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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運算科技浪潮：人工智慧技術輿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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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技術的不法應用，引爆民眾對科技倫理的討論？

剖析人工智慧領域年度討論熱詞，疫情對AI話題造成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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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人類文明自18世紀出現對於工業革命的定義之後，現今

已經從工業革命3.0的「自動化」，發展到近年德國政府所定義的4.0「智能化」。人

類正處於演變更為快速的科技革命時代，AI人工智慧、區塊鍊等技術與思維浪潮鋪

天蓋地而來，現代人所面對的是更為便利的生活，隨之而來是大量的資訊與不斷的

學習。

在這樣的時代浪潮之下，一般民眾對於這種似遠而近的人工智能相關技術，究竟抱

持著怎樣的想法呢？本報告旨在使用《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追蹤AI人工智慧相

關應用的聲量概況，以及網友對於各項技術應用的討論焦點，了解現有應用面向在

民眾間的輿情討論狀況，提供最真實的聲音做為相關業者的參考依據。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2021.01.01~2021.12.31

資料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新聞、部落格、問答網站

1-1 AI話題年度聲量趨勢
分析AI人工智慧相關話題在2021年的整體聲量日趨勢，

並剖析聲量高點當日熱門文章了解網友話題關注重點。

1-2 AI話題總體聲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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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應用之社群討論焦點
透過斷詞了解在AI相關討論之中，最受網友熱議的話題焦

點有哪些，並歸類出討論面向。

2-2 AI應用類別熱門討論排行

Part 1
AI人工智慧
話題聲量總覽

Part 2
AI人工智慧
社群討論洞察

OpView 於觀測
範圍內設定「AI
人工智慧」之關
鍵詞組，框定相
關研究文本

針對網友熱議之AI相關應用類別設定維度做進一步分析，

探索各應用類別受到民眾關注的程度，以及對於該應用類

別的討論焦點。

2-3 熱門應用類別討論剖析
從最受熱議的話題中挑選出關注度最高的應用類別，了解

網友對於該應用面向的實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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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2021全年度，AI人工智慧相關話題累

積突破90萬則的網路聲量，平均每日皆有

千則以上的討論則數，可見AI話題始終維

持一定的社群熱度。

進一步針對趨勢高點當日文章進行剖析，

可以發現大多是針對「新應用」的討論，

並在技術受到「不法運用」時引發社群熱

議，如10/18日當天爆出網紅小玉不當利

用AI換臉技術的消息，除了撻伐聲量，也

吸引更多人關注新型科技技術應用的道德

問題；此外，AI應用產業的龍頭品牌話題

也備受關注，如Facebook公司的轉型政

策、及意見領袖對於新技術的看法等。而

從「老高與小茉」的議題討論影片，也能

看出民眾對於新技術應用可能性的期待，

相關話題同樣受到社群的高度關注。 ▲ AI話題日聲量趨勢圖與高峰當日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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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AI話題年度聲量趨勢

新技術不法運用引熱議 產業龍頭政策受民眾關注



1-2 | AI話題總體聲量來源

FB匯聚大量討論 民眾認為本土AI技術仍有發展空間

▲ AI話題聲量前三大來源網站 ▲ AI話題前三大來源網站之頻道聲量排行

接著觀測聲量來源以了解相關討論聚集管道，當中以社群網站Facebook匯集近32萬則的聲量。進一步觀察各來源網站的

熱門頻道，其中Facebook以電信品牌「台灣之星」、「中華電信」粉專備受關注，網友聚集討論業者之5G通訊穩定性與

合約方案，也吸引不少對5G不熟悉的民眾洽詢；「經濟日報」則以台灣自產電動車的報導受到熱議，民眾討論產品可能

性與前景，留言中雖不少網友表示拭目以待，但也有人認為台灣本土之AI技術發展未臻成熟，尚需淬鍊成長。

而YouTube網站除新聞報導外，則以AI技術的應用前景以及現有5G通訊的評測主題影片受到關注，其中「老高與小茉」

頻道講述元宇宙、NFT等主題吸引到最多人的討論，由於老高總能以說故事的方式，深入淺出帶網友了解新技術的要點，

因而備受歡迎；至於討論區Ptt則也針對與一般民眾較切身相關的5G、電動車與人臉辨識技術等話題受到網友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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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AI應用之社群討論焦點

5G、元宇宙為2021年AI熱詞 疫情帶起AI應用需求

接著針對AI話題的討論文本進行斷詞、製成文字雲，並歸納網友關注面向。首先「5G」、「元宇宙」等詞彙可以說是2021

年AI人工智慧技術領域的最熱門詞彙，新技術的應用成為大眾熱議焦點，「無人載具」如無人機、自駕車等也備受關注，

如鴻海去年底發表的自駕轎車Model E，便一度成為討論區最受矚目的話題。此外，近年也有更多企業朝向能增進生活便

利性的「智慧商務」、「智慧家庭」等面向發展，如不少餐廳開始使用智慧機器人送餐，除了能落實防疫、減低人力短缺

所帶來的困擾，更成為社群話題噱頭。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也帶起了人們對於相關AI技術的需求，如「科技防疫」便扮演

本次國內疫情防治的重要角色，包含店鋪門口設置的「熱顯像儀」、「入境檢疫系統」等等；而由於配戴口罩所帶來的不

便，不少iPhone使用者引頸期盼Face ID的口罩解鎖功能，對於「人臉辨識」相關技術給予高度關注。

關注面向 關鍵字詞

智慧載具 無人機、自駕車、車聯網、無人駕駛、無人車、無人載具

智慧商務 無人商店、智能客服、聊天機器人、智慧物聯網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運輸

智慧家庭 智慧生活、智慧音箱、智慧家電、HomeKit、智慧監控

AI防疫 科技防疫、熱顯像儀、口罩地圖

智慧辨識 人臉辨識、臉部辨識、影像辨識、語音辨識、生物辨識

▲ AI話題相關討論熱詞文字雲及歸納面向



接著我們根據AI人工智慧技術相關討論的斷詞，歸納追蹤議題類型，並呈現其中熱度前12名的應用面向。從關注度觀察，

可以發現以5G、智慧載具由於在民眾間較為普及而廣受熱議。5G作為所有AI應用的基礎，其發展出的5G通信相關話題

吸引到超過27萬則的聲量，大量網友針對各電信業者的服務品質、穩定度進行討論，成為最受關注的AI話題焦點；智慧

載具則是因近期出現「無人機」空中立體光雕表演、及疫情影響下無人機的應用而同樣受到大量討論。

而從好感度角度來看，則可以發現以智慧農業、智慧製造、智慧醫療等讓現代人生活更加便利的應用受到偏好，民眾大

多讚賞智能科技對於製造業、農業等產程的運用，以及在智慧醫療能夠提升精準度。

2-2 | AI應用類別熱門討論排行

5G通訊最受關注 民眾讚賞智能技術對產程的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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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人工智慧熱門應用類別之討論聲量與好感度註1排行

【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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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熱門應用類別討論剖析-5G

5G低延遲受遊戲族群偏好 通訊技術未臻成熟引討論

5G還不錯啊，上傳和下載東西都比較快，只是月費
有點小貴

其實我倒是期待可以推出支援5G的筆電或網卡，電
腦流量遠遠比手機大很多，這樣筆電在外就不需要靠
手機上網了，還不用怕熱點被限制或長期用傷手機

接著針對關注度最高的兩個AI人工智慧相關應用技術：5G、無人載具，觀察網友對於這兩項技術類別的現有輿情看法。

首先觀察網友對於現階段「5G」技術的討論文本，以了解民眾對該技術類別的印象。從正負面討論文本中可以了解到，

5G通訊技術之於一般民眾來說，以大量資料需求者以及遊戲族群會有較顯著的使用差別感受，大多推崇其「上傳、下

載速度」以及「低延遲」，此外，也有網友提及對於未來相關產品的期待，認為在應用面上會以支援5G通訊的筆電有

更高的實用性，並且能同時解決5G無法分享熱點訊號的限制；然而在輿情較負面的印象文本中，不少民眾提及台灣現

有的5G通訊技術尚未成熟，除了因為基地台限制導致網速下降、以及間接形成的高昂月費外，更造成手機發燙、提升

通訊載具耗電量的問題，都是網友認為未來能夠改進的面向。

看需求和負不負擔得起，我是因為5G低延遲才升5G
的，就是玩遊戲比較順 我覺得5G在手機耗電量是個問題

5G對於一般用戶來說沒什麼太大差別，
在商業上比較有實質用處

台灣的5G不是滿血、基地台不多，除了
更加耗電，而且需要用到5G速度的地方
不多，多數4G就能解決，加上現階段5G
方案不便宜

▲ 5G技術話題正負面討論文本



2-3 | 熱門應用類別討論剖析-智慧載具

智慧輔助補足人類反應限制 網擔憂警覺性相對降低

無人機亦可用在救災救護當中～讚

無人機結合噴農藥很好啊

最後對「智慧載具」相關討論文本做質化分析，民眾對於智慧載具中的「無人機」、「自動駕駛」技術有較多的討論，

其中在正面文本除了表演應用相關討論，網友認為無人機主要的發展性在於能夠深入救災、智慧農業等應用領域，有

效減少人類的負擔；而自動輔助駕駛的計算及反應，能夠補足人類在先天生理構造上的限制，有時甚至能救人一命，

可以說對於智慧載具相關技術抱持相當大的期待，認為能降低人類面對的危險性以及補足先天限制。然而，也有不少

人提出技術在現階段的發展，除了法規仍待重新審視之外，更多的討論是在於這些智慧科技進入人類生活之後，是否

反而可能因為過度信賴，而降低人類對於危機的警覺性，雖然認可智慧科技帶來的便利性，卻也相對提出擔憂。

這個自動駕駛閃躲反應的時間跟空間以及幅度，就
算說是人在開的我也信

台灣限制太多幾乎沒地方可飛無人機，目
前的法規幾乎在扼殺研發

其實不建議這樣一直吹捧輔助駕駛有多厲
害，讓民眾過度信任也不是好事

▲智慧載具技術話題正負面討論文本

若未來車都自動駕駛，互相可以偵測，安全性會更
提升

就算他們智慧科技可以做到，看看一堆法
規和現行道路系統根本天方夜譚



本期重點整理
Part 1 AI人工智慧話題聲量總覽

 話題年度聲量趨勢：從2021年度日聲量趨勢圖觀察，其中AI技術遭到不

法運用引爆網友討論，紛紛對科技倫理提出質疑，而產業龍頭頒布品牌轉

型政策也更受到民眾關注。

 話題總體聲量來源：Facebook匯聚超過31萬則聲量討論，從各頻道討論

內容剖析，了解到民眾對於AI技術處於認知階段，並認為本土AI應用仍有

發展空間。

Part 2 AI人工智慧社群討論洞察

 AI應用之社群討論焦點：透過對相關討論文本進行斷詞，5G、元宇宙為2021年AI

熱詞，進一步歸納討論面向發現疫情帶起AI應用需求，影響AI防疫、智慧辨識等

關注度。

 AI熱門應用類別討論剖析：各AI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類別之間，5G做為整體基礎

最受討論，民眾關注其通訊品質，低延遲受遊戲族群歡迎；從好感度角度觀察則

發現民眾讚賞智慧技術對於產程的優化，智慧農業、智慧製造應用面好感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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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 2022.04.1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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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酥內嫩的好滋味連鎖牛排館大比拼

• 王品集團品質服務兼具最受喜愛「孫東寶」本體竟然是濃湯？

• 牛排該點什麼部位好難選？油脂分佈多寡成重點……繼續閱讀

你是臭手嗎？網友熱議扭蛋、一番賞一抽入魂！

• 「扭蛋」最平易近人限量「一番賞」收藏家趨之若鶩

• 被壽司耽誤的扭蛋店？小巧可愛「吊飾」、「場景」網友愛不釋手……繼續閱讀

室內綠化正流行熱門觀葉植物都在這！

• 「龜背芋」耐陰特點最受歡迎「虎皮蘭」頑強生命力根本外星人

• 觀葉植物哪裡買？花市、網購各有優缺點……繼續閱讀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5%a4%96%e9%85%a5%e5%85%a7%e5%ab%a9%e7%9a%84%e5%a5%bd%e6%bb%8b%e5%91%b3-%e9%80%a3%e9%8e%96%e7%89%9b%e6%8e%92%e9%a4%a8%e5%a4%a7%e6%af%94%e6%8b%bc/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4%bd%a0%e6%98%af%e8%87%ad%e6%89%8b%e5%97%8e%ef%bc%9f%e7%b6%b2%e5%8f%8b%e7%86%b1%e8%ad%b0%e6%89%ad%e8%9b%8b%e3%80%81%e4%b8%80%e7%95%aa%e8%b3%9e%e4%b8%80%e6%8a%bd%e5%85%a5%e9%ad%82%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5%ae%a4%e5%85%a7%e7%b6%a0%e5%8c%96%e6%ad%a3%e6%b5%81%e8%a1%8c-%e7%86%b1%e9%96%80%e8%a7%80%e8%91%89%e6%a4%8d%e7%89%a9%e9%83%bd%e5%9c%a8%e9%80%99%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4%bd%a0%e6%98%af%e8%87%ad%e6%89%8b%e5%97%8e%ef%bc%9f%e7%b6%b2%e5%8f%8b%e7%86%b1%e8%ad%b0%e6%89%ad%e8%9b%8b%e3%80%81%e4%b8%80%e7%95%aa%e8%b3%9e%e4%b8%80%e6%8a%bd%e5%85%a5%e9%ad%82%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4%bd%a0%e6%98%af%e8%87%ad%e6%89%8b%e5%97%8e%ef%bc%9f%e7%b6%b2%e5%8f%8b%e7%86%b1%e8%ad%b0%e6%89%ad%e8%9b%8b%e3%80%81%e4%b8%80%e7%95%aa%e8%b3%9e%e4%b8%80%e6%8a%bd%e5%85%a5%e9%ad%82%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5%ae%a4%e5%85%a7%e7%b6%a0%e5%8c%96%e6%ad%a3%e6%b5%81%e8%a1%8c-%e7%86%b1%e9%96%80%e8%a7%80%e8%91%89%e6%a4%8d%e7%89%a9%e9%83%bd%e5%9c%a8%e9%80%99%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5%ae%a4%e5%85%a7%e7%b6%a0%e5%8c%96%e6%ad%a3%e6%b5%81%e8%a1%8c-%e7%86%b1%e9%96%80%e8%a7%80%e8%91%89%e6%a4%8d%e7%89%a9%e9%83%bd%e5%9c%a8%e9%80%99%ef%bc%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5%a4%96%e9%85%a5%e5%85%a7%e5%ab%a9%e7%9a%84%e5%a5%bd%e6%bb%8b%e5%91%b3-%e9%80%a3%e9%8e%96%e7%89%9b%e6%8e%92%e9%a4%a8%e5%a4%a7%e6%af%94%e6%8b%bc/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trending-pressrelease/%e5%a4%96%e9%85%a5%e5%85%a7%e5%ab%a9%e7%9a%84%e5%a5%bd%e6%bb%8b%e5%91%b3-%e9%80%a3%e9%8e%96%e7%89%9b%e6%8e%92%e9%a4%a8%e5%a4%a7%e6%af%94%e6%8b%bc/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2.04.18-04.24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957 yahoo新聞 > 娛樂 周玉蔻確診新冠肺炎打3劑高端突破性感染

2 2,586 LINE TODAY > 國內 蔡英文特赦2國軍將士兩大原因曝光

3 1,943 yahoo新聞 > 社會地方 兒童確診死亡首例！新北2歲重症男童搶救無效宣告不治

4 1,920 LINE TODAY > 國內 新／重症2歲童走了！侯友宜哽咽證實

5 1,771 yahoo新聞 > 焦點 華視為新聞台誤播台海戰爭快訊道歉人員作業設定錯誤將遭嚴懲

6 1,669 yahoo新聞 > 健康 最快何時有輝瑞BNT兒童疫苗？陳時中歎實在不敢期望商業合約

7 1,643 LINE TODAY > 國際 全韓國都火大了！台灣電視台把韓國國旗做成太極旗病毒今道歉

8 1,586 yahoo新聞 > 健康 直播／國內最新疫情、兒童送醫指引指揮中心下午2時說明

9 1,547 yahoo新聞 > 首頁生活 點出兒童BNT「要不到的都比較好」心態何美鄉曝真實數據

10 1,492 LINE TODAY > 生活 誤報「新北遭共軍導彈擊中」引恐慌！華視新聞嚴重疏失道歉

https://tw.news.yahoo.com/%E5%91%A8%E7%8E%89%E8%94%BB%E7%A2%BA%E8%A8%BA%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6%89%93-3-%E5%8A%91%E7%96%AB%E8%8B%97%E7%AA%81%E7%A0%B4%E6%80%A7%E6%84%9F%E6%9F%93-012600316.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60pozQ6
https://tw.news.yahoo.com/%E5%85%92%E7%AB%A5%E7%A2%BA%E8%A8%BA%E6%AD%BB%E4%BA%A1%E9%A6%96%E4%BE%8B%EF%BC%81%E6%96%B0%E5%8C%97-2-%E6%AD%B2%E9%87%8D%E7%97%87%E7%94%B7%E7%AB%A5-%E6%90%B6%E6%95%91%E7%84%A1%E6%95%88%E5%AE%A3%E5%91%8A%E4%B8%8D%E6%B2%BB-023850713.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9m1lZ3q
https://tw.news.yahoo.com/%E8%8F%AF%E8%A6%96%E7%82%BA%E6%96%B0%E8%81%9E%E5%8F%B0%E8%AA%A4%E6%92%AD%E5%8F%B0%E6%B5%B7%E6%88%B0%E7%88%AD%E5%BF%AB%E8%A8%8A%E9%81%93%E6%AD%89-%E4%BA%BA%E5%93%A1%E4%BD%9C%E6%A5%AD%E8%A8%AD%E5%AE%9A%E9%8C%AF%E8%AA%A4%E5%B0%87%E9%81%AD%E5%9A%B4%E6%87%B2-02350633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C%80%E5%BF%AB%E4%BD%95%E6%99%82%E6%9C%89%E8%BC%9D%E7%91%9Ebnt%E5%85%92%E7%AB%A5%E7%96%AB%E8%8B%97%EF%BC%9F%E9%99%B3%E6%99%82%E4%B8%AD%EF%BC%9A%E5%AF%A6%E5%9C%A8%E4%B8%8D%E6%95%A2%E6%9C%9F%E6%9C%9B-%E5%95%86%E6%A5%AD%E5%90%88%E7%B4%84%E5%BE%88%E5%A4%9A%E9%9C%80%E7%AA%81%E7%A0%B4-030147155.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60pl8an
https://tw.news.yahoo.com/%E7%9B%B4%E6%92%AD%EF%BC%8F%E5%9C%8B%E5%85%A7%E6%9C%80%E6%96%B0%E7%96%AB%E6%83%85%E3%80%81%E5%85%92%E7%AB%A5%E9%80%81%E9%86%AB%E6%8C%87%E5%BC%95-%E6%8C%87%E6%8F%AE%E4%B8%AD%E5%BF%83%E4%B8%8B%E5%8D%88-2-%E6%99%82%E8%AA%AA%E6%98%8E-02214545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BB%9E%E5%87%BA%E5%85%92%E7%AB%A5bnt-%E8%A6%81%E4%B8%8D%E5%88%B0%E7%9A%84%E9%83%BD%E6%AF%94%E8%BC%83%E5%A5%BD-%E5%BF%83%E6%85%8B-%E4%BD%95%E7%BE%8E%E9%84%89%E6%9B%9D%E7%9C%9F%E5%AF%A6%E6%95%B8%E6%93%9A-091751014.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WB05Q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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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 感情 女友拒絕我的求婚現在不想娶她了

2 1,283 感情 孩子可能不是我的…

3 1,230 閒聊 小時候爸媽都拿什麼東西打

4 924 心情 為什麼都要叫女生妹子？

5 918 有趣 因為這個名字，我從小被取笑到大

6 878 感情 妳各位交出另一半來源！

7 790 心情 20歲還是處很丟臉嘛

8 730 網路購物 買蝦皮買到要被告…

9 691 心情 現在的小朋友都那麼狂嗎？

10 666 心情 21歲發現媽媽其實是男生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668192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664204
https://www.dcard.tw/f/talk/p/238684939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662339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8648156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655917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675230
https://www.dcard.tw/f/buyonline/p/23865360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667980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67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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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 Gossiping [問卦]民調你支持台鐵罷工嗎

2 2,007 Gossiping Re: [問卦]目前重症全死這告訴我們什麼？

3 1,716 Gossiping [問卦]猜今日本土確診數？

4 1,699 Gossiping [新聞]快訊／新北重症2歲童 侯友宜證實：昨天

5 1,662 Gossiping [新聞]快訊／周玉蔻確診！ PCR檢測陽性

6 1,518 Gossiping [爆卦]總統頒布特赦令

7 1,513 Gossiping [新聞]老舊公寓居隔怎麼取物陳時中：鑰匙綁繩

8 1,481 Gossiping Re: [新聞]獨家｜欠20萬償300萬還不夠！特戰士官不

9 1,417 Gossiping [問卦]為什麼藝人那麼吃阿翰的梗?

10 1,407 Gossiping [新聞]全韓國都火大了！台灣電視台把韓國國旗做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0690797.A.83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0375121.A.6F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0407074.A.59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0335992.A.E1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0503086.A.FC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0593493.A.7F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0611675.A.5A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0612703.A.0A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0587650.A.D4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0341923.A.E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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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台灣新聞 祝福盡速確診。超狂專家何美鄉：打三劑盡速被感染Omicron是祝福

2 132 時事_台灣新聞 當小王與當小三無罪?那以後可以亂交?[兩性與感情]

3 126 時事_台灣新聞 本日最療癒，周玉蔻臉書發文確認PCR檢測陽性

4 123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年收百萬真的就開得起百萬的車嗎?

5 122 時事_台灣新聞 兒童BNT疫苗的保護力三周後只剩12%,台灣人還指望這種疫苗嗎?

6 121 機車_電動機車_Gogoro GOGORO致命的缺點就是沒有超衝??

7 118 時事_COVID-19專區 美國「860萬兒童」打BNT國民黨轟陳時中：把台灣小孩當成白老鼠

8 111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紅旗進挪威，台灣媒體只剩酸？

9 107 時事_台灣新聞 假若兩岸開戰，台灣人是不是應該腦力激盪一下，一般人的生活會變成怎樣？

10 102 時事_台灣新聞 莫斯科號被擊沉的重要警示澳媒：犯台船艦很容易被屠殺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638&t=657688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638&t=657737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638&t=657816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294&t=657691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638&t=657704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751&t=657862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814&t=6576352&p=1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294&t=657869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1&f=638&t=657706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1&f=780&t=657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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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2 東森新聞 腳交千金踩椅背！被問1句暴怒逼聞腳

2 12,861 加藤軍台灣粉絲團 2.0 給這位兄弟取一個超兇的饒舌藝名

3 10,630 ETtoday星光雲 徐小可夫妻暴怒了！網酸還帶小孩出遊 他飆罵2點反嗆：我怎麼了嗎

4 10,503 東森娛樂 機智媽1招教娃開口說！1關鍵強化訓練秒見效

5 9,301 孕媽咪的話匣子 請用「一句話」證明你是有小孩的人XD

6 7,648 加藤軍台灣粉絲團 2.0 台灣有甚麼塔?

7 6,845 ETtoday新聞雲 台中「腳交千金」踩椅背！暴走逼司機聞腳掌：香不香

8 6,221 爆料公社 男朋友做這些是應該的嗎

9 5,688 噓！星聞 賽車教父-廖老大的機關槍打打打～

10 8,649 關鍵時刻 女持棍毆狗猛推8旬嬤！囂張嗆聲結局療癒反轉

https://www.facebook.com/news.ebc/posts/7114024918632538?comment_id=1363201457426680
https://www.facebook.com/KATOTAKA2.0/posts/5678475855520185?comment_id=307240914818021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STAR/posts/5103130936450371?comment_id=3177821285820997
https://www.facebook.com/ebcstar/posts/5433006736778487?comment_id=777012979948258
https://www.facebook.com/lovemomtalk/posts/4919206951511072?comment_id=1196003481208316
https://www.facebook.com/KATOTAKA2.0/posts/5672665489434555?comment_id=1997903357076617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posts/5621215734581211?comment_id=3324547157814481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61546280862515&id=162608724089621&comment_id=1861547067529103&reply_comment_id=1117782709079672
https://www.facebook.com/udnstar/posts/2204116243077157?comment_id=665426807903849
https://www.facebook.com/CTimefans/posts/5173755692670589?comment_id=569430194291479&reply_comment_id=11441510330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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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5
神魔之塔 Tow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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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2,343 小三美日 【心理測驗】根據情境回答問題，測你身邊最近是否有小人！

3 10,460 開心水族箱 #開水好康水族箱中的黃蓋鵝膏可真是不得了

4 6,435 PTT01 娛樂新聞 你還能想到什麼？看透你後半生婚姻

5 5,838 麻古茶坊macu 麻古珪藻土杯墊組抽獎

https://www.facebook.com/tos.zh/posts/5299930876764055?comment_id=503100424797872
https://www.facebook.com/s3beauty/posts/5728830760482301?comment_id=1188969891907144&reply_comment_id=5236771176343787
https://www.facebook.com/happyfishbowl/posts/5065075150257158?comment_id=314505384098473
https://www.facebook.com/ptt01s/posts/3996075293951936?comment_id=1030335350903788&reply_comment_id=1012388816383260
https://www.facebook.com/macu2008.tw/posts/2549410618528874?comment_id=100456475987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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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起你心中的惡】勾惡幫幫主踢爆

NTF爭議！控訴連千毅割韭菜

【蒟蒻真人秀】從國際政治角度分析

「為何習近平堅持清零政策？」

【陳老師來了】中國饒舌歌手創作諷

刺北京當局竟遭逮捕封殺

【老高與小茉】外星人與人類的首次衝突！

老高解密道西事件曝外星人秘密

【攝徒日記Fun TV】上海封城近況曝

光竟遭同胞連線舉報！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youtube/%e3%80%90%e5%8b%be%e8%b5%b7%e4%bd%a0%e5%bf%83%e4%b8%ad%e7%9a%84%e6%83%a1%e3%80%91%e5%8b%be%e6%83%a1%e5%b9%ab%e5%b9%ab%e4%b8%bb%e8%b8%a2%e7%88%86ntf%e7%88%ad%e8%ad%b0%ef%bc%81-%e6%8e%a7%e8%a8%b4/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4/youtube/%e3%80%90jarrow-show%e8%92%9f%e8%92%bb%e7%9c%9f%e4%ba%ba%e7%a7%80%e3%80%91%e5%be%9e%e5%9c%8b%e9%9a%9b%e6%94%bf%e6%b2%bb%e8%a7%92%e5%ba%a6%e5%88%86%e6%9e%90-%e3%80%8c%e7%82%ba%e4%bd%95%e7%b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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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8%ad%e5%9c%8b%e9%a5%92%e8%88%8c%e6%ad%8c%e6%89%8b%e5%89%b5%e4%bd%9c%e8%ab%b7%e5%88%ba%e5%8c%97%e4%ba%ac%e7%95%b6%e5%b1%80-%e7%a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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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4%96%e6%98%9f%e4%ba%ba%e8%88%87%e4%ba%ba%e9%a1%9e%e7%9a%84%e9%a6%96%e6%ac%a1%e8%a1%9d%e7%aa%81%ef%bc%81-%e8%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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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4%96%e6%98%9f%e4%ba%ba%e8%88%87%e4%ba%ba%e9%a1%9e%e7%9a%84%e9%a6%96%e6%ac%a1%e8%a1%9d%e7%aa%81%ef%bc%81-%e8%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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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0%81%e5%9f%8e%e8%bf%91%e6%b3%81%e6%9b%9d%e5%85%89-%e7%ab%9f%e9%81%ad%e5%90%8c%e8%83%9e%e9%80%a3%e7%b7%9a%e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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