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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需求維持話題高討論度，市場主要關注者是這族群？

從社群口碑探索熱門保健產品，網友選購關鍵因素都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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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對現代人來說，由於外食比例高，人體每日所需的營養難

以從三餐中充足攝取，又要面對高強度的生活與工作壓力，

身體需要更多養分，保健食品便成為許多人用以補充營養

素的重要方式，尤其近來受到疫情影響，為加強自身免疫

力，大眾對於保健食品的關注度極高。

保健食品營養素種類繁複，各自的功能與效果又不盡相同，

許多消費者於選購前也多會透過社群口碑作為參考。而近

來保健食品品牌陸續崛起，面對高度競爭的市場，品牌掌

握消費者輪廓，了解客群關注焦點以洞察市場需求，便顯

得格外重要，因此本報告旨在使用《OpView社群口碑資料

庫》追蹤保健食品市場的網路聲量，解析聲量概況以及重

點產品的討論焦點，提供最真實的聲音讓業者作為參考。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2021.10.01~2022.03.28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新聞、部落格、地點評論(排除抽獎文、直播、團購文)

1-1 保健食品話題聲量趨勢
分析保健食品話題相關討論近半年的整體聲量趨勢，並透

過熱門文章了解消費者話題關注重點。

1-2 保健食品話題聲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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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焦點。

2-1 熱門膳食補充食品［註1］排行
透過維度追蹤各類別膳食補充食品的討論狀況，了解消費

者之需求為何。

2-2 熱門膳食補充食品討論焦點調查

Part 1
保健食品話題
聲量綜覽

Part 2
保健食品消費
需求洞察

OpView 於 觀測
範圍內設定「保
健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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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比較男女族群間的討論內容異

同與需求重點。

針對網友熱議之膳食補充食品營養素做進一步分析，深入

探索網友對於該產品的討論焦點，並針對其社群表現進行

剖析。

［註1］補充營養素，或具有調節特殊生理機能訴求之膠囊或錠狀、粉狀食品，如綜合維他命、乳酸菌膠囊、綠藻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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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食品日聲量趨勢圖與聲量高峰熱門話題

1-1 | 保健食品話題聲量趨勢

定期需求維持高關注度 健康資訊與產品口碑受矚目
首先綜觀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的保健食品

相關話題討論，可以發現這半年間的日聲量趨

勢，除引發聲量高點之話題事件、以及2月初因

農曆年而有討論量稍降的情況外，每日相關討

論留言皆在千則上下且分布平均，可見由於保

健食品有定期需求，大眾對於此話題也有著持

續的高度關注。

而從聲量高點當日之熱門話題觀察，首先在

2021年11月底，由於知名保健食品通路突然宣

布停止在台灣的販售，引發不少使用者對「購

買通路」與商品進口的激烈討論，因而迎來觀

測期間聲量高峰；而2022年之聲量高點當日熱

門文章，則皆與產品選購「知識分享」及尋求

其他網友推薦的「產品請益」文章吸引到較多

關注，顯見保健食品相關話題中，流通的健康

資訊與產品的社群口碑更容易受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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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健食品話題聲量來源

FB匯集大量聲量 Costco因大包裝成受關注通路

▲保健食品話題前三大來源網站 ▲保健食品話題 Facebook前5大熱門頻道 ▲保健食品話題 Ptt前5大熱門頻道

接著從聲量來源角度觀測以了解相關討論聚集管道，其中來源網站Facebook聚集了超過6萬則的聲量，進一步觀察其熱

門頻道，以「Costco好市多 商品經驗老實說」匯集許多產品之折扣情報、產品食用心得討論，推測由於保健食品往往

為長期服用的經常性購入品項，因此相較其他通路，以「大量包裝」、「高cp值」為特色的Costco最受關注；此外，也

能在Facebook熱門頻道中看到不少「育兒」相關頻道，其中大多為新手媽媽請益孕期友善之保健食品及新生兒營養補

充品，尋求其他網友的經驗推薦與口碑。Ptt作為第二大聲量集散地，則以「八卦板」聚集超過5千則聲量，其中包含針

對「購買通路」、「健康食品品牌評比」、「營養素功能比較」等等文章，話題涵蓋範圍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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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剖析關注保健食品話題的族群差異，藉此得知保健食品的主要關注者，從上圖中可以看到女

性對於保健食品的討論聲量遠高於男性，對相關話題明顯感興趣；而上班族多長時間使用電腦，又

久坐辦公室，不少網友會上網請益推薦之葉黃素、維他命等保健食品，且相較於學生族群，上班族

購買力較高、年紀較長，對於保健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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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孩子食用的保健食品，尤其是新手父母們對於新生兒保健食品的討論度高，

相關話題皆容易引起爸媽們的共鳴，一同參與討論。

▲保健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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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族多討論護眼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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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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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消費者族群與偏好分析

女性多關注孕期營養補充 男性更聚焦購買通路

女性 男性vs

▲男女族群討論代表詞［註2］文字雲

延續上一頁的族群聲量分析，接著針對保健食品討

論度最高的女性族群，與相對的男性族群做比較，

透過代表詞了解兩性間的關注面向差異。

首先從女性的討論之中，可以發現女性較多以「推

薦」、「心得」之方式分享使用感想，另外對於

「膠原蛋白」、「蔓越莓」等針對女性「私密處」

與「肌膚」的膳食補充食品討論度高，且由於孕期

保健產品需求大，對「懷孕」、「孕婦」適合食用

的保健食品有著高關注度。而男性則是多以「問卦」

形式討論保健食品相關話題，如聚焦「電商」、

「網購」、「costco」等購買通路相關討論，另外

「健身」習慣也帶起了有「增肌」及補充體力效果

的保健食品需求。



接著透過追蹤保健食品中最受熱議之膳食補充食品營養素，

以了解關注度排行，首先看到討論聲量第一名的「維他

命」，因其又可分為A到K等多種維生素，功能各異，更皆

為保健食品的常見成分，屬於入門款，網友多針對不同營

養素之功能進行討論，如提到維他命C具「美白」、「減

緩疫苗副作用」等功效，B群食用後「提升精神有感」。

而「益生菌」則受到不少父母族群的關注，由於嬰兒出生

後，原本無菌的腸道便開始累積數量龐大的腸道菌叢，因

此不少父母們靠益生菌幫寶寶建立健康的腸胃道，日前就

有網友於社群上新手爸媽社團中請益「有推薦新生兒的益

生菌嗎？」，吸引不少爸媽們參與討論。此外，現代人長

時間使用3C產品，用眼過度，因此也愈來愈多人重視護眼

保健，詢問如「葉黃素」、「魚油」等產品食用心得。

接下來我們將從熱門營養素中，歸納討論話題面向，並從

文本中了解消費者間對熱門營養素的真實想法。

2-1 | 熱門膳食補充食品排行

維他命討論度奪冠 益生菌改善腸胃問題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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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此處礦物質包含常見之鈣、鎂、鋅等元素之膳食補充食品營養素。

［註3］



2-2 |熱門膳食補充食品討論焦點調查_維他命

維他命功效成選購關鍵 味道無臭、酸甜獲高好感

打完補充維生素C，疫苗的副作用會比較
小一點

覺得(維他命)可以省略，從食物中吃欸

覺得有吃(維他命)的那段期間皮膚較滑順～

首先觀察膳食補充食品聲量第一的維他命話題討論面向，其中最受

熱議的便是關於維他命的「功能效果」，因維他命從A到K，各營養

素的主要功能皆不同，網友經常會說明自身需求、身體狀況，請益

適合自己的產品；再從好感度［註4］的角度觀察，以「味道口感」獲

得最高的好感度，尤其是維他命中的B群，因味道較重，網友於討

論時對市面上無臭味的B群產品也會給予高度好評，如表示「HAC

的，圓形狀而且沒有臭味」、「chocola bb不會有味道」等，另外

其他酸甜口味的維他命產品也頗受消費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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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再針對維他命話題文本做質化討論分析，可以發現受到疫情影響，許

多人擔心施打疫苗後的副作用，因此有助於提升免疫力的維他命C產品

便受到許多討論，再加上其作為一種抗氧化劑，不少女孩們也因為維他

命C有助於「美白」，而給出正面評價。

不過也有部分人認為，維他命畢竟屬人工食品，不如從「日常飲食」中

注意營養攝取，且部分B群產品較重的味道也成為民眾卻步的原因之一。

功能效果 營養含量 食品形態 味道口感 價格優惠

好感度
(P/N)

▲維他命選購話題面向

真的受不了B群的味道，所以先暫時PASS

維他命C，不只可以亮白，還可以增加防
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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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追蹤益生菌話題的討論面向表現，其中最受關注的一樣屬

「功能效果」，如「我是必吃益生菌，可以保護胃腸」、「吃完

很有感，排泄變得很順暢！」。另外從好感度的角度出發，於

「價格優惠」面上，因眾多益生菌品牌常會主打折扣優惠，受到

長期有購買需求的網友推崇，故提升不少好感度；另外消費者也

多關注益生菌之「味道口感」，由於食用益生菌是不少父母會給

孩子照護腸道的方式，因此能受到小孩青睞的口味最受父母們的

好評，網友在推薦時也多會表示「喝的時候讓我有多多的感覺」、

「孩子喜歡吃最棒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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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口味為熱論焦點 食用後效果獲網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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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看到關於益生菌話題網友討論之文本內容，可發現多針對「食

用後的效果」進行分享，表示改善排便問題有感，並給予正面回饋、

推薦給其他網友；不過另一方面也有網友提出，有些益生菌內含刺

激性成分，可能非但對人體無益，反而會造成傷害，提醒民眾挑選

時應注意是否有清楚標明菌數與菌種，且須避開會刺激腸道的成分，

如氧化鎂、硫酸鎂、蘆薈素等瀉劑或腸道刺激劑等等。

益生菌吃效果很不錯耶！便秘真的改善了
不少，現在便便就很固定了

益生菌多食無益，吃過量只是浪費，都會
被排出體外

之前有吃過有刺激性成分的益生菌，對身
體有傷害

吃對的益生菌才能顧好腸胃



本期重點整理
Part1 保健食品話題聲量綜覽

 日聲量趨勢分析：保健食品因具定期需求，故大眾對此話題抱持高度且持續的關注，而從

聲量高峰來看，有關「知識分享」與「產品請益」類型文章較易受矚目。

 網路聲量來源剖析：Facebook為主要聲量來源，其中購物通路社團中多為產品優惠情報、

食用心得分享，高cp值產品也較易受矚；討論區話題涵蓋範圍廣，包含針對「購買通路」、

「品牌評比」、「營養素功能比較」等。

 消費者族群與偏好分析：女性對於保健食品話題的關注度高於男性，而在討論面向上，女

性族群較注重對於自身肌膚、私密保健、孕期有效之產品，男性則多聚焦選購通路、健身

等話題。

Part2 保健食品消費需求洞察

 熱門膳食補充食品排行：維他命與益生菌位居聲量前二，而膠原蛋白及有益於護

眼的葉黃素、魚油也有著不低的討論度。

 熱門膳食補充食品討論焦點調查：以關注度最高的維他命與益生菌，兩大膳食補

充食品為例，探討網友討論聚焦面向，其中兩者食用後的「功能效果」最能引起

熱論，而食用起來「味道口感」佳者則皆獲得最高的好感度。



https://www.eland.com.tw/2022recruiting.html
https://www.eland.com.tw/2022recruiting.html


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 2022.04.0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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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道也有觀光景點！五大人氣服務區別錯過

• 服務區成打卡景點、看夜景首推「清水」

• 「咖啡」開車提神必備國道便當這間最划算！……繼續閱讀

肉片與醬汁的完美組合！熱門連鎖壽喜燒一覽

• 網大推「MoMo」醬料很夠味絕佳肉質首選「一丁」

• 「豆腐」吸飽湯汁好療癒「芋頭」、「南瓜」泡鍋裡到底能不能吃？……繼續閱讀

腰痠背痛壓力大！ 種熱門紓壓按摩類型報你知

• 網友按摩首選「推拿」痛得要命卻很紓壓……繼續閱讀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3/trending-pressrelease/%e5%9c%8b%e9%81%93%e4%b9%9f%e6%9c%89%e8%a7%80%e5%85%89%e6%99%af%e9%bb%9e%ef%bc%81%e4%ba%94%e5%a4%a7%e4%ba%ba%e6%b0%a3%e6%9c%8d%e5%8b%99%e5%8d%80%e5%88%a5%e9%8c%af%e9%81%8e/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8%82%89%e7%89%87%e8%88%87%e9%86%ac%e6%b1%81%e7%9a%84%e5%ae%8c%e7%be%8e%e7%b5%84%e5%90%88%ef%bc%81%e7%86%b1%e9%96%80%e9%80%a3%e9%8e%96%e5%a3%bd%e5%96%9c%e7%87%92%e4%b8%80%e8%a6%bd/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8%85%B0%E7%97%A0%E8%83%8C%E7%97%9B%E5%A3%93%E5%8A%9B%E5%A4%A7%EF%BC%817%E7%A8%AE%E7%86%B1%E9%96%80%E7%B4%93%E5%A3%93%E6%8C%89%E6%91%A9%E9%A1%9E%E5%9E%8B%E5%A0%B1%E4%BD%A0%E7%9F%A5/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8%85%B0%E7%97%A0%E8%83%8C%E7%97%9B%E5%A3%93%E5%8A%9B%E5%A4%A7%EF%BC%817%E7%A8%AE%E7%86%B1%E9%96%80%E7%B4%93%E5%A3%93%E6%8C%89%E6%91%A9%E9%A1%9E%E5%9E%8B%E5%A0%B1%E4%BD%A0%E7%9F%A5/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8%85%B0%E7%97%A0%E8%83%8C%E7%97%9B%E5%A3%93%E5%8A%9B%E5%A4%A7%EF%BC%817%E7%A8%AE%E7%86%B1%E9%96%80%E7%B4%93%E5%A3%93%E6%8C%89%E6%91%A9%E9%A1%9E%E5%9E%8B%E5%A0%B1%E4%BD%A0%E7%9F%A5/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8%82%89%e7%89%87%e8%88%87%e9%86%ac%e6%b1%81%e7%9a%84%e5%ae%8c%e7%be%8e%e7%b5%84%e5%90%88%ef%bc%81%e7%86%b1%e9%96%80%e9%80%a3%e9%8e%96%e5%a3%bd%e5%96%9c%e7%87%92%e4%b8%80%e8%a6%bd/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8%82%89%e7%89%87%e8%88%87%e9%86%ac%e6%b1%81%e7%9a%84%e5%ae%8c%e7%be%8e%e7%b5%84%e5%90%88%ef%bc%81%e7%86%b1%e9%96%80%e9%80%a3%e9%8e%96%e5%a3%bd%e5%96%9c%e7%87%92%e4%b8%80%e8%a6%bd/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3/trending-pressrelease/%e5%9c%8b%e9%81%93%e4%b9%9f%e6%9c%89%e8%a7%80%e5%85%89%e6%99%af%e9%bb%9e%ef%bc%81%e4%ba%94%e5%a4%a7%e4%ba%ba%e6%b0%a3%e6%9c%8d%e5%8b%99%e5%8d%80%e5%88%a5%e9%8c%af%e9%81%8e/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3/trending-pressrelease/%e5%9c%8b%e9%81%93%e4%b9%9f%e6%9c%89%e8%a7%80%e5%85%89%e6%99%af%e9%bb%9e%ef%bc%81%e4%ba%94%e5%a4%a7%e4%ba%ba%e6%b0%a3%e6%9c%8d%e5%8b%99%e5%8d%80%e5%88%a5%e9%8c%af%e9%81%8e/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2.04.04-04.10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348 yahoo新聞 > 焦點 獨家／電費漲價勢在必行？王美花：現在電費太便宜了

2 2,207 LINE TODAY > 國際 喪心病狂的戰爭罪行！俄羅斯軍隊捆綁、凌虐、處決烏克蘭平民

3 1,951 LINE TODAY > 國際 美財長葉倫：中國若侵台美國準備實施制裁

4 1,710 yahoo新聞 > 政治 官邸有確診者足跡蔡總統篩檢陰性、取消視察指揮中心

5 1,538 LINE TODAY > 生活 今總確診數破500、本土爆380例 陳時中急向立院告假

6 1,491 yahoo新聞 > 政治 追求清零？共存？蔡總統：非全面清零、也不放任病毒肆虐

7 1,338 yahoo新聞 > 政治 防疫策略目標「減災」非全面清零指揮中心下午說明

8 1,279 LINE TODAY > 娛樂 杜汶澤勸尊重台灣「是我們選擇去某個國家，不是某個國家選擇我們」

9 1,250 yahoo新聞 > 中港澳 美新對台軍售北京批玩火：把台人推火坑

10 1,191 LINE TODAY > 生活 配電線路跳脫高雄三民區6768戶晚間停電

https://tw.news.yahoo.com/%E7%8D%A8%E5%AE%B6%EF%BC%8F%E9%9B%BB%E8%B2%BB%E6%BC%B2%E5%83%B9%E5%8B%A2%E5%9C%A8%E5%BF%85%E8%A1%8C%EF%BC%9F%E7%8E%8B%E7%BE%8E%E8%8A%B1%EF%BC%9A%E7%8F%BE%E5%9C%A8%E9%9B%BB%E8%B2%BB%E5%A4%AA%E4%BE%BF%E5%AE%9C%E4%BA%86-040006700.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l21ymav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VxMPw3J
https://tw.news.yahoo.com/%E5%AE%98%E9%82%B8%E6%9C%89%E7%A2%BA%E8%A8%BA%E8%80%85%E8%B6%B3%E8%B7%A1-%E8%94%A1%E7%B8%BD%E7%B5%B1%E7%AF%A9%E6%AA%A2%E9%99%B0%E6%80%A7%E3%80%81%E5%8F%96%E6%B6%88%E8%A6%96%E5%AF%9F%E6%8C%87%E6%8F%AE%E4%B8%AD%E5%BF%83-063742454.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WB0ay0J
https://tw.news.yahoo.com/%E8%BF%BD%E6%B1%82%E6%B8%85%E9%9B%B6-%E5%85%B1%E5%AD%98-%E8%94%A1%E7%B8%BD%E7%B5%B1-%E9%9D%9E%E5%85%A8%E9%9D%A2%E6%B8%85%E9%9B%B6-%E4%B9%9F%E4%B8%8D%E6%94%BE%E4%BB%BB%E7%97%85%E6%AF%92%E8%82%86%E8%99%90-08464756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9B%B4%E6%92%AD%EF%BC%8F%E9%98%B2%E7%96%AB%E7%AD%96%E7%95%A5%E7%9B%AE%E6%A8%99%E3%80%8C%E6%B8%9B%E7%81%BD%E3%80%8D%E9%9D%9E%E5%85%A8%E9%9D%A2%E6%B8%85%E9%9B%B6-%E6%8C%87%E6%8F%AE%E4%B8%AD%E5%BF%83%E4%B8%8B%E5%8D%88%E8%AA%AA%E6%98%8E-023343410.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mWzexyW
https://tw.news.yahoo.com/%E7%BE%8E%E6%96%B0%E5%B0%8D%E5%8F%B0%E8%BB%8D%E5%94%AE-%E5%8C%97%E4%BA%AC%E6%89%B9%E7%8E%A9%E7%81%AB-%E6%8A%8A%E5%8F%B0%E4%BA%BA%E6%8E%A8%E7%81%AB%E5%9D%91-221740704.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EXBny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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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感情 如果在床頭發現這種東西你會怎樣…..

2 948 戲劇綜藝 各位心中最頂的韓劇是哪一部？

3 940 感情 射後不理騙色渣男

4 918 感情 女友被撿屍

5 865 追星 #閒聊韓網熱議的HYBE新女團LE SAERAFIM的Kim Garam舊照

6 840 戲劇綜藝 鬼鬼完全是我最討厭的女生類型

7 748 心情 我跳樓了

8 721 閒聊 鬼鬼完全不知道做錯啥欸

9 622 心情 一個40一個19你怎麼看出來的？

10 609 心情 科技業很會賺錢了不起嗎?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545782
https://www.dcard.tw/f/tvepisode/p/238548094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54675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563124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8533801
https://www.dcard.tw/f/tvepisode/p/23852370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541713
https://www.dcard.tw/f/talk/p/23852930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53231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55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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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3 Gossiping [新聞]本土超過50人打3劑仍染疫！高端突破性感

2 2,020 KoreaStar [新聞] HYBE就BTS兵役問題首次表態:希望盡快定論

3 1,776 BabyMother [生產] 26W早產

4 1,739 Gossiping Re: [問卦]高雄到底是被誰搞爛的？

5 1,724 Gossiping [新聞]蔡英文召陳其邁、鄭文燦入府商討防疫柯

6 1,632 Gossiping [新聞]烏克蘭外長：中國是偉大國家 發揮維和

7 1,607 Gossiping [新聞]快訊／總統家人爆確診蔡英文即起隔離至

8 1,533 Gossiping [新聞]北市開第一槍！ 柯文哲宣布「與病毒共存

9 1,474 Gossiping [爆卦]直擊安平偵查隊長帶隊到酒店喝花酒

10 1,362 Gossiping [問卦]敢不敢一人講一個台北缺點？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9497372.A.5BE.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649561747.A.6BD.html
http://www.ptt.cc/bbs/BabyMother/M.1649318756.A.49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9030378.A.F8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9237341.A.F0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9148156.A.ED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9403748.A.4A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9234807.A.2F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9247889.A.C1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49133745.A.1E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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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88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震撼!行車糾紛被球棒砸玻璃憤而抓狂來回衝撞差點喪命

2 176 時事_國際新聞 你各位真的相信俄軍在布查搞大屠殺？

3 157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參選議員的政見⋯消滅機車族

4 153 時事_國際新聞 台灣面臨史上最沉重的扶養壓力,扶老比新高

5 135 時事_國際新聞 連掃墓也在駡政治的老人，實在很丟臉

6 131 汽車_德國車系_Volkswagen Tiguan繼續開？還是賣掉換國產

7 105 居家_房地產資訊 可憐啊～房子一直漲未來年輕人怎麼買？

8 102 時事_國際新聞 日本人砍光了台灣神木還拿去蓋神社?到底是誰砍光了台灣神木?

9 102 生活_健康與養生 現在還有人在用肥皂洗澡嗎?

10 97 時事_台灣新聞 黨中央認證的弱！智強硬要選桃園的理由是什麼？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94&t=657018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780&t=656945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294&t=656962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6&f=638&t=657093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638&t=656939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609&t=657083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1&f=356&t=656916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1&f=638&t=656926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1&f=330&t=656975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0&f=638&t=657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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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7 三立新聞 吃屎哥下戰帖跑贏娶廖老大愛女

2 13,177 VS MEDIA 猛男到府清潔服務！！

3 11,039 陳煒 Alice Chan 再見了我的爸爸

4 10,121 爆料公社 請推薦一部可以讓大家感動落淚的電影

5 9,462 達人秀新聞 石…石器時代？？？

6 9,043 東森新聞 杰尼龜輸不起直播怒嗆！質疑廖老大：成績一定造假

7 8,658 關鍵時刻 單身妹挑尪4條件曝！月入22萬+百萬彩禮才肯嫁

8 7,901 噪咖 泰國髮廊推出超狂「猛男美髮」服務

9 7,169 東森娛樂 騎士右手突濕掉！下秒竄水溝怪物嚇到譙髒話

10 6,927 羅智強 參選桃園市長的四點聲明

https://www.facebook.com/setnews/posts/5468169936600883?comment_id=387173423256808&reply_comment_id=1615936728772752
https://www.facebook.com/vsmediataiwan/posts/5037390719641934?comment_id=1121716688680575&reply_comment_id=300956185512052
https://www.facebook.com/chanwai.alice/posts/1764719507206264?comment_id=137399624635957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53652981651845&id=162608724089621&comment_id=318075280429557&reply_comment_id=1995059290674366
https://www.facebook.com/GoodNews.FANS/posts/3129141127352806?comment_id=1047522235865184&reply_comment_id=160754586341405
https://www.facebook.com/news.ebc/posts/7076369852398045?comment_id=733661590958515
https://www.facebook.com/CTimefans/posts/5141387965907362?comment_id=356804036388957
https://www.facebook.com/EBCbuzz/posts/2724713227735726?comment_id=750101985976999&reply_comment_id=377930107528043
https://www.facebook.com/ebcstar/posts/5394796020599559?comment_id=369151098460410&reply_comment_id=1353274348479479
https://www.facebook.com/debatelo/posts/554391602709298?comment_id=50095619823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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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5
神魔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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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32 大苑子DaYungs 留言參加轉盤遊戲 #夏日好禮送給你 #愛文芒果

3 8,746 開心水族箱 【享受下午茶的美好】水族箱中的美味甜品再得豐富

4 5,389 PTT01 娛樂新聞 你的大拇指是哪一種？

5 5,122 Watsons 4D立體醫用口罩

https://www.facebook.com/tos.zh/posts/5263462413744235?comment_id=395048042121173
https://www.facebook.com/dayungs.tw/posts/10159994400226007?comment_id=557511125583040&reply_comment_id=378455394161202
https://www.facebook.com/happyfishbowl/posts/5031732236924783?comment_id=663965404882160
https://www.facebook.com/ptt01s/posts/3983645685194897?comment_id=677279350182877&reply_comment_id=1424942337935092
https://www.facebook.com/wtctw/posts/5126956330736330?comment_id=44748614048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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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老師來了】底層工作人員無奈哭

訴！曝光上海封城真實狀況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第一類

接觸！分析「外星人」劫持飛機事件

【新住民花花の台灣Life】兩岸人民

有什麼不同？陸籍新住民理性分析

【窮奢極欲】台灣生育率「世界倒數第一」 解密台人

不婚主因！

【攝徒日記Fun TV】上海疾控科長大

罵中國政府！錄音遭微博官方刪除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youtube/%e3%80%90%e9%99%b3%e8%80%81%e5%b8%ab%e4%be%86%e4%ba%86%e3%80%91%e5%ba%95%e5%b1%a4%e5%b7%a5%e4%bd%9c%e4%ba%ba%e5%93%a1%e7%84%a1%e5%a5%88%e5%93%ad%e8%a8%b4%ef%bc%81-%e6%9b%9d%e5%85%89%e4%b8%8a%e6%b5%b7/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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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c%e4%b8%80%e9%a1%9e%e6%8e%a5%e8%a7%b8%ef%bc%81%e5%88%86%e6%9e%90%e3%80%8c%e5%a4%96%e6%98%9f%e4%ba%ba%e3%80%8d/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youtube/%e3%80%90%e6%96%b0%e4%bd%8f%e6%b0%91%e8%8a%b1%e8%8a%b1%e3%81%ae%e5%8f%b0%e7%81%a3life%e3%80%91%e5%85%a9%e5%b2%b8%e4%ba%ba%e6%b0%91%e6%9c%89%e4%bb%80%e9%ba%bc%e4%b8%8d%e5%90%8c%ef%bc%9f%e9%99%b8/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youtube/%e3%80%90%e7%aa%ae%e5%a5%a2%e6%a5%b5%e6%ac%b2%e3%80%91%e5%8f%b0%e7%81%a3%e7%94%9f%e8%82%b2%e7%8e%87%e3%80%8c%e4%b8%96%e7%95%8c%e5%80%92%e6%95%b8%e7%ac%ac%e4%b8%80%e3%80%8d-%e8%a7%a3%e5%af%86%e5%8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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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youtube/%e3%80%90%e6%94%9d%e5%be%92%e6%97%a5%e8%a8%98fun-tv%e3%80%91%e4%b8%8a%e6%b5%b7%e7%96%be%e6%8e%a7%e7%a7%91%e9%95%b7%e5%a4%a7%e7%bd%b5%e4%b8%ad%e5%9c%8b%e6%94%bf%e5%ba%9c%ef%bc%81%e9%8c%84%e9%9f%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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