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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具為我們每晚的睡眠品質把關，更陪著我們交織出無數

美夢，是人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之一，而因為是屬於

要長時間使用的用品，許多人在選購前也會透過網路評價

作為參考依據，再加上寢具用品從枕頭、被毯、床包到床

墊，市場龐大，且材質與類型更是隨著消費者的需求而日

新月異，因此對於業者而言，透過網路聲量來了解消費者

關注焦點，便成為十分重要的一課。

本報告旨在使用《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追蹤寢具市

場的網路聲量，解析寢具市場的聲量概況以及市場中的熱

門討論商品，並根據熱議商品深入探討消費者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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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1~2021.11.30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部落格、新聞 (排除直播、團購及重複留言之抽獎文)

1-1 寢具話題聲量趨勢
分析寢具話題相關討論的整體聲量趨勢，並進一步探討熱

門話題為何。

1-2 消費者討論聲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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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毯類商品消費者需求探索
針對討論度高的商品類別做進一步分析，深入探索如材質、

選購因素等面向的討論焦點，了解市場消費者需求。

2-2 床墊類商品消費者需求探索

Part 1

寢具市場話題聲量概覽

Part 2

寢具用品潛在市場分析

OpView 於觀測
範圍內設定「寢
具［註 1］」之關鍵
詞組，框定相關
研究文本

1-3 寢具熱門商品類別排行
從整體寢具話題的討論概況，觀察市場上最常被提及的商

品類別，以了解消費者需求。

以網友關注度高的寢具商品為例，接續剖析消費者對於各

式材質的口碑，以及選購因素考量與熱議功能。
［註1］本報告中「寢具」話題之研究範疇，包含枕頭、被褥、床包、保潔墊及床墊等臥具。

https://www.opview.com.tw/media_report/20201005/1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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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寢具話題聲量上揚 冬被請益話題多
觀測寢具話題2021年6月至11月底網路聲

量，近半年共累計了9萬多則話題討論，

再從右圖中的月聲量趨勢來看，7月底時

我國東奧選手反應飯店床墊太軟，引發社

群熱議，並有不少網友針對床墊使用的經

驗與材質進行分享，8月時則是因網紅豬

豬隊友發布的新家開箱影片帶動話題，許

多粉絲針對影片中出現的寢具如床墊、床

包、收納床架等進行討論、心得交流。

而到了11月換季入秋冬，開始出現季節性

的需求，整體的寢具話題討論度也較夏季

上揚，網路上陸續出現不少請益冬被選擇、

保暖材質的寢具討論，觀察相關文本，又

以「羊毛被」、「羽絨被」等，最常被網

友詢問、比較。 ▲近半年寢具相關討論月聲量趨勢圖與當月聲量高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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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東奧射擊隊反應飯店床墊太軟！體育署：已請駐日代表… 416 時事話題

8月
開箱18坪小兩房新家！沒有梳妝台的主臥房，打造木質
調溫馨極簡風格Feat. Emma床墊

339 商品推薦

9月 網友郝桑心想找一件和他外公送他的被子款式一樣的… 235 用品討論

11月 暖到就像在烤箱裡面一樣的羽絨被😡😡😡 228 商品推薦

(則)

(月)



從來源網站角度了解寢具市場相關討論的聲量聚集地，從上方圓餅圖中可見，前三大來源網站分別為Facebook、Ptt、

Dcard，其中Facebook囊括了近半聲量，當中又以「Costco好市多 商品經驗老實說」社團聚集最多討論，除了分享產品

的優惠資訊外，也常見網友請益關於「被毯、枕頭、床墊」的使用心得，而第二名的雜貨專賣品牌「Norns」則是因為常

有與聯名卡通聯名的新品資訊，博得眾多粉絲目光，而第三名的頻道則與母嬰相關，社群討論中就常見新手爸媽們請益

嬰兒適用的枕頭、床墊，每每都能吸引許多熱心網友分享自身經驗。

而再看到討論區的兩大聲量來源—Ptt與Dcard，兩邊的網友除了都會在「LivingGoods」版與「居家生活」版上分享寢

具推薦之外，Ptt「BabyMother」版多與母嬰相關寢具用品的討論，Dcard則多為學生族群會於「新生季」版中請益各

位學長姐們推薦的宿舍床墊，另外「美妝」版上也會有網友分享寢具材質、乾淨與否，會影響皮膚的心得。

▲前三大聲量網站之頻道聲量排行［註2］

1-2 | 消費者討論聲量來源

FB社團聚焦嬰兒用寢具 Dcard新生季版討論多

46%15%9%
4%

3%

其他網站
21%

1
Costco好市多
商品經驗老實說

2 Norns

3 快樂媽咪孕兒經

Facebook 頻道名稱

1 LivingGoods

2 Gossiping

3 BabyMother

Ptt 頻道名稱

1 居家生活

2 新生季

3 美妝

Dcard 頻道名稱

［註2］頻道聲量占比=頻道聲量/網站聲量

▲來源網站聲量占比圓餅圖



接下來看到寢具市場下，消費者對於什麼樣的寢具商品類別有最多關注，從上圖可見，被毯類的聲量最高，其次則

是床墊、枕頭類用品。被毯類的熱門話題包含「涼感被開箱」、「幫忙挑選冬被」、「羽絨被選擇推薦」等，可看

出從夏天的涼被到冬天溫暖的冬被，人們對被毯的需求始終不減。而再看到聲量第二名的床墊類，作為寢具用品中

價格較高、使用時間長的耐久商品，多數人在選購前會上網請益，包含不同床墊材質「軟硬度」、「支撐性」、

「厚度」，或詢問特定材質的推薦品牌，以期能夠購得符合需求的床墊。另外枕頭亦是網友們的關注焦點，網友除

了討論枕頭的好壞對「睡眠品質」的影響，也有人提出每個人所適合的枕頭「高度」都不同，引起不少共鳴與討論，

而針對各類的枕頭討論，像是獨立筒、乳膠枕、記憶枕等材質與舒適度比較，也都是常見的討論話題。

▲寢具商品類別網路聲量排行

1-3 |寢具熱門商品類別排行

被毯討論熱度不減 網友大推睡眠品質關鍵在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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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聚焦於寢具市場最熱門的二商

品類別—被毯、床墊，從材質與選購因素

等角度來進一步分析消費者需求。

首先從被毯類的材質來看，由左圖中可見

「羽絨被」與「羊毛被」兩者的聲量分別

為第一、二名，10月天氣轉涼後，民眾

對於冬被的需求激增，再加上雙11時許

多店家紛紛推出優惠活動，帶動相關的討

論聲量，然而因日前有素食主義者求推薦

保暖被時，備註表示「不蓋羊毛、羽絨被」

相，，也有人提出使用「蠶絲被」是否不人道的問題，引發網友正反議論，相關爭議使得「羽絨、羊毛、蠶絲」等動物來源的

被毯在好感度表現上相對低落。而6、7月時因為天氣炎熱，市場上對於涼被有較多的關注，其中「天絲被」又以「涼感、

絲滑」的特性收獲大批網友的正面評價，獲得好感度第一，網上就有人表示「天絲涼感材質真的很涼很舒服」，並大力推

薦。另外近期藝人林美秀與吳淡如代言品牌的「石墨烯被」，吸睛的組合與趣味的廣告內容引來不少注目，再加上石墨烯

的材質兼具保暖、不厚重的特性，網友對該材質好感度高，更成為網友心目中的「抗寒睡眠好物」。

▲被毯類商品各式材質聲量與好感度［註4］二維分布圖

［註3］絨毛被係指原料混合化學纖維、化工處理之棉料等毛絨材質之被毯，如法蘭絨、珊瑚絨、金絲絨。
［註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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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被毯類商品消費者需求探索

冬季羽絨被需求飆升 天絲被絲滑觸感大受好評



觀察網路上民眾選購被毯時所會討論到的面向，除了對於各個賣場、通路的「價格優惠」情報給予高關注度之外，在被毯

使用起來的「舒適度」與「外觀花色」方面亦多有討論。觀察「使用舒適度」的相關文本，「觸感、親膚、柔軟」是常被

提及的詞彙，如有網友表示「天絲被涼感又親膚」，或是評價羊毛被「很好摸，毛軟很舒服」等。另外從好感度的角度出

發，可發現「涼感透氣」與「抗菌防霉」兩者雖非最熱門討論，然而在好感度的表現卻相當亮眼，「涼感透氣」的維度中

多為對夏天涼被的討論，炎夏裡民眾對於被毯多追求「輕薄、透氣、涼感、降溫」，如推薦涼被時表示「輕薄透氣，瞬間

涼感降五度」，成為眾人心中的抗暑神器；而換季時拿出棉被才發現已經發霉，是許多人心中的一大困擾，因此對於具

「抗菌防霉」功能的被毯，往往都能獲得不少正面評價。

▲被毯選購因素聲量與好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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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舒適度成評比關鍵 涼感透氣最討網友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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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到寢具用品中聲量第二的床墊類商品，

首先從聲量來看，「乳膠床」獲得最多的

討論，有網友提出因為所居地較潮濕，希

望能找「透氣、防臭且不容易發霉」的床

墊，就有不少人紛紛推薦購買乳膠材質，

不過也有人提出乳膠床墊若使用化學乳膠，

容易產生刺鼻的化學藥味，對人體可能有

害，選購時需要謹慎挑選品牌。而因應不

同的取向、偏好，對於床墊也會有不同的

的虛需求，討論區中就常見網友會將「獨立筒床」與「一般彈簧床」做比較，「獨立筒床」因為相較「彈簧床」而言，更能降

低翻身干擾的情況，且彈簧獨立，能夠平均受壓，較符合人體工學也更服貼，故多獲得正面評價，但也有網友理性提出，

「獨立筒彈簧若製作不佳，易發生歪斜」．認為「不是大廠的最好不要買」。

而獲得最高好感度的「泡棉床」，也是市面上十分常見的材質，如IKEA便推出了多款泡棉床墊，價格相對較親民，再加上

兼具軟Q、包覆感強的特性，成為不少人心目中的首選，另外對於泡棉床的挑選，也有網友表示「泡棉的密度」是重點，

要有足夠的彈力，才能「坐了也不觸底」。

2-2 |床墊類商品消費者需求探索

乳膠床討論度高 泡棉床高包覆力獲好感度之冠

▲床墊類商品各式材質聲量與好感度二維分布圖



在床墊的選購因素部分，從左上圖中可見除了對於「價格優惠」的討論，網友亦相當重視「服務體驗」，其中，「試躺試睡」

的服務最受熱議，由於床墊種類眾多，個人的喜好需求不盡相同，再加上床墊為寢具中價格較高、替換性低的產品，因此店

家能否提供實際體驗的服務也成為消費者抉擇的條件之一。再從好感度的角度分析，發現「收納便利性」獲最多網友推崇，

因為床墊體積龐大、搬移相對不便，對於許多租屋族、住宿生而言是一大困擾，因此「好收納」、「輕巧」、「可折疊」的

床墊往往能獲得外宿族群的青睞。

最後，我們進一步分析同樣受到消費者熱議焦點的床墊機能，更深入探討市場需求，從右上圖可發現大眾最聚焦的功能正是

「吸濕透氣」，因人在睡眠時會排汗散熱以調節體溫，就有網友提到「若床墊透氣度不佳，容易睡起來感到悶熱」，另外塵

蟎作為許多過敏兒的天敵，許多家長們在為孩子選購寢具時，也會求推薦「防塵蟎過敏」的床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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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試睡」才心安 吸濕透氣成床墊選購關鍵

▲床墊選購因素聲量與好感度分析 ▲床墊機能聲量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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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整理

Part1 寢具市場話題聲量概覽

 月聲量趨勢分析：話題討論聲量穩定，秋冬為寢具討論高峰季節，亦多產品開箱、請

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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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品牌選手請益文之外，也有不少宿舍新生會

於Dcard新生季版上請益學長姐推薦床墊。

 整體市場觀察：被毯需求因應季節冷暖而有所不同，討論熱度始終居高不下；而床墊

位居寢具用品中聲量第二。

Part2 寢具用品潛在市場分析

 被毯類：以羽絨被材質最受網友熱議，天絲被則因「絲滑、涼感」的觸感而備受

好評，消費者選購亦多以「使用舒適度」與「外觀花色」面向為討論焦點。

 床墊類：床墊材質中，乳膠床的討論度最高，泡棉床則因高包覆力、市面常見等

因素獲得高好感度；另外自消費者選購因素來看，「服務體驗」中能否提供「試

睡」成為重要關注焦點，而「吸濕透氣」則是網友首重之床墊功能。



下載報告 >

https://www.opview.com.tw/report/20211208/23544
https://www.opview.com.tw/report/20211208/23544


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 2021.12.1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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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舊人氣卡通來了！七、八年級生的經典回憶

• 前三名開播超過二十年人氣不減，卡通聯名商機無限再創話題……繼續閱讀

熱議拉麵店網路聲量排行出爐各式配料也是關鍵

• 「一蘭」進駐台中引排隊潮「鬼金棒」辣度破表

• 肥瘦叉燒各有支持、海苔該怎麼吃掀討論……繼續閱讀

冬季泡湯何處去？盤點網友熱議全台九大溫泉景點

• 溫泉從北泡到南，「關子嶺」泥漿溫泉滑溜引熱議

• 泡湯前後熱議注意事項，小心一次別泡太久！……繼續閱讀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2/trending-pressrelease/%e6%87%b7%e8%88%8a%e4%ba%ba%e6%b0%a3%e5%8d%a1%e9%80%9a%e4%be%86%e4%ba%86%ef%bc%81%e4%b8%83%e3%80%81%e5%85%ab%e5%b9%b4%e7%b4%9a%e7%94%9f%e7%9a%84%e7%b6%93%e5%85%b8%e5%9b%9e%e6%86%b6/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2/trending-pressrelease/%e7%86%b1%e8%ad%b0%e6%8b%89%e9%ba%b5%e5%ba%97%e7%b6%b2%e8%b7%af%e8%81%b2%e9%87%8f%e6%8e%92%e8%a1%8c%e5%87%ba%e7%88%90-%e5%90%84%e5%bc%8f%e9%85%8d%e6%96%99%e4%b9%9f%e6%98%af%e9%97%9c%e9%8d%b5/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2/trending-pressrelease/%e5%86%ac%e5%ad%a3%e6%b3%a1%e6%b9%af%e4%bd%95%e8%99%95%e5%8e%bb%ef%bc%9f%e7%9b%a4%e9%bb%9e%e7%b6%b2%e5%8f%8b%e7%86%b1%e8%ad%b0%e5%85%a8%e5%8f%b0%e4%b9%9d%e5%a4%a7%e6%ba%ab%e6%b3%89%e6%99%af%e9%bb%9e/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1.12.13-12.19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5,351 LINE TODAY > 國內 【不斷更新】四大公投陸續開票中

2 3,152 LINE TODAY > 理財 郭台銘：明年一定缺電工業民生都會缺

3 2,409 LINE TODAY > 國內 4大公投雪崩式大敗朱立倫出面「公投已死」

4 1,855 LINE TODAY > 國際 兩名台灣人越南運毒遭胡志明市法院判死

5 1,826 LINE TODAY > 國內 反萊豬公投未過美：與台就食品議題持續接觸

6 1,797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縣市公投結果12縣市「4案全同意」、8縣市全不同意否決

7 1,748 LINE TODAY > 國內 外媒看台灣公投：蔡政府2022地方選舉前一大勝利

8 1,611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王力宏父親揭李靚蕾設計懷孕威脅結婚索數億贍養費

9 1,529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四公投大敗！蔡詩萍指國民黨還有「更慘的事」

10 1,290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胡志強不服須繳還163萬溢領退休金興訟敗訴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aGqwa6o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3NB3jGo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vXQlykm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j76kX8K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mWjzlpW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oqO1mXp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BEGo11W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OpDmanv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DR8pZro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EXppq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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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0 閒聊 公投案四案皆未過關，附上詳細開票統計

2 3,996 追星 #集中討論李靚蕾深夜爆發式聲明⋯王力宏太渣了吧⋯

3 1,585 感情 女友到家裡吃頓飯就鬧翻

4 1,172 閒聊 大家身邊有喜歡說中國用語的朋友嗎？

5 1,119 感情 我完全懂欸…

6 1,076 心情 長得好看但身材不好該怎麼辦

7 958 感情 「我到了」三個字告訴另一半很困難嗎

8 889 女孩 19歲還是處女…？

9 859 閒聊 現在學校是強制消費嗎？

10 839 閒聊 月老有這麼難看？

https://www.dcard.tw/f/talk/p/237700124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769517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7683498
https://www.dcard.tw/f/talk/p/237682649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7660022
https://www.dcard.tw/f/mood/p/23768094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7675203
https://www.dcard.tw/f/girl/p/237656581
https://www.dcard.tw/f/talk/p/237666996
https://www.dcard.tw/f/talk/p/23765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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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0 Gossiping [新聞]郭台銘大膽預測：明年一定缺電！到時不要

2 2,420 Gossiping [新聞]快訊／王力宏爸爸手寫信曝光！ 控李靚蕾「再三威脅」：他

3 2,316 Gossiping [新聞]死者胞姊痛罵開庭像替死刑犯砍價SOP要凶

4 2,136 Gossiping [問卦]蕾神回應by2妹了！

5 2,073 Gossiping [問卦]為什麼連萊豬也輸

6 1,911 Gossiping [新聞]四大公投「中共表態了」！國台辦：台灣

7 1,809 Gossiping [新聞]三接傷藻礁環盟：「藻礁有復原能力」

8 1,790 Gossiping [新聞]批蔡英文把反萊豬扭曲成反美豬 柯文哲：

9 1,653 Gossiping [爆卦]公投各縣市得票統計

10 1,638 Gossiping [問卦]因為賭爛而投四個同意會很不理性嗎？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9881331.A.D4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9850862.A.A4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9649367.A.29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9917969.A.5A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9819560.A.7C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9540050.A.10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9628441.A.C2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9723805.A.E8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9830110.A.83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39444931.A.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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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6 閒聊_軍事迷基地 假如，我說假如，真的發生戰爭，應該怎麼辦?

2 158 閒聊_閒聊與趣味 大學生沉迷運彩，結果傾家蕩產，把40多萬存款都輸光了，誰能幫我戒賭!!

3 147 時事_台灣新聞 入竹科太太團！她學歷差、穿390元衣遭鄙視被踢揭黑幕

4 133 時事_台灣新聞 侯市長加油-新北與雲林的解析

5 126 親子_婚姻感情 觀點正確～女生要求要有房才肯結婚

6 123 時事_台灣新聞 頻繁降壓引發質疑台電：適度降壓有助節電

7 103 親子_婚姻感情 除夕一定要在夫家過嗎？

8 103 時事_台灣新聞 侯友宜的政治路也算到此為止了

9 99 居家_其他_管委鄰里大小事 為什麼樓上小孩跑跳聲樓下得承受

10 96 時事_台灣新聞 四大公投全軍覆沒,國民黨的前途在哪裡?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637&t=650781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7&t=6508017&p=1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38&t=6509321&p=1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8&t=650838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811&t=6508032&p=1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38&t=6507422&p=1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811&t=650823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38&t=6507990&p=1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812&t=650889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0&f=638&t=65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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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0 王力宏 Wang Leehom 靚蕾和我的私生活很簡單很單純，所以不會再回應任何媒體…

2 18,957 侯友宜 《我對公投的看法》我思故我在，每個人之所以獨一無二，不只…

3 16,785 朱立倫 這次四大公投的結果並不理想，我身為國民黨主席，在此要正式向全國…

4 15,033 TVBS 新聞 【兒摔斷手求償麥當勞7千萬消防夫妻:小孩無價】大家覺得這求償金…

5 8,252 蔡英文 Tsai Ing-wen 反美豬公投不同意，請大家一定要出門投票！

6 7,431 韓國瑜 前往公投途中！ #你投票了嗎#快快快

7 7,033 徐若瑄 Vivian Hsu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

8 6,907 ETtoday新聞雲 妻快生產…王力宏還在約砲！李靚蕾痛訴：違反法規也要去找她

9 6,886 爆料公社 吳家芸發表於爆怨公社阿木看到女兒房間的狀況就覺得快爆炸…

10 6,848 陳漢典 不要再說我割雙眼皮了，我12年前就長這樣👀 #致青春

https://www.facebook.com/469503637873729_647674989599135
https://www.facebook.com/1822652548124070_273299108010877
https://www.facebook.com/10165862157560128_970607943883956
https://www.facebook.com/10158672430625933_618092379507588
https://www.facebook.com/10157841199616065_649128902909715
https://www.facebook.com/3263767770527031_5138650639479312
https://www.facebook.com/471523874337011_2064775737012938
https://www.facebook.com/5202585723110883_4856773997732876
https://www.facebook.com/1762163540800790_297020085685441
https://www.facebook.com/452376529589813_104619039925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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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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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6 Klook 看了《華燈初上》是不是很想要去條通走一走？…

3 8,501
Humans of Taipei 我

是台北人
📣臺北市「失智友善社區」人氣票選活動開跑啦!! …

4 6,500 開心水族箱 #開水好康【冬至歲末倒計時】二十四節氣中的重要節氣–冬至就要…

5 5,264 PTT01 娛樂新聞 想在哪張床上休息？👉至FB收件匣查看答案👈

https://www.facebook.com/4881124248644722_1109873856483735
https://www.facebook.com/2317654245038580_4918409154849582
https://www.facebook.com/5061959270503258_443712880595096
https://www.facebook.com/4668480866583257_333594218305483
https://www.facebook.com/3873653632860770_48521948297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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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傳說中的封印事件網友狂讚小茉反應

【波特王 Potter King】年底笑話精選

特輯辱華RAP出現了！

【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核四重啟的

利弊？公投懶人包看這裡！

【寒國人】大陸福州到台北的支線

建設怎麼看各方想法各不同

【寒國人】你對南京大屠殺的了解有多少？街訪年輕

人的看法！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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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8f%ad%e7%a7%98%e5%82%b3%e8%aa%aa%e4%b8%ad%e7%9a%84%e5%b0%81%e5%8d%b0%e4%ba%8b%e4%bb%b6-%e7%b6%b2%e5%8f%8b%e7%8b%82/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2/youtube/%e3%80%90%e6%b3%a2%e7%89%b9%e7%8e%8b-potter-king%e3%80%91%e5%b9%b4%e5%ba%95%e7%ac%91%e8%a9%b1%e7%b2%be%e9%81%b8%e7%89%b9%e8%bc%af-%e8%be%b1%e8%8f%afrap%e5%87%ba%e7%8f%be%e4%ba%86%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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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a0%b8%e5%9b%9b%e9%87%8d%e5%95%9f%e7%9a%84%e5%88%a9%e5%bc%8a%ef%bc%9f%e5%85%ac%e6%8a%95%e6%87%b6/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2/youtube/%e3%80%90%e5%af%92%e5%9c%8b%e4%ba%ba%e3%80%91%e5%a4%a7%e9%99%b8%e7%a6%8f%e5%b7%9e%e5%88%b0%e5%8f%b0%e5%8c%97%e7%9a%84%e6%94%af%e7%b7%9a%e5%bb%ba%e8%a8%ad%e6%80%8e%e9%ba%bc%e7%9c%8b-%e5%90%84-2/
https://www.social-lab.cc/2021/12/youtube/%e3%80%90%e5%af%92%e5%9c%8b%e4%ba%ba%e3%80%91%e4%bd%a0%e5%b0%8d%e5%8d%97%e4%ba%ac%e5%a4%a7%e5%b1%a0%e6%ae%ba%e7%9a%84%e4%ba%86%e8%a7%a3%e6%9c%89%e5%a4%9a%e5%b0%91%ef%bc%9f%e8%a1%97%e8%a8%aa%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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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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