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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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焦點

OpView放大鏡

產後媽咪的天堂月子中心市場口碑暨相關話題搜查

121
發行日期：2021/01/28

「坐」得好脫胎換骨？關於坐月子，這些事是父母的共同煩惱

30泊150食！從網路聲量剖析消費者選住月子中心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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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newsletter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產後媽咪的天堂

月子中心市場口碑

暨相關話題搜查

主題目錄Part2 月子中心之消費者口碑分析

2-1 月子中心之消費者選住考量剖析

2-2 消費者選住考量—照護相關話題關注面向拆解

2-3 消費者選住考量—費用與支付相關話題關注面向拆解

2-4 消費者選住考量—感染控制話題關注面向拆解

1-1 從年度聲量趨勢抓出引爆熱議的坐月子話題

1-2 從熱門頻道直擊坐月子話題的聲量大本營

1-3 從文字雲看那些家長關注的坐月子話題焦點

1-4 從產後護理方式占比分析最熱門的坐月子形式

Part1 最新年度坐月子話題綜覽

研究說明

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結論



前 言
懷胎十月、歷經生產，孕媽咪們在身心上的轉變與挑戰都是

巨大的，在迎接新生命之初，無論是新手媽媽或多寶媽，一

段滋補照護、靜養修復的期間，都能讓媽咪們以更好的狀態

踏上育兒路。

臺灣坐月子的選擇十分多元，根據調查【註】 ，臺灣月子中心

家數在9年間成長2.35倍，而即使近年來臺灣的出生人口屢創

新低，入住月子中心人數仍達到9年前的2.4倍，由此可看出

「坐月子」服務的需求與市場都深具成長潛力。

【註】資料係參考MamiGuide產後坐月子顧問平台於2020年所發表之臺灣產後護

理行業發展現況與趨勢，月子中心家數與入住月子中心人數係以2019年與2011年

資料進行比較。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2020.01.01~2020.12.31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地點評論、部落格、新聞、新聞回文

研究方法：

OpView觀測範圍內

提及「坐月子」之相

關討論

OpView觀測範圍內

提及「月子中心」之

話題聲量

研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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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月子」話題月聲量趨勢圖

坐月子方式與支出缺乏共識 溝通困境引共鳴

首先，透過觀察左上方的月聲量趨勢圖，進一步探索什麼樣的坐月子話題最能引起熱議？可發現五月時討論的熱度最高，

進一步分析文本內容，發現網友提出對於月子中心費用均分的想法，引發各方觀點論戰，其中PTT紅人兼作家小生提出

「月子中心如同神隊友般協助照顧孕婦與新生兒」的看法，引起許多網友的共鳴；觀察聲量高點話題，多半是坐月子方

式與其花費支出的討論引起熱議，如該選擇婆婆幫忙坐月子或入住月子中心等話題，也常見伴侶或長輩對於坐月子方式

意見的分歧，發文往往引起共鳴，因而帶動網路聲量，另外，由於入住月子中心是產後護理方式中花費較高的選項，從

熱門話題中即可看出，月子中心的「花費支出」是許多夫妻間的一大難題，特別是「費用分攤」的話題時常引起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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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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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前三大聲量月份之熱門話題

1-1 聲量趨勢



了解坐月子話題的聲量趨勢後，接著將更進一步探討網友

最常聚集在哪裡討論？透過下表可發現，有許多育兒父母

利用社群平台請益坐月子的問題，其中又以PTT媽寶版擁

有最高的聲量，觀察話題主要分為產前決定、產後狀況以

及產後分享三類，其中產前決定如月子中心和月子餐的選

擇，以及所延伸出支出考量與家人溝通問題，而產後狀況

則有許多與月嫂溝通的抱怨與討論，例如餵養新生兒的方

式、雙方在時間分配上的想法差異等，另外也有坐完月子

的媽媽分享調養過程的心得。相對於PTT媽寶版，八卦版

更多的是在於「月中支出」上的話題，如討論月子中心的

價格、該由哪方負責支出都是網友所關心的焦點，此外也

有夫妻或家中長輩對於坐月子有觀念落差，因之而起爭執的討論。男女版因大多是尚未步入婚姻的關係，故整體討論更

關注在「費用」與「責任歸屬」上，並從經濟支出的角度，切入雙方對於步入婚姻的共識。除了討論區外， Facebook的

孕兒相關社團也有許多坐月子的觀念與方法請益，其中最多媽咪們關心的話題是坐月子「能否洗頭」、坐月子的「時間

長短是否影響體質」，可看出現代父母在傳統觀念與科學方法之間的掙扎；同時也可從發文中看到許多新手父母在育兒

實戰上的挫敗與困惑，包含「追奶」壓力、新生兒哭鬧不知該如何安撫等，試圖在社團中尋求他人的經驗與解答。

育兒論壇協助解惑 PTT多聚焦支出問題
▼「坐月子」話題十大熱門來源頻道

1-2 熱門頻道



月中多元服務受矚 多寶父母煩惱大寶安置問題

▲「坐月子」話題文字雲

藉由左方文字雲可進一步了解網友對於坐月子話題的討論焦點。

從「月子中心」、「產後護理之家」、 「月嫂」、「婆婆」等

關鍵字，即可看出坐月子方式與地點是媽媽們產後規劃的首要考

量；而除了地點之外，產後媽咪與新生兒的各種服務也越來越多

元，如「月子餐」、「塑身衣」以及月子中心提供什麼樣的「服

務」與「課程」等等，都受到媽媽們的重視，而與寶寶相關的熱

門服務有「寶寶寫真」，加上受到今年疫情影響，在挑選月子中

心時，格外重視衛生環境、消毒等「防疫」措施，此外對於多寶

父母來說，家中「大寶」可否同住，也成為選擇月中的重要因素

之一，特別是因應疫情，月子中心紛紛推行「陪住限一人」的規

定，家中幼兒該如何安置也讓家長十分煩惱 。

除了服務與產品上的討論外，產後媽媽們一方面需面對身形的變

化，另一方面又有「哺乳」、追奶等壓力，再加上懷孕造成賀爾

蒙的變化，較容易「心情」低落、有產後憂鬱的狀況。另外，產

後接踵而來的「育兒」課題，包含新手父母害怕幫新生兒「洗

澡」、「親餵」導致睡眠不足的煩惱，都是坐月子的話題焦點。

1-3 熱議焦點



由前頁文字雲分析發現網友相當重視坐月子的方式與地點，因此接著

依據討論內容歸納出四種最常見的產後護理方式。由左方佔比圖可知

「產後照護機構」為討論最高的坐月子形式，而當中又以月子中心的

討論占大宗，其原因亦包含網友在討論時，不會特別區分產後護理之

家與月子中心，多半習慣直接稱之「月子中心」、「月中」等。

由於入住月子中心的花費相對其他方式高，因此在「經濟考量」與

「選擇月子中心的必要性」間的價值觀衡量，時常吸引網友發表不同

看法，此外也越來越多網紅透過影片、文章等形式紀錄入住月子中心

的體驗心得，網紅夾帶的高流量也使得「月子中心」更被大眾關注。

而聲量佔比位居第二的「月嫂」，受到二月時月嫂吸毒新聞事件的影

響，引發網友的負面評價，月嫂相關討論中以「餵食寶寶方式」、

「工作休息時間分配」話題最為熱門，多數網友認為月嫂品質會因人

而異，也成為媽媽們在選擇產後護理方式的一大考量，另一方面月嫂

月子中心最熱門 費用與負擔能力成重點考量
▼產後「坐月子」照護方式占比

產後照護機構【註1】 月嫂

親友照顧 沒特別坐月子

79% 14%

6% 1%

【註1】產後照護機構係包含月子中心與產後護理之家

在「價格」、「地點」與「客製月子餐」彈性上的優勢，仍然吸引不少媽媽，特別是多寶家庭多半會考量家中幼兒的照

顧問題。另外，「親友照顧」中以婆婆照顧的發文最多，可能面臨到的問題中以「婆媳感情」、「坐月子方法」、「給

紅包」提問占多數。整體來說，產後大多媽媽會選擇不同方式坐月子，沒特別坐月子的產婦則占少數。

1-4 照護方式占比



選住首重照護服務 多元媽媽課程大獲好評
接下來將就產後護理方式中討論度最高的月子中心，延伸

探討消費者的選住考量。產後選擇到月子中心的媽咪們，

無非是希望在醫護人員的照顧與幫助之下，好好休息、恢

復體力，進入育兒狀況，因此如嬰護比【註3】、寶寶狀況記

錄等新生兒照護資訊，以及泌乳諮詢、關心惡露排出狀況、

醫師巡診等媽咪們的產後「照護相關」話題是消費者格外

關注的面向；而由於新生兒免疫系統尚未發育成熟，抵抗

力較弱，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也使得月子中心的感

染控制更加受到父母的重視。另一方面，選住月子中心往

往是一筆六位數的開銷，對許多家庭來說，是需要慎重考

量的開銷，因此除了實地參觀，網友也常上網請益、比較

月子中心。從好感度的角度來看，「媽媽課程」居冠，一

方面是月子中心推出的媽媽課程越來越豐富，除了瑜珈、有氧等運動課程，也有美睫、烹飪、花藝、手作等多元課程，

媽咪們紛紛表示「可以學到東西，也有助放鬆心情」，獲得正面迴響；另外，月子中心也會安排課程，教導育兒知識、

嬰兒照顧方法、寶寶按摩等，以及產後的保養恢復觀念，許多網友表示「月中等於是媽媽學習營」，認為幫助甚大。後

續將針對討論度最高的三大選住因素—照護相關、費用與支付相關、感染控制，進一步分析。

▲月子中心之消費者選住考量維度【註2】分析

【註3】嬰護比係指每名護理人員負擔照顧寶寶人數之比例。

2-1 選住考量



【註2】維度說明
維度 說明

照護相關 入住月子中心期間與照顧相關的服務，包括醫生巡診、母嬰同室、嬰護比等相關內容。

費用與支付相關 費用與支付相關的討論，包括費用歸屬、支付方式、優惠折扣等相關內容。

感染控制
月子中心在感染控制上所執行的相關措施，包括衛生消毒、獨立空調、專屬電梯、嬰兒床的間

距等相關內容。

飲食提供 月子中心提供的餐飲，包括中央廚房、外包、餐點熱度、可否配合彈性調整餐點內容等。

硬體設備
月子中心附設的多種硬體設備，包括成人相關的暖風機、鍋爐水、按摩椅等，以及嬰兒相關的

遠端視訊、保溫箱等相關內容。

交通位置便捷性 月子中心的地理位置與方便性，包括捷運站、離家近、好停車等相關內容。

住房環境與空間
住房在環境與空間面向上的感受，包括環境舒適度與新舊、空間大小、陽台景觀、噪音、動線

安全性等相關內容。

媽媽課程 月子中心開設給媽媽們的課程和活動，包括新生兒衛教與照護教學、花藝、瑜珈等相關內容。

門禁管制 月子中心在出入上的控管，包括訪客限制、門禁管理等相關內容。

產後保養 提供給產後媽媽的美容保養，包括SPA、洗髮服務等相關內容。

母嬰用品 月子中心有提供的嬰兒照顧相關用品，包括吸乳器、尿布等相關內容。

維度說明



餵母乳常讓媽媽備感挫折 醫護專業陪伴獲好評
接續分析聲量最高的「照護相關」面向，並從文本歸納六

大討論焦點。許多月子中心除了房間媲美飯店，設備豪華

舒適之外，也會定期安排醫生定期巡診，包含婦產科與小

兒科醫生檢查媽媽與寶寶身體狀況，也是月子中心相當令

人感到放心的服務之一，獲得盛讚。而護理師更是全天候

照護新生兒與產後媽咪的重要角色，觀察留言發現一方面

是護理師常為新手媽媽們解惑各種育兒疑難雜症，給予許

多衛教知識，並有不少網友提到，在月中時，護理師成為

陪伴度過產後情緒低落時的重要心理支持，因此也有許多

來自父母留言感謝護理師照顧的留言。另一方面，從聲量

的角度來看，哺乳相關話題的討論最熱烈，當中的討論主▲月子中心照護相關維度 聲量X好感度分析圖

要圍繞在「母乳」哺餵，並可分為兩類，其一是親餵與瓶餵的哺乳方式，除了討論月子中心在哺乳方式上的彈性之外，

因為半夜要擠奶，或親餵導致睡眠中斷，沒能好好休息的話題，往往引起許多媽媽的共鳴；其二是在泌乳方面的各種

困境請益與心情抒發，包含乳腺發炎、堵塞、石頭奶、追奶壓力、親餵到破皮等狀況，都令媽媽們感到相當不適與挫

折，並表示因月子中心有泌乳師、乳房按摩等服務，也有護理師可以給予幫忙與鼓勵，因此較為安心。

【註3】哺乳相關：包括親餵瓶餵、泌乳指導與諮詢、餵母乳、塞奶等相關內容討論。

2-2 照護相關



月中花費沒共識是一大難題 費用歸屬引論戰
▼月子中心 費用與支付相關【註4】維度 話題聲量占比圖 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剖析熱門討論面向之一的「費用與支付相

關」維度，以了解大家談到月子中心的「費用與支付相關」面向

時，究竟關心什麼？

其中最多的討論在於月子中心收費，包含各家月子中心日均價格

比較，對照其提供的服務衡量CP值，有許多是網友參觀或入住後

的心得分享，也是許多消費者在決定參觀，或下訂之前「上網作

功課」的重要參考；除此之外，也有許多是夫妻或長輩對於月子

中心的花費想法沒有共識，一方認為費用過高難以負擔、不值得

花錢等。另外，費用歸屬也是熱議話題之一，常見其中有許多男

性網友發文詢問「送太太去月子中心之後真的生活都美滿嗎」，

向網友請益另一半為何要住月子中心？或提出「希望均分孕期與產後照護(含月子中心)的費用」等話題，因而引發網

友論戰，網友的留言大多立場鮮明且情緒強烈。最後則是在優惠折扣與支付方式的討論，其中除了部分月子中心去年

多提供了三倍券的優惠與支付方式之外，因月子中心的支出較大筆，網友對於「使用哪一張卡支付較划算」等信用卡

回饋也格外關心，另外，也有部分網友提到分期付款的需求。

【註4】月子中心收費討論係包含月子中心的價格、CP值、費用合理性等相關討論；費用歸屬係指對於月子中心費用的支出分配，包含AA制、拒付等相關內

容；支付方式是指月子中心的支付多元性及其延伸回饋，包括信用卡、振興券、分期付款等；優惠折扣則是指月子中心的優惠方案，包括團報優惠等內容。

2-3 費用與支付相關

支付
方式

3%



疫情之下環境消毒、進出管制、探視規定受重視

疫情這段時間大家都不願意出門、其實不用擔心親朋好友的拜訪。個人還是會比較選擇月嫂。

可以直接搬出「月子中心」規定，拒絕所有訪客，在家的話，反而不能拒絕親

月中很安全進出管制量體溫，只有陪住的一人可以進出，也每週定時房間消毒，環境更是每天

▲月子中心感染控制維度 熱門話題

▲「疫情期間是否入住月子中心」討論文本摘錄

最後，我們從月子中心「感染控制」的熱門話題進

一步發掘網友聚焦的重點。

去年11月起，一家月子中心爆發RSV呼吸道融合病

毒群聚感染，造成嬰兒陷入險境，引起各界譁然，

也因此月子中心的衛生環境消毒、清潔度、防疫措

施等更是受到父母的重視。另一方面，由於新冠疫

情來臨，除了月子中心推出因應措施，如「分層管

控」、「寶寶專屬電梯」等避免相互感染的機會之

外，也有不少孕媽咪猶豫「疫情期間是否入住月子

中心？」，引發兩派觀點，反對的網友表示減少與

外界接觸、在家坐月子還是比較安心，而支持去月

中的網友，則認為月子中心消毒的設備與頻率皆比

自家全面，加上月子中心有進出管制、探視規定，

不怕拒絕親友拜訪難為情，反而更為安全自在。

2-4 感染控制討論



小結(1)
小結



小結

小結(2)



最新三大社群平台流量組成與趨勢 網紅影響力市場指標評析 網紅粉絲族群與潛在受眾深度剖析

「第三類媒體」—網紅的聲勢日趨高漲，

對網路社群已漸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網

路世代下，消費行為的改變，讓品牌企業除了

傳統媒體的行銷策略，也應逐步思考與第三類

媒體合作的可能型態。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與先勢行銷傳播集

團共同合作發布最新2020年度第三類媒體趨勢

報告，帶您了解最新社群平台的流量趨勢、提

供具權威性的網紅影響力指標，並整理出六大

網紅類型，剖析網紅行銷的分眾特性。

https://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2020-%e7%ac%ac%e4%b8%89%e9%a1%9e%e5%aa%92%e9%ab%94%e8%87%aa%e5%aa%92%e9%ab%94%e5%b9%b4%e5%ba%a6%e5%a0%b1%e5%91%8a?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2020-kol_annual_report
https://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2020-%e7%ac%ac%e4%b8%89%e9%a1%9e%e5%aa%92%e9%ab%94%e8%87%aa%e5%aa%92%e9%ab%94%e5%b9%b4%e5%ba%a6%e5%a0%b1%e5%91%8a?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2020-kol_annual_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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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8-01.24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058 LINE TODAY > 生活 楊志良捷運「拉下口罩」！遭網友狠批：自己就是防疫漏洞！

2 1,809 LINE TODAY > 國內 太陽花學運攻佔政院案再逆轉 最高院撤銷有罪判決發回更審

3 1,393 yahoo新聞 > 熱門新聞 原來蕭代表在這兒呀！拜登就職典禮現場轉播曝光 蕭美琴真實位置

4 1,364 LINE TODAY > 國內 支持罷免陳柏惟 吳思瑤突破8萬人

5 1,357 LINE TODAY > 國內 北部醫院5醫護確診 陳時中：部立桃園醫院

6 1,259 LINE TODAY > 生活 本土+1！醫怒點名1類人：離開台灣

7 1,218 yahoo新聞 > 北台灣 澎雲苗下桃園禁令 鄭文燦：台灣只有一個希望縣市合作抗疫

8 1,177 LINE TODAY > 生活 桃園醫院6醫護染疫 院長首發聲：我們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

9 1,151 yahoo新聞 > 熱門新聞 罷捷支持度近3成！蔡英文說話了

10 1,149 LINE TODAY > 國內 部桃群聚案累積9人確診 陳時中：屬「強勢病毒株」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298YRX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YpR0MM
https://tw.news.yahoo.com/%E5%8E%9F%E4%BE%86%E8%95%AD%E4%BB%A3%E8%A1%A8%E5%9C%A8%E9%80%99%E5%85%92-%E6%8B%9C%E7%99%BB%E5%B0%B1%E8%81%B7%E5%85%B8%E7%A6%AE%E7%8F%BE%E5%A0%B4%E7%85%A7%E6%9B%9D%E5%85%89%E8%95%AD%E7%BE%8E%E7%90%B4%E4%BD%8D%E7%BD%AE-110931250.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Ewwmma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RKqqgZ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N5y7LM
https://tw.news.yahoo.com/%E6%BE%8E%E9%9B%B2%E8%8B%97%E4%B8%8B%E6%A1%83%E5%9C%92%E7%A6%81%E4%BB%A4-%E9%84%AD%E6%96%87%E7%87%A6%E5%8F%B0%E7%81%A3%E5%8F%AA%E6%9C%89%E4%B8%80%E5%80%8B-%E5%B8%8C%E6%9C%9B%E7%B8%A3%E5%B8%82%E5%90%88%E4%BD%9C%E6%8A%97%E7%96%AB-034706171.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0W2e5j
https://tw.news.yahoo.com/%E7%BD%B7%E6%8D%B7%E6%94%AF%E6%8C%81%E5%BA%A6%E8%BF%913%E6%88%90-%E8%94%A1%E8%8B%B1%E6%96%87%E8%AA%AA%E8%A9%B1%E4%BA%86-094329505.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wvXL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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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 心情 那天差點被一個youTuber強姦

2 1,701 有趣 老公後背長出一張臉

3 1,309 追星 鄭爽新聞把微博給癱了

4 1,211 考試 考上北一女卻讀馬偕護校？

5 1,155 感情 幾公分的身高差最舒服？

6 1,082 感情 該私下交往嗎

7 1,017 心情 台灣Netflix的回覆讓人無語⋯

8 925 追星 華晨宇結婚生子了！！

9 870 結婚 該不該放手

10 867 感情 去澎湖玩因為花枝丸分手了😂😂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200349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5195228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5192472
https://www.dcard.tw/f/exam/p/23520368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21052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196945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204281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5216436
https://www.dcard.tw/f/marriage/p/23521517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19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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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 Gossiping Fw: [閒聊]想開始落實去麥當勞不收餐盤了

2 1,490 Gossiping [新聞]知名服飾店捐80萬禮券「封館」讓家扶小

3 1,425 Gossiping Re: [問卦]和平醫院當初封院是正確決定嗎？

4 1,313 Gossiping Re: [新聞]遭爆鮮奶飲品加紅茶！迷客夏道歉

5 1,074 Gossiping [新聞]陳時中急喊「沒時間等了」！感染源沒找到

6 1,039 Gossiping [新聞]黑糖珍珠鮮奶竟然加紅茶！迷客夏回應了

7 1,034 Gossiping [新聞]男亂丟垃圾逃取締被車撞死 環保稽查員挨

8 1,006 nCoV2019 [新聞]新增2例本土COVID-19病例，為醫院感染事件之出院病患

9 1,001 Stock [其他]該怎麼勸？

10 995 Boy-Girl [討論]女友想買在市區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1183961.A.0C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1374672.A.75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0978837.A.E2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1212762.A.A2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1490913.A.69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0972082.A.CA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1302640.A.74A.html
http://www.ptt.cc/bbs/nCoV2019/M.1611468510.A.DAA.html
http://www.ptt.cc/bbs/Stock/M.1610953613.A.005.html
http://www.ptt.cc/bbs/Boy-Girl/M.1611074226.A.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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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_台灣新聞 楊志良罵錯了嗎？

2 250 居家_廚房家電 大陸的抽油煙機很好用。

3 245 居家_空間設計與裝潢 沙發開箱—2021新年首發

4 235 時事_台灣新聞 制憲公投，中國有權武統台灣，請問台灣制憲基金會如何避免...

5 217 汽車_美國車系_Ford 看完Active變心…Active完勝CX-30這樣對嗎？

6 205 時事_台灣新聞 台灣有沒有本錢種電？

7 203 閒聊_投資與理財 台G電股價差不多頂了菲菜們要被收割了!

8 184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反對違憲的區間測速-自由時報採訪Hank汽車部落客語音重點

9 170
手機_Android

_Android其他品牌
高通Snapdragon 8系列又有新成員但是小增強的Snapdragon 870

10 170 時事_台灣新聞 藍輩人總是毫無民主自由的概念嗎?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638&t=628485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729&t=628735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360&t=628493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638&t=628938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260&t=628633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638&t=628584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291&t=628838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94&t=628491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586&t=628631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638&t=628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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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7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各位國人同胞您好：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作為台灣最重要的緊急…

2 10,707 羅智強 3Q掰掰罷免陳柏惟，台中人站出來了今早10點，我會前進台中大甲…

3 9,878 立法委員 馬文君 #萊豬外交，#門都沒有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的就職典禮，台灣無法取…

4 8,846 立法委員 馬文君 #排頭與果子相較於其他友邦使節早被邀請，相較於過去透過國會…

5 8,706 486先生 桃醫這次的防疫缺口，你認為陳時中該下台負責嗎？為什麼？

6 8,149 張善政 我的父親，昨天下午往生了。他的心臟，在從未見斷工作了96年…

7 5,950
日本流行中毒者 / 

Japan Fashion 
Mania

如果是內行的一定懂這個影片的梗… #PUIPUI #天竺鼠車車

8 5,341 孕媽咪寶貝 照顧寶寶的大小事🤭

9 5,080 台灣達人秀 說一件你小時候做過最狂的事👇🏻

10 4,786
迷客夏綠光牧場

主題飲品
對於消費者針對迷客夏鮮奶飲品增添少量紅茶所產生之疑慮…

https://www.facebook.com/5596305080395377_4177740425572761
https://www.facebook.com/3550636011639679_445836153269601
https://www.facebook.com/3879559652074935_2569633233329348
https://www.facebook.com/3882211661809734_416565082944598
https://www.facebook.com/3935424639822915_224314355752527
https://www.facebook.com/700013520621220_251044296455950
https://www.facebook.com/5250598554957988_752583225632317
https://www.facebook.com/3740751492659059_708351653190190
https://www.facebook.com/4558378007507134_114353127265619
https://www.facebook.com/3813774978673751_25452632943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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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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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6,860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 8週年留UID派獎活動：倒數5天🔷還有5天！便是神魔之塔…

3 16,065 Garena 傳說對決 ▎好友幫一把自選造型免費帶回家！超讚的送造型活動又來啦…

4 10,579
Dream Chef Home 

夢幻廚房在我家
用雞湯剩下很柴的肉做成的「自製雞粉」哈哈……物盡其用…

5 8,235 Pairs – 派愛族 馬上幫你測出！2021年運勢大公開！ 👉 https://bit.ly/3…

https://www.facebook.com/3860487094041781_467125077614085
https://www.facebook.com/3867278140029343_324793522178854
https://www.facebook.com/3840561729339288_2891914314419489
https://www.facebook.com/1766305193571920_3960067497371119
https://www.facebook.com/4039614456059975_540141363689721


YouTube大熱門（排除贈獎文）

【攝徒日記Fun TV】中國
某人民土地遭政府佔有

【政經關不了】論文門事
件，高院判蔡英文敗訴

【全明星運動會】全明星
運動會小巨蛋最終戰

【喬瑟夫 ChillSeph】安

森是甚麼意思？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2021預言？講

解太陽、太陽與地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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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90%e4%ba%ba%e6%b0%91%e5%9c%9f%e5%9c%b0%e9%81%ad%e6%94%bf%e5%ba%9c%e4%bd%94%e6%9c%89/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1/youtube/%e3%80%90%e6%94%bf%e7%b6%93%e9%97%9c%e4%b8%8d%e4%ba%86%e3%80%91%e8%ab%96%e6%96%87%e9%96%80%e4%ba%8b%e4%bb%b6%ef%bc%8c%e9%ab%98%e9%99%a2%e5%88%a4%e8%94%a1%e8%8b%b1%e6%96%87%e6%95%97%e8%a8%b4/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1/youtube/%e3%80%90%e5%85%a8%e6%98%8e%e6%98%9f%e9%81%8b%e5%8b%95%e6%9c%83%e3%80%91%e5%85%a8%e6%98%8e%e6%98%9f%e9%81%8b%e5%8b%95%e6%9c%83%e5%b0%8f%e5%b7%a8%e8%9b%8b%e6%9c%80%e7%b5%82%e6%88%b0/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1/youtube/%e3%80%90%e5%96%ac%e7%91%9f%e5%a4%ab-chillseph%e3%80%91%e5%ae%89%e6%a3%ae%e6%98%af%e7%94%9a%e9%ba%bc%e6%84%8f%e6%80%9d%ef%bc%9f%e5%89%b5%e9%80%a0%e6%96%b0%e5%90%8d%e8%a9%9e%e5%8f%af%e8%83%bd%e7%9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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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021%e9%a0%90%e8%a8%80%ef%bc%9f%e8%ac%9b%e8%a7%a3%e5%a4%aa%e9%99%bd%e3%80%81%e5%a4%aa%e9%99%bd%e8%88%87%e5%9c%b0%e9%9c%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