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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今年五月底因本土疫情升溫，全民落實居家防疫，民眾不

便外出至診所洗牙，對於居家可使用的口腔清潔用品更加關注，

而每天都可使用的電動牙刷，便獲得不少的討論度。

電動牙刷的品牌、款式眾多，又依充電方式、刷頭形狀分成各

式種類，相較於一般普通牙刷，更是屬於價格較高，可使用時

間較長的產品，許多消費者於選購前也都會透過網路評價來做

考量，因此對於品牌而言，了解話題聲量趨勢，掌握消費者輪

廓，行銷方能借力使力，事半功倍做到社群發酵，加強消費者

對於品牌的印象。本報告旨在使用《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追蹤電動牙刷市場的網路聲量，解析電動牙刷市場的聲量概況

以及重點品牌的討論焦點，提供最真實的聲音讓業者作為參考。

前言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2021.02.01~2021.10.31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問答網站、部落格、新聞、App評論(排除抽獎、直播、團購文)

1-1 電動牙刷話題聲量趨勢
觀察電動牙刷討論月聲量趨勢，呈現高點之熱門討論。

1-2 電動牙刷話題聲量來源
統計聲量來源了解網友最常於何處討論話題，並進一步

分析主要來源網站的討論類型。

2-1 重點品牌口碑分析
分析電動牙刷品牌的聲量以及好感度，並進一步了解品牌

的市場優勢。

2-2 熱門品牌分析—飛利浦

Part 1

電動牙刷話題聲量分析

Part 2

電動牙刷品牌口碑評比

OpView於觀測範
圍 內 設 定 「 電 動
牙 刷 」 之 關 鍵 詞
組 ， 框 定 相 關 研
究文本

1-3 消費者族群與偏好分析
觀察七大族群討論聲量，並比較族群間的討論內容異同與

關注焦點。

針對市場討論度高的品牌，進一步探究網友的抉擇關鍵。

2-3 熱門品牌分析—歐樂B
以網友熱議的品牌為例，接續剖析消費者購買時的考量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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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測2021年2月到10月的電動牙刷話題討論月聲量趨勢，可以發現在6、7月時，社群網路上電動牙刷的相關討論度呈直

線上升的趨勢，除了因為疫情影響，民眾普遍更關注居家生活用品之外，8月份父親節禮物的提前選購，也帶動了七月時

關於電動牙刷的討論度。另外社群上也常見網友請益口腔健康護理問題，許多民眾就提出除了定期洗牙之外，「使用電

動牙刷是必備」，且分享自己的使用經驗亦多是給予「電動牙刷刷牙真的超乾淨」的高評價。

再從聲量高峰3、6、7月的熱門話題來看，可以發現電動牙刷的新品聯名資訊，往往能夠快速吸引到網友的目光，如3月

份時飛利浦與LINE FRIENDS聯名，推出熊大與兔兔造型的電動牙刷，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粉絲關注，紛紛留言表示「超可

愛」，或是如7月份時，藝人王子邱勝翊的品牌P.STAR與電動牙刷品牌Medicare合作，藉由藝人於社群上與粉絲的高互

動，成功帶動網路聲量。另外觀察6月時的熱門話題，網紅進藤喜彥發佈了COSTCO必買好物的影片，其中就提到了歐樂

B的電動牙刷，討論除了聚焦在零售通路的優惠組合之外，也有不少使用者紛紛留下使用心得。

▲電動牙刷月聲量趨勢圖與高峰熱門話題

1-1 |電動牙刷話題聲量趨勢

品牌聯名帶動粉絲經濟 網紅推薦引發社群迴響



接著將透過統計聲量來源，了解電動牙刷相關討論聚集地，可發現聲量前三名的來源網站，分別為Facebook、Ptt和

Dcard，當中又以Facebook聚集了將近一半的聲量。再進一步觀察各網站中的熱門頻道， Facebook又以本身成員基數

多的「Costco好市多 商品經驗老實說」聚集最多討論，消費者除了在此分享電動牙刷的優惠情報之外，也會針對零售

通路中販售的電動牙刷品牌型號，發文詢問網友的「使用心得」與「產品優缺點」，另外第二、三名的熱門頻道則是屬

於粉絲團性質，因發佈的新品資訊而獲得廣大網友的熱烈回應。

Ptt與Dcard則為討論區的兩大重鎮，Ptt的網友多是於Lifeismoney版上分享各「品牌的優惠」、「折扣情報」，或是閒

聊自己的「產品使用經驗」、使用後的「各牌電動牙刷比較」，而Dcard上對於電動牙刷的討論，則是有很大一部分集

中在牙齒矯正版上，不少牙套族網友會分享自己使用電動牙刷清潔口腔的心得，或是電動牙刷選手請益，常常能引起許

多網友的共鳴並互相交流討論，從此可見討論區亦是民眾選購電動牙刷時的重要參考管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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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牙刷三大來源網站之頻道聲量占比［註1］

［註1］頻道聲量占比=頻道聲量/網站聲量

1-2 |電動牙刷話題聲量來源

FB社團聚焦品牌特惠 Dcard牙齒矯正版討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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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剖析關注電動牙刷話題的族群差異，藉此得知電動牙刷的主要客群來源，從上圖中可以看到

女性對於電動牙刷的討論聲量遠高於男性，對電動牙刷的相關話題明顯感興趣；而上班族群中，就

有網友提出使用電動牙刷後不僅省時還省力，對於忙碌了一整天的上班族來說，是個十分便利的選

擇，再加上因為電動牙刷單價較高，相較於學生族群，上班族的購買力較高，對於電動牙刷也就有

了更多的關注；另外網路上也常見有子女的族群會發文詢問是否有推薦的寶寶電動牙刷，希望能培

養自己孩子主動並喜歡刷牙的習慣，相關的話題也容易吸引不少爸媽們一同參與討論。

▲電動牙刷話題關注者聲量長條圖

1-3 |消費者族群與偏好分析

女性為市場主要關注者 寶寶電動牙刷引爸媽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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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學生上班族

延續上一頁的族群聲量分析，選擇電動牙刷話題討論度最高的兩大族群—女性與上班族，並與相對的兩個族群（男性與學

生）做比較，透過代表詞了解族群間的關注面向差異。首先在兩性的討論之中，女性較多針對產品的使用心得做分享，如

「推薦」的款式，與商品「比較」、「開箱」等，或是對「外觀」進行評論，而男性則是較聚焦於產品實體上的評比，如

「刷頭」、「充電方式」、「震動模式」等面向，並常於社群網路上做提問與請益。

在上班族與學生間，則可發現上班族討論的面向十分多元，除了關注各購物通路的「優惠情報」外，對於產品的「清潔能

力」也多有比較，需要能有效清除「牙菌斑」，或是能符合「牙套族」、「牙周病」患者需求，而在學生的部分，則多有

品牌的問卦比較文章，且對於價格相對較低的品牌如小米，討論度更高，也關注「折扣」、「特價」、「活動」等資訊。

▲族群討論代表詞［註2］文字雲

1-3 |消費者族群與偏好分析

男性多關注產品規格 上班族聚焦清潔效力

［註2］族群代表詞係透過演算法計算，得出一族群相對於另一族群更關注的詞彙，進而了解各族群關心的話題重點。

vs vs



分析完電動牙刷的整體網路聲量後，我們

進一步聚焦於品牌層面，探討在競爭激烈

的電動牙刷市場之下，哪一家品牌獲得網

友最高的討論，各自的好感度又為何？篩

選出討論度最高的四大熱門電動牙刷品牌，

並依聲量與好感度繪製二維分佈圖，可發

現飛利浦與歐樂B兩者間的聲量不相上下，

而觀察網友討論也可發現，兩品牌的共提

頻率極高，就有網友認為「歐樂B的震動

較力道較大，適合牙齒大的使用者」，而「飛利浦刷頭較小，微震動的方式很適合牙齒小的人」，不過也有人認為從產品外

觀上來看，飛利浦略勝一籌，品牌都有各自的忠實擁護者。再從品牌好感度的角度出發，從上圖中可看到國際牌的聲量雖

較低，但好感度卻遠高於其他品牌，當網友請益各品牌電動牙刷比較時，也常見民眾提到國際牌的電動牙刷，日前有人於

社群請益能改善牙結石困擾的電動牙刷，就有網友推薦「Panasonic超音波電動牙刷很好用，敏感牙齒也不怕，因為壓太

大力會自動停止」，社群口碑上多是給予正面的評價。另外小米則是因為價格便宜，受到不少網友大推「cp值很高」，並

認為「壞了不心痛，頭可以換，重點是力道很可以」。

▲電動牙刷選購品牌聲量與好感度［註3］二維分布圖

２-１ |重點品牌口碑分析

飛利浦與歐樂B角逐聲量之冠 國際牌好感度最高

［註3］好感度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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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面向的好感度越高。



▲飛利浦 電動牙刷關注面向好感度與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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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2 |熱門品牌分析—飛利浦

微音波清潔力受讚賞 獨家杯型充電座引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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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從聲量最高的兩大品牌，進一步分析網友對電動牙刷的選購因素與考量。首先是飛利浦，從聲量來看，除了對於「價

格優惠」情報的關注之外，網友對於電動牙刷本身的「清潔效果」也多有討論，不少網友推薦其主打的「微音波」震動方

式能有效對付牙菌斑，且可以「深入牙縫」做清潔。另外網友對於「充電相關」的面向也有較多聚焦，因其首創的「充電

玻璃杯」設計，讓民眾們普遍感到十分新穎，便利且美觀、有質感的造型，成功創造話題與品牌鑑別度。另一方面，在電

池的使用與保固上也是網友討論焦點，就有網友提出使用鋰電池的老化速度快，不僅無法更換且難撐過兩年保固期，在此

面向上受到部分網友的質疑。而從好感度的角度來觀察，消費者對於各面向多是給予正面的評價，當中又以「外觀造型」

獲得了網友高度的好感，如四月初時飛利浦與LINE FRIENDS的聯名，可愛的外型讓不少人直呼「好心動」。

［註4］此處
好感度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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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到歐樂B的部分，先從聲量來看，網友對於電動牙刷本身的「清潔效果」也多有討論，就有人表示使用歐樂B的圓形

刷頭「連難刷的邊邊角角都可以刷得很乾淨」，另外關於該品牌「智慧功能」的討論，也出現在不少消費者的選購話題

中，其中又以其主打的「壓力感應燈設計」的討論度最高，就有網友表示有了這項功能就「不怕刷牙太大力傷牙齦」 ，

不過對其透過App智能追蹤刷牙紀錄的方式，則是有網友反應太過麻煩，且模式切換複雜，使用不便。

而從好感度的角度來觀察，發現網友對於該品牌「外觀造型」上亦給予極高的讚賞，分析網友討論文本，發現當家長們

在討論如何解決孩子不愛刷牙的困擾時，不少過來人都會推薦使用歐樂B的兒童款電動牙刷，因其可愛的卡通造型十分

受到小朋友喜愛，並學習自己主動刷牙，因此受到不少爸媽們的青睞。

２-3 |熱門品牌分析—歐樂B

智能「壓力感應燈」受青睞 兒童款造型家長激推
Oral-B 歐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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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樂B 電動牙刷關注面向好感度與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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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整理

Part1 電動牙刷話題聲量分析

 月聲量趨勢分析：疫情影響，居家潔牙話題引起討論，而從聲量高峰來看，品牌與品

牌間的聯名合作，成為粉絲經濟的新商機。

 網路聲量來源剖析：Facebook聚集整體來源網站近一半的聲量，購物通路社團中多

為產品優惠情報分享；討論區Ptt與Dcard則多以品牌選手請益文章居多，成為消費

者選購時，參考的重要管道來源之一。

 消費者族群與偏好分析：女性對於電動牙刷話題的關注度高於男性，而在討論面向上，

女性族群較注重產品使用心得與開箱，有子女族群則多討論寶寶牙刷的選購話題。

Part2 電動牙刷品牌口碑評比

 重點品牌口碑分析：飛利浦與歐樂B兩品牌的聲量位居前二，國際牌則獲社群上的

好口碑。

 熱門品牌分析：以飛利浦與歐樂B兩品牌為例，深入探討消費者對於此兩牌電動牙

刷的討論面向，可發現網友對於歐樂B的智慧功能上有較多的討論，並對於其外觀

造型設計給予高評價；飛利浦則是以微音波清潔力與杯型充電座，廣受網友熱議。



網路聲量分析 x 社群分析八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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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pview.com.tw/%e8%a3%9c%e7%b5%a6%e7%ab%99/20211110/23201
https://www.opview.com.tw/%e8%a3%9c%e7%b5%a6%e7%ab%99/20211110/23201
https://www.opview.com.tw/%e8%a3%9c%e7%b5%a6%e7%ab%99/20211110/23201


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 2021.11.1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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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套族甘苦談！這些食物令網友崩潰

• 防蛀牙清潔方式引討論 治療過程中「這一點」最痛苦

• 入口即化、咀嚼無礙的食物最適合牙套人生

• 戴牙套含淚不碰的食物，「金針菇」卡一半最尷尬！……繼續閱讀

春節檢疫再添新方案！網友認為擾民還是便民？

• 「10+4」政策引爆論戰 「7+7」新方案到底安不安全？

• 檢疫新方案便民還是擾民？ 民眾看法大不同……繼續閱讀

吃鍋不用等，這些名店湯底跟食材直接在家吃起來！

• 零售通路搶「湯底商機」，鍋物少不了「麻辣」

• 鍋配「麵」最對味？網友熱議鍋物食材出爐……繼續閱讀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trending-pressrelease/%e7%89%99%e5%a5%97%e6%97%8f%e7%94%98%e8%8b%a6%e8%ab%87%ef%bc%81%e9%80%99%e4%ba%9b%e9%a3%9f%e7%89%a9%e4%bb%a4%e7%b6%b2%e5%8f%8b%e5%b4%a9%e6%bd%b0/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trending-pressrelease/%e6%98%a5%e7%af%80%e6%aa%a2%e7%96%ab%e5%86%8d%e6%b7%bb%e6%96%b0%e6%96%b9%e6%a1%88%ef%bc%81%e7%b6%b2%e5%8f%8b%e8%aa%8d%e7%82%ba%e6%93%be%e6%b0%91%e9%82%84%e6%98%af%e4%be%bf%e6%b0%91%ef%bc%9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trending-pressrelease/%e5%90%83%e9%8d%8b%e4%b8%8d%e7%94%a8%e7%ad%89%ef%bc%8c%e9%80%99%e4%ba%9b%e5%90%8d%e5%ba%97%e6%b9%af%e5%ba%95%e8%b7%9f%e9%a3%9f%e6%9d%90%e7%9b%b4%e6%8e%a5%e5%9c%a8%e5%ae%b6%e5%90%83%e8%b5%b7%e4%be%86/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1.11.15-11.21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024 yahoo新聞 > 生活 高端追加2劑若出事 陳時中：我無法負責

2 1879 LINE TODAY > 國際 中媒：統一後台灣每人年收入增2萬

3 1799 yahoo新聞 > 政治 拜登稱：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 不支持「台獨」

4 1613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超商店員要求戴口罩 男客結帳後竟回頭拿刀刺死他

5 1516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彭文正涉誹謗蔡英文學歷造假被起訴卻滯美不歸 北院發布通緝

6 1357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世界同志遊行主辦方改稱「台灣高雄」 外交部回應了

7 1336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共機一早來4次！還嗆執行「台灣地區」必要性任務

8 1330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疫苗到貨已達3625.6萬劑 莊人祥：若效期內「打不完」擬贈他國

9 1293 LINE TODAY > 生活 虐殺檳榔西施！兇手獲改判免賠家屬

10 1273 yahoo新聞 > 健康 出國必須再打兩劑國際認證疫苗 高端：接種基本加強劑已成全球共識

https://tw.news.yahoo.com/%E9%AB%98%E7%AB%AF%E8%BF%BD%E5%8A%A02%E5%8A%91%E8%8B%A5%E5%87%BA%E4%BA%8B-%E9%99%B3%E6%99%82%E4%B8%AD-%E6%88%91%E7%84%A1%E6%B3%95%E8%B2%A0%E8%B2%AC-201000278.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2DwVPeX
https://tw.news.yahoo.com/%E6%8B%9C%E7%99%BB%E7%A8%B1-%E7%84%A1%E6%84%8F%E8%88%87%E4%B8%AD%E5%9C%8B%E7%99%BC%E7%94%9F%E8%A1%9D%E7%AA%81-%E4%B8%8D%E6%94%AF%E6%8C%81-%E5%8F%B0%E7%8D%A8-051738528.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9mzqpPr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GgRvXLy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3N28YWP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wJ23RV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8ngNJ8k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BEePVg2
https://tw.news.yahoo.com/%E5%87%BA%E5%9C%8B%E5%BF%85%E9%A0%88%E5%86%8D%E6%89%93%E5%85%A9%E5%8A%91%E5%9C%8B%E9%9A%9B%E8%AA%8D%E8%AD%89%E7%96%AB%E8%8B%97-%E9%AB%98%E7%AB%AF-%E6%8E%A5%E7%A8%AE%E5%9F%BA%E6%9C%AC%E5%8A%A0%E5%BC%B7%E5%8A%91%E5%B7%B2%E6%88%90%E5%85%A8%E7%90%83%E5%85%B1%E8%AD%98-212040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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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 感情 失聯五年的男朋友突然出現說我劈腿

2 1335 閒聊 #更過世了🙏重機騎士插入賓士

3 1262 心情 社恐普女

4 1257 感情 一高遮三醜是真的

5 1077 汽車 朋友開我的車自撞

6 990 心情 憑什麼你可以上國立大學

7 981 心情 不是帥哥就要被公審？

8 855 工作 幾歲月薪破五萬？

9 805 心情 詐騙集團全去死

10 789 考試 即將沒落的3間大學！！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7482118
https://www.dcard.tw/f/talk/p/23748207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45375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7467564
https://www.dcard.tw/f/car/p/237460359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461346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490013
https://www.dcard.tw/f/job/p/23746995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465300
https://www.dcard.tw/f/exam/p/23747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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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5 Gossiping [問卦]可不可以幫我媽媽集氣QAQ

2 2661 Gossiping [問卦]日本人：台灣交通超爛，想去觀光前應三思

3 2208 Gossiping [爆卦]限縮民眾檢舉的真相(發錢)

4 2167 Gossiping [新聞]快訊／不滿被勸戴口罩！桃園男「持刀刺

5 2087 Gossiping [爆卦]反核四方唯一戰力逐字稿

6 2039 elephants [情報]今日先發打線

7 1930 Lions [情報]明日先發

8 1889 Gossiping Re: [新聞]重機「撞C300」直插進去！騎士卡中間命危

9 1875 Gossiping [爆卦]小孩喝了愛微酵現準備切食道

10 1763 C_Chat [情報]木棉花：請正名為製作組不是漢化組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6993015.A.2B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7150397.A.2A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6974544.A.9D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7458289.A.CA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7232957.A.9FD.html
http://www.ptt.cc/bbs/elephants/M.1637230063.A.DDB.html
http://www.ptt.cc/bbs/Lions/M.1637051604.A.88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7226873.A.98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7327461.A.023.html
http://www.ptt.cc/bbs/C_Chat/M.1636949528.A.27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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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時事_台灣新聞 台灣至今無人因為火力發電產生的空汙死亡或得癌症?

2 50 居家_南部房產_高雄市 其實還沒買房的也不用擔心啦

3 43 汽車_日本車系_INFINITI Infiniti Q50 300GT Shadow Edition試駕

4 38 汽車_日本車系_Nissan 夠硬才敢大聲，感謝小踢這次保護了我與最愛的家人

5 25 生活_健康與養生 我有一塊田，不想放著荒廢，怎麼辦?

6 25 時事_台灣新聞 陳時中「脫罩飲酒作樂」掌鏡人曝光她怒批：爆料者心機重

7 24 居家_房地產資訊 漲了房價只對少數人有好處

8 24 時事_台灣新聞 共匪在台側翼跟5毛最愛講的”台灣依賴中國論”被打臉了!

9 23 汽車_日本車系_Honda 這樣A到FIT原廠要多少錢

10 22 時事_台灣新聞 陳時中餐敘美魔女是大陸公務員 邱太三：絕對依法處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f=638&t=649160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f=469&t=649156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f=449&t=649158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f=263&t=649166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f=330&t=649154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f=638&t=649159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f=356&t=649152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f=638&t=649163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f=261&t=649154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f=638&t=649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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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0 ETtoday新聞雲 沒智慧型手機的年代「上課都在幹嘛？」

2 11365 自由時報 【完全是黑洞吧！小海獺從肚子狂掏玩具出來藏超多還以為是百寶袋】

3 11014 蔡英文 Tsai Ing-wen 這幾天，大家對美豬、美牛進口有很多討論，我認為有個基礎事實很重…

4 9443 即新聞 他們說大陸那邊的人都會息事寧人…貴婦退貨7萬大衣遭拒怒…

5 8344 孟耿如 終於可以開心的跟大家分享這個消息，目前不知道是小黃瓜還是黃玉米…

6 8169
相信音樂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五月天[好好好想見到你]高雄跨年版演唱會Mayday Fly to …

7 7073 udn.com 聯合新聞網 幫布偶裝裡的人QQ

8 6994 噪咖 如果可以出國了第一個要先去哪裡？

9 6570 黃子佼 終於近距離感受到女人做孕婦的辛苦 所以寶寶相關故事都由老婆對外…

10 6221 吳鳳 Rifat 各位酸民們，可以罵我沒關係，但是請把功課做好嘛！

https://www.facebook.com/5096673257035464_358976762667267
https://www.facebook.com/4862243360527958_427015145675272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785870471065_476982103691192
https://www.facebook.com/2244276689071085_860480097970818
https://www.facebook.com/444299687063829_205353344985956
https://www.facebook.com/5260675203995539_129990146082582
https://www.facebook.com/10161808007821030_618226322723796
https://www.facebook.com/2617678281772555_905782200313774
http://www.facebook.com/449560603191119_306452381303761
https://www.facebook.com/445390920277881_3481924971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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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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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 PTT01 娛樂新聞 看你前世欠下什麼債？ 👉至FB收件匣查看答案👈

3 10291 開心水族箱 #開水好康【最愛的它】21年馬上要過去啦，這一年收穫滿滿…

4 6227
Big City遠東巨城購物
中心

BELLE MAISON這組懶骨頭，耍廢使用非常適合。成為粉絲…

5 6116 蝦皮購物 (Shopee) 我說在座的各位！你們的手機只要不充電，就、會、沒、電。但蝦皮.

https://www.facebook.com/4784602748296873_529858115144836
https://www.facebook.com/3851234658436001_459957682128064
https://www.facebook.com/4576659412432070_1085521025620030
https://www.facebook.com/4582696395145938_324561882441487
https://www.facebook.com/1924129074439451_105004296915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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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 Mrs Gao】NFT

大解密！非同質化貨幣到底是什麼？

【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中國「武統」

消息真的假的？台海戰爭要來了嗎？

【TVBS NEWS】超商店員勸戴口

罩男子情緒失控持刀狂刺店員

【J-Bao賤葆】走鐘獎倒數兩小時！服裝大出包只能買

木炭？

【攝徒日記Fun TV】中國疫情捲土重

來！北京當局「特色防疫」是什麼？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youtube/%e3%80%90%e8%80%81%e9%ab%98%e8%88%87%e5%b0%8f%e8%8c%89-mr-mrs-gao%e3%80%91nft%e5%a4%a7%e8%a7%a3%e5%af%86%ef%bc%81-%e9%9d%9e%e5%90%8c%e8%b3%aa%e5%8c%96%e8%b2%a8%e5%b9%a3%e5%88%b0%e5%ba%95%e6%98%af/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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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8%ad%e5%9c%8b%e3%80%8c%e6%ad%a6%e7%b5%b1%e3%80%8d%e6%b6%88%e6%81%af%e7%9c%9f%e7%9a%84%e5%81%87/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youtube/%e3%80%90tvbs-news%e3%80%91%e8%b6%85%e5%95%86%e5%ba%97%e5%93%a1%e5%8b%b8%e6%88%b4%e5%8f%a3%e7%bd%a9-%e7%94%b7%e5%ad%90%e6%83%85%e7%b7%92%e5%a4%b1%e6%8e%a7%e6%8c%81%e5%88%80%e7%8b%82%e5%88%ba%e5%ba%97/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1/youtube/%e3%80%90j-bao%e8%b3%a4%e8%91%86%e3%80%91%e8%b5%b0%e9%90%98%e7%8d%8e%e5%80%92%e6%95%b8%e5%85%a9%e5%b0%8f%e6%99%82%ef%bc%81%e6%9c%8d%e8%a3%9d%e5%a4%a7%e5%87%ba%e5%8c%85%e5%8f%aa%e8%83%bd%e8%b2%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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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4%b8%ad%e5%9c%8b%e7%96%ab%e6%83%85%e6%8d%b2%e5%9c%9f%e9%87%8d%e4%be%86%ef%bc%81-%e5%8c%97%e4%ba%ac%e7%95%b6%e5%b1%80%e3%80%8c%e7%89%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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