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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台劇崛起突圍戲劇產業與社群發酵關鍵
- 產業內容趨勢探索：吸睛題材的關鍵要素

- 戲劇熱度觀察：從網路輿情看職人劇熱度與族群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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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

格、新聞

觀測期間：2021/01/01-2021/10/31

熱門時事調查局 ( 都更的居住正義網友看法／護眼保健／房市話題 )

紅遍大街小巷的《流星花園》、《惡作劇之吻》等台灣偶像劇，曾

引領著華語的影劇市場，但在全球影視生態的影響之下，光是「傻白

甜」的愛情題材已無法滿足台灣民眾的閱聽需求，台灣電視劇的發展

因而起起伏伏跌宕了幾年。直到2019年《我們與惡的距離》以社會事

件為題，開創台劇新局後，迎來了「台劇大爆發」的熱潮，各類型題

材百花齊放，台劇又再次成為網路社群關注的話題。

不論影視習慣如何改變，我們仍可從網路輿情的聲量數據中，窺見熱

門的戲劇話題重點，掌握社群發酵與擴散的關鍵，藉此了解閱聽人的

心聲，搶攻觀眾目光。本報告旨在使用《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追蹤2021年至今台劇話題的網路聲量，透過蒐整的輿情數據，將大眾

對於台劇的關注面向以量化與質化方式進行剖析，藉此深入洞察社群

熱議的內容題材與族群輪廓，提供各界參考並掌握戲劇內容的潛在發

展趨勢。

1-2 台劇話題聲量來源

1-3 台劇話題熱議焦點

Part 1 台灣戲劇產業話題聲量與趨勢分析

1-1 台劇產業聲量消長與趨勢

2-1 職人劇社群熱度評比

2-2 職人劇關注族群剖析

Part 2 台灣職人劇熱度與族群輪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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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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台灣戲劇產業話題聲量與趨勢分析

綜觀2021年以來台劇整體的日聲量討論趨勢，可發現自五月份起，台灣電視劇的產業聲量有較明顯的

成長，究其原因，發現除了因有數部如《火神的眼淚》、《斯卡羅》等職人、歷史題材的台劇開播，

或如《俗女養成記2》、《國際橋牌社2》等第二季戲劇內容的回歸，讓大眾備感期待之外，更由於多

數民眾於居家防疫期間減少外出活動，改以「在家追劇」，因此下半年的產業討論聲量相比上半年，

出現數個日聲量破2萬則以上的聲量高峰。再觀察日聲量高峰出現的話題與時機，可發現日聲量高峰的

熱議內容多與台劇的開播與完結相關，且多出現在週末電視劇（以下簡稱週末劇）播出的時日，可見

台灣週末劇確實吸引了閱聽人的目光與關注。

▲2021年產業日聲量趨勢圖

1月 2月 3月 5月4月 6月 7月 8月 10月9月

《火神的眼淚》完結

《俗女養成記2》完結在即

《斯卡羅》開播
《火神的眼淚》劇情片花

《火神的眼淚》映後直播 金鐘56結束

台劇產業聲量消長與趨勢1-1

居家防疫追劇帶動聲量成長，夜間討論多

▲平均單日主回文小時聲量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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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排除抽獎活動的討論聲量，以便深入了

解網友實質的討論內容。從右方平均單日主回文小

時聲量雷達圖可知，夜間的平均單日小時聲量則數

以21-23時較多，日間則多集中在中午12時。其中

，討論熱度最盛的21至23時，為多數台劇播映之

前後時間區段，不少網友會於討論區自主發起「

Live實況文」轉發或預告戲劇內容，帶動許多支持

與期待該戲劇之網友於底下回應。除此之外，多部

週末劇的官方粉絲團也會發起「映後直播」的活動

，讓導演、製作人及演員能在線與觀眾互動。當劇

組於直播活動中分享或抒發拍戲時的心情點滴，不

少收看直播的網友也會同步留言自身的觀後心得，

成功延續了戲劇的討論熱度。另外，12時為日間

唯一的高峰時間，依此可知有部分民眾會利用中午

用餐時間參與戲劇的話題討論。

5/22 (六)

5/5 (三)

5/29 (六)

8/15 (日)

10/3 (日)
聲量(則)

1,000

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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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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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以Facebook與

YouTube為聲量最大

的兩個社群網站來源

，兩者共涵蓋了超過

七成的討論聲量，且

又以拍攝花絮、精華

片段及演員訪談等社

群影音內容最能帶起

網友的話題討論。

了解台灣戲劇產業的聲量趨勢後，接續將透過統計聲量來源網站

，觀察網友討論的熱門聚集地。從下方聲量來源網站占比圖可知

，Facebook、YouTube及Ptt為三大聲量來源網站。

台劇話題聲量來源1-2

利用「臉書直播」，創造戲劇的社群互動

▲三大來源網站熱門頻道聲量排行

▲聲量來源網站占比圖

進一步觀察Facebook與YouTube的熱門頻道，發現雖同為社群網

站，且都有電視台經營的官方頻道，但兩者在社群互動的模式上

略有差異：在Facebook的熱門頻道中以「電視劇」本身經營的粉

絲團較多，不少戲劇節目會於Facebook官方粉絲團發起直播活動

，進而創造戲劇與觀眾的雙向社群互動；而YouTube的熱門頻道

則以「電視台」釋出戲劇全集的影片為主，雖因此累積較多的頻

道聲量，但多為網友單向留言的觀後心得，因此與社群間的互動

感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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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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劇話題熱議焦點1-3

台劇漸朝「日常寫實」題材方向發展

接下來，透過語意斷詞的方式，了解網友在提及台劇話題時的熱議

焦點。根據熱議文字雲中出現的字詞，我們可歸納出三組話題焦點

，分別是「戲劇資訊」、「題材內容」與「人物刻劃」。

▲熱議文字雲與歸納面向

在「戲劇資訊」面向中，可看到「八點檔」、「民視」、「黃金歲

月」等熱議字詞出現。細究其討論文本，發現於週間播出的「鄉土

八點檔」，因其內容走向愈趨綜藝化，每每於社群平台中引起熱烈

的迴響，在網路社群間因而形成一股「八點檔的迷因現象」，更成

為時事話題的風向盤。另外在「戲劇資訊」的熱議詞彙中，下半年

播出的強檔戲劇，如「斯卡羅」、「火神的眼淚」等週末劇也相當

受到矚目。

若要進一步了解週末劇備受關注的原因，從「生活」、「社會」、

「事件」等與「題材內容」相關的詞組中，可看出網友對於2021年

間台劇的閱聽偏好，更傾向關注「貼近生活」，或以「社會議題」

等事件出發的劇情主線。而在這類的劇情腳本中，加入「愛情」、

「喜劇」與「職人劇」成分元素的故事較能引發討論。

而從「精神」、「寫實」、「小人物」等熱議字詞，也可看出網友

對於劇中細膩的「人物刻劃」常有所共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

」一詞的出現，也意味著以「女性」角度出發的寫實題材漸能引起

觀眾的討論。

八點檔、斯卡羅、民視、
火神的眼淚、公視、台劇、
入圍、黃金歲月、Netflix

戲劇資訊

故事、生活、劇情、歷史、
社會、愛情、事件、喜劇、
議題、職人劇

題材內容

角色、女性、精神、律師、
消防員、寫實、細膩、刻
劃、小人物

人物刻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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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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於2021年播映的六部職人劇為例，進行評析。在二維圖中，愈靠右上位置的戲劇，代表其在

網路社群間的討論熱度與擴散廣度有愈佳的表現。在六部戲劇中，或加入偶像、政治元素，或講述

不同年代的職業故事，但可發現較趨向右上位置的三部戲劇《火神的眼淚》、《四樓的天堂》、《

她們創業的那些鳥事》皆以「日常」為題，描述現代人的生活樣貌，而更能引發網友關注，如有網

友發文表示「演出生活日常，馬上心有戚戚焉」、「演得太貼近生活，所以這麼吸引人」等。其中

《火神的眼淚》因結合「消防」打火與「消防」議題，因此在戲劇播映前後更有許多來自醫護公衛

、政法界等人士的關注聲量，

【註1】本報告所觀測之職人劇係指透過刻劃特定職業領域，以帶出該職業背後故事、事件與衝突等，係兼具真實專業與趣味

性之戲劇內容（鄭淑，2015。韓國影視講義1：戲劇電視劇劇本創作&類型剖析）。 本處挑選之六部職人劇係於2021年播映

，且符合以上「職人劇」定義之戲劇。其中，《國際橋牌社》於2021年9月播出第二季，本處統計係包含該戲劇第一季之聲

量與頻道露出數，再將兩季的觀測結果予以加總計算之。

【註2】平均單日之計算方式係統計該戲劇自「首播上映前一個月至播映結束後一個月」之總聲量與頻道露出數，並除以期間

總天數。若該戲劇未於2021/10/31前播畢，則其總聲量與頻道數統計至2021/10/31止。

職人劇社群熱度評比2-1

結合日常議題，最易引發「戲如人生」的迴響

Part 2 台灣職人劇熱度與族群輪廓探索

透過熱議文字雲，可知「社會寫實」、「生活日常」等較貼近人心的內容往往較能引發觀眾的共鳴

，其中針對不同職業刻劃的「職人劇」題材，更是因描摹不同行業間人物日常的寫實內容，在近來

格外受到矚目，因此以下我們將進一步剖析台灣「職人劇」【註1】，其得以於網路社群中創造高度討

論的關鍵要素，藉此了解職人劇的潛在發展方向。

▲台灣職人劇平均單日聲量數與頻道露出數二維圖

一般來說，若要評估戲劇內容的網路討論熱度，我們可透過觀察該戲劇的「聲量數」與「頻道露出

數」來綜觀評析戲劇的熱度表現。然而，若要更深入了解戲劇是否成功於播出期間，或在一定的時

間區間內維持高度的聲量曝光與話題擴散，我們則可檢視戲劇節目「平均單日」【註2】的討論表現，

並依此了解該戲劇的社群擴散力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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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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以社群熱度與擴散表現較佳的《火神的眼淚》進一步探

討關注此部戲劇的族群組成，及其熱門族群又有哪些關注焦點。

職人劇關注族群剖析2-2

上班族重職場現實，女性社會角色受討論

《火神的眼淚》因結合「救護」打火與「消防」議題，因此在戲

劇播映前後更有許多來自醫護公衛、政法界等人士的關注聲量。

加上《火神的眼淚》在播映完結後沒多久，又相繼爆發多起火災

事件，便有不少「劇中情節真實上演」的討論文本出現，可見當

戲劇與生活記憶相關，或實況演出社會問題的戲碼，較能引發觀

眾的迴響與共鳴。

值得一提的是，在六部職人劇中，僅有《生生世世》為長篇168

集的戲劇，其餘五部戲劇平均集數約15集，也可看出當職人劇演

出現代人的生活樣貌，其社群熱度與擴散廣度並不一定受制於戲

劇長短篇幅製作的影響。

聲量(則)

11,286
12,717

17,432

0

5,000

10,000

15,000

男性 女性 已婚 未婚 有子女 上班族 學生

▲《火神的眼淚》族群討論聲量

首先觀察《火神的眼淚》的族群聲量組成，可看出上班族為較主

要的關注族群，且男女族群皆有所關注，又以女性族群的關注聲

量較高。從上班族的討論焦點中，可發現部分上班族網友更加關

注劇中消防員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如「消防員做安檢還會被刁難

」；也會討論消防員的職場環境，如「消防隊人力吃緊哪能請育

嬰假」、「如果衝撞長官，（消防員）就別想升遷了」等。

而在女性族群的討論文本可見較多「感性」的發言，而女性族群

也往往較不吝於展露對劇中角色的心情，如有不少女性網友在劇

中角色殉職後留言寫下「看得好心痛」等心情。此外，女性族群

也更會以「女性」角度出發，分析劇中「女性」消眷的態度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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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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的眼淚》男女族群討論熱詞

也更會以「女性」角度出發，分析劇中「女性」消眷的態度與心境，

如「可以理解產後憂鬱加上過度疲勞，真的隨便一句話就能爆炸」、

「身為兩個孩子的媽，我完全可以理解」等。

最後我們從性別的角度出發，了解男性、女性族群於《火神的眼淚》

中分別關注焦點內容的異同。

綜觀男女族群的熱議詞彙，可發現雖是討論同一齣戲劇，但兩族群間

先後關注的重點與用詞略有差異。以男性族群而言，更多關注貼近「

現實」的議題面向，也相較會抒發對於劇中「刁民」現象的不滿，如

「刁民的行為讓我一肚子火」、「火神裡面的台灣鯛（刁）都是真的

」；反觀女性族群族更先出現對劇組與消防員的「感謝」，如「謝謝

火神讓我知道消防醫護人員的辛苦」、「真的謝謝第一線人員的辛勞

」等。

另外，觀察男女族群稱呼劇中人物的方式，也可發現男性較多會延伸

或討論「演員」本身的演技，並以其真名稱呼之，而女性則相較聚焦

於「角色」於劇情中的成長發展。

綜上所述，以描述「職人精神」為切入角度的職人劇，在不同族群間

的關注話題雖略有不同，但從網路輿情數據一層層的深入剖析中，我

們依舊能梳理出族群所關注話題的仍不脫「日常」二字，也能看出台

灣民眾對於戲劇從「脫離現實」的傻白甜戲碼到「貼近現實」的日常

劇情，其觀影偏好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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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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劇產業聲量消長與趨勢：

觀測2021年十個月的日聲量走勢，可發現下半年（5~10月）

的戲劇產業聲量呈成長趨勢。若從小時聲量分析，聲量高峰

多集中在戲劇播映期間的21-23時，而日間的聲量高峰則落

在午間12時的用餐時間。此外，隨著戲劇的播映與完結也都

能較大幅度地帶起網路社群的討論聲量。

 台劇話題聲量來源：

聲量多聚集於社群網站與討論區。社群網站當中又以

Facebook與YouTube網站的聲量最多，前者較後者易形成社

群間的雙向互動，聲量迴響更高。

 台劇話題熱議焦點：

話題可歸納為戲劇資訊、題材內容與人物刻劃等三面向。綜

合三面向的話題焦點，可知生活化的寫實題材與刻劃人物精

神的劇本故事愈趨受到矚目。

小結

 職人劇社群熱度評比：

戲劇的社群擴散力強弱，除了從聲量與頻道露出總數中計算，

「平均單日」的社群指標更可深入了解戲劇於一定時間區段

內的熱度與廣度表現。依此指標概念，《火神的眼淚》社群

表現最佳。

 職人劇關注族群剖析：

《火神的眼淚》以貼近生活題材的劇情吸引較多上班族的關

注。若分析男女族群關注的焦點內容，可發現兩者的優先序

略有不同，男性先關注社會現實問題與演員演技；女性則相

較入戲，並較會設身處地分析劇中「女性」角色的立場。

Part1

台灣戲劇產業話題聲量與

趨勢分析

放眼台灣電視劇自瓊瑤劇、

偶像劇之後，台灣戲劇至今

又吹起了一陣新的內容浪潮

，從網路輿情的口碑聲量中

，我們可瞥見端倪。

Part2

台灣職人劇熱度與

族群輪廓探索

深入不同行業，講述各種職

業精神與文化的「職人劇」

愈來愈多。兼具娛樂與專業

性，職人劇得以造成社群熱

度與發展趨勢的原因可從族

群口碑聲量中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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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1-11.07

Social Lab每週追蹤特定主題，把網友想法一次說給你聽！

大火燃起都更關注度居住安全與居住正義兩難！

• 城中城大火燃起都更關注度雙北多地點引討論

• 居住安全VS居住正義的兩難屋主怨無法「一坪換一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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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眼保健怎麼吃？這些營養素很重要

• 日常護眼，從定期檢查與飲食攝取做起

• 葉黃素護眼討論多，選購時注意「這一點」……繼續閱讀

房市隨疫情回溫景觀與氧生宅引社群關注

• 第三季房市熱度漸回溫九月六都移轉棟數爆量月成長15%

• 建商捐贈防疫物資回饋社會獲盛讚「美學設計」轉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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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trending-pressrelease/%e5%a4%a7%e7%81%ab%e7%87%83%e8%b5%b7%e9%83%bd%e6%9b%b4%e9%97%9c%e6%b3%a8%e5%ba%a6-%e5%b1%85%e4%bd%8f%e5%ae%89%e5%85%a8%e8%88%87%e5%b1%85%e4%bd%8f%e6%ad%a3%e7%be%a9%e5%85%a9%e9%9b%a3%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trending-pressrelease/%e8%ad%b7%e7%9c%bc%e4%bf%9d%e5%81%a5%e6%80%8e%e9%ba%bc%e5%90%83%ef%bc%9f%e9%80%99%e4%ba%9b%e7%87%9f%e9%a4%8a%e7%b4%a0%e5%be%88%e9%87%8d%e8%a6%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trending-pressrelease/%e6%88%bf%e5%b8%82%e9%9a%a8%e7%96%ab%e6%83%85%e5%9b%9e%e6%ba%ab-%e6%99%af%e8%a7%80%e8%88%87%e6%b0%a7%e7%94%9f%e5%ae%85%e5%bc%95%e7%a4%be%e7%be%a4%e9%97%9c%e6%b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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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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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033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和平是爭來的！邱國正投書華爾街日報：台灣…

2 2,465 LINE TODAY > 生活 【加碼券對獎圖解4】抽獎戰最終局你才是最後…

3 2,042 yahoo新聞 > 國際 中國大陸：懲戒台獨頑固分子點名蘇貞昌等3人…

4 1,862 LINE TODAY > 國際 中國侵台6套劇本最糟恐引發東亞大戰

5 1,623 yahoo新聞 > 首頁-各家新聞 F-16V戰機台灣207架全球第一

6 1,559 LINE TODAY > 理財 泡麵漲幅11％「一碗快60元」王美花分析2原因

7 1,475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還是幾乎沒有人！陳子瑜曝「夜宿凱道」第二晚..

8 1,400 yahoo新聞 > 政治 22縣市長提名蔡英文掌握19席

9 1,364 yahoo新聞 > 政治 回應台獨懲戒清單蘇貞昌：為台打拼不受恐嚇

10 1,345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共機擾我空域夏瀛洲再爆爭議：解放軍戰機…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1.11.01-11.07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099 心情 淡江高中霸凌事件學校處理態度

2 1,543 結婚 女友說「蛤？你存款沒有一千萬唷？」

3 1,499 心情 謝謝你們給了我勇氣面對傷病

4 1,434 閒聊 中國似乎真的要打過來了

5 1,085 閒聊 一個月多少零用錢啊？

6 1,039 心情 我被找去大陸參加實境節目!! 結果……

7 1,011 結婚 婚後過得好卑微……

8 797 考試 該把大學廢一廢了

9 630 有趣 有病真的該去看醫生

10 622 YouTuber 有沒有金針菇流量密碼的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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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vq651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oqq7J55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5%A4%A7%E9%99%B8%EF%BC%9A%E5%B0%87%E6%87%B2%E6%88%92%E5%8F%B0%E7%8D%A8%E9%A0%91%E5%9B%BA%E5%88%86%E5%AD%90-%E9%BB%9E%E5%90%8D%E8%98%87%E8%B2%9E%E6%98%8C%E7%AD%89-3-%E4%BA%BA-%E5%B0%87%E6%8E%A1%E5%8F%96%E3%80%8C%E7%B2%BE%E6%BA%96%E6%89%93%E6%93%8A%E6%8E%AA%E6%96%BD%E3%80%8D-080954632.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8nnKyNR
https://tw.news.yahoo.com/f-16v%E6%88%B0%E6%A9%9F-%E5%8F%B0%E7%81%A3207%E6%9E%B6%E5%85%A8%E7%90%83%E7%AC%AC-201000084.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wJJyP8w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JPPmNOk
https://tw.news.yahoo.com/22%E7%B8%A3%E5%B8%82%E9%95%B7%E6%8F%90%E5%90%8D-%E8%94%A1%E8%8B%B1%E6%96%87%E6%8E%8C%E6%8F%A119%E5%B8%AD-20100087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9B%9E%E6%87%89%E5%8F%B0%E7%8D%A8%E6%87%B2%E6%88%92%E6%B8%85%E5%96%AE-%E8%98%87%E8%B2%9E%E6%98%8C%EF%BC%9A%E7%82%BA%E5%8F%B0%E6%89%93%E6%8B%BC-%E4%B8%8D%E5%8F%97%E6%81%90%E5%9A%87-091107814.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ZaaXP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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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359917
https://www.dcard.tw/f/marriage/p/23734904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358269
https://www.dcard.tw/f/talk/p/237358402
https://www.dcard.tw/f/talk/p/237356667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359226
https://www.dcard.tw/f/marriage/p/237355806
https://www.dcard.tw/f/exam/p/237351927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7350194
https://www.dcard.tw/f/youtuber/p/23735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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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894 DigiCurrency [閒聊]加密貨幣行情閒聊區-牛市？熊市？狗市？

2 3,137 Gossiping [爆卦]炒房建商欺負大學老師

3 2,173 Gossiping [新聞]男同學留言「好兇」！東華女大生不忍了

4 2,039 KoreaStar [閒聊] somi說ioi解散後沒事做 so不後悔離開JYP

5 1,786 Gossiping [問卦]終身「租房子」哪裡不好？

6 1,784 Gossiping [新聞]自購AZ疫苗約59.4萬晚間抵台!效期只到11

7 1,744 Gossiping [新聞]交通部認了！基隆捷運傾向廢台鐵謝國樑

8 1,736 Gossiping Re: [問卦]中國犯台打輸了會怎樣

9 1,606 Gossiping [爆卦]柯文哲忽略呱吉影片流出

10 1,582 Gossiping Re: [問卦]為什麼擁核始終無法回答核廢料放哪裡？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40 居家_洗濯家電 【實測】健康洗衣大師Panasonic直立溫水洗衣機…

2 210 汽車_動力研究室 【海外新訊】IIHS公布新版側撞標準，20款SUV僅…

3 180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公車轉彎未注意ubike騎來直接輾壓差點往生

4 172
相機_可換鏡頭數位相
機_Sony單眼相機

Sony FE 70-200mm f/2.8 GM OSS II評測報告｜全方位…

5 163 閒聊_投資與理財 台幣500萬左右,我要退休了~

6 152
汽車_汽車消費經驗分

享
有人不用避光墊的嗎? (還是有人在用避光墊嗎?)

7 147
居家_居家房事消費經

驗分享
因為五倍券跟老公吵架

8 122
汽車_台灣車系

_LUXGEN
98還是95

9 120 筆電_Razer Razer Blade 15 Advanced Model迎來最新硬體效能…

10 118 汽車_日本車系_LEXUS Lexus UX300e試駕｜更親民、高質感的豪華純電小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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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Currency/M.1635521789.A.7E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6290953.A.FF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5837319.A.3D2.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636164706.A.19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6247024.A.B6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6181282.A.8D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5928472.A.75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5965430.A.8C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5919584.A.F7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5857043.A.40F.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730&t=648519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214&t=648328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94&t=648574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254&t=648577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291&t=648441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397&t=648378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400&t=648364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444&t=648309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791&t=648376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346&t=648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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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4 林靜儀醫師 身為黨員，與從政同志，我有責任，在國家與黨需要的…

2 6,678 蔡英文 Tsai Ing-wen 今天，我們正式提名林靜儀醫師醫師，參選明年1月9日…

3 5,890 三立新聞 #小草西：好嗨唷～～看了也想一起加入啦！這樣吃飯…

4 5,723 阿翰po影片 欸!不要假裝不認識欸好久不見! 生存在美的國度的…

5 5,582
蕭美琴 Bi-khim 

Hsiao
面對需克服難關且複雜的任務時，當順利完成一定要吃個…

6 4,964 TEEPR 亮新聞 說一個寧願餓死也不吃的食物

7 4,936 東森新聞 #我家住海編：只愛1個？那其他的是小編記錯嗎？鄧佳華…

8 4,899 ETtoday寵物雲 來分享一隻寵物最可愛的照片!!!(#小雁子)

9 4,823
World Gym健身俱樂

部 Taiwan
親愛的會員你好，感謝大家長期以來，對世界健身俱樂部…

10 4,574 羅智強 馬英九✕羅智強公投叛徒民進黨新書寫作啟動會支持…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845,603 天后闆妹 年度盛事_購物節開跑啦最狂的組合都在今天

2 177,070 阿清服裝 雙11前哨戰！各位今晚必看！小蘇：一年一次全品項…

3 5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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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8,413 momo購物台 #邊緣人取暖簽到區😂🔥 #雙11不落單快到momo來下單…

5 23,360 水產教父 看膩了所有促銷優惠？今天開始我將讓你全部改觀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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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753146296859_407708954293923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763869636065_407818077661097
https://www.facebook.com/4927314794019736_1314819835625248
https://www.facebook.com/414253690259302_225175386376546
https://www.facebook.com/10158549548515687_255672136578688
https://www.facebook.com/3259206747641998_566863487938492
https://www.facebook.com/6546858788682490_572264493846422
https://www.facebook.com/4634597349961244_100265265802570
https://www.facebook.com/10165554259780257_590648085504160
https://www.facebook.com/211634254415236_238747274912387
https://www.facebook.com/257514196221028_596193021578682
https://www.facebook.com/932613727330778_301568211811526
https://www.facebook.com/4744670988956716_559924405301384
https://www.facebook.com/1874132976104595_906524920236331
https://www.facebook.com/5046423635385336_132639449448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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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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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bo 蘿蔔】一拳超人「傑諾斯」

登場傳說對決

【Qi 黃帝】心無雜念抽傳說造型，

突破意料之外

【攝徒日記Fun TV】在首爾街頭聽中共黨員講
中國與台灣立場

【勾起你心中的惡】認罪協商的程序正義，

真實案例現身說法

【寒國人】你祖先來自哪裡？街訪台灣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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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youtube/%e3%80%90lobo-%e8%98%bf%e8%94%94%e3%80%91%e4%b8%80%e6%8b%b3%e8%b6%85%e4%ba%ba%e8%81%af%e5%8b%95%e3%80%8c%e5%82%91%e8%ab%be%e6%96%af%e3%80%8d%e7%99%bb%e5%a0%b4%e5%82%b3%e8%aa%aa%e5%b0%8d%e6%b1%ba/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youtube/%e3%80%90lobo-%e8%98%bf%e8%94%94%e3%80%91%e4%b8%80%e6%8b%b3%e8%b6%85%e4%ba%ba%e8%81%af%e5%8b%95%e3%80%8c%e5%82%91%e8%ab%be%e6%96%af%e3%80%8d%e7%99%bb%e5%a0%b4%e5%82%b3%e8%aa%aa%e5%b0%8d%e6%b1%ba/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youtube/%e3%80%90qi-%e9%bb%83%e5%b8%9d%e3%80%91%e5%bf%83%e7%84%a1%e9%9b%9c%e5%bf%b5%e6%8a%bd%e5%82%b3%e8%aa%aa%e9%80%a0%e5%9e%8b%ef%bc%8c%e7%aa%81%e7%a0%b4%e6%84%8f%e6%96%99%e4%b9%8b%e5%a4%96/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youtube/%e3%80%90qi-%e9%bb%83%e5%b8%9d%e3%80%91%e5%bf%83%e7%84%a1%e9%9b%9c%e5%bf%b5%e6%8a%bd%e5%82%b3%e8%aa%aa%e9%80%a0%e5%9e%8b%ef%bc%8c%e7%aa%81%e7%a0%b4%e6%84%8f%e6%96%99%e4%b9%8b%e5%a4%96/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5%9c%a8%e9%a6%96%e7%88%be%e8%a1%97%e9%a0%ad%e8%81%bd%e4%b8%ad%e5%85%b1%e9%bb%a8%e5%93%a1%e8%ac%9b%e4%b8%ad%e5%9c%8b%e8%88%87%e5%8f%b0/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youtube/%e3%80%90%e5%8b%be%e8%b5%b7%e4%bd%a0%e5%bf%83%e4%b8%ad%e7%9a%84%e6%83%a1%e3%80%91%e8%aa%8d%e7%bd%aa%e5%8d%94%e5%95%86%e7%9a%84%e7%a8%8b%e5%ba%8f%e6%ad%a3%e7%be%a9%ef%bc%8c%e7%9c%9f%e5%af%a6%e6%a1%88/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youtube/%e3%80%90%e5%8b%be%e8%b5%b7%e4%bd%a0%e5%bf%83%e4%b8%ad%e7%9a%84%e6%83%a1%e3%80%91%e8%aa%8d%e7%bd%aa%e5%8d%94%e5%95%86%e7%9a%84%e7%a8%8b%e5%ba%8f%e6%ad%a3%e7%be%a9%ef%bc%8c%e7%9c%9f%e5%af%a6%e6%a1%88/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youtube/%e3%80%90leonard%e3%80%91%e4%b8%ad%e5%9c%8b%e5%ae%98%e6%96%b9%e8%a8%82%e6%94%bb%e5%8f%b0%e6%99%82%e9%99%90%ef%bc%8c%e5%8d%bb%e4%b8%80%e7%9b%b4%e9%9b%a3%e4%bb%a5%e5%af%a6%e7%8f%be%e7%9a%84%e5%8e%9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