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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隨著大眾對於生活品質重視度的提升，居家裝修也

成為網友熱議的話題之一，期望能藉由裝潢、設計來打

造出屬於自己的品味空間。

然而居家裝修面向廣泛，多數人常因缺乏經驗或相關知

識而不小心忽略細節，因此民眾也傾向上網參考網友說

法來進行規劃、準備，故本報告旨在使用《OpView社群

口碑資料庫》追蹤居家裝修話題的網路聲量表現，解析

聲量概況以及社群熱議焦點，並從熱門討論中挖掘重點

品項，深入剖析社群口碑，提供最真實的聲音讓相關業

者作為參考。

前言



研究說明
資料時間：2021.10.26~2022.04.26

資料來源：居家裝修話題相關之社群討論區等來源頻道，如Ptt homemaker板、 Facebook 社團_裝潢DIY研究室等。

1-1 居家裝修話題聲量趨勢
分析居家裝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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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裝修話題社群熱議焦點分析
透過斷詞了解在居家裝修相關討論之中，最受網友熱議

的話題焦點有哪些，並歸類出討論面向。

2-1 熱門裝修品項社群口碑剖析_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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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門裝修品項社群口碑剖析_油漆

Part 1

居家裝修話題聲量概覽

Part 2

居家裝修熱門品項需求
探索

OpView 於 觀 測
範圍內設定「居
家裝修」之關鍵
詞組，框定相關
研究文本

以網友關注度高的油漆為例，接續剖析消費者對於常見漆

種的社群口碑，以及選購因素考量與熱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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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回顧2021年10月底至2022年4月底

的居家裝修話題討論，從右邊趨勢圖可

看到每日相關討論留言皆在千則以上，

可見大眾對於居家裝修話題始終維持著

高度關注，市場需求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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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請益」的討

論，網友多針對自家裝潢、水電等實際

案例提出討論、尋求解方，詢問有無推

薦廠商、設計公司、水電師傅，每每都

能吸引不少熱心民眾留言回覆並參與討

論；另外也有許多人會於網路上分享自

家裝修情況，除了表達新居落成的喜悅

外，也會以過來人的角度分享經驗談，

相關話題易引起網友共鳴。
▲ 居家裝修話題 日聲量趨勢圖與高峰當日熱門話題

# 日期 當日聲量 熱門話題 話題分類

A 10/26 8,588 單純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作品 沒有要打廣告也不用找我們... 裝修分享

B 2/7 7,076 請問各位我小兒床的枕頭邊就有個插座，覺得小孩睡覺時總... 問題請益

C 2/21 8,145 前陣子裝洗碗機時，師傅把原有的廚具式烘碗機移出且電線... 問題請益

D 3/7 6,347 想請問大家浴室的玻璃拉門爆裂有推薦的廠商嗎？ 問題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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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裝修多問題請益文 裝潢案例分享引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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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面向 關鍵字詞

空間地點 廚房、空間、浴室、客廳、房間、陽台、廁所

裝修面向 地板、磁磚、天花板、油漆、馬桶、插座、牆壁

工程相關 水電、統包、工程、施工、漏水、防水、水管

家具設備 冷氣、沙發、窗簾、系統櫃、熱水器、水龍頭

▲居家裝修話題 相關討論熱詞文字雲及關注面向

居家裝修話題涵蓋範圍廣泛，接著我們將居家裝修相關來源之

討論文本進行斷詞、製成文字雲，並歸納網友關注面向。

首先可以發現網友在討論裝修問題時，最常提及「室內」之

「裝潢」與「設計」，且多先點出「空間地點」，再針對不同

空間提出不同的應用要求，如「廚房」因常會有油煙，因此對

於牆面、檯面等材質上多希望能以易「清潔」為主；「浴室」

則因濕氣較重，因此以「通風」、「防潮」等設計較容易受到

歡迎。

而在「裝修面向」上，則以「地板」(聲量39,840則)、「油漆」

(聲量22,539則)等裝修品項最受到廣泛熱議，因其覆蓋範圍廣，

將大程度決定整體居家風格與美觀，且根據不同應用情境，於

材質、需求上亦會有不同的挑選重點，相關話題備受熱論。另

外對於「工程相關」之「水電」、「統包」等問題同樣受到網

友重視，因往後若需重新牽線、整修，整體耗費的金額龐大，

且容易造成日常生活不便，因此也有網友提醒務必於施工前做

好謹慎規劃，並與專業師傅溝通，完整表達自身需求。

1-2 | 居家裝修話題社群熱議焦點分析

不同空間應用需求各異 網推水電工程問題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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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將聚焦於居家裝修中備受熱議

的二大裝修品項—地板、油漆，從材質種

類與選購因素等角度來進一步分析市場消

費者需求。

首先歸納出網友最常提及的五大地板材質，

由左圖中可見「實木地板」與「磁磚地板」

兩者的聲量分別為第一、二名，其中「實

木地板」因實際觸感溫潤且天然美觀，屬

天然建材、無汙染，且易營造溫暖居家氛

圍，受到不少網友喜愛，不過也有部分網

相，友擔心若使用完全實木的材質，容易受潮、產生蟲害困擾，需考量居家環境適用性。而「磁磚地板」具高耐用性與耐候性，

且清潔便利，屬常用地板材質，其中如大理石、花崗岩等自然紋路更是受到不少民眾熱論。另外從好感度的角度來看，可

發現「磨石地板」討論度雖較低，卻有著網友的高度好感，此類材質較常見於早期房屋中，不過日前就有網友分享了幾個

使用磨石地裝修的案例，復古又具質感的設計令眾人感到驚艷，獲得廣大正面評價，也引來不少回覆如「磨石地板搭配，

質感真的不只加倍」、「磨石子弄乾淨，上蠟就很漂亮啦」。

▲地板材質 聲量與好感度［註1］二維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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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比)，數值越大代表網友對該面向的好感度越高。

2-1 |熱門裝修品項社群口碑剖析_地板

實木地板最受歡迎 磨石材質打造高質感氛圍好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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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網路上民眾選購地板時所會討論到的面向，從上圖便可發現「色彩美觀」最受眾人關注，許多面臨選擇困難的網友也

會直接於社群討論區上請益「花色挑選」，並附上牆面、家具照片，請網友們投票選出與其最相配的地板顏色，而色調溫

和、具質感的地板設計也往往能獲得高好感度；另一方面因地板需每天踩踏，故網友挑選地板時也多會考量其「耐用程

度」，如是否耐磨、耐刮，或不會因氣候、環境等因素而膨脹、龜裂。另外有不少民眾會依地板鋪設地點而考量「功能與

使用情境」，如浴室通常會選擇具防潮、防滑等功能之材質，使用地點之適用性成為網友們選購的一大評估重點；而「價

格預算」也是許多人在挑選地板時的關鍵考量之一，因其覆蓋面積廣，無論是請益或是開箱分享文，都可見網友會於文章

中附上自己所花費的金額、預算等等，因此「高cp值」的選擇也更容易受到歡迎，獲得眾人高度好感。

▲地板選購因素 聲量與好感度分析

2-1 |熱門裝修品項社群口碑剖析_地板

地板挑選首重色彩美觀 耐用程度成另一選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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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水泥漆相比之下則單價較低，且容易刷塗、覆蓋性佳，施工難度與需耗

費的時間成本皆更低，適合想要自己上漆的新手族群，因此獲得不少網友

推崇，不過另一方面，使用水泥漆的缺點則是其抗水性差、不耐摩擦，時

間一久便容易泛黃脫落，成為不少民眾卻步的原因之一。

比較乳膠漆與水泥漆，兩者均各有其優缺點與推崇者，網友亦多建議民眾

於選擇時可評估自家環境與使用需求，再決定最適合自己的漆種進行粉刷。

接下來將探討裝修面向中同樣受熱議的「油漆」話題，並自室內裝潢常見

的兩大油漆漆種—乳膠漆、水泥漆，進行深度分析。

首先從聲量的角度可發現市場上對於乳膠漆有更高的關注度，因乳膠漆質

地較為細緻，於粉刷過後會形成一層乳膠薄膜，相較之下也更好保養，且

不易褪色，使用壽命更長，因此受到許多有裝修需求的民眾歡迎，不過也

有網友認為使用乳膠漆粉刷牆面較不透氣，無法調節室內濕氣，再加上覆

蓋性較低，需多次施工才能遮蓋原牆面的顏色，不適合新手使用。

▲乳膠漆話題 聲量與正負情緒文本

2-2 |熱門裝修品項社群口碑剖析_油漆

乳膠漆更受網友討論 新手上漆網推水泥漆更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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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漆話題 聲量與正負情緒文本 5



最後看到網友挑選油漆時所會考量的關鍵因素，發現最受熱議的便屬「色彩美觀」，因牆面顏色大程度的決定了裝修設計

的風格，日前有網友於社群上的裝潢社團中發起靠現成家具與油漆成就各式風格的挑戰，於社群上激起廣大迴響，還有網

友感嘆表示「油漆選色做好成功一半」，換了個油漆顏色就彷彿換了家，故也有人認為若想要低成本的對居家設計進行改

造，便可從油漆下手，也因此帶動了「價格預算」上的討論度。

另外「功能效果」也有著不低的關注度，如有些民眾考慮到居家地理位置、裝修空間等環境因素，便會傾向選擇具防霉、

防潮等特性的漆種；而再從好感度的角度來看，「上漆方式」也獲得了不少青睞，近來流行起DIY改造居家環境的潮流，

容易塗刷、上漆便利的漆種與刷色方式獲眾人推崇，另外也有不少毛孩爸媽、新手家長請益裝修問題時，會強調須為「健

康環保」認證的油漆，希望能為小孩、寵物打造無毒的環境，故主打健康無毒的油漆亦容易獲得網友好評。

▲油漆選購因素 聲量與好感度分析

0

1

2

3

4

0

2,000

4,000

6,000

8,000

色彩美觀 價格預算 功能效果 耐用程度 上漆方式 健康環保

聲量 PN比

聲量
(則)

好感度
(P/N)

2-2 |熱門裝修品項社群口碑剖析_油漆

網推油漆選色為風格關鍵 無毒油漆受父母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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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整理

Part1 居家裝修話題聲量綜覽

 日聲量趨勢分析：話題討論聲量穩定，網友間話題參與度高，社群討論區常見「問題

請益」相關文章，「案例分享」則易引起社群迴響。

 社群熱議焦點觀察：透過對相關討論文本進行斷詞，「裝潢」、「設計」為居家裝修

話題熱詞，進一步歸納討論面向，發現網友討論時多針對不同「空間地點」提出不同

的使用需求，另外「工程相關」之「水電」、「統包」因後續改造不易，施工前的妥

善規劃也受到網友高度重視。

Part2 居家裝修熱門品項需求探索

 地板類：材質部分以實木地板最受網友熱議，磨石地板則因能兼具復古與高質感的特

色而備受好評，消費者選購亦多以「色彩美觀」與「耐用程度」等面向為討論焦點。

 油漆類：油漆常見漆種中，乳膠漆的聲量更高於水泥漆；另外自消費者選購因素來看，

網友多認為油漆「色彩」上的選擇大幅度的影響居家裝修風格，而主打「健康無毒」

特色的油漆則受到父母、有養寵物族群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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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了解詳情>

https://bit.ly/3su5PtL
https://bit.ly/3su5PtL


Social Lab網路新聲量

熱門話題調查局

觀測期間 | 2022.05.0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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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心手背都是肉「兒童」到底該不該接種疫苗引家長熱議

• 網友提出希望有更多疫苗選擇 兒童重症死亡案例引發父母兩難

• 兒童疫苗打不打？ 父母苦惱「染疫風險」、「副作用」……繼續閱讀

夏天不怕手痠滿頭汗！網推大風量、速乾款吹風機都在這

• 「Dyson」風量大頭髮超快乾！網推「Panasonic」吹完不毛躁

• 吹風機「速乾又省時」最重要！受損髮質首推「負離子吹風機」……繼續閱讀

簡單卻不失美味熱議日式丼飯有這些！

• 「海鮮丼」去漁港吃新鮮又便宜 超商微波「雞丼」不柴不死鹹一樣好吃……繼續閱讀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5/trending-pressrelease/%e6%89%8b%e5%bf%83%e6%89%8b%e8%83%8c%e9%83%bd%e6%98%af%e8%82%89-%e3%80%8c%e5%85%92%e7%ab%a5%e3%80%8d%e5%88%b0%e5%ba%95%e8%a9%b2%e4%b8%8d%e8%a9%b2%e6%8e%a5%e7%a8%ae%e7%96%ab%e8%8b%97%e5%bc%95%e5%ae%b6/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5/trending-pressrelease/%e5%a4%8f%e5%a4%a9%e4%b8%8d%e6%80%95%e6%89%8b%e7%97%a0%e6%bb%bf%e9%a0%ad%e6%b1%97%ef%bc%81%e7%b6%b2%e6%8e%a8%e5%a4%a7%e9%a2%a8%e9%87%8f%e3%80%81%e9%80%9f%e4%b9%be%e6%ac%be%e5%90%b9%e9%a2%a8%e6%a9%9f/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5/trending-pressrelease/%e7%b0%a1%e5%96%ae%e5%8d%bb%e4%b8%8d%e5%a4%b1%e7%be%8e%e5%91%b3-%e7%86%b1%e8%ad%b0%e6%97%a5%e5%bc%8f%e4%b8%bc%e9%a3%af%e6%9c%89%e9%80%99%e4%ba%9b%ef%bc%81/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2.05.02-05.08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011 yahoo新聞 > 政治 藍質疑圖利 陳時中證實高登棄標 1700萬劑快篩再想辦法

2 3,963 yahoo新聞 > 政治 高登環球快篩標案遭告發瀆職 陳時中：國民黨意見這麼多來投標看看

3 2,809 LINE TODAY > 生活 爆黑箱？「小吃店」高登棄快篩標案 陳時中：政治干預商業

4 2,665 LINE TODAY > 理財 產險業哀號恐賠天文數字

5 2,575 yahoo新聞 > 生活 台灣快篩試劑價格貴？經長：便宜快篩都是中國製

6 2,021 LINE TODAY > 生活 網傳「政府採購快篩試劑較他國昂貴」 絕非事實切勿以訛傳訛

7 1,997 LINE TODAY > 自由電子報 蔡總統：1億劑快篩本月到貨 優先供應北北基桃通路

8 1,978 yahoo新聞 > 生活 陳時中遭打臉？議員揭「真有30元快篩」：準確度還更高

9 1,945 yahoo新聞 > 健康 蔡英文：5月預計取得快篩試劑1億劑

10 1,907 LINE TODAY > 生活 新北確診產婦高燒昏迷 胎兒昨不治 搶救3天產婦今晨逝世

https://tw.news.yahoo.com/%E8%97%8D%E8%B3%AA%E7%96%91%E5%9C%96%E5%88%A9-%E9%99%B3%E6%99%82%E4%B8%AD%E8%AD%89%E5%AF%A6%E9%AB%98%E7%99%BB%E7%94%9F%E9%86%AB%E6%A3%84%E6%A8%99-1700-%E8%90%AC%E5%8A%91%E5%BF%AB%E7%AF%A9%E5%86%8D%E6%83%B3%E8%BE%A6%E6%B3%95-02035663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AB%98%E7%99%BB%E7%92%B0%E7%90%83%E5%BF%AB%E7%AF%A9%E6%A8%99%E6%A1%88%E9%81%AD%E5%91%8A%E7%99%BC%E7%80%86%E8%81%B7-%E9%99%B3%E6%99%82%E4%B8%AD%EF%BC%9A%E5%9C%8B%E6%B0%91%E9%BB%A8%E6%84%8F%E8%A6%8B%E9%80%99%E9%BA%BC%E5%A4%9A%E4%BE%86%E6%8A%95%E6%A8%99%E7%9C%8B%E7%9C%8B-074556314.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wJZl2XY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DRYZGJX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81%A3%E5%BF%AB%E7%AF%A9%E8%A9%A6%E5%8A%91%E5%83%B9%E6%A0%BC%E8%B2%B4%EF%BC%9F%E7%B6%93%E9%95%B7%EF%BC%9A%E4%BE%BF%E5%AE%9C%E5%BF%AB%E7%AF%A9%E9%83%BD%E6%98%AF%E4%B8%AD%E5%9C%8B%E8%A3%BD-055527173.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9mXV59x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DRYrzEB
https://tw.news.yahoo.com/%E9%99%B3%E6%99%82%E4%B8%AD%E9%81%AD%E6%89%93%E8%87%89-%E8%AD%B0%E5%93%A1%E6%8F%AD-%E7%9C%9F%E6%9C%8930%E5%85%83%E5%BF%AB%E7%AF%A9-%E6%BA%96%E7%A2%BA%E5%BA%A6%E9%82%84%E6%9B%B4%E9%AB%98-02024209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94%A1%E8%8B%B1%E6%96%87%EF%BC%9A-5-%E6%9C%88%E9%A0%90%E8%A8%88%E5%8F%96%E5%BE%97%E5%BF%AB%E7%AF%A9%E8%A9%A6%E5%8A%91-1-%E5%84%84%E5%8A%91-120430453.html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vXZo7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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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 閒聊 陳時中為什麼討人厭

2 856 心情 社交負面人格測試…….(444)

3 754 心情 朱李一家）確診消息

4 744 心情 我好累不想買房了

5 722 工作 我以為確診夠倒霉了，沒想到連工作都沒了

6 722 心情 24歲財富自由了好空虛

7 708 感情 拿了兩次孩子，男友卻不願體驗分娩痛

8 693 感情 理想男友條件

9 672 心情 因為梳妝台，我被悔婚了

10 597 閒聊 討厭的emoji

https://www.dcard.tw/f/talk/p/23880788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80008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78937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807711
https://www.dcard.tw/f/job/p/238769191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78937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793913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8779549
https://www.dcard.tw/f/mood/p/238779591
https://www.dcard.tw/f/talk/p/23879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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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7 NBA 勇士@灰熊

2 2,448 Gossiping [問卦]我是個確診者趕快封3級吧

3 2,074 Gossiping [新聞]高登老闆背景曝光 金主代表發聲:決定棄標

4 2,037 Gossiping [新聞]藍委緊咬高登環球體質差 陳時中動怒...

5 1,944 Gossiping [新聞]不要塞急診! 陳時中宣布:即起「快篩陽性」

6 1,885 Gossiping [問卦]剛剛有位大學生被牙醫嗆爆笑死

7 1,783 Gossiping [新聞]獨／台鐵5／1有出勤的全被記功 引員工...

8 1,766 HatePolitics [討論]一直鼓吹高端沒用的，害死了多少人??

9 1,738 Gossiping [新聞]快訊/指揮中心修訂「新冠肺炎」定義:快篩...

10 1,733 Gossiping [新聞]快訊／國民黨團爆：快篩試劑進口商竟是...

http://www.ptt.cc/bbs/NBA/M.1651432038.A.51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1972075.A.F6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1677020.A.A5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1724603.A.FD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1472670.A.29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1820573.A.D4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1630488.A.57C.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651901599.A.84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1731546.A.43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651633884.A.02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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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85 汽車_日本車系_Honda 【採訪】Honda HR-V大改款雙車型現身，公布完整配備規格...

2 175 居家_空間設計與裝潢 【開箱】日式印象~仿侘寂風小宅分享

3 169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住全新透天別墅要買什麼車呢？

4 141 時事_台灣新聞 99.9%是輕症,何懼之有?

5 139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道路上撞到堆高機牙…

6 133 時事_台灣新聞 團爆：快篩試劑進口商竟是「小吃店」變身！陳時中踹共

7 118 手機_Android_SAMSUNG 三星Galaxy A33 5G體驗｜防水、效能一把抓的超值之選！

8 116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區間好像快成殺人公路了…！

9 116 汽車_汽機車七嘴八舌 慘!高中生騎士不小心連續刷卡三台車刮中賓士凌志

10 103 閒聊_投資與理財 今周刊”買不起房不要買，養不起小孩不要生”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261&t=658514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360&t=658421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294&t=658391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5&f=638&t=658394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294&t=658539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638&t=658506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568&t=658433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294&t=658509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294&t=658551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1&f=291&t=658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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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82 東森新聞 店員不爽遭客檢舉！失控砸椅：服務業容易嗎●不…

2 16,623 五月天 阿信 我問你一件事你要好好的回答噢因為有可能會變成真的。如果有機會在…

3 12,046 媽媽經 研究指出：聞愛人的屁可能活得更長久

4 10,144 FSC 真的有人關車燈超車🤏

5 9,780 udn.com 聯合新聞網 【狗狗接力賽！最後一棒派出臘腸網：牠盡力了】 影片…

6 8,401 東森新聞 連千毅直播飆罵昆妮！她淚崩離場：我做錯什麼影…

7 8,254 關鍵時刻 店員不爽遭客檢舉！失控砸椅：服務業容易嗎…

8 7,643 ETtoday寵物雲 原來是滑鼠啊!(Iris)影片授權：IG/hamsters.macau睡…

9 6,518 冠杰起瘋了 Harden

10 6,343
蜡笔小新

Crayon Shin Chan
祝小新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https://www.facebook.com/7157407114294318_668441567556779
https://www.facebook.com/556294039191775_1037181577237408
https://www.facebook.com/5469703776409181_716112309520190
https://www.facebook.com/5785891531427044_1008463086469861
https://www.facebook.com/10162148474071030_358867869553759
https://www.facebook.com/7162591693775860_5416871018336904
https://www.facebook.com/5225534047492753_582236219685181
https://www.facebook.com/5221812564573050_799266567714383
https://www.facebook.com/546932183512666_1207725189966177
https://www.facebook.com/5555598411139205_76321333805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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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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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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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553 開心水族箱 #開水好康充滿溫馨氣息的母親節要到啦~留yan裡說一說對母親的…

4 5,494 i屏東～愛屏東 【屏東購好禮抽獎活動─ 05/05第三十場】屏東購最大獎輕豪宅…

5 4,813 蝦皮購物 (Shopee) #文末ㄔㄐ還記得小時候放學回家，等待媽咪煮飯的雀躍嗎 今年不…

https://www.facebook.com/5344888215601654_188255690197998
https://www.facebook.com/5338314336259042_489781926177811
https://www.facebook.com/5102425289855477_1144382736340320
https://www.facebook.com/4738359019599626_719367682550022
https://www.facebook.com/2067787300073627_48718717643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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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瑩真律師】律師評勾惡時事網友

嘆：要有思辨能力才不會被人操弄

【錫蘭Ceylan】台灣料理是流量密

碼？外國人吃遍比利時的台灣餐廳！

【勾起你心中的惡】回應雙標爭議批

網友模糊焦點：勾惡沒有斷章取義！

【斯坦-波蘭ê台灣囡仔】檢討勾惡

網友捏冷汗：你真的很勇敢！

【錫蘭Ceylan】網紅因「肚子餓」離開上海 上海網友

淚回：恭喜你逃離但我走不了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5/youtube/%e3%80%90%e7%91%a9%e7%9c%9f%e5%be%8b%e5%b8%ab%e3%80%91%e5%be%8b%e5%b8%ab%e8%a9%95%e5%8b%be%e6%83%a1%e6%99%82%e4%ba%8b-%e7%b6%b2%e5%8f%8b%e5%98%86%ef%bc%9a%e8%a6%81%e6%9c%89%e6%80%9d%e8%be%a8%e8%83%bd/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5/youtube/%e3%80%90%e9%8c%ab%e8%98%adceylan%e3%80%91%e5%8f%b0%e7%81%a3%e6%96%99%e7%90%86%e6%98%af%e6%b5%81%e9%87%8f%e5%af%86%e7%a2%bc%ef%bc%9f-%e5%a4%96%e5%9c%8b%e4%ba%ba%e5%90%83%e9%81%8d%e6%af%94%e5%88%a9/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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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9e%e6%87%89%e9%9b%99%e6%a8%99%e7%88%ad%e8%ad%b0-%e6%89%b9%e7%b6%b2%e5%8f%8b%e6%a8%a1%e7%b3%8a%e7%84%a6%e9%bb%9e/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5/youtube/%e3%80%90%e6%96%af%e5%9d%a6-%e6%b3%a2%e8%98%ade%e5%8f%b0%e7%81%a3%e5%9b%a1%e4%bb%94%e3%80%91%e6%aa%a2%e8%a8%8e%e5%8b%be%e6%83%a1%e8%a8%80%e8%a1%8c%e8%88%87%e4%ba%ba%e8%a8%ad-%e7%b6%b2%e5%8f%8b/
https://www.social-lab.cc/2022/05/youtube/%e3%80%90%e9%8c%ab%e8%98%adceylan%e3%80%91%e7%b6%b2%e7%b4%85%e5%9b%a0%e3%80%8c%e8%82%9a%e5%ad%90%e9%a4%93%e3%80%8d%e9%9b%a2%e9%96%8b%e4%b8%8a%e6%b5%b7-%e4%b8%8a%e6%b5%b7%e7%b6%b2%e5%8f%8b%e6%b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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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