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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交通部統計數據顯示，108年底網路資訊平臺(含APP)

叫車占17.2%，相較於106年增加了9%，而巡迴攬客則減

少4.9%，由此可知消費者對於資訊系統的依賴更甚以往，

加上Uber進入台灣市場，帶動了在地計程車業者數位轉型，

加入創新科技的服務模式，相繼推出APP提供給乘車者使

用，大幅提升了叫車流程的效率。

隨著多元計程車的叫車平台選擇越來越多，不少消費者在

選擇乘車品牌前，會以社群網路上的評價作為參考，乘車

後則會分享叫車體驗的心得。而在快速發展的競爭市場下，

如何洞察客戶的需求顯得格外重要。因此本報告旨在使用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追蹤多元計程車市場網路聲

量，描繪客戶樣貌與需求，提供最真實的搭車需求讓品牌

作為參考。

前言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012291856513HCL2D3O.pdf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2020.10.01~2021.03.30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新聞回文(排除抽獎文、重複性留言取得優惠代碼或貼圖文)

OpView 觀測範圍
內設定「多元計程
車」之關鍵詞組，
框定相關研究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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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計程車月聲量趨勢圖與討論高峰熱門貼文類型

1-1 | 聲量趨勢

司機服務爭議引論戰品牌與網紅幽默對話引迴響

綜觀近半年多元計程車的月聲量趨勢，並歸納、分類熱門月份話題，可以觀察到司機服務話題最容易帶起討論，網友除

了抱怨司機繞路、喜歡談論政治等常見搭車經驗，也有司機開錯路卻不回應乘客詢問，延伸出擁有前科紀錄卻還能登記

載客的論戰；另外發生不少司機與乘客間的爭議事件，網友針對事件的觀點不同掀起熱烈討論，帶動使用者對多元計程

車品牌間服務口碑的比較。除此之外，品牌業配類型文章也獲得不錯的關注度，如三月yoxi與網路作家「二師兄」合作

貼文，釋出幽默惡搞互傳訊息形式的業配內容，加上網紅所經營的社群頻道本身已有不少的粉絲基數，引起大批網友們

留言迴響，大幅提升了整體品牌曝光度，一躍成為當月最熱門討論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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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多元計程車的聲量趨勢後，接著將探討網友最常聚集在哪裡討論？透過統計聲量來源，可發現社群網站加討論區囊括

了九成五以上的討論聲量，兩大熱門來源對於司機服務面向的關注度皆高，由於發生司機載女學生開錯路，卻不發一語的

事件，話題在社群網站中逐漸發酵，引發消費者對乘車安全方面的疑慮，而討論區則有針對計程車司機同載家人的話題討

論，不少網友紛紛回覆自身經驗，並討論司機做法的適切性。

觀察社群網站與討論區的討論重點，發現當中聲量占比最大宗的社群網站，除了品牌業配之外，更多的是對於「司機服務」

相關新聞事件的轉發與討論，而討論區則是聚集不少乘坐多元計程車的消費者，分享搭車心得與品牌間的評比，以及對於

費用支付的話題，比如有網友提出Uber在費用方面的疑問，帶起Uber與傳統計程車在費用與服務上的比較討論。另外，搭

車優惠碼的情報也相當受到關注，如有網友表示「最近每天搭LINE TAXI上下班這樣省好多」，優惠提升了不少潛在客戶的

搭車意願，當中除了價錢相關討論外，也有許多服務方面的討論。

1-2 | 聲量來源

社群網站討論佔大宗 PTT多聚焦價格評比

社群網站
71%

討論區
25%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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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計程車聲量來源占比與熱門話題排行



另外，多元計程車的車款種類越來越多，其中乘車者分享幸運叫到特斯拉計程車的話題，令網友稱羨表示「超棒！平價

消費，升等服務」，特殊車款帶來的驚喜也引發社群熱烈迴響；再者，因和泰汽車計程車隊yoxi加入台灣計程車市場的影

響，使得計程車消費者對於Toyota各主要車款有熱烈的討論，帶動了汽車外觀和安全性等「汽車車況與車種」方面的聲

量與好感度。最後，雖聲量不高卻滿足乘車者不同需求的「客製化服務」［註2］，獲得了乘客最高的正面迴響，而在多樣

化的服務項目中，又以提供兒童安全座椅的寶寶專車，最受到家長們的青睞，如「寶寶優步會貴一點點，但才幾十塊買

一個安全....很划算呀」。

1-3 | 乘車考量

費用面向受矚目寶寶專車服務受肯定
接著，將依據網友討論內容歸納五大消費者所關注的面

向，剖析多元計程車消費者的乘車考量與好感度［註1］。

討論聲量與好感度表現皆不錯的「費用支付」，則由於

不同品牌在計價方式的差異，以及業者常藉由推出多種

優惠方案來吸引消費者，進而成為消費者格外關注的面

向；而用戶的乘車體驗文亦衍生許多口碑的討論，網友

依據自身的搭車經驗給予回應，其中涵蓋不少使用者對

服務不周的抱怨，如司機愛聊天、有交通違規行爲，讓

「司機服務」雖聲量位居第二，但整體好感度表現偏低。▲多元計程車乘車考量維度分析

［註1］意藍資訊使用文字語意分析技術，自動判讀文章情緒所獲得的正面(P)與負面(N)之文章比值(P/N比)，數值越大代表網友對商品的好感度越高。
［註2］客製化服務爲乘車者依據個人需求額外設定的服務，如寶寶專車、新增停靠點等。

聲量 好感度



在剖析完多元計程車的網路聲量後，將聚焦於品牌層面，探討在多家業者搶攻乘車市場下，哪一家品牌攻下網路聲量的寶

座？而哪一個品牌在消費者心中擁有最高的好感度呢？篩選出四大熱門多元計程車品牌，繪製上方二維分佈圖，可發現由

於Uber從租賃車營運模式時期，便開始經營乘車服務的市場，因而擁有高度的品牌知名度，在轉型為多元化計程車後，品

牌仍然相當受矚目，但受到的檢視也相對多，如有網友認為，Uber司機的素質不一，在司機服務與價格方面引發部分網友

的抱怨，因此好感度在四品牌中相對較低 。另外，由於LINE TAXI優惠多且大方，加上可直接使用LINE叫車，提升不少網

友的搭乘意願，有網友提到「不喜歡下載太多APP，LINE TAXI好用而且常常有優惠券，司機素質不錯還可以提前預約」，

因此成為口碑表現最佳的品牌。而好感度位居第二的台灣大車隊，在疫情嚴峻期間，司機自發性的挺醫護人員活動，並推

出空氣清淨車的安心服務，建立起民眾對品牌的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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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討論熱度居冠 LINE TAXI叫車方便受喜愛

▲多元計程車品牌聲量與好感度二維分布圖與數值一覽表

品牌 聲量(則) 好感度

Uber 15,785 0.56

yoxi 2,433 1.37

台灣大車隊 2,272 1.86

LINE TAXI 1,773 2.46



穿制服整體感覺很棒」，台灣大車隊以司機制服整齊、乘車舒適，獲得消費者的青睞，而LINE TAXI可封鎖不合適司機的

功能，讓網友直呼「超需要！」；此外由熱詞排行可看出四個品牌中，相對較晚進入市場的LINE TAXI以及yoxi，分別以

不同的行銷策略打響品牌知名度，LINE TAXI憑藉LINE本身具廣大用戶數爲基礎，以「免費貼圖」的方式吸引LINE用戶

的目光，讓用戶注意到LINE同時具備了叫車的功能，並釋出大量「乘車劵」折扣，快速拓展新進消費者。而yoxi藉由

「和泰」汽車的品牌光環，搭配多位網紅的「業配」傳播力，極力推廣平台只使用5年內「新車」，成功展現其市場優勢。

而在上表四大品牌的相關討論詞彙中，不乏出現競品關鍵字，下面將深入計算兩兩品牌間的相關程度，觀察品牌的潛在

競爭關係，並探討各品牌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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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素質為共同關注焦點 LINE TAXI乘車券受熱議

▲多元計程車品牌熱議關鍵詞

接著，將更一步研究各品牌多元計程車的熱議詞

彙，由上方排行榜中的乘車考量相關關鍵字(藍

字)，可看出其中三個品牌，皆提及「司機」一

詞，代表司機素質與服務相當受到關注，進一步

觀察各品牌文本在「司機」話題上的討論焦點，

發現Uber司機與乘客溝通不良，所衍生的拒載、

安全問題，屢屢引起網友們的論戰；台灣大車隊

與LINE TAXI在司機素質上各有口碑擁護者，如

網友表示「55688(台灣大車隊)的車乾淨，司機



目前多元計程車中討論度最高的Uber，同時也

是首家開拓數位科技叫車服務的平台，當市場

上有新進入的品牌，便常常與Uber被共提比較，

因此接下來將透過計算Uber與其他三個熱門品

牌的共提占比，來分析品牌間的潛在競爭關係。

從左圖來看，以LINE TAXI和Uber最常被共同

提及，LINE TAXI的文章中有17.6%與Uber共

提，可看出對於LINE TAXI的潛在競爭影響較大，

我進一步分析討論文本，可發現在討論兩者的乘車抉擇時，網友多以優惠程度以及叫車速度作為關鍵考量因素，如「我也

是Uber、LINE TAXI會兩邊比較~除了看價錢也會看等待時間」；另外，額外的客製化服務可累積不少死忠的消費者，其

中Uber嚴格的司機評價系統以及LINE TAXI的寵物友善選項，皆成為競爭激烈的搭車市場中，受到網友推崇的品牌優勢。

台灣大車隊則是另一個常與Uber共提的品牌，網友除了常針對兩平台的司機服務與汽車車況做比較之外，剖析使用者在

兩品牌的搭車行為，可發現擔心司機繞路問題，以及塞車時擔心跳錶費用負擔增加的客群，傾向於選擇系統計算車資的

無裝錶Uber，而當尖峰時段或雨天有乘車需求量較大時，與需求量大價格可能較高的Uber相比，民眾對於跳錶收費的台

灣大車隊搭乘意願提升。隨著多元計程車平台日益增加，消費者多會在搭乘前參考社群平台上的評價，作為乘車的考量

依據，並在搭乘後留下反饋，透過社群聆聽了解消費者的想法，可成為更符合消費需求的多元計程車服務。

2-3 | 競品分析

跳錶計費vs定價收費優惠與叫車速度才是關鍵考量

▲多元計程車競品共同提及次數占比圖

共提聲量：150則
佔Uber  0.95%
佔yoxi 6.17%

共提聲量：303則
佔Uber  1.92%

佔台灣大車隊 13.34%

共提聲量：312則
佔Uber  1.98%

佔LINE TAXI  17.6%



Part2 多元計程車品牌口碑評比

 焦點品牌聲量評比： Uber長期經營叫車平台擁有高知名度，LINE TAXI利用LINE使用率高優

勢，提升乘客的搭乘意願

 品牌熱議關鍵詞比較：消費者關注「司機」素質與服務，Uber司機拒載、安全問題掀議，台

灣大車隊與LINE TAXI各有口碑擁護者； LINE TAXI 利用「貼圖」、 yoxi利用「新車」吸引

消費者關注

 探討品牌間的競爭關係： Uber對LINE TAXI、台灣大車隊的潛在競爭影響較大，Uber與LINE

TAXI的乘車抉擇關鍵因素為優惠程度和叫車速度， Uber與台灣大車隊的乘車抉擇關鍵因素

為車資計算方式

本期重點整理

Part1 整體多元計程車聲量解析

 月聲量趨勢分析：司機服務上的爭議事件易引發熱議，網紅合作將聲量帶到高峰

 網路聲量來源剖析：Facebook網路新聞相關報導社群傳播速度快，討論區以搭車心得

文與優惠分享為大宗

 消費者乘車考量分析：網友搭車最著重費用支付，客製化服務有助於提升用戶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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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 2021.05.03-05.09

Social Lab每週追蹤特定主題，把網友想法一次說給你聽！

感謝各大媒體引用《Social Lab社群實驗室》透過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剖析之獨家主題文章！

居家機器人，小米狂「掃」品牌聲量！

現代人生活忙碌，回到家還要面對地上的毛髮和灰塵，多數人已無暇動手打掃，因此能夠自動清掃，又能

遠端監控的「掃地機器人」便成為家中的好幫手。但掃地機器人的功能漸趨多樣，要從多款品牌中挑出合

適的機器人，除了詢問親朋好友，民眾大多先上網請益……繼續閱讀

保養神隊友，七大網友激推平價面膜品牌報你知！

炎炎夏日將至，皮膚特別容易出狀況，尤其是在豔陽高照下，不用曝曬太久，肌膚便開始泛油光，甚至曬

黑，因而夜間的保養就變得更加重要。然而下班下課回家之餘，已無力擦層層的保養品來穩定膚況，因此

一片貼上不用洗卸的面膜變成了懶人救星！……繼續閱讀

來杯咖啡醒腦，網推「這杯」趕走你的厭世感！

有人說早上的咖啡是用來提振精神，而晚上的咖啡則是要療癒心情，看看你的手邊，今天喝的是拿鐵、美

式還是卡布奇諾？近年來連鎖咖啡品牌林立，咖啡市場進入白熱化，且咖啡的口味也愈來愈多元，除了基

本款的美式黑咖啡、拿鐵、義式濃縮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品項選擇……繼續閱讀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5/trending-pressrelease/%e5%b1%85%e5%ae%b6%e6%a9%9f%e5%99%a8%e4%ba%ba%ef%bc%8c%e5%b0%8f%e7%b1%b3%e7%8b%82%e3%80%8c%e6%8e%83%e3%80%8d%e5%93%81%e7%89%8c%e8%81%b2%e9%87%8f%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5/trending-pressrelease/%e4%bf%9d%e9%a4%8a%e7%a5%9e%e9%9a%8a%e5%8f%8b%ef%bc%8c%e4%b8%83%e5%a4%a7%e7%b6%b2%e5%8f%8b%e6%bf%80%e6%8e%a8%e5%b9%b3%e5%83%b9%e9%9d%a2%e8%86%9c%e5%93%81%e7%89%8c%e5%a0%b1%e4%bd%a0%e7%9f%a5%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5/trending-pressrelease/%e4%be%86%e6%9d%af%e5%92%96%e5%95%a1%e9%86%92%e8%85%a6%ef%bc%8c%e7%b6%b2%e6%8e%a8%e3%80%8c%e9%80%99%e6%9d%af%e3%80%8d%e8%b6%95%e8%b5%b0%e4%bd%a0%e7%9a%84%e5%8e%ad%e4%b8%96%e6%84%9f%ef%bc%81/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1.05.03-05.09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611 LINE TODAY > 國內 中國若發動戰爭！他：中了蔡英文圈套

2 1,536 yahoo新聞 > 焦點 柯文哲稱機組員應第一優先接種李秉穎：會讓國際笑死

3 1,325 LINE TODAY > 國際 【歷史一刻】法國會首次「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4 1,308 LINE TODAY > 國內 馬英九竟嗆小英賣台經濟部吐出一切

5 1,304 yahoo新聞 > 中部離島 台中男子凌晨開賓士車酒駕撞死7旬婦警方證實死者為名嘴母親

6 1,297 LINE TODAY > 國內 運將見機車自摔伸援手竟遭反告求償69萬

7 1,278 yahoo新聞 > 政治 「整形整到媽媽都不認識」鄭麗文酸列民進黨11價值反擊黃承國！

8 1,228 LINE TODAY > 國內 台中男酒駕撞死7旬婦警證實死者為「名嘴黃暐瀚母親」

9 1,216 LINE TODAY > 國際 台灣女留學生在美國遭人持鐵槌爆頭！施暴非裔女吼：把口罩脫下來

10 1,195 yahoo新聞 > 焦點 民進黨黑道入黨風波延燒蔡英文致歉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oBVVM6
https://tw.news.yahoo.com/%E6%9F%AF%E6%96%87%E5%93%B2%E7%A8%B1%E6%A9%9F%E7%B5%84%E5%93%A1%E6%87%89%E7%AC%AC%E4%B8%80%E5%84%AA%E5%85%88%E6%8E%A5%E7%A8%AE-%E6%9D%8E%E7%A7%89%E7%A9%8E%EF%BC%9A%E6%9C%83%E8%AE%93%E5%9C%8B%E9%9A%9B%E7%AC%91%E6%AD%BB-050034868.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0KDVXD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PK0R6R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4%B8%AD%E7%94%B7%E5%AD%90%E5%87%8C%E6%99%A8%E9%96%8B%E8%B3%93%E5%A3%AB%E8%BB%8A%E9%85%92%E9%A7%95%E6%92%9E%E6%AD%BB-7-%E6%97%AC%E5%A9%A6-%E8%AD%A6%E6%96%B9%E8%AD%89%E5%AF%A6%E6%AD%BB%E8%80%85%E7%82%BA%E5%90%8D%E5%98%B4%E9%BB%83%E6%9A%90%E7%80%9A%E6%AF%8D%E8%A6%AA-035619850.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WvLe2L
https://tw.news.yahoo.com/%E3%80%8C%E6%95%B4%E5%BD%A2%E6%95%B4%E5%88%B0%E5%AA%BD%E5%AA%BD%E9%83%BD%E4%B8%8D%E8%AA%8D%E8%AD%98%E3%80%8D%E9%84%AD%E9%BA%97%E6%96%87%E9%85%B8%E5%88%97%E6%B0%91%E9%80%B2%E9%BB%A8-11-%E5%83%B9%E5%80%BC%E5%8F%8D%E6%93%8A%E9%BB%83%E6%89%BF%E5%9C%8B%EF%BC%81-232231019.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aXNPxP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Je5yRk
https://tw.news.yahoo.com/%E6%B0%91%E9%80%B2%E9%BB%A8%E9%BB%91%E9%81%93%E5%85%A5%E9%BB%A8%E9%A2%A8%E6%B3%A2%E5%BB%B6%E7%87%92-%E8%94%A1%E8%8B%B1%E6%96%87%E8%87%B4%E6%AD%89-073822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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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 心情 與小妹妹交往的好處

2 1,779 閒聊 好羨慕稀有姓氏的人啊～

3 1,515 戲劇綜藝 全明星運動會第二季Ep.11討論

4 1,353 感情 被男友無套硬上⋯⋯

5 1,293 感情 我是體重87公斤的正妹

6 1,226 感情 是男友太省還是我太奢侈

7 1,087 工作 為什麼要讀大學？

8 1,050 戲劇綜藝 五堅情到底在紅幾點？！

9 1,033 梗圖 笑死

10 1,023 時事 對警察的印象真的越來越差欸

https://www.dcard.tw/f/mood/p/235923173
https://www.dcard.tw/f/talk/p/235913545
https://www.dcard.tw/f/tvepisode/p/23594756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905612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907992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5925075
https://www.dcard.tw/f/job/p/235899627
https://www.dcard.tw/f/tvepisode/p/235925492
https://www.dcard.tw/f/meme/p/235893770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59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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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2 lol [電競] 2021 Mid-Season Invitational Groups D3

2 1,746 Gossiping [問卦]這麼囂張的老師是哪間國小的？

3 1,727 Gossiping [爆卦]雞排妹vs陳沂直播中

4 1,669 TW_Entertain [實況]飢餓遊戲EP233 20210509桃園

5 1,536 Gossiping [求助]我哥在印度回不來

6 1,515 China-Drama [閒聊]山河令5月4日生來知己演唱會

7 1,502 Gossiping [新聞] 5人聚餐2500！他持7折券「不付錢」遭批

8 1,500 DigiCurrency [閒聊]加密貨幣行情閒聊區-只要懂狗狗就會幫你

9 1,496 Gossiping [爆卦]公投法又要修法了？

10 1,483 TW_Entertain [實況]全明星運動會202100509 (三十二)

http://www.ptt.cc/bbs/lol/M.1620477006.A.BB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0557364.A.D4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0490506.A.B07.html
http://www.ptt.cc/bbs/TW_Entertain/M.1620536550.A.CC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0294607.A.E76.html
http://www.ptt.cc/bbs/China-Drama/M.1620071825.A.53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0364435.A.2C3.html
http://www.ptt.cc/bbs/DigiCurrency/M.1620438037.A.F3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20040057.A.585.html
http://www.ptt.cc/bbs/TW_Entertain/M.1620551132.A.C2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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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97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民眾開車誤輾警察腳猛道歉員警堅持提告法院判拘役10日

2 264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唉大家自己小心點。魔人一堆

3 209 女性_魔女悄悄話 老師一直覺得孩子有問題需要看醫生

4 205 汽車_韓國車系_KIA KIA New Carnival七座頂級版試駕｜一次到位的全能型即戰力！

5 200 相機_影像器材周邊 Marsace XT-15碳纖維腳架｜快速收放輕量又便攜！

6 176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小惡魔汽車版夏初感謝祭！徵求全台必吃必買伴手禮！

7 159
汽車_日本車系

_Honda
CRV1.5不省油嗎？怎麼被實驗說最耗油(附實驗照)

8 148 時事_台灣新聞 為什麼到現在還有人幻想大陸攻不下台灣？

9 148 時事_台灣新聞 驚!!!黃承國北聯幫60周年大會坐「主桌」鄭麗文po照:看總統如何處理

10 142 影音_高畫質視界 為什麼大家挑選電視都會以外國廠優先？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294&t=636029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294&t=635973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215&t=636003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691&t=635797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164&t=635968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294&t=635747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261&t=635864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38&t=636019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38&t=635975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347&t=636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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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20 爆廢公社 社員由左到右看看你打出來會是什麼好笑的話😂 . . .透過堅持自由...

2 16,706 Yahoo!奇摩新聞 都為你集氣！黃姓男童展現驚人的求生意志，腦壓指數從術後...

3 16,541 ETtoday星光雲 能體諒家屬的心急，但是還是要尊重專業啊這種幫倒忙的路人...

4 15,419 冬星娛樂 Dong Xin 碰瓷成功案例－桃園警察把腳放在輪胎前面給人壓告人傷害成功...

5 14,143 黃暐瀚 不痛了，媽媽。冰櫃拉開的那一瞬間，我不敢相信...

6 11,721 五月天 Mayday 5月5日#點一首五月天的歌

7 8,430 李國毅Lego Lee 今天想跟一直以來照顧我的觀眾及媒體朋友們認真報告對於這個決定...

8 7,667 東森新聞 如果這是你老公，你會？歐巴洋芋片挑戰整妻！她手伸罐...

9 7,424 東森新聞 #榛果拿鐵編：離標準值差一點點了，弟弟要加油！ ...

10 7,251 ETtoday新聞雲 #最新員警一度向長官請辭！

https://www.facebook.com/300827401502721_208143900897197
https://www.facebook.com/4405749826140616_3884947538253500
https://www.facebook.com/4015660398530769_1123501554797297
https://www.facebook.com/3970009376414515_936558970502907
http://www.facebook.com/318527802969438_967659400673831
https://www.facebook.com/4060659367333953_288696172931664
http://www.facebook.com/303638997800807_390722148652336
https://www.facebook.com/5963366717031703_179349727291479
https://www.facebook.com/5964610010240707_2805250036393678
https://www.facebook.com/4469538399748956_11126882445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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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1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了！各位召喚師只要在此...

2 11,710 大甲鎮瀾宮 母親節送大甲媽加持金飾為媽媽保平安❤買還送限量大甲媽平安包...

3 8,871 開心水族箱 #開水好康【人人可領牡丹花！】明天是母親節啦...

4 6,505 蝦皮購物 (Shopee) 美好就是吃飯不用付錢！今天蝦編就為大家帶來美好開抽夏慕尼...

5 5,869 Pairs - 派愛族 客廳風格4選1，看出你的婚姻跟性格👉 https://bit.ly/3...

https://www.facebook.com/4182088288548325_502879000760323
https://www.facebook.com/4386964197981924_557392355420058
https://www.facebook.com/3995745610523456_218350599737894
https://www.facebook.com/1727699970749030_740969909918865
https://www.facebook.com/4331034646917953_114863163227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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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明星運動會】吳心緹誘敵戰

術，網友質疑MVP人選...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物種

活了20億年仍未滅絕？...

【新聞大白話】輾腳警嗆民肇逃

引發外界輿論，局長答詢說法...

【波特王 Potter King】中共改香港教材，不論是中華民國派

還是台派都是台獨辱華

【攝徒日記Fun TV】小粉紅內

戰，林天天拍片反擊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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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b3%e5%bf%83%e7%b7%b9%e8%aa%98%e6%95%b5%e6%88%b0%e8%a1%93%e7%99%bc%e9%85%b5%ef%bc%8c%e7%b6%b2%e5%8f%8b%e8%b3%aa%e7%96%91mv/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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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89%a9%e7%a8%ae%e6%b4%bb%e4%ba%8620%e5%84%84%e5%b9%b4%e4%bb%8d%e6%9c%aa%e6%bb%85%e7%b5%95%ef%bc%9f%e7%b4%b0%e6%95%b8/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5/youtube/%e3%80%90%e6%96%b0%e8%81%9e%e5%a4%a7%e7%99%bd%e8%a9%b1%e3%80%91%e8%bc%be%e8%85%b3%e8%ad%a6%e5%97%86%e6%b0%91%e8%82%87%e9%80%83%e5%bc%95%e7%99%bc%e5%a4%96%e7%95%8c%e8%bc%bf%e8%ab%96%ef%bc%8c%e5%b1%80/
https://www.social-lab.cc/2021/05/youtube/%e3%80%90%e6%b3%a2%e7%89%b9%e7%8e%8b-potter-king%e3%80%91%e4%b8%ad%e5%85%b1%e6%94%b9%e9%a6%99%e6%b8%af%e6%95%99%e6%9d%90%ef%bc%8c%e4%b8%8d%e8%ab%96%e6%98%af%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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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5%b0%8f%e7%b2%89%e7%b4%85%e5%85%a7%e6%88%b0%ef%bc%8c%e6%9e%97%e5%a4%a9%e5%a4%a9%e6%8b%8d%e7%89%87%e5%8f%8d%e6%9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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