148 空調家電 變頻冷暖開28度吹整夜只有23度

8 148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政府無法解決問題，那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9 138
LUX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納智捷車款居然都沒在排名內

10 138 動力研究室綜合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國內新訊】台灣汽車市場2020年12月銷售報告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294&t=627485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638&t=627608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294&t=627675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634&t=627438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261&t=627563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638&t=627759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731&t=627810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38&t=627641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444&t=627505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214&t=627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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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7 ETtoday新聞雲 長齊毛的我，中午吃碗鴨肉飯好了…

2 10,082 小甜甜 張可昀 我說過有什麼好消息都讓我自己來證實跟宣布！真的非常感謝…

3 8,002 TVBS 新聞 就這樣連人帶車的劫走….太可怕了吧….. #焦點新聞影音都在TVBS …

4 7,828 關鍵時刻 這搶匪到底是嗑了什麼呢XD?女車主獅吼罵哭搶匪！…

5 7,767 鍾沛君 我是鍾沛君，我曾經是記者、模特兒、主播。現在是台北市議員…

6 7,551 中時新聞網 阿伯…出事了啦！😱(#海編) #台灣#三寶#汽車#機車#騎進海…

7 7,357 羅智強 為鍾沛君集氣稍早，得知沛君因右肺異常增生變化，馬上就要開刀…

8 7,257 蔡英文 Tsai Ing-wen 今天早上，超過五十位香港民主派人士遭到警方拘捕。凜冬的肅殺…

9 7,112 關鍵時刻 4歲萌娃被說像爸爸！下秒崩潰爆哭喊不要…

10 5,440 東森新聞 嗆女外送員惹風波！毛齊哥神隱6天現身道歉：大家還願意繼續支持…

https://www.facebook.com/315495436451429_2853685348254093
https://www.facebook.com/5146012455423871_195186178977284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948484320933_240159270833308
https://www.facebook.com/3745880965458076_738935810083746
https://www.facebook.com/1291210141245949_239983444160104
https://www.facebook.com/10158499991887479_749675332309166
https://www.facebook.com/3515034631866484_2788718101369498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218295001065_317981616177280
https://www.facebook.com/3733316136714559_231659718566564
https://www.facebook.com/853394985233630_828147821080454


Facebook活動文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5,898 衛生福利部 #抽獎「貼文下tag一個親朋好友並提醒他/她維持防疫好習慣」…

2 42,887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囉！各位只要在此貼文留…

3 20,687 小豪 – Siouhao 【小豪無塵室包膜】到底有多強大？？ 【抽Iphone12 pro max】…

4 10,919
Dream Chef Home 

夢幻廚房在我家
#夢幻廚房在我家#食譜調查

5 8,343 創奇蹟 彪萬力量 此文公開分享+分享社團+留言此文 分享留言最多次送亞曼尼…

https://www.facebook.com/1780716078761469_4228485377178795
https://www.facebook.com/3821285241295300_109255104422772
https://www.facebook.com/876431653116699_1610957462425542
https://www.facebook.com/1752415691627537_860404824796850
https://www.facebook.com/818147792070930_183241460216537


YouTube大熱門（排除贈獎文）

【攝徒日記Fun TV】中國投
票議題

【木曜4超玩】邰智源考取職
業駕照，擔任一日公車司機

【少康戰情室】川粉攻佔國會
大廈造成傷亡

【觀點】美國國會爆發流血衝
突，討論美國民主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講解日本神話故事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1/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4%b8%ad%e5%9c%8b%e6%8a%95%e7%a5%a8%e8%ad%b0%e9%a1%8c/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1/youtube/%e3%80%90%e6%9c%a8%e6%9b%9c4%e8%b6%85%e7%8e%a9%e3%80%91%e9%82%b0%e6%99%ba%e6%ba%90%e8%80%83%e5%8f%96%e5%a4%a7%e5%ae%a2%e8%bb%8a%e9%a7%95%e7%85%a7%e8%88%87%e8%81%b7%e6%a5%ad%e9%a7%95%e7%85%a7%ef%bc%8c/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1/youtube/%e3%80%90%e5%b0%91%e5%ba%b7%e6%88%b0%e6%83%85%e5%ae%a4%e3%80%91%e5%b7%9d%e7%b2%89%e6%94%bb%e4%bd%94%e5%9c%8b%e6%9c%83%e5%a4%a7%e5%bb%88%e9%80%a0%e6%88%90%e5%82%b7%e4%ba%a1/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1/youtube/%e3%80%90%e8%a7%80%e9%bb%9e%e3%80%91%e7%be%8e%e5%9c%8b%e5%9c%8b%e6%9c%83%e7%88%86%e7%99%bc%e6%b5%81%e8%a1%80%e8%a1%9d%e7%aa%81%ef%bc%8c%e8%a8%8e%e8%ab%96%e7%be%8e%e5%9c%8b%e6%b0%91%e4%b8%bb/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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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9b%e8%a7%a3%e6%97%a5%e6%9c%ac%e7%a5%9e%e8%a9%b1%e6%95%85%e4%ba%8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