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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濕冷帶動話題討論，這項選購因素最受消費者關注？

從社群口碑挖掘網友關注焦點，這品牌聲量與好感表現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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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婚姻三機［註1］」之一的乾衣機，是不少人心目中不

可或缺的家事幫手，不僅能省去曬衣服的時間，更解決許多

家庭空間不足，沒有地方可晾衣服的困擾。然而市面上的乾

衣機款式、功能不斷推陳出新，究竟消費者在選購乾衣機時，

關注的焦點有哪些？最受歡迎的又是什麼機型？在競爭激烈

的市場下，業者應該如何優化自家產品以貼近消費者需求，

便成為首要任務。

本報告旨在使用《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追蹤乾衣機市場

的網路聲量，解析乾衣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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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社群討論經常提及之婚姻三機包含：乾衣機、掃地機、洗碗機。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2021.03.01~2022.02.28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部落格、新聞 (排除抽獎文)

1-1 乾衣機話題聲量趨勢
觀察乾衣機討論月聲量趨勢，並呈現高點之熱門討論。

1-2 乾衣機話題聲量來源
統計聲量來源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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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衣機品牌網路聲量表現
分析乾衣機品牌的聲量以及情緒比，了解各品牌於社群上

之關注度與好感度表現。

2-2 乾衣機品牌口碑洞察

Part 1

乾衣機話題聲量綜覽

Part 2

乾衣機品牌社群口碑
分析

1-3 乾衣機消費者討論內容探索
接續剖析乾衣機款式種類、選購因素等面向之討論焦點，

了解市場消費者需求。

針對市場關注度、好感度高的品牌，進行討論文本分析，

以了解品牌之消費者印象與市場優勢。

OpView於觀測範
圍內設定「乾衣
機」之關鍵詞組，
框定相關研究文
本

https://www.opview.com.tw/


▲乾衣機月聲量趨勢圖與高峰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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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濕冷激起乾衣機需求 產品請益引發社群迴響
觀測2021年3月到2022年2月，近一年的乾衣機話題討

論月聲量趨勢，由左上圖可發現自去年10月開始進入

冬季後，天氣漸轉濕冷，民眾對於乾衣機話題的關注

程度較高，尤其今年2月時的長期連續降雨，不少民眾

開始抱怨衣服都曬不乾，紛紛上網請益乾衣機推薦款

式、型號，將市場上對乾衣機的需求討論推上最高點。

而再從高峰的熱門話題來看，可發現產品請益的文章

大多能吸引到不少網友參與話題，如10月時有網友請

益婚姻三機的購買順序，網友特別提及乾衣機「可以

高溫殺菌」的特性，認為疫情期間十分適合購入，不

僅能為家人健康做把關，且「不用看陰天雨天想洗就

洗」十分便利。接著2月時網紅「Mom & Dad」於FB

上請益網友們有無推薦的乾衣機，並表示另一半堅持

一定要洗烘分開，且希望選購瓦斯型乾衣機，就有不

少民眾熱心分享推薦的品牌與型號，並針對乾衣機之

「款式種類」進行討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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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帶動社群聲量 新手媽媽請益寶寶烘衣引熱論

新聞

5.8%

討論區

28.7%社群網站

65.2%

社群網站 聲量(則)

1 FB粉絲團 > 486先生 6,956

2 FB粉絲團 > Mom & Dad 1,814

3 FB粉絲團 > TVBS 新聞 1,805

4 FB粉絲團 > 王思佳Sophia 0818 1,473

5 FB社團 > Costco好市多商品經驗老實說 957

討論區 聲量(則)

1 Ptt > Gossiping 3,502

2 Ptt > E-appliance 2,568

3 mobile01 > 居家_洗濯家電 1,660

4 Ptt > WomenTalk 881

5 Ptt > BabyMother 795

▲乾衣機話題來源分布占比▲乾衣機話題社群網站前5大熱門頻道 ▲乾衣機話題討論區前5大熱門頻道

部落格
0.3%

接著針對乾衣機話題之來源分布觀察，可以發現超過一半以上的聲量高度集中於社群網站，其次是討論區、新聞來源。

進一步剖析各來源的討論內容，其中社群網站以直播、團購文帶動整體的討論聲量，如486先生、藝人王思佳多利用直

播帶貨的方式與粉絲進行互動，創造極高的回應比。討論區如「八卦討論板」的Ptt Gossiping板上即常見網友以「問卦」

形式的文章，詢問網友有無推薦的乾衣方式，或是討論居家安裝乾衣機的必要性，而在「家電討論板」如Ptt E-

appliance、mobile01的居家_洗濯家電等，網友則多針對乾衣機之種類款式、品牌機型做討論與比較，另外也可發現

於WomenTalk、BabyMother等「女性討論板」上亦有不少的討論聲量，就有不少新手媽媽表示，因寶寶衣服需要常

洗，希望網友推薦乾衣機，能將衣服有效烘乾、除菌等，避免衣服潮濕使得孩子容易過敏的情形。



▲乾衣機款式種類聲量排行

(則)

熱泵式

排風式

冷凝式

瓦斯型

電源型

滾筒式

直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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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泵式乾衣優點多引關注 瓦斯型網推效率最佳
市面上所販售之乾衣機又可依「乾衣方式」、「耗能方式」、

「桶身類型」等分成多種款式種類，故接下來我們將對此進

行深入分析，了解市場消費者的需求取向。

首先在「乾衣方式」的部分，可見「熱泵式」的乾衣機獲得

最多的討論，因其結合安裝方便、較不傷衣等優點，且更為

省電、節能而受到網友推崇，如「如果預算能提高只推熱

泵」、「熱泵機器貴，但省電，乾衣效果也很好」。再看到

「耗能方式」，則以「瓦斯型」最受到熱議，網友多表示

「瓦斯才夠力」、「瓦斯型的效率最好」，認為瓦斯烘衣熱

度夠，較電源型更能快乾，不過也有網友認為瓦斯型乾衣機

安裝不易，需使用瓦斯桶或另接管線，還需加裝排氣管，放

在住家難免有安全疑慮。至於在「桶身類型」上，「滾筒式」

乾衣機亦有著較高的討論度，日前也有網友於討論區上詢問

「直立/滾筒差異？」，就有人提出「直立式的桶子會垂、透

過轉動離心力烘衣，比較會拉扯到衣服」，不過也有一派網

友認為實際使用根本無差別，可依個人喜好做選擇即可。

乾
衣
方
式

耗
能
方
式

桶
身
類
型



接著探究網友在選購不同款式乾衣機時的考量，首先最受熱議的便是「價格優惠」，尤其是針對品牌、電商的五倍券優惠、

節慶折扣等，而因為乾衣機屬於價位較高之大型家電，又需長期的頻繁使用，網友在請益乾衣機時除了會附上自身的「預算

範圍」，「使用壽命」也經常被視為挑選標準，而網友亦多對「耐用」、「不易壞」的乾衣機產品給予較高的正面評價。再

從好感度的角度觀察，乾衣機之「售後服務」面向上最受網友的歡迎，不少網友就表示「聽到十年保固的瞬間，那台洗衣烘

乾機我瞬間有了興趣」，不過保固年限有時並非全機，而是針對特定零件，因此網友也經常於請益文章底下提醒彼此將保固

之細節條件納入考量；另外因乾衣機之體積較大，經常有民眾討論家電與居家陳設的搭配，並針對乾衣機之「外觀造型」做

討論，如對於排風式乾衣機，就有網友提出住家空間有限之下，「又要再多一支排風管，視覺上會很雜不喜歡」，故整體好

感度較低。

▲乾衣機選購因素聲量與好感度［註2］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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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壽命為選購關鍵 售後服務、保固獲高好感

［註2］好感度：好感度係指P/N比，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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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P)與負面文章(N)之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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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衣機品牌多正面好評 樂金聲量、好感均奪冠

▲乾衣機品牌聲量與好感度［註3］二維分布圖

接著剖析乾衣機品牌相關討論，展列市面上常見、

網友討論度最高的前五大乾衣機品牌，並依聲量

與好感度進行二維分析。

從左圖中可以發現LG樂金擁有最高的聲量與好

感度，其透過藝人、網紅團購大量曝光，且文章

中多傳遞高品質、高價位的形象，成功吸引社群

目光與好感度，成為品牌間的寵兒，而聲量第二

名則是由Whirlpool惠而浦奪下；另外再從好感

度的角度觀察，TEW台熱牌的討論度雖較低，

卻也有著高出平均的社群好感度。值得注意的是，

乾衣機各品牌的好感度皆大於1，此即表示正面

聲量依然多過於負面聲量，可見網友對於乾衣機

各品牌多給予正向回饋。

接著將進一步分別拆解聲量及好感度前兩名品牌

之討論，從文本了解消費者間的真實聲音。

［註3］此處好感度係以品牌之好感度數值高低作排列，好感度較低不代表不滿意(P/N比<1)，僅代表品牌在該品項中的好感度「相對」其他品牌低。



2-2 |乾衣機品牌口碑洞察

團購主帶動樂金聲量 惠而浦瓦斯型乾衣機受熱論
聲量前2名品牌

接著透過觀察聲量前2名的品牌熱門話題，進一步了解消費者對其熱議焦點。

▲LG 樂金熱門話題排行前五名

▲ Whirlpool惠而浦熱門話題排行前五名

聲量第二名的Whirlpool惠而浦，身為美系知名家電品

牌，又上架於Costco好市多等大型通路，其優惠情報

受到網友的高度關注。另外觀察討論區文章，也可發

現Whirlpool惠而浦常見於乾衣機選手評比文章中，其

推出的「瓦斯型乾衣機」更是網友們的熱議機型，多

表示「我用惠而浦瓦斯型14KG，真的不後悔好好用」、

「惠而浦瓦斯型好用～烘完有太陽曬過的感覺」等。

LG樂金之乾衣機由知名團購團隊486先生帶動大量

社群曝光，且配合節慶行銷、五倍券優惠等活動，

成功吸引消費者之關注，再加上常利用直播、趣味

影片的方式與粉絲進行互動，於社群上激起廣大迴

響，也將品牌的討論度推上聲量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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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金「輕拍除塵」成焦點 網推國產老牌CP值超高

不只能烘衣，還能幫衣物做二次清潔，幫衣物
越烘越乾淨。

LG，烘起來衣服不會縮水，不傷衣服質料。

烘不乾外加有塑膠味。

實在不建議，因為真的不夠力又耗電。

LG 樂金討論文本摘錄

好感度前2名品牌

最後觀察好感度前2名的品牌文本摘錄，用以了解消費者熱議焦點。

台熱牌真的很好用，我家這台也20幾年了，只換
過2次電熟管。

「台熱牌」快乾又省電，搜尋都說好用、便宜、
耐操。

(台熱牌)耗電！

缺點功能比較少。

TEW台熱牌討論文本摘錄

從網友對於LG樂金的討論文本中，可發現大家多對其

「低溫除濕式乾衣」、「輕拍除塵」兩大特色、功能

給予好評，認為使用起來較不傷衣服的材質，且抱枕、

娃娃也可以放入乾衣機去除灰塵，十分便利；不過也

有人認為此種低溫乾衣的方式效率較低，無法有效乾

衣，且容易產生異味。

而TEW台熱牌為國產老牌，有網友分享自家使用了37年的

古董級嫁妝「台熱牌烘衣機」，吸引許多民眾回應自己家

也有同款烘衣機，且使用多年依然能正常運作，極高的耐

用度受到眾人大力推崇表示：「CP值超高！」；然而因其

機型較為傳統，除了基本的乾衣便無其他功能，因此也有

的網友認為相較於其他品牌，台熱牌乾衣機功能選擇性較

低，且使用上較為耗電。



本期重點整理
Part1 乾衣機話題聲量綜覽

 月聲量趨勢分析：受到濕冷天氣影響，觀察乾衣機話題全年度的聲量，於秋冬季節為討論

高峰，社群、討論區中均可常見網友請益推薦產品。

 網路聲量來源剖析：社群網站聚集全來源過半的聲量，其中尤以Facebook上之團購團隊、

藝人業配等最受矚目；討論區則以討論乾衣機必要性、乾衣方式等「問卦」形式的文章居

多，另「女性討論板」上亦多新手媽媽請益寶寶衣服烘乾之討論文章。

 消費者討論焦點洞察：於機型款式種類方面，以「熱泵式」、「瓦斯型」等討論度高；至

於選購因素上，產品的優惠情報最受網友關注，而產品之售後服務如保固期限，則獲得最

高的好感度。

Part2 乾衣機品牌社群口碑分析

 重點品牌網路聲量表現：LG樂金於聲量、好感度上均居於品牌間的冠軍，其中聲量第

二名的為Whirlpool惠而浦，TEW台熱牌則奪下好感度第二名。

 熱門品牌口碑分析：LG樂金由團購主帶動社群大量曝光，對於其可二次清潔、低溫乾

衣等特色網友多給予正面評價；Whirlpool惠而浦則以「瓦斯型」乾衣機最受網友關

注；TEW台熱牌因耐用程度高且價格平易近人，而受到市場消費者的喜愛。



立即報名

https://www.opview.com.tw/20220324-webinar?utm_source=opview.com&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0324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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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 2022.03.07-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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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轉壽司界人氣王是它！熱門迴轉壽司店排名出爐

• 迴轉壽司店生死鬥！「爭鮮」高CP值屹立不搖

• 壽司種類評比！網友點名「生食握壽司」：新鮮度最重要……繼續閱讀

拒當月光族！網友熱議記帳 幫你養習慣

• 「記帳城市」結合遊戲備受熱議「這些」記帳app介面網狂推

• app「連結帳戶」有風險？網友慎思這幾點項功能……繼續閱讀

其實就是不愛了？盤點 年度熱議前十大分手理由

• 「劈腿」傷痛最難熬對方家人嫌棄導致分手好無奈……繼續閱讀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3/trending-pressrelease/%e8%bf%b4%e8%bd%89%e5%a3%bd%e5%8f%b8%e7%95%8c%e4%ba%ba%e6%b0%a3%e7%8e%8b%e6%98%af%e5%ae%83%ef%bc%81%e7%86%b1%e9%96%80%e8%bf%b4%e8%bd%89%e5%a3%bd%e5%8f%b8%e5%ba%97%e6%8e%92%e5%90%8d%e5%87%ba%e7%88%90/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3/trending-pressrelease/%e6%8b%92%e7%95%b6%e6%9c%88%e5%85%89%e6%97%8f%ef%bc%81%e7%b6%b2%e5%8f%8b%e7%86%b1%e8%ad%b0%e8%a8%98%e5%b8%b3app%e5%b9%ab%e4%bd%a0%e9%a4%8a%e7%bf%92%e6%85%a3/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3/trending-pressrelease/%e5%85%b6%e5%af%a6%e5%b0%b1%e6%98%af%e4%b8%8d%e6%84%9b%e4%ba%86%ef%bc%9f%e7%9b%a4%e9%bb%9e2021%e5%b9%b4%e5%ba%a6%e7%86%b1%e8%ad%b0%e5%89%8d%e5%8d%81%e5%a4%a7%e5%88%86%e6%89%8b%e7%90%86%e7%94%b1/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2.03.07-03.13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727 LINE TODAY > 國際 俄羅斯公告「不友善國家與地區」名單台灣也名列其中

2 1,700 yahoo新聞 > 焦點 俄再放話「誰敢收烏國軍機，視同參戰」…一旦總統被殺，烏國也…

3 1,681 LINE TODAY > 生活 台南又傳5區停電！黃偉哲喊話台電：加油一點好嗎

4 1,591 yahoo新聞 > 生活 台南各地傳又陷一片黑！黃偉哲怒喊話台電：加油一點好嗎？

5 1,551 yahoo新聞 > 熱門新聞 「台灣有事，他們都會回來剿共」！曹興誠霸氣回應澄清

6 1,495 yahoo新聞 > 國際 台灣也上榜！俄羅斯列「不友善國家」完整名單出爐

7 1,279 yahoo新聞 > 焦點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柯文哲：台灣只要撐過四天，對方就慘了

8 1,274 LINE TODAY > 國內 歸剛欸！高雄岡山電廠饋線突然跳脫逾7000戶今又停電

9 1,261 LINE TODAY > 國內 蘇貞昌准了台電董總請辭！曾文生暫代董座王美花留任

10 1,247 LINE TODAY > 生活 有線電視收視戶狂跌「每年流失近13萬戶」業者：因OTT影音崛起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7NO0VyJ
https://tw.news.yahoo.com/%E4%BF%84%E5%86%8D%E6%94%BE%E8%A9%B1-%E8%AA%B0%E6%95%A2%E6%94%B6%E7%83%8F%E5%9C%8B%E8%BB%8D%E6%A9%9F-%E8%A6%96%E5%90%8C%E5%8F%83%E6%88%B0-%E6%97%A6%E7%B8%BD%E7%B5%B1%E8%A2%AB%E6%AE%BA-%E7%83%8F%E5%9C%8B%E4%B9%9F%E5%81%9A%E5%A5%BD-094640472.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60Zq5z6
https://tw.news.yahoo.com/%E5%BF%AB%E8%A8%8A-%E5%8F%B0%E5%8D%97%E5%90%84%E5%9C%B0%E5%82%B3%E5%8F%88%E9%99%B7-%E7%89%87%E9%BB%91-%E9%BB%83%E5%81%89%E5%93%B2%E6%80%92%E5%96%8A%E8%A9%B1%E5%8F%B0%E9%9B%BB-%E5%8A%A0%E6%B2%B9-13052255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81%A3%E6%9C%89%E4%BA%8B-%E4%BB%96%E5%80%91%E9%83%BD%E6%9C%83%E5%9B%9E%E4%BE%86%E5%89%BF%E5%85%B1-%E6%9B%B9%E8%88%88%E8%AA%A0%E9%9C%B8%E6%B0%A3%E5%9B%9E%E6%87%89-%E6%BE%84%E6%B8%852%E5%AD%90%E9%83%BD%E6%98%AF%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1%8D-10363403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81%A3%E4%B9%9F%E4%B8%8A%E6%A6%9C-%E4%BF%84%E7%BE%85%E6%96%AF%E5%88%97-%E4%B8%8D%E5%8F%8B%E5%96%84%E5%9C%8B%E5%AE%B6-%E5%AE%8C%E6%95%B4%E5%90%8D%E5%96%AE%E5%87%BA%E7%88%90-12444458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83%8F%E5%85%8B%E8%98%AD-%E5%8F%B0%E7%81%A3-%E6%9F%AF%E6%96%87%E5%93%B2-%E5%8F%B0%E7%81%A3%E5%8F%AA%E8%A6%81%E6%92%90%E9%81%8E%E5%9B%9B%E5%A4%A9-044231265.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nX9Lywo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vXlyG95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LXODe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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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12 感情 男友前女友和現任女友的我同時懷孕

2 782 進擊的巨人 可以不要消費米卡莎嗎

3 738 追星 #集中討論大S結婚了

4 715 心情 女友奶很小…

5 706 心情 不穿內衣是性暗示嗎？

6 670 心情 我在大四上休學了

7 573 彩虹 隔了7年，被老師解鎖🔓

8 572 考試 我能讀什麼大學…

9 571 心情 為什麼我不跟醜男當朋友

10 567 心情 弟弟你超棒的！！！！！！！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290657
https://www.dcard.tw/f/attack_on_titan/p/238305190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8301569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30612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291039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308190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38292500
https://www.dcard.tw/f/exam/p/23829183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29286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31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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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8 Gossiping [新聞]蔣萬安問承諾不跳電？蘇：你祖父還承諾

2 2,278 Gossiping [新聞]美國防部：台灣若遭侵犯烏克蘭是良好典

3 2,000 Gossiping [新聞]網友狂酸「怎不打死」 中彈男母落淚：已

4 1,850 Military [討論]板務建議與定位

5 1,670 Gossiping [新聞]即日起紅黃線臨停民眾檢舉先不罰

6 1,616 Gossiping Re: [新聞]鐵飯碗也會破台電研擬修內規「重大停電

7 1,587 Gossiping [問卦]學生時期最瘋狂的瘋婆都是教哪科？

8 1,511 HatePolitics [討論]俄羅斯停火條件

9 1,505 Gossiping [新聞]蔡英文研議「4個月兵役延長至1年」？ 總

10 1,474 Gossiping [新聞]小一考題「有幾人在排隊」答案揭曉 醫：台灣教育出問題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6969167.A.59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6963348.A.1A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7058429.A.D1A.html
http://www.ptt.cc/bbs/Military/M.1646928753.A.E5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6868661.A.35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6968732.A.FB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7078322.A.581.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646663399.A.11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7159851.A.76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6788856.A.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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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22 時事_國際新聞 兇殘影片｜俄坦克正面轟炸民眾轎車烏克蘭老夫妻血肉模糊慘死

2 172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外國記者抱怨，陳其邁震怒，警察才取締？

3 152 女性_媽媽寶寶親子 老公很不愛帶我跟小孩出去玩,想了解大家帶小孩出去玩的頻率?

4 151 時事_國際新聞 烏克蘭贏了又如何？

5 145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可以接受好的輪胎提升安全操控！卻不能接受四輪驅動提升安全操控？

6 140 閒聊_投資與理財 明天台股會全面跌停嗎?我好期待….

7 131 時事_台灣新聞 我不是817但我支持延長兵役為12個月

8 128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高雄式左轉進化！波蘭記者人行道遭按喇叭逼讓路5秒飆速片曝

9 122 閒聊_投資與理財 有人跟我一樣覺得台股的配股配息制度怪怪的嗎?

10 121 時事_台灣新聞 求解!假博士謊稱的到底是國際貿易法博士?還是國際經濟法博士?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780&t=655402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294&t=655534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375&t=655475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780&t=655575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294&t=655476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291&t=655282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638&t=655389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294&t=655482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291&t=655326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638&t=655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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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7 加藤軍台灣粉絲團 2.0 姓“麥”的人可以取什麼特別的名字?

2 14,824 大S 徐熙媛 人生無常，我珍惜當下的幸福

3 12,802 達人秀新聞 台北跟上海差異蠻大的

4 9,076 東森新聞 有20年以上不換手機號碼的人嗎？

5 8,634 爆料公社 姓林可以取什麼好名字?

6 8,083 ●【爆廢公社公開版】● 我兒子今天動心臟的手術

7 8,264 蔡英文 Tsai Ing-wen 在威權主義擴張的時代，我們更需要看見人民捍衛民主的堅定與勇敢。

8 7,948 ETtoday旅遊雲 身分證拿出來！

9 7,037 ETtoday新聞雲 確定了！高中生第一節課前到校即可

10 6,881 關鍵時刻 衰女滑巨水道慘倒栽蔥！翻連試3次結局惹笑

https://www.facebook.com/KATOTAKA2.0/posts/5556384381062667?comment_id=335261825219977
https://www.facebook.com/barbie.cool.351/posts/507571870728588?comment_id=979288146032098
https://www.facebook.com/GoodNews.FANS/posts/3111276162472636?comment_id=154269567027394
https://www.facebook.com/news.ebc/posts/6992797844088580?comment_id=560572106612151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29864400697370&id=162608724089621&comment_id=146481517833696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7881205898665/posts/1131220334231409/?comment_id=1135763683777074
https://www.facebook.com/tsaiingwen/posts/10157959634921065?comment_id=931043110891635&reply_comment_id=1422575078199159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TRAVEL/posts/5208749972510641?comment_id=366158682027657&reply_comment_id=145838021258289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posts/5496931967009589?comment_id=1087108571856396&reply_comment_id=531506884980314
https://www.facebook.com/CTimefans/posts/5070388893007270?comment_id=49764147174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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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95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派獎活動又來了！

2 24,041 PTT01 娛樂新聞 從農曆生日看出你的前世因果輪迴

3 16,292
Big 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iPhone 13教召綠，出門炫砲的好良伴。

4 9,227 小獅王辛巴 Simba 【送！虎年限定大甲媽聯名奶嘴】

5 8,941 小三美日 心測 #看2022可以迎接什麼好事？

https://www.facebook.com/tos.zh/posts/5187480728009071?comment_id=302841678606233
https://www.facebook.com/ptt01s/posts/3952503531642446?comment_id=746875519633808&reply_comment_id=109770698234304
https://www.facebook.com/FEBigCity/posts/4981380831944157?comment_id=5048680351886735
https://www.facebook.com/simbababy.tw/posts/7188965777811730?comment_id=136660925533625
https://www.facebook.com/s3beauty/posts/5614449515253760?comment_id=639060557169716&reply_comment_id=157200779983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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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俄

羅斯宣戰！講解黑客組織「匿名者」

【波特王 Potter King】烏俄事件整

理！講解中國網民為何不挺烏克蘭

【攝徒日記Fun TV】中國撤僑要

天價？談烏俄戰爭下的中俄關係

【脑洞乌托邦】拐賣事件為何屢禁不止？徐州豐縣事

件全網最詳細梳理！

【TCFSH生活】臺中一中音樂科老師

遭爆情緒失控大罵學生影片引起熱議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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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81%e7%84%b6%e5%90%91%e4%bf%84%e7%be%85%e6%96%af%e5%ae%a3%e6%88%b0%ef%bc%81%e8%ac%9b%e8%a7%a3%e7%a5%9e%e7%a7%98/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3/youtube/%e3%80%90%e6%b3%a2%e7%89%b9%e7%8e%8b-potter-king%e3%80%91%e7%83%8f%e4%bf%84%e4%ba%8b%e4%bb%b6%e6%95%b4%e7%90%86%ef%bc%81%e8%ac%9b%e8%a7%a3%e4%b8%ad%e5%9c%8b%e7%b6%b2%e6%b0%91%e7%82%ba%e4%bd%95/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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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2%a4%e5%83%91%e7%ab%9f%e8%a6%81%e5%a4%a9%e5%83%b9%e5%85%ab%e8%90%ac%ef%bc%9f%e8%ab%87%e7%83%8f%e4%bf%84%e6%88%b0/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3/youtube/%e3%80%90%e8%84%91%e6%b4%9e%e4%b9%8c%e6%89%98%e9%82%a6%e3%80%91%e6%8b%90%e8%b3%a3%e4%ba%8b%e4%bb%b6%e7%82%ba%e4%bd%95%e5%b1%a2%e7%a6%81%e4%b8%8d%e6%ad%a2%ef%bc%9f-%e5%be%90%e5%b7%9e%e8%b1%90%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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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youtube/%e3%80%90tcfsh%e7%94%9f%e6%b4%bb%e3%80%91%e8%87%ba%e4%b8%ad%e4%b8%80%e4%b8%ad%e9%9f%b3%e6%a8%82%e7%a7%91%e8%80%81%e5%b8%ab%e9%81%ad%e7%88%86%e6%83%85%e7%b7%92%e5%a4%b1%e6%8e%a7-%e5%a4%a7%e7%bd%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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