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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年度趨勢觀察產業聲量消長與網紅影響力
- 產業聲量剖析：疫情前後產業聲量消長與話題焦點

- 網紅頻道觀察：掌握社群版圖變化與重點頻道類型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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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大綱

觀測來源：社群網站、討論區、新聞、評論、部落格、問答網站

觀測期間：Part 1 (2021/02/14-2021/08/12)；Part 2 (2020/01 – 08、2021/01 – 08)

熱門時事調查局 ( 火場迷思破解 /《精神衛生法》修法網友看法 / 振興券煩惱話題 )

2-1 網紅頻道社群互動指標探索

2-2 網紅頻道類型聲量排行

Part 2 社群網紅趨勢觀察

1-2 前三大產業討論重點與族群焦點

1-3 疫情下消費者對於企業轉型的期待

Part 1 疫情前後產業聲量趨勢探索

1-1 疫情前後的產業聲量消長

受到疫情影響，消費者愈來愈偏好以數位、遠距的方式進行購物，而近來許多產業也都面臨了數

位轉型的挑戰，不論是將線下服務轉為線上，或是提供更多元的電子支付方式，都已成為如今的新

常態。要制定品牌專屬的行銷策略，需要全盤掌握客群的期待與需求，讓行銷活動能發揮最大效益，

輕鬆擴大品牌影響力。

本期Social Watch摘錄《2021OpView數據年會》的部分內容，第一部分先從疫情的背景之下，帶

您洞察產業聲量排名情形，並對前三大產業進行聲量趨勢探索，從消費者的關注焦點緊抓趨勢脈絡。

而第二部分則從另一個角度出發，先觀察網紅於社群上的互動情形，並將網紅依照不同類型進行分

類，透過網紅類別聲量變化，了解網紅頻道於社群上的趨勢發展。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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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疫情前觀測時間區間為 2021/2/14 –2021/
5/14，疫情後則為2021/ 5/15 -2021/ 8/12。

【註2】共統計 57 個頻道標籤聲量，僅列出聲量前
10 名的頻道類型。

產業
疫情前
聲量排名

疫情後
聲量排名

排名變化

電子商務、購物、網路品牌 1 1 --

連鎖餐飲產業 3 2 ▲ 1

消費性電子及家電產業 9 3 ▲ 6

快速消費品/日常生活用品 7 4 ▲ 3

觀光旅遊產業 2 5 ▼ 3

財務金融保險 5 6 ▼ 1

影視娛樂產業 4 7 ▼ 3

化妝及保養品、美容、美髮 10 8 ▲ 2

醫療健康和醫療美容 14 9 ▲ 5

菸酒類 8 10 ▼ 2

Part 1 疫情前後產業聲量趨勢探索

疫情前後的產業聲量消長1-1

電商穩坐聲量第一，消費性電子及家電業排名竄升

觀察疫情前後註1各產業的聲量排名，來得

知哪些產業最受網友關注。從左圖中可看

出，電商排名穩居第一，相比其他產業，

受到疫情的影響程度最小；而在疫情期間

，許多餐廳推出的外帶便當與優惠，也都

是網友們的熱議話題，因此帶動餐飲業聲

量成長；另外消費性電子及家電產業聲量

更是竄升迅速，居家防疫期間，人們對生

活品質的要求提升，連帶地帶起了對於電

子產品的需求。

▲疫情前後產業聲量排行示意圖

▲疫情後電商產業族群聲量

接著我們從疫情後註1聲量前三名的產業切

入，並從網友討論內容中挖掘產業熱門話

題與關注焦點。

首先看第一名的電子商務、購物、網路品

牌產業，其中內容多集中討論與「消費」

相關的內容，疫情期間許多電商粉絲團會

舉辦抽獎，推廣各類產品，此類的行銷活

動也常能吸引大批民眾湧入留言，激起廣

大迴響。

而觀察該產業的族群聲量，發現女性及有

子女兩大族群最為活躍，從各自的討論焦

點中，可以發現女性多對於「優惠」相關

的話題感興趣，如「有搶到3%免手續費

券！」；而有子女的族群則是多針對「集

運物流」話題發表看法，如抱怨「我用的

集運連空運特貨都不給寄食品。」或是表

示「印象中空運特貨走香港，之前不少人

寄」。

前三大產業討論重點與族群焦點1-2

疫情期間消費話題仍夯，物流、貨量成話題

新聞

美妝保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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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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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
會

旅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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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

金
融

美
食

美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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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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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電商產業討論內容類型註2

NO.1 電子商務、購物、網路品牌產業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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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看到產業聲量排名第二的連鎖餐飲

產業，從左上方的圖表中可以看到美食、

新聞類頻道為較多人關注的話題，內容亦

多針對餐廳防疫措施相關，及外帶優惠的

資訊做討論，並關心政府對於餐廳內用禁

令的消息。

而在左下圖中，族群聲量的部分，女性多

肯定「外送」是「防疫」的好方式，就有

網友分享自己用美食外送過節的內容，並

表示「防疫期間就是需要網購美食！」；

至於男性則多對於「解封後能開始內用」

表示期待，且感慨「想在餐廳內用吃飯以

前這麼容易的事情居然在疫情下變得非常

遙遠的感覺…」。

最後看到消費性電子及家電產業，其不僅

是疫情後產業聲量排行第三，也是疫情期

間聲量成長最明顯的產業。

先觀察左上圖中的熱門話題類型，因為疫

情期間許多電商、百貨推出各類的家電抽

獎活動，導致「消費」話題聲量大增。

而在族群方面，從左下圖中可見女性及上

班族為主要關注族群。女性討論的話題多

與「居家清淨」有關，希望在疫情下能確

保家中成員的健康，如表示「基本上每天

除濕機都是開著」；而上班族因為前段時

間遠端工作的需求，對於「筆電」等相關

工作用電子設備的討論最為熱烈，並對「

缺貨」的情形做出反應，像是提出「筆電

真的很扯XD電商一堆售完的」。

消費美食 新聞

旅遊住宿

政治社會

生活分享

知識
分享

金融
理財

影劇 美妝

3C資訊

消費

生活分享

新聞

政治社會

電器設備

美食

旅遊
住宿

知
識
分
享

社會公益

▲疫情後餐飲業討論內容類型註2

▲疫情後家電產業討論內容類型註2

【註2】共統計 57 個頻道標籤聲量，僅列出聲量前 10 名的頻道類型。

NO.2 連鎖餐飲產業

▲疫情後餐飲業族群聲量

▲疫情後家電產業族群聲量

NO.3消費性電子及家電產業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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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消費者對於企業轉型的討論1-3

「防疫安全」為重點，「無接觸」消費方式受歡迎

服務
轉型

防疫
安全

功能
整合

數位
普及

▲疫情期間網友對於「企業轉型」討論詞彙文字雲註3

看完產業的變化，最後再深入挖掘消費者在疫情期間，面對企業進行轉

型有什麼樣的討論。從上圖所匯集的詞彙文字雲中，可以歸納網友對品

牌的四大轉型期待，而首先能夠落實「防疫」，以確保「安全」，是消

費者們的普遍目標，因此許多於疫情期間，提供「線上」、「遠距」等

無接觸服務的企業都能夠獲得比較多的關注，另外也有不少聲音希望能

趁此機會有更多商家進行「數位普及化」，如提供「行動支付」等功能

，或是對現有的平台、app服務進行整合。

Part 2 社群網紅趨勢觀察

87,459,740（則）

102,255,392 （則）

2021/01 – 08

2020/01 – 08

企業進行數位行銷的常見方式之一，便是與網紅合作來擴大品牌於社群

上的知名度，而為了瞭解網紅於社群上的影響力，首先可以從整體趨勢

概覽的角度來看，單計算來自網紅的頻道所創造的聲量，包含留言與發

文，在2021年的1到8月便高達一億則，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了17％

，顯示網紅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而再進一步地將來自網紅頻道的聲量與

總體社群聲量做比較，可發現因網紅而起的聲量為總體的25.4%，再次

應證了網紅頻道於網路口碑中的影響力。

17％

【註3】疫情期間之觀測時間區間

為2021/05/15 - 2021/08/12。

▲網紅頻道同期聲量比較
▲2021年社群中平均每四則聲量，

就有一則來自於網紅頻道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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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3C科技

投資理財

醫療健康

運動健身

知識分享

親子互動

圖文創作

美妝時尚

美食烹飪

電玩遊戲

聲量（則）

接著我們整理出2021年網紅於

各社群平台上的平均每則貼文

互動表現，並列出各平台互動

表現最佳的前10%網紅數據，

藉以提供品牌作為網紅合作成

效上的參考。

從左圖中可以發現前10%的網

紅在互動表現上皆比平均高出

了2-3倍，尤其是在Instagram

平

網紅頻道社群互動指標探索2-1

YouTube互動效果最佳，前10%網紅成效高出平均2-3倍

▲2021 網紅頻道於三大平台之平均互動表現

網紅頻道類型聲量排行2-2

電玩遊戲類網紅互動最佳，投資理財類聲量呈現高成長

投資理財類型

醫療健康類型

6.7 %
*與去年同期相比

5.8 %
*與去年同期相比

▲2021/01-2021/08 網紅頻道類型聲量排行

接下來將網紅依照不同的類型進行分類，來觀察網紅類型的聲量變化。從上圖可以看到電玩遊戲、美食烹

飪、美妝時尚三個類型的聲量最高，有些網紅會與遊戲廠商合作，進行遊戲的試玩直播，吸引許多粉絲觀

看並留言與網紅進行互動。而在美食烹飪頻道中，如廚師蔡季芳（阿芳老師），常常於臉書直播自己的料

理烹調過程，或是發佈與食品業者合作的影片，也都能吸引不少觀看以及互動。另外與去年同期相比，以

投資理財與醫療健康類型頻道成長率最高，今年上半年因為海運與鋼鐵等台股表現亮眼，意外帶起投資理

財的熱潮，另一方面，因爲疫情人們對於醫療相關資訊也普遍給予更高的關注。

上，熱門網紅的每則貼文按讚數較整體平均高出三倍，由此可看出前10%網紅的社群影響力之高。另外，

在社群網站中，以影片形式作為主要傳達方式的YouTube，除了因影片題材選擇豐富、話題擴散效果佳，

而在社群網站中有優秀的互動效果，另一方面，近來也由於直播的盛行，許多網紅會在社群上進行直播與

粉絲互動，即時的交流方式也往往能吸引到近萬則的留言與讚數，達到良好的社群擴散效果。

聲
量
成
長
最
多

To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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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 疫情前後

產業聲量趨勢探索
 疫情前後的產業聲量消長：

電子商務、購物、網路品牌為本次觀測期間，聲量最高的產業，而

因為疫情多居家防疫、遠端工作，民眾對於消費性電子及家電的需

求大增，連帶帶起該產業的聲量成長。

 前三大產業討論重點與族群焦點：

疫情期間聲量前三大的產業中，以「消費類」、「美食類」話題內

容最受矚目，尤其是居家防疫不便外出採買，許多電商、網路購物

平台的「物流」、「庫存」、「集運方式」，都成為網友們的熱議

話題。

 疫情下消費者對於企業轉型的期待：

為防疫安全，民眾期待企業能普及更多數位化的功能，如電子支付、

線上及遠端服務，而無接觸的消費形式也受到大眾歡迎。

 網紅頻道社群互動指標探索：

根據網紅於社群平台上的平均每則貼文互動狀況，再計算各平台互

動表現最佳的前10%網紅互動數據，提供品牌作為參考指標。其中

可看出網紅於YouTube上互動狀況最佳，前10%網紅的互動成效高

出整體網紅的平均近3倍。

 網紅頻道類型聲量排行：

觀察社群上不同類型網紅的聲量，最高的為電玩遊戲類網紅，而投

資理財類與醫療健康類型網紅，為成長幅度最多的兩大類頻道。

Part 2 社群網紅趨勢觀察

受到大環境的影響，產業

間的聲量也有所消長，其

中電商產業受到疫情的影

響程度最小，而綜觀來說

，與「無接觸」相關的消

費模式話題也都能引起網

友關注，如網購的「優惠

、物流、庫存」，或是餐

飲業的「外送」服務等。

從社群上來自網紅頻道

的聲量趨勢，可以看出

網紅於網路上的高影響

力，另外有愈來愈多網

紅頻道會藉由「直播」

來提高與粉絲的互動，

互動成效極佳。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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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2021.10.18-10.24

Social Lab每週追蹤特定主題，把網友想法一次說給你聽！

火場逃生迷思大破解！火災別再躲浴室

• 火災切記「不要往上跑」「躲進浴室」不一定最安全……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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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委呼籲《精神衛生法》應盡快修法，民眾怎麼看？

• 憾事一再發生《精神衛生法》該不該修？立委出面帶動話題關注

• 法律遲遲不修該誰負責？修法後能幫助精神病患者？……繼續閱讀

五倍券開始領、加碼券陸續開獎，網友卻有這些煩惱？

• 振興券問題多？「李洋」教大家辨識真偽……繼續閱讀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0/trending-pressrelease/%e7%81%ab%e5%a0%b4%e9%80%83%e7%94%9f%e8%bf%b7%e6%80%9d%e5%a4%a7%e7%a0%b4%e8%a7%a3%ef%bc%81%e7%81%ab%e7%81%bd%e5%88%a5%e5%86%8d%e8%ba%b2%e6%b5%b4%e5%ae%a4/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0/trending-pressrelease/%e7%ab%8b%e5%a7%94%e5%91%bc%e7%b1%b2%e3%80%8a%e7%b2%be%e7%a5%9e%e8%a1%9b%e7%94%9f%e6%b3%95%e3%80%8b%e6%87%89%e7%9b%a1%e5%bf%ab%e4%bf%ae%e6%b3%95%ef%bc%8c%e6%b0%91%e7%9c%be%e6%80%8e%e9%ba%bc%e7%9c%8b/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0/trending-pressrelease/%e4%ba%94%e5%80%8d%e5%88%b8%e9%96%8b%e5%a7%8b%e9%a0%98%e3%80%81%e5%8a%a0%e7%a2%bc%e5%88%b8%e9%99%b8%e7%ba%8c%e9%96%8b%e7%8d%8e%ef%bc%8c%e7%b6%b2%e5%8f%8b%e5%8d%bb%e6%9c%89%e9%80%99%e4%ba%9b%e7%85%a9/#txt-press-tickets-01
https://www.opview.com.tw/report/20211101/23065
https://www.opview.com.tw/report/20211101/23065
https://www.opview.com.tw/report/20211101/23071
https://www.opview.com.tw/report/20211101/23071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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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607 LINE TODAY > 國內 3Q陳柏惟暴起暴落立委初登場戲劇化謝幕

2 2,233 LINE TODAY > 新頭殼 顏寬恒喊是這塊土地的主人網翻資料大驚：真的耶

3 1,928 yahoo新聞 > 政治 赴「陸」打疫苗想換小黃卡陳宗彥冷回「哪一國」

4 1,845 yahoo新聞 > 大台北 2021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潘孟安奪冠柯文哲墊底

5 1,690 LINE TODAY > 新頭殼 美女醫師驕傲加入基進黨、po這張照片：整個害羞了

6 1,614 LINE TODAY > 生活 想知道這週的偏財運？先看看這條錢中了沒

7 1,589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陳柏維「愛說謊」？其他同學們忍不住出聲了

8 1,534 yahoo新聞 > 各家新聞 台商在「大陸」打兩劑疫苗回台陳宗彥：大陸是哪國？

9 1,351 LINE TODAY > 生活 打高端疫苗不能入境美國？高端回應了

10 1,321 yahoo新聞 > 政治 網紅小玉「變臉謎片」風波蔡英文要修法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283 心情 我就是陪酒買名牌包，怎麼了嗎？

2 1,843 追星 #新聞金宣虎逼前女友墮胎？

3 1,573 追星 #閒聊黃偉晉IG限時動態這個發言妥當嗎？

4 1,480 工作 認真想問有月薪八萬的工作嗎？

5 1,454 心情 有個綠茶婊室友怎麼辦^^

6 1,343 汽車 副駕只給他媽坐＝＝

7 1,315 結婚 老公在我懷孕3個月的時候跟別的女人上床

8 1,251 感情 男友太好了，我想要分手

9 1,219 心情 我弟毀了我家。

10 1,157 心情 我這種性格是不是註定交不到男朋友😭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1.10.18-10.24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mWWjr7z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gzojkRG
https://tw.news.yahoo.com/%E5%BF%AB%E6%96%B0%E8%81%9E-%E8%B5%B4-%E9%99%B8-%E6%89%93%E7%96%AB%E8%8B%97%E6%83%B3%E6%8F%9B%E5%B0%8F%E9%BB%83%E5%8D%A1-%E9%99%B3%E5%AE%97%E5%BD%A5%E5%86%B7%E5%9B%9E-08300203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2021-%E7%B8%A3%E5%B8%82%E9%95%B7%E6%96%BD%E6%94%BF%E6%BB%BF%E6%84%8F%E5%BA%A6%E8%AA%BF%E6%9F%A5%E5%87%BA%E7%88%90%EF%BC%81%E6%BD%98%E5%AD%9F%E5%AE%89%E5%A5%AA%E5%86%A0-%E6%9F%AF%E6%96%87%E5%93%B2%E5%A2%8A%E5%BA%95-061035638.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kEEBRV1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vXKvwzo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eLojepD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5%95%86%E5%9C%A8-%E5%A4%A7%E9%99%B8-%E6%89%93%E5%85%A9%E5%8A%91%E7%96%AB%E8%8B%97%E5%9B%9E%E5%8F%B0-%E9%99%B3%E5%AE%97%E5%BD%A5-%E5%A4%A7%E9%99%B8%E6%98%AF%E5%93%AA%E5%80%8B%E5%9C%8B%E5%AE%B6-072642342.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oqXBq85
https://tw.news.yahoo.com/%E5%BF%AB%E6%96%B0%E8%81%9E-%E7%B6%B2%E7%B4%85%E5%B0%8F%E7%8E%89-%E8%AE%8A%E8%87%89%E8%AC%8E%E7%89%87-%E9%A2%A8%E6%B3%A2-%E8%94%A1%E8%8B%B1%E6%96%87%E8%A6%81%E4%BF%AE%E6%B3%95-134405226.html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280827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7248971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7285538
https://www.dcard.tw/f/job/p/237258367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272672
https://www.dcard.tw/f/car/p/237264925
https://www.dcard.tw/f/marriage/p/23726384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7274656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26265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277184
https://www.social-lab.cc/news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news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dcard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dcard_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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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406 Gossiping [新聞]簡舒培逼柯文哲唸蔡英文4個堅持黃瀞瑩…

2 2,067 Gossiping [爆卦]聯醫疫苗的400非柯文哲決定...

3 1,945 Boy-Girl [討論]女朋友過於強大怎麼辦...

4 1,801 Gossiping [新聞]林右昌拋「北海市」基隆拚升格！併新北7...

5 1,773 Gossiping [新聞]獨／中央地方衝接種量北市醫護快被逼瘋

6 1,685 Gossiping Re: [問卦]拉麵店是不是最愛在FB靠北靠母？

7 1,624 KoreaStar [新聞]金宣虎16年知己說話了！她驚見「網斥好友...

8 1,579 Gossiping [新聞]永和Uber Eats外送員擦撞機車倒地遭公車...

9 1,523 Gossiping [新聞]刪Q之後恐再撤昶林昶佐發聲:我們不能一直...

10 1,470 marriage [求助]請益夫妻理財問題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51 時事_台灣新聞 蔡政府完全失敗疫苗政策遇事無解只能靠郭董靠BNT?

2 147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慟！疑閃違停車外送員先碰撞機車倒地再遭公車輾斃

3 139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無奈】雖然不是第一次被撞，但是是第一次報警…

4 124 時事_兩岸新聞 台灣人為什麼不當中國人了?

5 119 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百分之百大家都有違規過,為什麼還要檢舉別人？？

6 119 時事_台灣新聞 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這個國家的雕民特別多

7 115 閒聊_投資與理財 郭台銘電動車，你會買嗎？

8 113 女性_媽媽寶寶親子 結婚三年多沒辦法懷孕該怎麼辦?

9 112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不滿違停被拍當街互嗆路人不爽助拳毆打檢舉達人

10 110 時事_台灣新聞 不要廢話那麼多,就是不想為台獨而戰

新增回文數：於觀測期間內所新增之回文留言數。

PTT批踢踢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贈獎文、直播文)

Mobile01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閒聊文)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4739141.A.C39.html
http://www.ptt.cc/bbs/Boy-Girl/M.1634788689.A.52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4925102.A.3B1.html
http://www.ptt.cc/bbs/Boy-Girl/M.1634788689.A.52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4520696.A.16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4654528.A.A7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4946947.A.37A.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634907365.A.40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4627598.A.CF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4992166.A.C13.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34652784.A.BF3.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638&t=647698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294&t=647527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294&t=647571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781&t=647523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294&t=647765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638&t=647579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291&t=647489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375&t=647576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294&t=647718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638&t=6477849
https://www.social-lab.cc/ptt_charts/
https://www.social-lab.cc/ptt_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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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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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4,240 蔡英文 Tsai Ing-wen 稍早，我已跟柏惟通話、為他打氣，面對這樣的困難...

2 11,514 顏寬恒 一路走來，終於到了最後幾天了整個執政黨舉全國之力對我...

3 11,494 3Qi.tw 陳柏惟 我所深愛的台灣，我所敬重的台灣人民，…

4 10,621 羅智強 狂賀！刪Q成功

5 6,037 爆料公社 朱小發表於爆廢公社嗯~

6 5,977 東森新聞 #愛在身編：大家覺得誰的問題比較大？停車擋板刮壞…

7 5,510 ETtoday寵物雲 寵物菜市場名：皮皮、嘟嘟、妞妞、妹妹、小黑、小白…

8 5,489 中天新聞 難得聽到阿北這麼大聲阿，有兇起來（＃欠編）…

9 4,785 自由時報 你想跟陳柏惟說什麼？

10 3,968 TEEPR 亮新聞 私下遇過最暖的藝人是？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7,782 PTT01 娛樂新聞 第一眼看到什麼？👉至FB收件匣查看答案👈

2 1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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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5,601
Big City遠東巨城購

物中心
平時多運動增強免疫力，你需要一個新款超強助手。 10月20
日前成為巨城粉絲公開…

4 6,810 蝦皮購物 (Shopee) #文末ㄔㄐ如果對著Siri說Hi，叫做Hi Siri那對著…

5
4,019 食尚玩家

🎉快對身分證爽吃🎉❶三個「2」免費吃牛排❷「1、0、2、
5」全中免費吃豬…

閒聊文：❶特定頻道週期性發起之聊天性文章。❷主文發文日期於觀測期前14天，網友仍持續回帖之長期性討論文章。
直播文：提供直播連結或相關資訊，並於該主文下討論影片內容。
贈獎文：發文者要求回覆文章、按讚、分享等，並提供特定回饋，誘發網友大量留言之文章

Facebook粉絲團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Facebook活動文 聲量探索排行榜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743288011065_3030780170525464
https://www.facebook.com/2981557628760780_396160371968221
https://www.facebook.com/1569455780054074_2004578656384053
https://www.facebook.com/4361591147210824_405859537874894
https://www.facebook.com/1720618974955247_430884542008507
https://www.facebook.com/6508340659200970_242166214607689
https://www.facebook.com/4599472750140371_471246664309120
https://www.facebook.com/2103271699838744_1557075044639239
https://www.facebook.com/4780346988717596_3066144606967527
https://www.facebook.com/3249228591973147_1213086725872932
https://www.facebook.com/3822618421297625_479320483200161
https://www.facebook.com/4691330084290807_1862802817261779
https://www.facebook.com/4491295827619329_203290818592870
https://www.facebook.com/1896326667219692_325888149298093
https://www.facebook.com/5125999097416147_34339719755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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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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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cial Lab收錄每周前十名YouTube熱門影片排行榜，欲看更多熱門影片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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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王 Potter King】成功讓對岸著急的一
首歌：「已經忍很久了…」

【攝徒日記Fun TV】辱華神曲誕生？藝人慘遭
對岸封殺

【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換臉」爭議越燒越
火造成的爭議究竟有多大？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為何漢堡讓這
麼多人喜愛背後緣起原因大解密！

【寒國人】黃明志新歌惹怒對岸網友留言直批各國都在嘲笑！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0/youtube/%e3%80%90%e6%b3%a2%e7%89%b9%e7%8e%8b-potter-king%e3%80%91%e6%88%90%e5%8a%9f%e8%ae%93%e5%b0%8d%e5%b2%b8%e8%91%97%e6%80%a5%e7%9a%84%e4%b8%80%e9%a6%96%e6%ad%8c%ef%bc%9a%e3%80%8c%e5%b7%b2%e7%b6%93/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0/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8%be%b1%e8%8f%af%e7%a5%9e%e6%9b%b2%e8%aa%95%e7%94%9f%ef%bc%9f%e8%97%9d%e4%ba%ba%e6%85%98%e9%81%ad%e5%b0%8d%e5%b2%b8%e5%b0%81%e6%ae%ba/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0/youtube/%e3%80%90%e5%bf%97%e7%a5%ba%e4%b8%83%e4%b8%83-x-%e5%9c%96%e6%96%87%e4%b8%8d%e7%ac%a6%e3%80%91%e3%80%8c%e6%8f%9b%e8%87%89%e3%80%8d%e7%88%ad%e8%ad%b0%e8%b6%8a%e7%87%92%e8%b6%8a%e7%81%ab-%e9%80%a0/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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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ba%e4%bd%95%e6%bc%a2%e5%a0%a1%e8%ae%93%e9%80%99%e9%ba%bc%e5%a4%9a%e4%ba%ba%e5%96%9c%e6%84%9b-%e8%83%8c%e5%be%8c/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0/youtube/%e3%80%90%e5%af%92%e5%9c%8b%e4%ba%ba%e3%80%91%e9%bb%83%e6%98%8e%e5%bf%97%e6%96%b0%e6%ad%8c%e6%83%b9%e6%80%92%e5%b0%8d%e5%b2%b8%e7%b6%b2%e5%8f%8b-%e7%95%99%e8%a8%80%e7%9b%b4%e6%89%b9%e5%90%84%e5%9c%8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