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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年可謂數位帳戶蓬勃發展年，根據 ，截至2020年第四季，已有

34家銀行開辦數位帳戶服務，而申辦戶數更是超過646.3萬戶，較第一季的414.9萬

戶成長率超過五成，相當驚人。

由於科技趨勢加上純網銀步步進逼，傳統銀行力拼轉型，祭出數位帳戶「高利活存」

迎戰以吸引客戶，引導整個數位帳戶市場競爭白熱化。在這樣的激烈競爭之下，貼

近消費者心聲，根據網路上的回饋做規劃、調整經營策略，便成了從眾多競爭品牌

間脫穎而出的方式之一。因此本報告旨在描繪客戶樣貌與需求，使用《OpView社

群口碑資料庫》追蹤市場網路聲量，提供最真實的社群口碑趨勢讓品牌作為參考。

▲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91&parentpath=0,590&mcustomize=multimessage_view.jsp&dataserno=201911270001&aplistdn=ou=disclosure,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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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研究方法：

1-1 從年度聲量趨勢看數位帳戶市場
觀察2020年全年關於數位帳戶的聲量趨勢，並針對年度聲量高點剖

析文章。

1-2 從熱門頻道尋找聲量聚集寶地
透過頻道占比了解網友討論數位帳戶時的活躍聚集地。

2-1 數位帳戶話題關注焦點探討
透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對2020年數位帳戶相關討論文本進
行詞頻計算，產製視覺化文字雲，並觀察、分類話題中經常提及的詞
彙，歸納出消費者針對數位帳戶的關注面向。

Part 1

數位帳戶聲量趨勢分析
OpView觀測
範 圍 內 設 定
「數位帳戶」
之關鍵詞組，
框定相關研究
文本。

Part 2

數位帳戶網路聲量關注
焦點剖析

1-3 從熱門討論時間觀察消費者習性
分別從一週7天、一日24小時兩種角度，觀察消費者的數位帳戶相

關話題熱門討論時間，並透過回應比歸納出社群迴響效果最佳時段。

2-2 消費者六大關注面向剖析
從文字雲歸納之六大關注面向作為切角，並進一步研究文本，從網友
實際的正、負面回饋整理出消費者偏好或市場痛點。

【註】本篇僅以無紙本存摺之數位帳戶業務為觀測範圍，不包括一般銀行之網路銀行以及純網銀服務。

https://www.opview.com.tw/media_report/20201005/15076


1-1 從年度聲量趨勢看數位帳戶市場1000001
0010000
0100100 懶人包熱度超越抽獎文官方祭出實用型獎品及遊戲機吸睛

月份 文章 聲量 (則) 分類

2 分享2020數位帳戶神回饋排行榜... 8,039 懶人包、資訊彙整

4

數位帳戶的轉帳提款次數完整比較表格... 6,399 懶人包、資訊彙整

兆豐數位帳戶理財好康多多？... 2,406 官方抽獎

我整理了一組數位帳戶的優惠圖表... 1,910 懶人包、資訊彙整

6

分享最熱門2020數位帳戶神回饋排行... 2,173 懶人包、資訊彙整

永豐大戶又有新贈品啦！新潮的墨綠色... 1,560 投資理財粉專的留言贈禮活動

大戶生日 禮物送你... 1,100 官方抽獎

7

數位帳戶開戶好康大方送！... 1,617 投資理財粉專的留言贈禮活動

[問題]台新@GOGO卡等一下搶登錄… 954 三倍券綁定

雲霄飛車不能尖叫？不如抽台Switch... 574 官方抽獎

▲ 2020年數位帳戶聲量趨勢圖與高點文章

首先觀察2020年數位帳戶話題聲量，高峰普遍落

在年中以前的2、4、6、7月，進一步探討聲量高

點月份的話題內容，當中懶人包與資訊彙整獲得最

多網友迴響，甚至超越許多抽獎文，如粉專「寶可

孟的理財記事本」整理了2020年數位帳戶回饋、

免費轉帳提款次數表格等，都獲得網友熱烈留言索

取，帶動數位帳戶的話題熱度與社群互動。7月份

振興三倍券上路，銀行的數位帳戶綁定優惠也受到

關注，如台新銀行推出綁定數位帳戶信用卡便能領

取額外回饋等等登錄限額活動便引起許多討論。

另一方面，官方與投資理財粉專所舉辦的抽獎贈禮

活動也帶起不少聲量，觀察官方抽獎獎品種類，包

含可購買貼圖、餐點、哩程等通用性高的Line

Points，與2020年的爆紅電玩Switch，皆躋身當

月熱門文章行列，實用的點數回饋與熱門遊戲機都

成功吸引網友目光。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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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Megaintlbank/photos/%E5%85%86%E8%B1%90%E6%95%B8%E4%BD%8D%E5%B8%B3%E6%88%B6%E7%90%86%E8%B2%A1%E5%A5%BD%E5%BA%B7%E5%A4%9A%E5%A4%9A%E5%AE%8C%E6%88%90%E7%B2%89%E7%B5%B2%E4%BB%BB%E5%8B%99-8500%E9%BB%9Elinepoints%E7%AD%89%E4%BD%A0%E6%8B%BF%E9%98%B2%E7%96%AB%E5%85%8D%E5%87%BA%E9%96%80-%E7%B7%9A%E4%B8%8A%E7%90%86%E8%B2%A1%E8%BC%95%E9%AC%86%E4%BA%AB%E5%84%AA%E6%83%A0%E5%B0%8F%E8%B3%87%E4%B9%9F%E5%8F%AF%E4%BB%A5nt100%E8%B5%B7%E9%A6%96%E4%B8%89%E7%AD%86%E5%9F%BA%E9%87%91%E5%85%8D%E6%94%B6%E7%94%B3%E8%B3%BC%E6%89%8B%E7%BA%8C%E8%B2%BB%E9%A6%96%E4%B8%89%E7%AD%86%E5%9F%BA%E9%87%91/2653565798260906/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72733542991366&id=171185370574602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16917768572943&id=1711853705746025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05725559692164&id=1711853705746025
https://www.facebook.com/SinoPac/posts/363092088359033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48278362103550&id=1711853705746025
https://www.ptt.cc/bbs/creditcard/M.1593562427.A.73D.html
https://www.facebook.com/ctbccard/posts/1336072653266980/


Top 5 熱門頻道 聲量(則) 1 2 3 4 5 6 7 8 9

Facebook
粉絲團

38,892

5,366

3,612

3,607

2,670

Ptt

14,971

10,987

909

697

467

Facebook
54%

71,428則

Ptt
22.66%

29,972則

Dcard
5.32%

7,040則

YouTube
5.18%

6,852則

Mobile01
1.13%

1,459則

社群網站 討論區

▲熱門網站聲量佔比前五大排行

接著針對來源網站觀察數位帳戶的討論聲量分布，可以發現社群網站以Facebook為主，討論區則是以Ptt為首，兩者囊括了整體近八成的聲

量。聚焦月份熱力圖來看，7月政府發送振興券時，在兩大網站的熱門頻道都維持著一定的聲量熱度，其中話題涵蓋數位帳戶申辦與綁定

心得討論、各銀行回饋優惠比較，以及紙本三倍券與數位綁定的比較話題，此外銀行也紛紛發布下半年優惠公告，帶動數位帳戶話題在7

月廣泛在各熱門頻道中被討論。進一步觀察這兩處聲量大本營，民眾更常透過Facebook接收數位帳戶的優惠資訊、參與官方抽獎活動，如

「寶可孟的理財記事本」每每發文表示整理了各數位帳戶優惠資訊，都吸引網友留言索取衝高月聲量；Ptt則包含對於各種數位帳戶申辦請

益、網友實際的帳戶使用心得分享等等，像是認為銀行回饋資訊不明確、使用體驗不佳的抱怨，以及各式獲取回饋的秘訣，相較於網友用

以接收資訊的Facebook，Ptt對於數位帳戶的討論內容更為深入。

寶可孟的理財記事本

中信卡優惠

永豐銀行

兆豐銀行

KOKO

Bank_Service

Creditcard

Lifeismoney

MobilePay

Gossiping

▲熱門頻道排名與月份聲量熱力圖

10 11 12

月份

1-2 從熱門頻道尋找聲量聚集寶地1000001
0010000
0100100 Facebook與Ptt囊括近八成聲量 Ptt討論內容更深入



由一週7天作為切角觀察，社群網站在周末

聚集較多聲量，討論區則是以平日較活躍。

聚焦討論內容，社群網站大多為資訊情報與

留言抽獎活動相關主題，網友以周末空閒時

間的討論較為踴躍；而觀察討論區標題主題，

平日的熱門討論文章較多與分享優惠回饋專

案的[情報]相關，假日則多見[問題]、[閒聊]，

分享自己的數位帳戶被盜刷的經驗，或是詢

問其他網友對於App使用體驗、實際使用跨

轉功能時遇到的問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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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來源一週聲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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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來源一週回應比趨勢圖

1-3 從熱門討論時間觀察消費者習性1000001
0010000
0100100 週末為社群網站討論活躍時段擁最高社群參與度

【註1】回應比為回文數與主文數之比值。

另一方面觀察各網站的回應比註1，用以了解

網友在一星期中的哪一天對於數位帳戶相關

話題有較高的回應及參與度。在討論區無論

平日或週末都維持著相近的熱度，而社群網

站中週末尤以星期日可以吸引最高的社群迴

響，因此對於以社群網站為主要對外溝通管

道的各銀行品牌來說，週末會是與網友互動

的良好時機。

接著從一天24小時，以另一個角度觀察聲

量討論。除了社群網站在午休及午夜時分

迎來聲量高峰，其他兩來源則較無明顯起

伏。整體來說，無論是以週或小時為單位

的聲量和回應比皆是社群網站表現最佳，

其中周末、午休及午夜時分獲得最高的聲

量，各銀行品牌可依據發文目的選擇最合

適的時段。

▲ 各來源24小時聲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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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數位帳戶話題關注焦點探討

接著透過《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對數位帳戶相關討論文本進行詞頻計算，產製視

覺化文字雲，剖析數位帳戶相關文本以了解並勾勒網友關注焦點。

在話題討論中，網友最關心數位帳戶帶來的優惠活動，無論是活存利率加碼、跨行轉

帳與提款免手續費等等，都是抉擇開戶或關戶與否的首要考量，每每優惠更新便會出

現「我是新戶來辦一下好了」或「慘欸才搬幾個月而已又要搬家註2了」等等留言；此

外，數位帳戶綁定信用卡、行動支付等才能獲得的消費回饋也是網友聚焦的重點。在

投資金融服務面向，許多數位帳戶整合了機器人投資、智能理財等等服務，用戶除了

儲蓄之外還能活用資金購買基金、股票等等金融商品，一站式的服務也獲得小資族、

上班族的盛讚，紛紛表示：「每月還有16次跨提轉帳免手續費、投資跟換匯優惠，我

覺得相當好用。」

類別 詞彙

優惠與消費回饋 利率、通路、綁定、網購、手續費、無上限、1.2%…

投資金融服務 投資、理財、基金、美元、外幣、商品…

開戶與卡片申辦 開戶、申辦、核卡、新戶…

帳戶基本功能 App、轉帳、行動支付、ATM、繳稅、繳費…

疫情與政府政策 疫情、口罩、振興、防疫…

卡片外觀設計 卡片、聯名、限量…

▲ 2020年數位帳戶討論文本文字雲與詞彙分類

覺得相當好用。」另外數位帳戶的基本功能也是討論焦點，觀察「App」

相關文本，由於應用程式介面設計在數位帳戶是直接影響使用者體驗的因

素之一，甚至有少數網友提到：「App爛炸，即使回饋最高照剪卡！」而

銀行推出特殊卡片設計的實體卡如與電玩、卡通人物聯名，或是LED卡、

香味卡片等等限量卡面是吸引網友互相分享討論的強力誘因之一。

其他值得注意的討論熱詞如振興、防疫等等疫情與政府政策相關詞彙，由

於防疫間接加速的生活數位化，數位帳戶申辦討論大增，許多銀行也順勢

推出購買口罩的線上刷卡回饋，或是與居家防疫生活不可或缺的影音、外

送平台合作、推出優惠，都吸引網友關注。

1000001
0010000
0100100 疫情催生討論優惠與回饋最受矚目

【註2】Ptt用語，意指將存款搬到其他帳戶以獲取更高的活存利率。



對「優惠與消費回饋」討論內容進行質化分析，發現網友對於各家數位

帳戶的優惠與回饋不見得能全盤理解，因此透過觀察包含新優惠情報的

討 論區， 以及彙整 最新數 位帳戶資 訊 而吸 引網友聚 集留下 想法 的

YouTube頻道SHIN LI李勛，能了解消費者對於各類型優惠的正負面評

價。回饋方面，無上限、現金與「每月」給予利息的模式最能吸引網友

讚賞，「延長」活動期間也提升了民眾的好感。另一方面，複雜的優惠

與消費回饋若未能清楚說明，較容易引發消費者的不滿，而沒有App查

詢累積型優惠回饋記錄的服務，則可能造成部分網友的負面觀感。

「稍早看到這個數位帳戶的廣告…美股ETF交易手續費0.3%... ETF交易需要30000美金

以上，是在哈囉？這門檻也太高了吧？」「看來不能太常抽股票，抽一抽利息少好多」

「有人覺得Richart 的APP最近很慢嗎? 尤其是外匯的部分...」

「最近被永豐的燒到，因為他們帳戶可以當交割戶，正考慮要申辦永豐大戶」

「最近用richart外幣定存，沿襲每日利息增加告知,也換算等同於多少價值台幣，利

率也不至於太差，領現鈔也有手續費優惠。」

「永豐真的讚，我的投資也移來這，買複委託美股定期定額最低手續費1美元(約330

美金)市面最低，且單筆又可談到很好價錢」

▲投資與金融服務文本摘錄

在「投資與金融服務」相關討論中，以能夠當作交割

戶的數位帳戶為投資人考量開戶的因素之一，而開啟

外幣定存功能一同整合在數位帳戶中也十分方便，如

Richart外幣告知每日計息、活存高利息資金每月給息

皆受到網友大力的推崇；此外由於外匯的匯率浮動程

度不一，使用App的流暢度也是消費者跨面向的考量

因素之一。

2-2 消費者六大關注面向剖析1000001
0010000
0100100 回饋限制多、條款複雜惹怨活存利率影響網友帳戶選擇

「回饋看起來都是現金回饋，這點我覺得是比較方便的地方」

「比較喜歡Richart當月可以馬上收到利息」

「最喜歡這種無上限的回饋了」

「永豐大戶卡也延到年底 開心」

「把條款訂得那麼複雜 到底要搞死誰」

「怎麼把外幣8%回饋給取消掉....這樣哪來的競爭力」

「居然沒有蘋果官網回饋了..這樣買iphone12要換卡了 QQ」

「當人很閒，還要記錄3個月刷多少」

▲優惠與消費回饋文本摘錄

優惠與消費回饋：回饋方式與上限受矚；條款複雜惹怨

投資與金融服務：數位帳戶兼交割戶，方便用戶投資



2-2 消費者六大關注面向剖析1000001
0010000
0100100 線上開戶流程方便省時 App使用體驗需持續維護

「數位帳戶超方便，除了活存利息高外還可以買外幣、基金、保險等等，推薦辦Richart」

「本人和家人使用Richart一年半了,強友公認換匯優惠及基金扣款的好選擇」

「ATM要多只能選中信、台新、國泰了吧，其他都被屌打」

「數位又能無卡還轉帳免手續棒棒！」

▲帳戶基本功能文本摘錄

「搭配信用卡用起來還行，勉強算及格吧，但App就請開發人員加油好嗎…雖然優惠給的

很大方，但一下App打不開，一下又收不認證碼，推薦有耐心及包容心的人使用」

「App不能直接設定信用卡卡費自動扣繳，蠻麻煩的」

「聯邦沒有預約轉帳也很慘不能月初領錢完設定好所有繳費」

在「帳戶基本功能」方面，網友多對於數位銀行

無卡化、且轉帳免手續費感到十分方便，加上一

站式的投資理財整合服務，相較於傳統銀行，服

務上也更為彈性。然而在App使用體驗上，多家

銀行的操作介面都讓網友抱怨，內容大多與使用

不直覺、不穩定、不美觀為主。

「臨櫃開戶主要就是很耗時，也會問妳開戶目的，辦數位帳戶就能避免這類問題」

「辦自然人憑證開數位帳戶跟報稅都超方便」

「國泰16:07申辦，16:34審核成功，效率超高」

「王道銀行開戶流程蠻順暢的，直接用手機進行開戶，過沒幾天就收到卡片了」

「我申請一波三折，還被拉三次聯徵」

「大頭照沒用自拍照，也會審核不過，網站應該提醒，可以避免申請人

補資料，浪費雙方的時間。」

「今天又收到JCIC通知，又拉了一次聯徵，這是第三次了！」

「開戶成功了但一直沒收到卡片...」「1/8申請，2/3才核卡，這效率…」

▲開戶與卡片申辦文本摘錄

數位帳戶能夠透過線上開戶、追蹤審核進度，省去臨櫃

辦理的時間，讓網友直呼開戶省時又方便，但由於線上

開戶沒有專人現場檢查審核資料，因此造成資料不齊或

不符規格的狀況，也引來民怨。另一方面，有民眾反應

申辦數位帳戶時，被銀行多次聯徵註3因而在網路上抱怨，

引來大批網友的共鳴，紛紛分享自身經驗。

開戶與卡片申辦：網讚線上開戶省時方便；多次聯徵引議論

帳戶基本功能：數位帳戶一站式功能整合需求；App體驗容易遭詬病

【註3】「聯徵次數」是指在一定期間內，銀行向聯徵中心查詢
當事人信用資料的次數，聯徵查詢次數過多可能影響貸款辦理。



「中信數帳本來不太吸引人，現在有口罩優惠很好！」

「這次口罩的活動真的很好，值得稱讚！」

「沒高利活存也沒跨行提轉優惠…真的不吸引人、為了口罩回饋辦的」

「我有一張飛狗卡，當初因為會常出國所以辦這張，誰知道疫情關係這張卡有點不實用了…」

「現在都用@gogo卡，受到疫情影響幾乎都網購，其他網購卡的回饋額度根本不太夠」

「台新@GOGO卡振興券搶登錄，卡到放棄慢慢找別間沒限量的銀行好了QQ」

「振興券無法綁定數位帳戶，客服電話又打不通，好爛」

「話說富邦跟合庫的吉祥物卡面我真的不行...」

「玉山卡面就比較普通～就比較沒動力辦」

「熱愛卡片，但不會因為這樣就去開戶啦~」

▲疫情與政府政策文本摘錄

「疫情與政府政策」方面，在疫情影響下政

府祭出了口罩實名制購買與振興券政策，銀

行也順勢推出數位帳戶購買口罩以及綁定振

興券回饋，順應時事替消費者省荷包的活動

提供不少潛在消費者申辦帳戶的動機；然而

也是因為疫情導致民眾不能出國，許多國外

消費回饋跟著形同虛設，連帶引發網購優惠

回饋不足的抱怨，都是在討論中經常被提及

的部分。

「原本對黑狗卡沒什麼興趣，但因為蠻常網購，再加上看到這個有台灣

的卡面就立馬辦下去了哈哈哈」

「最近發現自己辦卡好像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卡面一定要可愛!衝動之下

辦了第一張信用卡就是黑狗卡，刷卡的時候領結會發光覺得很酷」

▲卡片外觀設計文本摘錄

最後的「卡片外觀設計」，是網友在帳戶回饋、App使用體

驗等等現實考量之外的抉擇因素，有不少留言提及自己申

辦特定數位帳戶的理由僅僅只是因為無法抗拒可愛或是特

殊的卡片設計；另一方面，也有網友表示某些帳戶的卡面

是讓他們猶豫申辦與否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見，在年輕人

較為活躍的數位帳戶市場當中，外觀設計也能成為與其他

數位帳戶差異化的切點之一。

2-2 消費者六大關注面向剖析1000001
0010000
0100100 國外消費回饋受疫情影響實用度降低卡片外觀為申辦另類考量

疫情與政府政策：搭時事優惠活動大獲好評；綁定優惠名額限制引發不滿

卡片外觀設計：可愛卡面增加申辦衝動



小結

Part 1

數位帳戶聲量趨勢分析

1-1 市場趨勢

透過趨勢觀察出2020年度整體鮮奶市場熱絡月份，了解消費者習性

1-2 討論族群

觀察鮮奶討論者的族群分類與佔比，描繪消費者輪廓

1-3 討論平台

觀察聲量討論來源，作為鮮奶品牌未來在安排行銷配置時的指標

1-4 討論面向

歸納鮮奶產業年度熱門話題類別，並從類別整理討論焦點，了解消費者在購買鮮奶時著重的面向

Part 2

數位帳戶網路聲量
關注焦點剖析

2-1 大廠與小農話題

針對鮮奶市場熱絡月份，將鮮奶市場分為大廠與新興小農兩類個別了解熱門話題

2-2 大廠與小農競爭

以大廠、小農兩類別分析共提次數，藉以了解潛在競爭關係與優劣勢

2-3 品牌口碑

比較大廠與小農聲量前三名品牌的聲量分析與好感度，了解品牌口碑定位並進行分析

- 聲量趨勢剖析：2020年以2、4、6、7月之討論聲量超越年平均值，網友最關注懶人

包與資訊彙整主題。

- 聲量來源：Facebook與Ptt涵蓋近八成聲量，網友以前者接收數位帳戶的優惠情報、

參與官方抽獎活動；並關注Ptt對於數位帳戶申辦、回饋的請益，以及網友實際的使

用心得分享

- 熱門討論時間：社群網站在週末、午休、午夜時分有較高聲量與社群參與度。

- 關注話題：透過斷詞分析可以將話題大致分類為優惠與消費回饋、投資金融服務、開

戶與卡片申辦、帳戶基本功能、疫情與政府政策、卡片外觀設計六大類。

- 關注面向

優惠與回饋：民眾關心其登錄方式與上限，然而優惠條款太複雜、不夠清楚往往惹怨

投資與金融服務：數位帳戶可身兼交割戶，方便用戶投資

開戶與卡片申辦：網讚線上開戶省時方便；開戶前多次聯徵引議論

帳戶基本功能：數位帳戶一站式功能整合需求；不夠直覺、順暢的App體驗易遭詬病

疫情與政府政策：搭時事優惠活動大獲好評，然而綁定優惠名額限制引發不滿

卡片外觀設計：可愛卡面會增加申辦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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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pview.com.tw/SignUp
https://go.opview.com.tw/SignUp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1.03.0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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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lab.cc/%E7%86%B1%E9%96%80%E9%A0%BB%E9%81%93%E6%8E%92%E8%A1%8C%E6%A6%9C/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663 LINE TODAY > 國內 不滿BMW遭拖吊大媽飆警「王八蛋」嫩警壓制遭插眼剪刀腳反擊

2 2,584 LINE TODAY > 國內 夾警黑絲襪貴婦現身大喊滿腹委屈 遭警誤導已驗傷

3 2,567 LINE TODAY > 國內 韓國瑜能「貨出去人進來」他：蔡英文一點辦法都沒

4 1,644 LINE TODAY > 國內 再摃韓國瑜！鳳梨戰火延燒吳音寧：還好我當年裁撤北農國貿部

5 1,503 LINE TODAY > 國內 大內宣遭打臉！號召全球僑胞搶救台灣鳳梨 結果竟出不了台灣海關

6 1,455 LINE TODAY > 國內 台灣狂買鳳梨！國台辦急喊：嚴加管控

7 1,363 LINE TODAY > 國內 中國抽檢鳳梨釋迦變箱箱檢查 卡關讓台東農民崩潰

8 1,333 LINE TODAY > 國內 阿中部長背5407萬房貸 存款僅359萬

9 1,304 LINE TODAY > 國內 首批AZ疫苗抵台！蔡英文是否率先打 總統府回應了

10 1,289 LINE TODAY > 國內 罕見！領亡妻存款辦喪事 被兒子告偽造文書判刑確定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9wavaq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1zoynm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DqaoKV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a728DW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j9DjyK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q356q2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lx28YG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28Dexz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yO0O06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BXel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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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 心情 刷條碼一定要碰到我的手機嗎？

2 1,353 感情 我的模特界時間管理大師前男友（下）

3 1,023 感情 長得漂亮卻一直被分手

4 864 感情 我的模特界時間管理大師前男友

5 850 閒聊 高中就懷孕根本有問題吧

6 813 理財 27歲存款

7 729 心情 一直被喜歡的男生嫌棄

8 646 心情 騎機車的男生害女友很辛苦？

9 639 閒聊 動漫祭一群噁宅在唱「千本幼女」

10 610 心情 這個大學的宿舍會讓你以為在緬甸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489649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45559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489683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441998
https://www.dcard.tw/f/talk/p/235478072
https://www.dcard.tw/f/money/p/235452777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490067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481858
https://www.dcard.tw/f/talk/p/235455396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47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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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 Gossiping [新聞]鄉鎮市長改官派？蔡英文在黨務座談裁示

2 1,485 Gossiping [新聞]真巧！中國阻台灣鳳梨進口 當天力推廣東...

3 1,483 marriage [求助]結婚男女雙方各出多少，合理？

4 1,370 Gossiping [新聞]心疼福原愛嫁高雄「是2個世界」！

5 1,264 KoreaStar [新聞] DSP第二篇立場公告

6 1,258 marriage [求助]關於補習費用

7 1,230 Gossiping [新聞]莊凌芸被逼「姊夫3人同房」遭父搧掌

8 1,193 Gossiping Re: [新聞]蔡英文回應藻礁公投：期許大家理解政治現...

9 1,185 Gossiping [新聞]北投失智長照月收5.5萬挨轟貴 柯文哲：

10 1,177 Gossiping [新聞]水情吃緊！王美花：旱災期間科學園區可鑿...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5017439.A.32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4560224.A.225.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14712245.A.3D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4996543.A.3FD.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614588499.A.C16.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14857383.A.DE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5104330.A.26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5044392.A.A7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5078291.A.4F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4925313.A.76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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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26 時事(台灣新聞) 台積電美國廠加大6倍, \護國神山\整座搬美國

2 235 汽車(汽機車七嘴八舌) 板橋黑絲襪貴婦夾警事件 錄影男喊燒掀眾怒

3 233 汽車(汽機車七嘴八舌) 【民主】國家，竟然可以搞【交通戒嚴】！

4 227
蘋果

(蘋果裝置消費經驗分享)
太扯！Pchome24h買到iphone12山寨假貨手機

5 205 汽車(汽機車七嘴八舌) 違停車遭拖吊 女車主不滿竟辱打員警

6 198 汽車(汽機車七嘴八舌) (大)重機違停，這樣能撿舉嗎？

7 181 汽車(日本車系_Nissan) 我有保丙式，我的2019仙草發生大事故，車子全毀請問還要修嗎？

8 180 居家(空間設計與裝潢) 【開箱】現代簡約風之40年老屋的逆襲

9 180 閒聊(閒聊與趣味) 震精江宏傑被暴與福原愛離婚

10 175 居家(空間設計與裝潢) 【開箱】40年老屋翻新原來這種感覺叫Hygge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638&t=631528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294&t=631537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294&t=631536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483&t=631836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294&t=631482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294&t=631608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63&t=631629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360&t=631568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37&t=631659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360&t=631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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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1 劍湖山世界 快去看看你的車牌！不是要看有沒有髒髒的啦😂是要看能不能...

2 13,877
Nico品筠&Kim京燁

【那對夫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們終於買了屬於自己的...

3 12,810 udn.com聯合新聞網 當你有一個寵貓男友時... 影片授權／ Dontstopmeowing

4 11,184 噓！星聞 #噓短片不能怪#二哈#哈士奇🥺 因為是#A5和牛#噓編也會輸...

5 9,882 台灣妞韓國媳 #說一個年輕人不會知道的東西-巴斯克林-

6 9,639 POPBEE ｜adidas #世界最長的球鞋，認真販售中｜ -在網路上似乎看到什麼...

7 9,128 聯合報 哇！直接摔地上了！😣😣新北市板橋區一名員警昨天下午近5時...

8 8,564 食尚玩家 身分證有3個「2」爽吃牛排✌️ 2021可以這樣玩→ http://bit...

9 6,718 爆料公社 Amber Tsai發表於爆廢1公社周子寒#吻和淚

10 5,490 ETtoday新聞雲 警察還被當眾質疑執法過當，但這個人也太扯了，戳眼睛唉！...

https://www.facebook.com/10159151114116425_183864843252264
https://www.facebook.com/5825727264120043_242450360857204
https://www.facebook.com/10161011947661030_450173482991969
https://www.facebook.com/1862715107217274_437426054243685
https://www.facebook.com/5292223677485782_3590796027713805
https://www.facebook.com/10158127556778263_519887259414518
https://www.facebook.com/2019884024831028_269684181380911
https://www.facebook.com/4394895180526546_746108702714309
https://www.facebook.com/1546041675746312_243022010833140
https://www.facebook.com/4266073296762135_42490613547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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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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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8,614
Big 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現在健康的身體相當重要，所以我老闆說要送你們Apple Watch...

3 14,610 勞工保險局 文末有禮咦～你知道現在只要有「哪兩樣東西」，不用自然人憑證...

4 6,604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測你這個月的運勢如何?會有什麼好事發生? #默念題目後選擇一張...

5 6,319 蝦皮商城 #文末ㄔㄐ不得了不得了這台咖啡機也太美了ㄅ～在廚房放一台...

https://www.facebook.com/3986999491390540_496660591515436
https://www.facebook.com/3817596561655929_838992100294811
https://www.facebook.com/4310762962286548_103316695122442
https://www.facebook.com/4393008864064504_2910731502535047
https://www.facebook.com/2749065845423741_802997570618635


YouTube大熱門（排除贈獎文）

中共突然禁止台灣鳳梨進口的
真正原因！｜波特王

劉沛的神奇寶貝!美根懷孕了!
【劉沛VLOG】

【完整版上集】中共人大對台再
提92共識

【深夜巴士】不用再解謎辣!!
羽毛離開的真正原因

21.03.01【觀點│正經龍鳳配】
重點不在鳳梨！北京涉台策略大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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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3/youtube/%e3%80%90%e6%b3%a2%e7%89%b9%e7%8e%8b-potter-king%e3%80%91%e9%9b%9e%e8%9b%8b%e4%b8%8d%e8%83%bd%e6%94%be%e5%9c%a8%e5%90%8c%e4%b8%80%e5%80%8b%e7%b1%83%e5%ad%90%e8%a3%a1%ef%bc%8c%e5%8f%b0%e7%81%a3/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3/youtube/%e3%80%90the%e5%8a%89%e6%b2%9b%e3%80%91%e8%a6%aa%e6%9c%8b%e5%a5%bd%e5%8f%8b%e7%9f%a5%e9%81%93%e7%be%8e%e6%a0%b9%e6%87%b7%e5%ad%95%e7%9a%84%e5%8f%8d%e6%87%89%e7%82%ba%e4%bd%95%ef%bc%9f%e6%80%8e/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3/youtube/%e3%80%90%e5%b0%91%e5%ba%b7%e6%88%b0%e6%83%85%e5%ae%a4%e3%80%91%e5%ae%a3%e5%b8%83%e4%bf%9d%e9%87%8b%e5%8f%88%e9%82%84%e6%8a%bc%ef%bc%8c%e6%b8%af%e5%ba%9c%e5%b0%8d%e6%b0%91%e4%b8%bb%e6%b4%be%e8%b6%95/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3/youtube/%e3%80%90%e9%98%bf%e7%a5%9e%e3%80%91%e9%98%bf%e7%a5%9e%e9%80%80%e4%bc%91%ef%bc%81%e8%a7%a3%e9%87%8b%e8%88%87%e7%be%bd%e6%af%9b%e5%a4%b1%e5%92%8c%e7%9a%84%e5%8e%9f%e5%9b%a0/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3/youtube/%e3%80%90%e8%a7%80%e9%bb%9e%e3%80%91%e4%b8%8d%e5%8f%aa%e9%b3%b3%e6%a2%a8%ef%bc%9f%e4%b8%ad%e5%9c%8b%e5%b0%87%e5%95%9f%e5%8b%95%e5%b0%8d%e5%8f%b0%e7%81%a3%e7%9a%84%e7%b6%93%e6%bf%9f%e5%88%b6%e8%a3%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3/youtube/%e3%80%90%e8%a7%80%e9%bb%9e%e3%80%91%e4%b8%8d%e5%8f%aa%e9%b3%b3%e6%a2%a8%ef%bc%9f%e4%b8%ad%e5%9c%8b%e5%b0%87%e5%95%9f%e5%8b%95%e5%b0%8d%e5%8f%b0%e7%81%a3%e7%9a%84%e7%b6%93%e6%bf%9f%e5%88%b6%e8%a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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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