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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購車者關注面向以及不同車種間的潛在競爭關係

電動車怎麼選？品牌與車款聲量大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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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數據，以電能作為燃料的單月

新車掛牌數，到2020年9月突破上萬台，顯示電動車市

場已逐漸興起，而電動車品牌中以特斯拉新領牌數占比

超過八成，並帶動了電動車的話題性，越發受關注的電

動車產業發展相當值得期待。

由於電動車市場在台灣仍在發展中，購車族在車款選擇、

電動車的方便性和實用性方面仍有不少疑問，常透過社

群 平 台 蒐 集 資 訊 和 發 文 討 論 。 因 此 本 報 告 旨 在 使 用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追蹤電動車市場網路聲量，

剖析社群時代的電動車市場趨勢，了解客戶的偏好與需

求，提供最真實的消費者心聲讓品牌作為參考。

前言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2020.09.01~2021.02.28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新聞回文(排除抽獎文、股票投資之討論)

1-1從聲量趨勢與熱門話題觀察電動車討論概況
從聲量趨勢與來源觀察電動車話題概況，並將熱門話題排

行榜的討論內容分類，解析網友對電動車所關注的面向。

1-2從消費者不同需求面剖析購車考量
從討論文本歸納五大關注面向，藉由維度分析更深入了解

電動車客戶的購車需求。

2-1品牌口碑解析
分析電動車品牌的聲量以及好感度，並進一步了解電動車

消費者對於各品牌的看法。

2-2熱門車款排行
依據各車款聲量進行排序，並質化分析熱門品牌擁有高聲
量的原因。

Part1

整體電動車聲量暨話題分析

Part2

評比電動車品牌與車款

OpView觀測範圍
內設定「電動車」
之關鍵詞組，框定
相關研究文本

1-3純電車、混合動力車關注焦點與潛在競爭關係
計算純電車和混合動力車共同提及次數和占比，了解兩者

間的潛在競爭關係，並進一步解構共提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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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從近六個月、19萬餘則的電動車網路聲量來看，可發現電動車整體討論量在不同期間雖有起伏，但每週聲量皆

不低於4000則，顯示電動車的話題在社群網路上始終保持熱度。進一步觀察電動車的兩大車種—純電車與混合動力車，

其中混合動力車在10月到11月時討論度大幅超越純電車，細究文本，發現YouTube頻道《buycartv》在十月時曾追

蹤數款使用超過一年的混電車，揭露各車款長期駕駛後的心得，車主分享實際駕駛感受與車況，在網路上引發熱烈迴

響，其後，11月一起混電車追撞事故，掀起了汽車安全性的討論，同時，也再次帶動民眾對於混合動力車的熱議。接

下來，我們進一步從熱門話題觀察網友對於電動車的關注面向。

電動車話題保持熱度 長期駕駛心得掀熱議
1-1 趨勢與熱門話題

▲電動車近半年週聲量趨勢圖



▼電動車熱門話題排行

上表歸納電動車熱議文章排行類型，發現續航電力為討論大宗，再者燃油車與電動車的優缺點比較、油電車的市場定

位，皆引發各方網友提出不同的觀點，其中有不少話題聚焦於充電在台灣的方便程度，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的探討，而

熱門車款的開箱評比影片，幫助消費者彙整車款資訊，往往能吸引住車迷們的目光，並成功獲得高度的迴響。另外，

Porsche透過電動車影片以及照片發表新車型，帶動車友的關注與討論，成功躋身熱門話題行列，也顯示品牌在社群

經營上得到不錯的行銷成果。下頁將進一步拆分網友實際討論內容，探索消費者的購車考量。

充電方便程度與未來趨勢為網友討論焦點
1-1 趨勢與熱門話題



▼消費者關注面向 聲量維度 X 好感度分析 接著，將依據網友討論內容歸納五大消費者所關注的面向，剖

析電動車客戶的購車考量。整體來說，雖然亮眼的「車身外觀」

與科技化的「輔助系統」吸睛，帶來網友的高好感度，不過並

非首要關注的面向。其中，因車子的保護力攸關生命安全，

「乘車安全」會大幅度影響購車意願，當有事故發生時，往往

引起很大的負面迴響，造成整體討論度高，而好感度相對低落。

另外，由於台灣的充電樁密集度相對加油站低，因此不少網友

提到對「續航電力」穩定性的擔憂，同時，在公領域和私領域

皆有因新能源形式，而浮現充電相關問題，如在公共停車場發

生「電動車格」被汽油車佔用，導致電動車無法充電的困擾，

讓網友表示「就是考慮到這一點才沒買」，也有網友提出希望

以「採累進費率停車費」來避免不遵守規定的車主；而自家社

1-2購車考量

區車位則發生管委會顧慮到增設充電樁，可能造成用電量過大的安全問題，使得電動車車主被迫進行拆除；在此事件討

論上網友們的立場也不盡相同，支持拆除的網友認為「需要管委會同意，這是集合式住宅的正常程序」，反對方則是認

為車位屬於私有財產，且車主使用自家的電力，有權利設立充電樁。儘管需建立更完整的配套措施，來達到電力的有效

使用，許多網友仍表示目前的續航表現已足夠使用，給予電動車在「續航電力」表現上正面的評價，而對本身附有充電

樁的新社區，或是獨棟的購車族，住家充電的方便性更是提升了購買電動車的意願。

充電問題浮現 乘車安全大幅影響購車意願



純電車種消費者關注面向占比

接著，進一步將電動車區分為純電以及混合動力，更深入探討消費者對兩種不同驅動動力車種的關注異同處。首先，「動

力表現」是純電與混合動力兩客群皆高度關注的面向，相比傳統汽油車在高轉速下才能輸出最大馬力，電動車在低速即可

輸出最大馬力，因此電動車起步時的加速表現較佳；而混合動力車具有兩種(含)以上能量來源驅動，如當中的油電架構同

時具有燃油引擎和電池馬達，在引擎的穩定度、性能以及啟動聲音上較受到客戶重視。接著，觀察消費者對於兩類車種的

首要關注焦點，可發現由於純電的電動車完全依賴電力運行，因此在討論上更聚焦於各車款的「續航力」，不少網友表示

開純電出遊常會「里程焦慮」，需不時注意剩餘電量、附近快充站；而動力混合車種則因為在交通事故中展現高保護力的

車款，以及出現煞車失靈瑕疵的車款，而掀起網友針對「乘車安全」的比較討論。而究竟消費者會依據哪些關鍵考量來選

擇車種呢？下一部分將探討兩類電動車間的潛在競爭關係。

純電客群關注續航電力 混合動力客群關注乘車安全
1-3 車種潛在競爭關係

40%

續航電力

20%

動力表現

18%

乘車安全

14%

輔助系統

9%

車身外觀

37%

乘車安全

25%

動力表現

14%

輔助系統

13%

車身外觀

11%

續航電力

混合動力車種消費者關注面向占比



1-3 車種潛在競爭關係

接著，透過分析純電與混合動力兩車種的共同提及次數，藉以推估兩者的潛在競爭關係。從上圖分析可知，兩者中對純

電車的潛在競爭影響相對較大。當網友在比較兩者的購買因素時，台灣的使用環境常為網友考量的關鍵因素，不少人認

為目前是油車轉型至電動車普及化的過渡期，兼顧長途便利與環保的油電模式，讓使用者更有安全感，然而相對的，油

電車雙系統的維修費用，也可能成為使用者不小的負擔；而純電車雖然受限於充電設施與時間，使部分客戶減低購買意

願，不過對於住家設有充電樁或較少開長途的使用者，純電車的優勢更略勝一籌，許多消費者看好純電車的未來趨勢。

整體來說，兩車種滿足了不同需求的消費者，在討論上各有擁護者 。

自己也是油電車主，其實油電剛好互

相彌補兩者的缺陷

油電車雙系統負擔更大，售價也貴

省油不省錢，但省麻煩、安靜

過渡期油電就夠了啊，已經比油車省

一半能源

如果家裡能充電，那就直接純電車

里程焦慮就是我還不敢買純電的原因

之一

純電動車因為充電設施的不足，加上

充電耗時的麻煩，是現在很多人還不

轉換的原因

純電車
40,984則

混合動力
59,437則

共同提及2,929次

占純電車7.15%聲量

占混合動力車4.93%聲量

▲純電車與混合動力車共同提及次數分析

長途便利 vs 維修費用 談車種潛在競爭關係

純電才是未來吧！省了很多保養費



2-1電動車品牌評比

對於消費者來說，品牌印象亦是重要的購車考量，上圖藉由計算各品牌的討論度、好感度，來觀察品牌的社群口碑。挑

選當中表現較突出的品牌進一步分析，當中好感度最高的Porsche，在官方推出跑車大明星影片中，以伍佰與張震的組合

成功吸引大眾的目光，讓網友直呼「強大的企劃！重點是這組合耳目一新，我也是從頭看到完」，挑選可襯托品牌魅力

的名人，有助於加深大眾對品牌的記憶。而聲量表現最佳的Tesla和Toyota，則分別在純電與油電討論中受熱議，由於部

分車款曾出現事故中爆炸起火的意外以及煞車瑕疵，而引發負面討論，因此好感度略低，其他品牌在電動車聲量表現上

則落差較小。而究竟有哪些車款獲得較佳的社群關注呢？下頁將接續探討。

▲消費者關注面向 聲量維度 X 好感度分析

Tesla站穩聲量寶座 Porsche展現成功的品牌行銷
好感度中位數：1.18

聲量中位數：7,506



排名 品牌 車款 聲量

1 Tesla Model Y 6,664 

2 Volvo XC60 5,325 

3 Tesla Model S 4,902 

4 Lexus IS 300h 4,281 

5 Audi e-tron 4,089 

6 SUZUKI THE NEW IGNIS 3,400 

7 Tesla Model X 3,036 

8 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2,731 

9 Toyota RAV4 HYBRID 2,101 

10 Volvo XC90 1,608 

2-2 電動車車款評比

▲電動車車款聲量排行榜

從左表可觀察到Tesla憑藉著品牌的高知名度，帶動三款熱門

車型上榜，其中聲量最高也是最新款的Model Y，在價格、續

航和空間方面受到大眾矚目，而Volvo XC60車款則是因為擁

有堅硬外殼，在高速公路遭聯結車追尾撞擊後，保護住車上乘

員的安危，獲得一致性的好評，讓網友直呼「真的很安全，會

考慮下一台車是Volvo」。此外，SUZUKI THE NEW IGNIS為

當中價位較為親民的車款，主打小型車與羽量輕油電，一推出

便造成不小的討論。

整體來說，無論是哪一種車種、車型，皆常提及Tesla的車款

並與其比較，顯見對網友來說Tesla已是電動車代表性的指標，

隨著Tesla高熱度的推波助瀾，使得大眾更加注意到興起的電

動車市場，在社群平台上的討論也越發熱烈。

高話題車款Tesla占三席 Volvo XC60堅硬車身獲好評



本期重點整理

聲量趨勢與熱門話題

 聲量趨勢：電動車話題始終保持討

論熱度，長期駕駛心得與追撞事故

掀起混合動力車熱議

 熱門話題：續航動力為討論大宗，

充電方便性、未來發展與開箱影片

為網友關注焦點

消費者關注面向

 「續航電力」及「乘車安

全」關注度高但有隱憂

 「車身外觀」及「輔助系

統」好感度高

純電vs混合動力

 純電車種最關注「續航電力」

 混合動力車最關注「乘車安全」

 在動力轉型過渡期與未來趨勢

中衡量，混合動力車種考量維

修費較高、純電車種較注重充

電樁普及度

品牌評比

 Porsche透過官方行銷成功塑造品牌印象，擁有最高的好感度

 Tesla與Toyota分別在純電與油電討論中獲得高聲量，但因少數瑕疵車而引發負評

車款評比

 Model Y在價格、續航和空間方面受到大眾矚目

 Volvo XC60在撞擊事故的保護力展現，獲得好評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1.03.15-03.21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078 LINE TODAY > 國內 「一旦戰爭只有2個選擇」邱國正25年前跟兒子這樣說逼哭網友

2 2,146 LINE TODAY > 生活 再給鮭魚1次機會！藍委擬推反悔條款：可改名4次

3 1,707 LINE TODAY > 國內 緋聞案後現身王定宇：純承租關係

4 1,639 LINE TODAY > 生活 民眾免錢爽吃壽司卻留整桌醋飯 壽司郎首回應：遺憾

5 1,594 LINE TODAY > 生活 獨／鮭魚改名之亂！戶政：跟你一輩子

6 1,559 LINE TODAY > 國內 顏寬恒12字真心話 遭陳柏惟狠嗆退出國民黨 藥師：高下立判

7 1,532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首度回應同居緋聞！王定宇：現在已不租了 太太都清楚

8 1,528 LINE TODAY > 國際 根本不屑一顧台灣？美參議員警告「中國侵台」

9 1,425 LINE TODAY > 國內 陷同居疑雲 顏若芳致歉：沉潛檢討暫不進行發言工作

10 1,296 LINE TODAY > 國內 震撼彈！小英密令擴軍三軍員額搶破頭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9oM5Or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DOZ9wo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kza8m2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9o5gZR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zP0555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YxZ5wQ
https://tw.news.yahoo.com/%E9%A6%96%E5%BA%A6%E5%9B%9E%E6%87%89%E5%90%8C%E5%B1%85%E7%B7%8B%E8%81%9E-%E7%8E%8B%E5%AE%9A%E5%AE%87%E7%8F%BE%E5%9C%A8%E5%B7%B2%E4%B8%8D%E7%A7%9F%E4%BA%86-%E5%A4%AA%E5%A4%AA%E9%83%BD%E6%B8%85%E6%A5%9A-004914455.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59BDDE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ZxPQnO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9o06mr
https://www.social-lab.cc/news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news_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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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YouTuber 超噁行為[Joeman]防疫破口🤮

2 1,418 YouTuber 陳語謙講話速度⋯⋯

3 1,367 塔羅 #大眾占卜 我三個月內會不會脫單呢？

4 1,340 心情 警察一路跟蹤我到家

5 1,305 時事 僑生鮭魚之夢爆卦，他家裡有錢才進來系上的

6 888 感情 女友的媽媽是陰道守門員

7 795 感情 女生們真的都願意口交嗎？

8 793 感情 原來男友覺得我沒有很漂亮

9 729 有趣 壽司郎遇到真人版鮭魚

10 693 星座 喜歡&不合的星座

https://www.dcard.tw/f/youtuber/p/235563666
https://www.dcard.tw/f/youtuber/p/235575689
https://www.dcard.tw/f/tarot/p/23556244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556884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558090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57109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55681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562849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5567735
https://www.dcard.tw/f/horoscopes/p/235566923
https://www.social-lab.cc/dcard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dcard_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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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9 marriage Re: [心情]老婆懷孕但不是我的孩子

2 1,646 marriage Re: [心情]老婆懷孕但不是我的孩子

3 1,515 Gossiping [新聞]笑台灣人乞丐！韓媒報「鮭魚之亂」網友

4 1,491 Lifeismoney Fw: [新聞]買到標錯價蛋塔、衛生紙蝦皮願意埋單！

5 1,482 Gossiping [新聞]網友全怒了！花蓮七星潭人氣比特犬...

6 1,473 marriage Re: [閒聊]老公老婆辛勞看法

7 1,465 Gossiping [問卦]都去改名鮭魚了？

8 1,338 marriage Re: [閒聊]老公老婆辛勞看法

9 1,294 Gossiping [爆卦]杜拜被強暴→外交部：你是台灣人嗎?

10 1,285 Lifeismoney [情報]肯德基的蝦皮商城出包 6個蛋撻35元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16039041.A.1A2.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16097249.A.34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6133184.A.13E.html
http://www.ptt.cc/bbs/Lifeismoney/M.1616165121.A.AB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6051253.A.44C.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15943035.A.D9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5908077.A.510.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15810321.A.53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15893810.A.9D0.html
http://www.ptt.cc/bbs/Lifeismoney/M.1616000961.A.E79.html
https://www.social-lab.cc/ptt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ptt_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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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31 時事_台灣新聞 台積電當成寶 核四卻當怪物-試問公平嗎？

2 324 居家_空間設計與裝潢 【開箱】台北—對家的愛與戀2021/3/17補充

3 321 居家_房地產資訊 高房價太瘋狂太變態了！台灣出名了，世界第三名！

4 285 居家_空間設計與裝潢 【開箱】一對熱愛戶外活動夫妻的家

5 274
機車_大型重型機車

_BMW
為了一圓重機夢，您願意扛貸款7年嗎？

6 256 汽車_日本車系_LEXUS Lexus到底算不算豪華車品牌？

7 249
汽車_日本車系

_Toyota
一天的新車(RAV4 AD),就四驅異常送修

8 237 居家_房地產資訊 業界一陣哀鴻遍野，簡直打趴預售屋

9 232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更新：彭女撐9天傷重不治 台中醫美診所二代無照撞人重傷

10 214 時事_台灣新聞 壽司郎鮭魚之亂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4&f=638&t=632591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360&t=632455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356&t=632598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360&t=632608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662&t=632425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346&t=632596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264&t=632480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356&t=632585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294&t=632525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8&t=6326536
https://www.social-lab.cc/mobile01%e6%8e%92%e8%a1%8c%e6%a6%9c/
https://www.social-lab.cc/mobile01%e6%8e%92%e8%a1%8c%e6%a6%9c/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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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1 udn走跳世界 📍台湾スシロー台灣壽司郎「ㄩˊ」很好中快找有「ㄩˊ」的朋友…

2 11,014 卡提諾狂新聞 誰他媽會叫ㄍㄨ…. . . . . . . . . . . . . . . …

3 10,323 台灣壽司郎 愛的迴鮭，尋人啟事｜「ㄍㄨㄟ」「ㄩˊ」在哪裡，快點迴家吧！…

4 8,015 全聯福利中心 研究指出：大哭一場有益身心健康（這次的這個研究是真的啦

5 8,007 台灣迷因 我幫大家鮭類好所有的鮭魚梗了 請叫我台灣鮭納王謝謝…

6 7,423 即新聞 到底看了什麼…最後面還提到要放生，真的不要鬧了🙄(#5410) …

7 6,907 噓！星聞 #噓短片#渡邊直美～超～浮～誇～#對嘴太可愛了啦…

8 6,640 聯合新聞網 想經過？先吃我一頓喵喵拳，這就是過路費辣

9 5,945 蔡英文 朝野各方熱烈討論核四重啟議題，儘管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10 5,879 高雄美食地圖 👇快呼叫你有ㄩˊ字的朋友👇⚠不要讓媽媽生氣，這邊鮭魚30片 …

https://www.facebook.com/1375200106149852_457950348987460
https://www.facebook.com/3795460343907298_207420174318173
https://www.facebook.com/1655242857997300_284426963083813
https://www.facebook.com/5297289060341697_829931977737134
https://www.facebook.com/737032150293568_112918194208521
https://www.facebook.com/2035159266649496_726983611515202
https://www.facebook.com/1875414025947382_487992572215460
https://www.facebook.com/10161061470936030_1910927045722970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366781006065_874780179745231
https://www.facebook.com/4521668411218745_711270239549497
https://www.social-lab.cc/facebook%e6%8e%92%e8%a1%8c%e6%a6%9c/
https://www.social-lab.cc/facebook%e6%8e%92%e8%a1%8c%e6%a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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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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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8 蝦皮購物 (Shopee) #文末ㄔㄐ你各位啊，明天就是318了，鬧鐘設好了沒啊？？…

3 6,049
Big City遠東巨城購物

中心
就因為還蠻可愛的，所以我老闆說要送你們瑪利歐SWITCH遙控車…

4 4,595 家樂福Carrefour 樂天小熊餅乾變迷你，可愛更翻倍！出門在走態度要有😎 …

5 3,975 綜藝大集合 超狂送幸福千載難逢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 ※網路贈獎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m/4026057810818041_190407819260501
https://www.facebook.com/1680339262151768_1649140011956135
https://www.facebook.com/3840662356016016_455152369063041
https://www.facebook.com/3929868473727487_2362381757238495
https://www.facebook.com/268160188207719_461447981718822
https://www.social-lab.cc/facebook%e6%8e%92%e8%a1%8c%e6%a6%9c/
https://www.social-lab.cc/facebook%e6%8e%92%e8%a1%8c%e6%a6%9c/


YouTube大熱門（排除贈獎文）

【老高與小茉】孫子兵法的奧

妙，如何打仗？應速戰速決避免

持久戰

【Yahoo TV 一起看】兩岸政治議題

討論，台灣將步香港後塵？

【台視新聞】「張鮭魚之夢」已

改三次名，未來將以此名行走江

湖

【TVBS NEWS】美中高層阿拉斯加會談，中方

代表楊潔篪談話一刀未剪

【少康戰情室】中美會談火藥

味濃厚，何謂國家尊嚴？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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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d%ab%e5%ad%90%e5%85%b5%e6%b3%95%e7%9a%84%e5%a5%a7%e5%a6%99%ef%bc%8c%e5%a6%82%e4%bd%95%e6%89%93%e4%bb%97%ef%bc%9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3/youtube/%e3%80%90yahoo-tv-%e4%b8%80%e8%b5%b7%e7%9c%8b%e3%80%91%e5%85%a9%e5%b2%b8%e6%94%bf%e6%b2%bb%e8%ad%b0%e9%a1%8c%e8%a8%8e%e8%ab%96%ef%bc%8c%e5%8f%b0%e7%81%a3%e5%b0%87%e6%ad%a5%e9%a6%99%e6%b8%af%e5%be%8c/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3/youtube/%e3%80%90%e5%8f%b0%e8%a6%96%e6%96%b0%e8%81%9e-ttv-news%e3%80%91%e3%80%8c%e5%bc%b5%e9%ae%ad%e9%ad%9a%e4%b9%8b%e5%a4%a2%e3%80%8d%e5%b7%b2%e6%94%b9%e4%b8%89%e6%ac%a1%e5%90%8d%ef%bc%8c%e6%9c%aa%e4%be%86/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3/youtube/%e3%80%90tvbs-news%e3%80%91%e7%be%8e%e4%b8%ad%e9%ab%98%e5%b1%a4%e9%98%bf%e6%8b%89%e6%96%af%e5%8a%a0%e6%9c%83%e8%ab%87%ef%bc%8c%e4%b8%ad%e6%96%b9%e4%bb%a3%e8%a1%a8%e6%a5%8a%e6%bd%94%e7%af%aa%e8%ab%87/
https://www.social-lab.cc/%e6%ad%b7%e5%8f%b2%e7%86%b1%e9%96%80%e6%8e%92%e8%a1%8c/
https://www.social-lab.cc/%e6%ad%b7%e5%8f%b2%e7%86%b1%e9%96%80%e6%8e%92%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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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8%ad%e7%be%8e%e6%9c%83%e8%ab%87%e7%81%ab%e8%97%a5%e5%91%b3%e6%bf%83%e5%8e%9a%ef%bc%8c%e4%bd%95%e8%ac%82%e5%9c%8b%e5%ae%b6%e5%b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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