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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愛情好難：分手與離婚話題年度網路輿情剖析
- 2021年度感情終點話題中，什麼最受到網友關注？

- 導致伴侶分手甚至是離婚的致命理由排行有哪些？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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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疫情肆虐，除了影響民眾日常生活，也意外牽動伴侶之間的感情，根據英國報

導，企業實施遠端等防疫措施下，伴侶同居或分居時間拉長，世界各地的離婚率與感情

諮詢人數，更是隨著疫情攀升，曾經許下山盟海誓的兩人，因為病毒終至這樣的發展，

不免讓人唏噓。

愛情從初相遇的心動、熱戀時的甜蜜、磨合期的淚水，甚至是走到盡頭的形同陌路，在

不同人身上激起不同的洶湧。即便感情中的問題總難有唯一正解，我們還是習慣於各式

討論區與社群上分享經驗、尋找答案，期盼看到哪一句話，能夠一語點醒夢中人。

本期《Social Watch》針對各大感情討論社群，追蹤2021全年度網友對於分手、離婚話

題的熱門討論焦點，從情侶、夫妻兩類感情關係出發，觀察戀愛階段的情侶與步入婚姻

的伴侶，如何看待「感情結束」這件事，分別又有哪些關注焦點之異同。

熱門時事調查局 ( 買過最後悔的家電 / 到校時間延後 / 早餐飲料排行 )

資料來源：

Part 1. 討論區、社群網站、
部落格、新聞 (排除抽獎文)

Part 2.3. 感情討論專版【註1】

資料期間：

2021/01/01~2021/12/31

【註1】感情討論專版共涵蓋以下範圍：Facebook - 靠北女友my girl、靠北男友、Dcard | Dcard - 男孩、女孩、彩虹、感情、
結婚、親子、心情 | mobile01 - 兩性與感情 | Ptt - Boy-Girl、Boyfriend、 lesbian、gay、marriage、GetMarry、
babymother | 伊莉討論區 - 家事傾訴、婚姻大事、愛情討論區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5552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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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感情終點—分手與離婚話題聲量綜覽

1-1 感情終點話題年度聲量一覽

離婚話題較分手更受關注 年末「王力宏事件」帶動年度聲量高峰

而網友大部分聚集於網路上哪些地方，討論感情終點相關話

題呢？我們分別概覽分手、離婚的討論來源，除了皆以社群

網站為最主要管道，在「分手」話題中，網友大多會在「討

論區」分享自己遭到分手的經歷，或是在分手前上網尋求建

議，吸引了4成以上的相關聲量；而在「離婚」話題當中，由

於2021年度有不少對明星藝人夫妻離婚，受到大量新聞媒體

的關注與報導，因此以「新聞」來源為第二熱門來源管道。

▲分手與離婚話題 2021年度聲量趨勢圖與當季高點話題示例

1-2 感情終點話題討論管道

分手話題討論聚集於Dcard討論區 離婚話題則多於娛樂新聞管道受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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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5 聲量30,451則

日媒爆出福原愛外遇傳聞

A. 3/4 聲量13,745則

網紅罔腰假懷孕後分手男友

B. 3/15 聲量11,725則

女友怒摔男友PS5遭分手

D. 7/28 聲量12,174則

李靚蕾與王力宏離婚風波

E. 12/18 聲量42,358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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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 分手聲量(則)

綜覽感情終點話題2021年的網路聲量趨勢圖，可以發現「離婚」相較「分手」話題有較大的聲量起伏，

比起情侶間的分分合合，具有婚約羈絆的「離婚」引起較多關注；另外針對「分手」的聲量趨勢觀察，可

以發現在7月到9月居家防疫期間，其聲量有較其他月份更明顯的波段起伏，推測同居情侶由於相處時間

變長，摩擦紛爭也相對多，不少人面對感情危機時選擇上網抒發。

而針對每一季聲量高點觀測，了解2021年不同期間最受到網友關注的感情終點事件，其中「離婚」話題

以「福原愛與江宏傑」、「大S與汪小菲」、「李靚蕾與王力宏」三對夫妻最受矚目，藝人之間夢幻的婚

姻化為泡沫，甚至在消息曝光後揭露對方不為人知的種種，成為新聞媒體、網友鍥而不捨的焦點，當中又

以「李靚蕾與王力宏」在年末引發大量社群話題，意外成為社群上指標性事件；「分手」話題則以一篇

「女友摔壞男友PS5遭分手」貼文吸引最多關注，事件內容呈現2021年疫情爆發間，各企業遠端上班、

無薪假政策下，情侶相處時間長而放大各種小摩擦、甚至導致分手的狀況，也同樣引發網友的討論。

社群網站 討論區 新聞 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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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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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從頻道細究話題實際的集散地。在「分手」討論中，Dcard相關網站為民眾十分熟悉的頻道，其

中感情、心情版皆涵蓋大量討論，前者甚至囊括了超過28萬則的聲量，為各頻道之最，是不少網友在面

對分手狀況時會尋求的紓壓管道；另外在「離婚」話題，如前所述，由於2021年有不少對藝人夫妻婚變

新聞曝光，LINE TODAY的娛樂版便成為網友首要關注的頻道，加上不少鄉民轉發新聞至Ptt Gossiping

板集中討論，可見「離婚」話題在社群上有更多的娛樂八卦性質。

1-3 感情終點話題男女討論重點

感情話題中女性關注感受面細節、心情討論 男性聚焦理性面經濟、監護權內容

離婚話題熱門來源頻道

# 來源頻道 聲量

1 校園聊天-Dcard > 感情 284,359

2 Facebook粉絲團 > Dcard 64,860

3 Ptt > Boy-Girl 45,285

4 校園聊天-Dcard > 心情 36,967

5 Facebook粉絲團 > 東森新聞 32,602

# 來源頻道 聲量

1 LINE TODAY > 娛樂 37,333

2 Ptt > Gossiping 26,703

3 Facebook粉絲團 > 東森新聞 19,060

4 Ptt > marriage 16,161

5 Facebook粉絲團 > Yahoo!奇摩新聞 12,741

▲分手話題男女性專屬討論熱詞

為了解不同族群的關注內容，接著剖析「感情終點」在兩性之間的關注內容差異。首先觀察「分手」話

題的男女討論相異詞，女性較常針對感情中的細節討論，如分手後能否繼續當朋友、或是從相處中發現

男朋友舉止異常，另外也常使用感受面向的詞彙，如分手後如何調適心情、感覺對方冷淡等等；而男性

用詞則相較理性實際，如伴侶之間遇到問題該如何分擔、雙方經濟能力是否能長期支持彼此。

另一方面，「離婚」話題的女性熱詞中，能發現女性多聚焦在小孩撫養、單親媽媽如何自理生活等離婚

後需承擔的問題，此外婆媳相關話題在女性離婚討論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而在男性的離婚熱詞榜中，

則以伴侶婚前、婚後的相處差異較常受到提及，而一旦離婚後的財產分配、贍養費支付、甚至是與另一

半爭取監護權的內容都受到熱烈討論。

▲離婚話題男女性專屬討論熱詞

分手話題熱門來源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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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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粉紅泡泡的萌芽與破滅—情侶分手話題

2-1 情侶分手熱門話題

刷新三觀文章題材易受熱議 網友呼籲情侶間基本尊重與體諒之重要性

# 文章標題 話題重點 聲量則數

1 男友要原po素顏去拿外送，一氣之下推倒他的PS5被分手… #遠端會議 #遊戲機 8,916

2 要分手了= = #載女友 #不準時 4,394

3 富二代女友堅持要台北買房，婚戒沒有一克拉不嫁，七年感情被分手? #買房 #鑽戒 #沒錢 3,717

4 消失五年的男生突然出現說他們還沒分手?一直罵原po劈腿? #網路認識 #失聯 2,224

5 把男友的車子撞壞了，維修要上萬元，他只淡淡說了句：先分開好了? #改車 #撞壞 1,910

接下來觀測感情相關來源頻道群集，分別觀察情侶針對「分手」、「離婚」話題的實質討論，首先概覽

「分手」相關話題之熱門話題排行，以了解網友關注重點。

從前5名的熱門文章，可以發現「奇葩伴侶」等「刷新三觀」的文章題材最容易成為話題焦點，發文者

在討論區抱怨另一半不體貼、反應過激的同時，本意是尋求他人認同，找到意見或價值觀相同的「同溫

層」，然而旁觀網友往往認為發文者本身有更大的問題，並沒有設身處地替伴侶著想，只是一味地抱怨，

吸引網友留下「奇文共賞」的評語，表示情侶之間即使不分你我也必須有基本的相互尊重與體諒。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遠距離

金錢觀

感情冷淡

前任因素

性觀念

體態外貌

劈腿出軌

▲情侶分手熱門話題排行前5名

2-2 情侶分手原因排行

網友呼籲遇到劈腿渣男應盡快放生 體態外貌成為熱戀期後感情考驗之一

聲量(則)

為了解引發情侶間紛爭，甚至導

致分手的理由，接著針對討論文

本歸納並追蹤分手因素面向。

在各分手因素間，最受到關注的

便是「劈腿出軌」，觀察討論文

本，熱門文章的發文者大多針對

自己的伴侶精神出軌、或是自己

在無意間成了第三者提出討論，

上網尋求其他網友在處理方法上

的建議，也有不少人分享自己遇

到奇葩「渣男」的不甘，也是最

多

▲情侶分手原因聲量排行

多民眾表示「直接放生」的分手因素。另外，不少網友討論是否滿意另一半的「體態外貌」也是感情能

否長久經營的重點，在相關討論文本中，不乏發文者與交往對象的「粉紅泡泡」破滅之後，因為對方

「外表不行」、「肉肉的」、「身高不夠」等理由而萌生分手念頭，然而文章回應中大多責備不應「檢

討另一半外貌」，提到身為對方最親密的人，卻說出能造成對方心理傷害、嫌棄的話語，反而讓人認為

對方值得更好的對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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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rd.tw/posts/4445763135511922?comment_id=444604080881748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7654677
https://www.facebook.com/dcard.tw/posts/4647152082039692?comment_id=848480762522298
https://www.facebook.com/4802845939803638_4803002779787954
https://www.facebook.com/4413856292035940_283943903638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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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情侶熱門分手原因延伸探討

劈腿之對象身分在話題中引起熱議 後續原諒與復合選項最受關注

關注面向 關鍵字詞

對象 朋友、前任、同學、閨蜜、同事

發現劈腿管道
手機、訊息、ig、交友軟體、電
話、照片、紀錄

心理狀態
傷害、情緒、痛苦、背叛、生氣、
信任、懷疑

後續處理
原諒、復合、分開、封鎖、溝通、
道歉、放生

▲分手-劈腿出軌因素相關討論熱詞文字雲及歸納面向

在分手話題中，以「劈腿出軌」最受到網友熱議，因此進一步拆解以了解關注焦點。發現在面對伴侶劈

腿時，情侶階段的網友首先關注的是劈腿「對象」，其中以朋友、前任對現任伴侶造成最大的威脅而備

受熱議，此外網友在哪些「管道」發現枕邊伴侶劈腿也是一大討論重點，其中大多是透過察看手機的訊

息、ig等等發現令人心碎的聊天紀錄，甚至是下載交友軟體，確認對方出軌的事實；此外遭劈腿方的

「心理狀態」也廣受討論，受伴侶背叛的痛苦，以及埋怨對方破壞彼此間的信任，甚至因此對自我價值

產生懷疑，皆是失戀間經常被提及的字詞。而最終的「後續處理」以原諒與復合最受到熱議，可見陷在

感情中的一方，雖然周遭朋友、網友勸分，仍會期盼對方回頭道歉、感情破鏡重圓的機會。

Part 3 當愛情遇上柴米油鹽—加溫或是離婚

3-1 伴侶離婚熱門話題

婚姻終結難說斷就斷 已婚族群多針對相處情形進行描述

# 文章標題 話題重點 聲量則數

1 [心情]我該離婚嗎 #劈腿前任 #理財觀念 2,357 

2 [求助]為了運動鬧到要離婚，該怎麼辦 #興趣不合 #多爭吵 1,480 

3 [求助]想離婚 #日常摩擦 #冷處理 1,260 

4 [心情]他輕易說出離婚 #消費方式 #財務獨立 1,246 

5 我出軌生下小孩。 #懷孕 #外遇對象 1,110 

▲伴侶離婚熱門話題排行前5名

觀察網友們對於「離婚」的討

論，首先從文章標題來看，可

發現多以「心情」、「求助」

文居多，不論是猶豫是否該結

束這段關係，或是還想盡力挽

回兩人的感情，婚姻關係所涉

及的事務與層面向來極廣，不

僅僅與法律、財產分配相關，有時還關乎孩子、雙方家庭關係等，因此多數人在考慮是否離婚時，也傾向

上網尋求網友不同觀點的建議。

再從文本中觀察，可發現已婚族群主要針對實際情況進行敘述，或是抒發長期生活下來所累積的不滿，

且除了「感情不忠」外，「價值觀不合」、「金錢觀落差」等面向亦是眾人關注的焦點，生活中難以避

免的「柴米油鹽」，都可能成為兩人發生摩擦的開端，因此「關係經營」也是網友們主要探討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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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M.1627251184.A.1DC.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17420341.A.752.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34383568.A.631.html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639439535.A.E02.html
https://www.dcard.tw/f/marriage/p/23599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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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感情終點—分手與離婚話題聲量綜覽

1-1 感情終點話題年度聲量一覽

比起情侶間的分分合合，具有婚約羈絆的「離婚」引起較多關注，其中

以年末「王力宏」事件最受關注。

1-2 感情終點話題討論管道

分手話題討論聚集於Dcard討論區，感情版甚至聚集28萬的討論聲量；

離婚話題則多於娛樂新聞管道受到討論。

1-3 感情終點話題男女討論重點

感情話題中女性關注感受面細節、心情討論；男性則聚焦理性面經濟、

監護權內容。

小結

Part 2 粉紅泡泡的萌芽與破滅—情侶分手話題

2-1 情侶分手熱門話題

分手話題中，在相關來源以「刷新三觀」的文章題材更容易受到熱議，

網友關注情侶間基本尊重與體諒的重要性。

2-2 情侶分手原因排行

情侶分手原因中以劈腿出軌最受討論，此外體態外貌成為熱戀期後感情

考驗之一。

2-3 熱門分手原因延伸探討

劈腿之「對象」以朋友、前任最受熱議，後續原諒與復合選項經常備受

提及。

Part 3 當愛情遇上柴米油鹽—加溫或是離婚

3-1 伴侶離婚熱門話題

離婚難以說斷就斷，考量面向多，已婚族群多針對相處情形進行描述尋

求網友不同觀點的建議。

Part3 當愛情遇上柴米油鹽—加溫或是離婚

Part4 感情終結後的療癒之旅

報告中將會更深入地觀察離婚相關理由、話題焦點，並剖析網友在面

對失戀時經常採取的療傷方法。

歡迎下載完整報告，查看更多分析內容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opview.com.tw/report/20220223/24413
https://www.opview.com.tw/report/20220223/2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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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2022.02.14-02.20

Social Lab每週追蹤特定主題，把網友想法一次說給你聽！

買完真的超後悔？網傳這些家電購入前先三思

• 「烤箱」加熱太慢遭嫌棄「氣炸鍋」超難清洗直接氣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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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時間延後」是好是壞？網友熱議觀點一次看

•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催促教育部表態新制落實引發網友爭論

• 你是否支持到校時間延後？網友的支持與反對理由一次看……繼續閱讀

早餐還是得來一杯這個！八大早餐飲料聲量排行出爐

• 咖啡穩坐聲量冠軍網友們對早餐店奶茶又愛又恨……繼續閱讀

完整報告
免費下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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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trending-pressrelease/%e8%b2%b7%e5%ae%8c%e7%9c%9f%e7%9a%84%e8%b6%85%e5%be%8c%e6%82%94%ef%bc%9f%e7%b6%b2%e5%82%b3%e9%80%99%e4%ba%9b%e5%ae%b6%e9%9b%bb%e8%b3%bc%e5%85%a5%e5%89%8d%e5%85%88%e4%b8%89%e6%80%9d/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2/trending-pressrelease/%e3%80%8c%e5%88%b0%e6%a0%a1%e6%99%82%e9%96%93%e5%bb%b6%e5%be%8c%e3%80%8d%e6%98%af%e5%a5%bd%e6%98%af%e5%a3%9e%ef%bc%9f%e7%b6%b2%e5%8f%8b%e7%86%b1%e8%ad%b0%e8%a7%80%e9%bb%9e%e4%b8%80%e6%ac%a1%e7%9c%8b/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2/trending-pressrelease/%e6%97%a9%e9%a4%90%e9%82%84%e6%98%af%e5%be%97%e4%be%86%e4%b8%80%e6%9d%af%e9%80%99%e5%80%8b%ef%bc%81%e5%85%ab%e5%a4%a7%e6%97%a9%e9%a4%90%e9%a3%b2%e6%96%99%e8%81%b2%e9%87%8f%e6%8e%92%e8%a1%8c%e5%87%ba/
https://www.opview.com.tw/report/20220223/24413
https://www.opview.com.tw/report/20220223/24413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 

Social Lab收錄每周各類熱議討論文章前十名，欲看上周熱門排行榜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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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502 yahoo新聞 > 焦點 王婉諭推外公外婆正名蔡正元：全世界最可笑的事

2 2,411 LINE TODAY > 運動 遭行政院下令調查處分黃郁婷「關臉書、刪微博發文」

3 2,068 yahoo新聞 > 熱門新聞 「外公外婆沒有不見！」王婉諭：只是網路辭典加註

4 1,422 yahoo新聞 > 焦點 【失控法官再出包】知名離譜法官又出事曠職70天

5 1,364 yahoo新聞 > 藝人動態 計程車司機變影視霸主三立電視證實董事長林崑海病逝

6 1,341 YAHOO奇摩運動 > 首頁 關注人權德國冬奧雙金選手：再也不去中國

7 1,338 yahoo新聞 > 焦點 網友投票：93.5％不認同外公外婆改祖父祖母

8 1,294 yahoo新聞 > 中港澳 關注人權德國冬奧雙金選手：再也不去中國

9 1,186 LINE TODAY > 國內 提振士氣國軍中少將丶校尉軍官士官晉任將改每月一次

10 1,058 LINE TODAY > 國際 英澳元首共同發聲：挺台參與國際組織強調台海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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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 心情 我被公司同事性侵了

2 1,280 閒聊 情侶的賴名稱

3 1,209 心情 女友無法接受我送她二手球鞋

4 1,122 心情 #求高調因工傷右腳遭截肢公司卻只給1萬慰問金

5 1,118 感情 男友漏尿還說我是肉便器

6 996 心情 謝和弦是天底下最爛的人

7 909 工作 有辦法要求員工回捐薪水嗎？

8 776 心情 原來小三的孩子不該出生

9 775 感情 被渣男玩過請誠實告知好嗎

10 711 防疫生活 朋友打AZ死亡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22.02.14-02.20

http://www.social-lab.cc/%E7%86%B1%E9%96%80%E9%A0%BB%E9%81%93%E6%8E%92%E8%A1%8C%E6%A6%9C/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tw.news.yahoo.com/%E7%8E%8B%E5%A9%89%E8%AB%AD%E6%8E%A8%E5%A4%96%E5%85%AC%E5%A4%96%E5%A9%86%E6%AD%A3%E5%90%8D-%E8%94%A1%E6%AD%A3%E5%85%83-%E5%85%A8%E4%B8%96%E7%95%8C%E6%9C%80%E5%8F%AF%E7%AC%91%E7%9A%84%E4%BA%8B%E8%8E%AB%E9%81%8E%E6%96%BC%E6%AD%A4-213218056.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2D6V06O
https://tw.news.yahoo.com/%E7%8E%8B%E5%A9%89%E8%AB%AD%EF%BC%9A%E5%A4%96%E5%85%AC%E5%A4%96%E5%A9%86%E6%B2%92%E6%9C%89%E4%B8%8D%E8%A6%8B-07112989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B1%E6%8E%A7%E6%B3%95%E5%AE%98%E5%86%8D%E5%87%BA%E5%8C%85-%E7%9F%A5%E5%90%8D%E9%9B%A2%E8%AD%9C%E6%B3%95%E5%AE%98%E5%8F%88%E5%87%BA%E4%BA%8B-%E6%9B%A0%E8%81%B770%E5%A4%A9%E4%BB%8D%E6%9C%88%E9%A0%9818%E8%90%AC-21585973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8%88%E7%A8%8B%E8%BB%8A%E5%8F%B8%E6%A9%9F%E8%AE%8A%E5%BD%B1%E8%A6%96%E9%9C%B8%E4%B8%BB-%E4%B8%89%E7%AB%8B%E8%AD%89%E5%AF%A6%E8%91%A3%E4%BA%8B%E9%95%B7%E6%9E%97%E5%B4%91%E6%B5%B7%E7%97%85%E9%80%9D-022609777.html
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E9%97%9C%E6%B3%A8%E4%BA%BA%E6%AC%8A-%E5%BE%B7%E5%9C%8B%E5%86%AC%E5%A5%A7%E9%9B%99%E9%87%91%E9%81%B8%E6%89%8B-%E5%86%8D%E4%B9%9F%E4%B8%8D%E5%8E%BB%E4%B8%AD%E5%9C%8B-23180768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B6%B2%E5%8F%8B%E6%8A%95%E7%A5%A8%EF%BC%9A-935-%EF%BC%85%E4%B8%8D%E8%AA%8D%E5%90%8C%E5%A4%96%E5%85%AC%E5%A4%96%E5%A9%86%E6%94%B9%E7%A5%96%E7%88%B6%E7%A5%96%E6%AF%8D-%E5%83%85-65-%EF%BC%85%E5%90%8C%E6%84%8F%E4%B8%8D%E9%9C%80%E5%88%86%E5%85%A7%E5%A4%96-00150653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97%9C%E6%B3%A8%E4%BA%BA%E6%AC%8A-%E5%BE%B7%E5%9C%8B%E5%86%AC%E5%A5%A7%E9%9B%99%E9%87%91%E9%81%B8%E6%89%8B-%E5%86%8D%E4%B9%9F%E4%B8%8D%E5%8E%BB%E4%B8%AD%E5%9C%8B-231807684.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1DYEEnv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l2Q3B7G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136246
https://www.dcard.tw/f/talk/p/238128182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11632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144710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150456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137586
https://www.dcard.tw/f/job/p/238122873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11839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116630
https://www.dcard.tw/f/stayhome/p/23815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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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 NBA [外絮]富保羅：LBJ的職涯至少與MJ一樣艱難

2 1,577 Gossiping [新聞]獨家》三立「海董」林崑海今晨傳拔管

3 1,485 Gossiping [爆卦]隔離住進檢疫所飯菜被翻

4 1,484 Gossiping [新聞]買完超後悔的家電？「婚姻3寶」2機上榜

5 1,483 nCoV2019 [新聞]強制居隔者自費住防疫旅館挨批

6 1,469 Gossiping [新聞]屏東男被逼住旅館！付不出27K遭衛生局嗆

7 1,465 Gossiping [新聞]截肢女孩秀證據！公司給的1萬慰問金竟從「薪水預支」

8 1,463 WomenTalk [問題]小資族女友想買十幾萬LV包

9 1,446 Gossiping [新聞]網美丟文物！團費竟收18萬 沒繳錢「不能一起淨山」

10 1,410 Gossiping [新聞]臉書罵陳時中「無恥舔美賣臺」鄉民判拘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85 時事_台灣新聞 閩南語和台語已經不是同一種語言了！

2 227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小車上傳國道被逼車影像大車回覆請不要斷章取義

3 211 時事_台灣新聞 一堆智障閩南語跟台語

4 175 時事_台灣新聞 台語有文字？

5 157 時事_台灣新聞 來瞧瞧1450秀下限，“台語”去查康熙字典

6 154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注意⚠檢舉魔人新招

7 147 手機_手機消費經驗分享 我從Android換到iPhone 13 PRO後特別難受的幾件事

8 142 生活_料理與食譜 本來覺得外食就是貴，但自己煮完感覺沒比較省啊

9 142 閒聊_投資與理財 台灣平均薪資5.5萬台幣，街訪民眾認為胡扯

10 142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為何汽車在台灣好像是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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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M.1645171287.A.95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4886060.A.C1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5160541.A.4A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5068673.A.306.html
http://www.ptt.cc/bbs/nCoV2019/M.1645009995.A.54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4847703.A.5A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5338219.A.85D.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645082531.A.4A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4822262.A.62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4892822.A.12B.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638&t=654023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294&t=654076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8&t=654199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654249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638&t=654077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294&t=654121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393&t=653976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02&t=654278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291&t=654237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294&t=65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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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8 ELLE Taiwan 請已婚人士給要結婚的人一句忠告

2 9,211 加藤軍台灣粉絲團 2.0 請各位大師賜名

3 8,776 東森新聞 這舉動太暖哪個女孩頂的住

4 7,368 爆料公社一日小編 小時候最愛看這個了！

5 6,366 ETtoday新聞雲 還很年輕，妳會發現外面還有更多更好的對象啦！

6 6,332 即新聞 接力最後一棒交給他…國3全班棄奪冠，陪腦麻同學跑到終點

7 5,344 瑞莎 Larisa 情人節快樂

8 5,098 TVBS 新聞 多熟可以巴頭?單親媽「巴頭」打招呼友「起崩」揍趴她

9 5,027 H.H先生 今天2月17是我的生日

10 4,689 中時新聞網 請問你支持國高中延後到9：30上學？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6,522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派獎活動又來了！

2 14,988 PTT01 娛樂新聞 12生肖+出生時辰=超準命運走向

3 9,387 小三美日 【情人節心理測驗】你覺得這束玫瑰花是什麼色？

4 9,159 開心水族箱 【一起來認識文物啦】隨著西周大克鼎進入魚缸

5 7,240 蝦皮購物 (Shopee) 聽說今天蝦皮218新春購物節只要用免運券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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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tw/posts/10159473003458346?comment_id=479524933795158
https://www.facebook.com/KATOTAKA2.0/posts/5492036230830816?comment_id=483328356584225
https://www.facebook.com/news.ebc/posts/6928375360530829?comment_id=617263559372670&reply_comment_id=109467446797858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75552689289395&id=558814734296539&comment_id=903076713713413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posts/5428389140530539?comment_id=467720564995444&reply_comment_id=475565250767184
https://www.facebook.com/geevideo/posts/2319150378250382?comment_id=920931155291566
https://www.facebook.com/larisacem/posts/498391281657346?comment_id=121595140414487&reply_comment_id=4984010914953188
https://www.facebook.com/tvbsfb/posts/10158791730615933?comment_id=2486355101499872
https://www.facebook.com/mrhhh/posts/492970132189068?comment_id=492971975522217&reply_comment_id=122940573627814
https://www.facebook.com/CTfans/posts/10159358502557479?comment_id=262878512661783&reply_comment_id=134138095772144
https://www.facebook.com/tos.zh/posts/5124669957623482?comment_id=635659607530629
https://www.facebook.com/ptt01s/posts/3933943206831812?comment_id=1078775162691585
https://www.facebook.com/s3beauty/posts/5489687864396593?comment_id=641846193560178&reply_comment_id=948180689421011
https://www.facebook.com/happyfishbowl/posts/4900488363382505?comment_id=4929856593748423
https://www.facebook.com/ShopeeTW/posts/2006129922906032?comment_id=99980683399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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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明星運動會】女力大爆發！網友：恭喜祖
薇拿下MVP

【攝徒日記Fun TV】「徐州八孩事件」反轉再
反轉！揭電影《盲山》內幕

【cheap】為什麼貪污多在亞洲國家？「司法
獨立是反貪關鍵」

【寒國人】開箱上海迪士尼！

中國真的禁止小熊維尼？

【老高與小茉】揭秘！令人恐懼萬分的古代巫蠱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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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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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b3%e5%8a%9b%e5%a4%a7%e7%88%86%e7%99%bc%ef%bc%81%e7%b6%b2%e5%8f%8b%ef%bc%9a%e6%81%ad%e5%96%9c%e7%a5%96%e8%96%87%e6%8b%bf/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2/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3%80%8c%e5%be%90%e5%b7%9e%e5%85%ab%e5%ad%a9%e4%ba%8b%e4%bb%b6%e3%80%8d%e5%8f%8d%e8%bd%89%e5%86%8d%e5%8f%8d%e8%bd%89%ef%bc%81%e6%8f%ad/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2/youtube/%e3%80%90cheap%e3%80%91%e7%82%ba%e4%bb%80%e9%ba%bc%e8%b2%aa%e6%b1%a1%e5%a4%9a%e5%9c%a8%e4%ba%9e%e6%b4%b2%e5%9c%8b%e5%ae%b6%ef%bc%9f%e3%80%8c%e5%8f%b8%e6%b3%95%e7%8d%a8%e7%ab%8b%e6%98%af%e5%8f%8d/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2/youtube/%e3%80%90%e5%af%92%e5%9c%8b%e4%ba%ba%e3%80%91%e9%96%8b%e7%ae%b1%e4%b8%8a%e6%b5%b7%e8%bf%aa%e5%a3%ab%e5%b0%bc%ef%bc%81%e4%b8%ad%e5%9c%8b%e7%9c%9f%e7%9a%84%e7%a6%81%e6%ad%a2%e5%b0%8f%e7%86%8a%e7%b6%ad/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2/youtube/%e3%80%90%e5%af%92%e5%9c%8b%e4%ba%ba%e3%80%91%e9%96%8b%e7%ae%b1%e4%b8%8a%e6%b5%b7%e8%bf%aa%e5%a3%ab%e5%b0%bc%ef%bc%81%e4%b8%ad%e5%9c%8b%e7%9c%9f%e7%9a%84%e7%a6%81%e6%ad%a2%e5%b0%8f%e7%86%8a%e7%b6%ad/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2/youtube/%e3%80%90%e8%80%81%e9%ab%98%e8%88%87%e5%b0%8f%e8%8c%89%e3%80%91%e6%8f%ad%e7%a7%98%ef%bc%81%e4%bb%a4%e4%ba%ba%e6%81%90%e6%87%bc%e8%90%ac%e5%88%86%e7%9a%84%e5%8f%a4%e4%bb%a3%e5%b7%ab%e8%a0%b1%e8%a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