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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2019年線上訂房平台聲量 X訂房糾紛分析
- 討論最熱烈、最能引起熱議的訂房話題！

- 罵聲連連！訂房消費糾紛大追蹤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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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行盛行，線上訂房平台乘勢崛起

美國酒店調研公司STR在2018年的《消費者旅遊洞察》報告中指

出，高達60%的千禧世代族群外出旅遊時，選擇使用線上訂房平台

預訂住宿而非從飯店官網下訂。隨著自由行風潮盛行，線上訂房平

台憑藉著多元選擇、優惠價格以及高便利性等多項優勢成為旅宿產

業不容小覷的一大趨勢。本期《Social Watch》選擇四家高知名度

的線上訂房平台，Booking.com(以下簡稱Booking)、agoda、

Expedia、 airbnb，觀察品牌聲量並追蹤各品牌消費糾紛議題，一

窺四大訂房網在網友心中的評價。

資料時間: 2019.01-2019.10

資料範圍: 社群網站、討論區
、部落格、新聞

成立時間
[註1]

2008 2005 1996 1996

隸屬集團 非集團公司
Booking 
Holdings 

Booking 
Holdings 

Expedia 
group

全球房源數 700萬 200萬 2800萬 59萬

[註1] :上表成立時間與全球房源數為各品牌官網所提供之公開資料

2020/01/06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str.com/sites/default/files/2019-07/traveller-journey-overview-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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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 此處聲量數係排除抽獎文
及品牌官方網站、官方頻道發文

▲ airbnb相關討論用詞

▲ agoda相關討論用詞

四大線上訂房品牌聲量 x 文字雲

▲四大線上訂房品牌聲量長條圖

▲ Booking相關討論用詞

▲ Expedia相關討論用詞

計算網友討論旅遊訂房相關話題時，四大品牌中以主打體驗

當地生活、提供特色民宿的airbnb擁有最高討論聲量[註2] ；

進一步以文字雲觀察網友的相關用詞，發現「美食」、「餐

廳」、「景點」 、「行程」皆榜上有名，可見美食、行程、

住宿為民眾出遊時的話題焦點。而airbnb以及近年積極開發

特色民宿的Booking則出現「體驗」 、「風格」 、「特

色」等相關用詞，顯示其特色民宿成功地在旅宿業做出了市

場區隔；此外，「問題」一詞在四大品牌皆被多次提起，不

過網友針對各品牌的疑問類型不盡相同，agoda以訂房手續

費以及匯率問題較多，airbnb的疑問則是與房東有關，關於

各品牌完整的糾紛內容將在第二部分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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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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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正評文章佔比[註3]分析各聲量來源的情緒傾向，可以發

現各管道的討論情緒差異大，討論區話題以消費糾紛佔多數，

消費糾紛經驗分享或是訂房網評價詢問文最易引起熱議，其總

體負面討論多於正面聲量；社群網站兼具褒貶文章，整體風向

較中立，而部落格和新聞則是以民宿、飯店的推薦分享文居多

，討論氣氛較輕鬆活潑。

由此可知，儘管都是網路上的聲量，在不同的來源管道上，討

論的內容、深度與呈現形式仍有各自差異，因此根據品牌經營

的重點不同，選擇著力的渠道與應對策略也應有所差異。

[註3] : 正評文章佔比公式：

正評文章數

正評文章數+負評文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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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 新聞 社群網站 討論區

總聲量 正評文章佔比(則)

▲來源管道聲量與正評文章佔比長條圖

聲量來源分析

追蹤話題集散地糾紛評價文最易引起熱議

下一頁，將帶您透過四大品牌的來源聲量佔比與熱門頻道，進

一步剖析各品牌當前話題討論的主要管道，看不同特色的品牌

在聲量來源上是否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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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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觀察各品牌聲量來源以了解四品牌的聲量分布差異。airbnb別具風格的特色民宿成功的在社

群網站引起討論話題，網友入住到特色房源時喜歡拍照上傳到臉書或IG，將這份驚喜感分享給周

遭朋友，此種自發分享易引起好友詢問討論，也為品牌帶來許多正向行銷效益。再者，Youtuber

在旅遊影片提及的特色房源也為品牌帶來好口碑，像是YouTube頻道 Men's Game 玩物誌分享出

差時住到的airbnb高CP值民宿，以及網紅愛莉莎莎開箱友人在Airbnb出租的豪宅影片皆引起網

友熱議。而近年積極拓展特色民宿房源的Booking[註5]， 其特色房源也逐漸在社群發酵引起話題

，網友表示「原來真的有優質又便宜的民宿」，在社群討論中獲得許多正面聲量。

▲各品牌聲量來源管道佔比與前五大聲量來源頻道

[註4] : p/n比為各品牌所有正面文章數/所有負面文章數，可用於衡量品牌好感度。
[註5] :看準民眾趨向獨特旅程體驗的旅遊趨勢促成airbnb的成功，Booking近年也搶攻特色民宿
市場，致力於增加平台特色房源比例且成就斐然，其於2018年底宣布平台特色房源達580萬，已
超過airbnb房源數。

特色民宿夯打卡 Airbnb藉由自發分享攻佔社群

來
源

頻道名稱 聲量 來源 頻道名稱 聲量 來源 頻道名稱 聲量 來源 頻道名稱 聲量

Men's Game

玩物誌
1591

Japan_
Travel

2815
Japan_
Travel

997 Creditcard 118

旅遊 581 Creditcard 715
愛莉莎莎
Alisasa

810 Gossiping 99

Hello 
Catie

436 住宿訂房 425
台灣航空
福利社

533
Japan_
Travel

57

Ettoday
姊妹雲

434 Hotel 395 旅遊 289 RickyKAZAF 43

愛莉莎莎
Alisasa

424 旅遊 377 住宿訂房 216 Hotel 33

p/n比 1.84 1.05        1.79       1.66

[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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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站

社群網站

討論區

討論區
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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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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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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pedia於今年一月宣布不再收取刷卡海外手續費，此事在討

論區引發網友兩極評價。由於退費流程採事後持刷卡消費明細自

行至網站申請退費，許多網友認為其退費流程太過繁複，且上傳

刷卡明細涉及個人隱私，給予負面評價。而另一派網友則是抱持

正面態度，認為願意退費就很棒了，花一點時間在申請手續上很

值得!

愛莉莎莎富豪airbnb開箱影片截圖
Men's Game 玩物誌
airbnb民宿介紹影片截圖

除了社群推薦住宿分享的正面聲量，各大品牌的另一大聲量來源

來自網友在討論區針對訂房消費糾紛的熱議，因此本文後半部針

對糾紛聲量較高的airbnb、agoda、Booking三大品牌，進一步

分析各品牌常見的消費糾紛議題。

消費糾紛大追蹤

至於agoda則因為訂房手續費及匯差相關糾紛在討論區引起熱議

，像是Japan_Travel及Creditcard皆有許多網友分享自己不愉快

的訂房經驗，抱怨文比例高導致其品牌好感度為四品牌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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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v=514042922761803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PxUduEw4oLFvzidCaRuT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PxUduEw4oLFvzidCaRu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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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品牌糾紛聲量佔比圖可發現airbnb

擁有最高呼聲且糾紛討論聲量少，在網

友心中頗有好評，而agoda與Booking

的糾紛佔比則不相上下。

根據網友討論內容整理出六類常見的訂

房糾紛: 照片不實、溢收費用、飯店單方

取消、詐騙、惡房東、退訂糾紛，由於

各品牌經營模式不同，引發的主要消費

糾紛類型差異也很大。消費者對airbnb

房東的安全性與網站照片的真實性較有

疑慮，而Booking十月爆發的個資外洩

事件引來網友撻伐，至於agoda則是退

訂糾紛與溢收費用討論聲量佔大宗，以

下分別針對三大品牌詳細分析其常見糾

紛類型。

8% 26% 24%
0

5,000

10,000

15,000

Airbnb Agoda Booking.com

非糾紛聲量

糾紛聲量

▲各品牌糾紛聲量佔總聲量比例

▲各品牌六大訂房糾紛佔比

(則)

經營模式不同，各品牌糾紛類型差異大

55%

13%

35%

78%

20%
43%

0%

20%

40%

60%

80%

100%

退訂糾紛 惡房東 詐騙

飯店單方取消 溢收費用 照片不實

照片
不實

惡房東

退訂
糾紛

詐騙

溢收費用

照片不實：網站展示照片與實際房源有落差

溢收費用：因匯差或隱含手續費引發的房價爭議

飯店單方取消：訂房成功卻臨時被取消

詐騙：個資外洩、盜刷等詐騙事件

惡房東：指房東的惡劣行徑，例如偷拍或竊盜

退訂糾紛：消費者欲取消訂房引發的退費爭議

六大訂房糾紛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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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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站 文章標題 聲量 糾紛類型

Ptt > Japan_Travel Re: [住宿] Agoda不可退款訂單取消實例 597 退訂糾紛

背包客棧 > 韓國 【住宿】要入住弘大旅館That House請三思 153 退訂糾紛

Ptt > Japan_Travel [問題] agoda訂房會失敗嗎？ 147
飯店

單方取消

Ptt > Japan_Travel [住宿]反推沖繩那霸柏青莊民宿-後續 77 溢收費用

Ptt > creditcard [問題] agoda DCC問題 65 溢收費用

Ptt > Japan_Travel Re: [資訊] Agoda先訂後付款匯率價差索取 42 溢收費用

Ptt > Japan_Travel [問題] agoda訂房時的服務費跟稅金 42 溢收費用

Ptt > Hotel [請益] Agoda訂房完成立即扣款？ 39 退訂糾紛

Ptt > Japan_Travel Re: [資訊] Agoda先訂後付款(會多收5%費用) 35 溢收費用

Ptt > Japan_Travel Re: [資訊] Agoda先訂後付款匯率價差索取 33 溢收費用

從熱門文章排行可看出agoda的主要糾紛類型為手續費及DCC

造成的隱藏費用，手續費問題源自agoda網站的顯示價格可以

選擇未稅與含稅，因此若查詢房價時沒有注意會使消費者誤會

付款時價格上漲了，而DCC [註6]是因付款幣別造成的匯差問題

，當我們在訂國外房源時，若選擇延後付款並以台幣支付而非

房源當地貨幣，其幣別換算是以agoda內部匯率自行計算而非

發卡行公告匯率，其造成的匯差會使消費者在不自覺中損失一

筆隱藏費用。

歸納此兩種爭議類型，其實源自消費者對網站介面的價格與幣

別顯示不熟悉所引起，建議平台可以針對此部分在使用者欲訂

房前事先提醒或是加強平台使用說明的宣導，避免消費者因資

訊不對稱吃虧後才對品牌留下負面印象。

agoda消費糾紛熱門文章

#手續費 #匯差 #DCC #稅金 #匯差#延後付款

糾紛熱門關鍵字

▲ agoda消費糾紛熱門文章

[註6] : DCC 是Dynamic

Currency Conversion 的簡

稱，又稱為動態貨幣轉換，

通常出現在信用境外刷卡交

易中。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ptt.cc/bbs/Japan_Travel/M.1568272988.A.DF2.html
https://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0362714
https://www.ptt.cc/bbs/Japan_Travel/M.1566720141.A.ACE.html
https://www.ptt.cc/bbs/Japan_Travel/M.1558507650.A.CEB.html
https://www.ptt.cc/bbs/creditcard/M.1550053490.A.F55.html
https://www.ptt.cc/bbs/Japan_Travel/M.1546761082.A.222.html
https://www.ptt.cc/bbs/Japan_Travel/M.1567579711.A.DB4.html
https://www.ptt.cc/bbs/Hotel/M.1562058662.A.475.html
http://www.ptt.cc/bbs/Japan_Travel/M.1552363607.A.105.html
http://www.ptt.cc/bbs/Japan_Travel/M.1546503361.A.F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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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站 文章標題 聲量 糾紛類型

facebook粉絲團 > 台灣航空福利社 小編的朋友前幾天在某訂房網下單後一個月被盜刷約10萬台幣!! 509 詐騙

facebook粉絲團 > 公視新聞網 PNN 【#P圖發新聞】訂房網個資外洩！顧客淪詐騙肥羊 198 詐騙

facebook粉絲團 >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Inside硬塞的網路趨勢觀察】警政署刑事局指出知名訂房網 175 詐騙

facebook粉絲團 > Inside網路趨勢觀察 警政署刑事局指出知名訂房網Booking.com疑因會員個資外洩， 114 詐騙

Facebook公開社團 > 【爆廢公社公開版】 **預定汽車旅館臨時被取消預訂**很爛的理由居然是：一個女… 68 飯店單方取消

Ptt > Hotel Fw: [問題] booking.com訂房後飯店要求先付訂金? 60 溢收費用

Ptt > EuropeTravel [問題]用booking.com訂房問題 49 詐騙

facebook粉絲團 > Hi Korea 出國前一天被說明天入住房間有問題是什麼感覺呢?? 41 飯店單方取消

Ptt > Hong_Kong 請問有人在Booking成功取消訂房的嗎？ 30 退訂糾紛

背包客棧 > 住宿訂房 【住宿】 Booking.com免費取消旅館卻不退費問題 28 退訂糾紛

Booking的糾紛以個資外洩和詐騙案件的爭議事件佔了一半以上，次之則是退訂糾紛及飯店臨時取消

。Booking在今年十月爆發信用卡盜刷的詐騙醜聞引發軒然大波，甚至從五月開始就連續21週登上警

政署刑事局公布的「高風險賣場排行榜」，雖然事後平台澄清資料並非由Booking平台外洩，但網友

相繼在社群和討論區分享自己的受害經驗引起熱烈討論，對品牌形象造成的傷害不容小覷。此外由於

agoda與Booking隸屬同一集團，許多網友紛紛提及自己在agoda的受害經驗，顯示出Booking此次

詐騙風波已延燒到集團旗下品牌。不過也有不少網友幫忙緩頰，分享自己在兩家訂房網已使用多次都

很順利，指出想要避免盜刷的關鍵，在於訂房時不要留下信用卡紀錄。

Booking消費糾紛熱門文章

▲今年十月刑事局公布解除詐騙分期排行

近年「ATM解除分期扣款設定」始終位居詐騙手法排

行榜前3名，歹徒假借訂房扣款異常欲進行退款程序

的名義，冒充飯店人員與銀行人員詐騙民眾。

▲ Booking消費糾紛熱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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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AirTkt/posts/2701253736615171?comment_id=2701389623268249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7787829728833&id=33563632883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422462714489870&id=48106547862961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6399673456566&id=159425621565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3096037710513&id=147881205898665
https://www.ptt.cc/bbs/Hotel/M.1560434175.A.953.html
https://www.ptt.cc/bbs/EuropeTravel/M.1571644470.A.BFA.html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180753378645444&id=212976938756441
https://www.ptt.cc/bbs/Hong_Kong/M.1567075166.A.98E.html
https://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032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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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站 文章標題 聲量 糾紛類型

Youtube 頻道 > Hello Catie 居然住到超雷airbnb VLOG:美國藥妝店推薦/超好逛二手市集/帶娃… 434 照片不實

Youtube 頻道 > GINA HELLO! 住到超雷住宿！床直接破掉～美國的壞掉之旅#1 138 照片不實

校園聊天-Dcard > 旅遊 #超雷住宿大家千萬不要去住爛房東 100 飯店單方取消

Ptt > Gossiping [新聞] Airbnb老闆迷昏2男！ 「扮棉被爬上床」e 60 惡房東

facebook粉絲團 > 胖胖麻
氣死人 本來高雄場音樂會後要帶家人去台南、日月潭走走.結果本來訂
好台南...

55 飯店單方取消

LINE TODAY > 國際 自由電子報|可怕！在Airbnb訂房入住驚覺全家都被針孔偷拍直播 50 惡房東

背包客棧 > 美國西部 【住宿】住宿在南加大以南治安問題 50 退訂糾紛

校園聊天-Dcard > 心情 #最終章在中國，不允許善良-3 42 照片不實

facebook粉絲團 > ETtoday旅遊雲 真搞不懂偷裝攝影機的心態(•  ิ_•  ิ)?(#水光姈姈) #Airbnb #偷... 35 惡房東

facebook粉絲團 > 自由時報 防人之心不可無！真是太恐怖了！ #Airbnb #性侵 21 惡房東

至於網友對airbnb的抱怨風向多與不友善的房東有關，像是偷拍或是網站圖片與實際環境有極大落差

的圖片不實問題，其中知名Youtuber Hello Catie 就公開分享自己在airbnb的踩雷經驗，指出訂房時

房源的評價還不錯，但實際入住時環境卻髒亂不堪，呼籲大家要客觀給予評價並仔細查看評價內容。

airbnb消費糾紛熱門文章

#偷拍 #惡房東 #隱私 #針孔攝影機#照騙

隨著民眾旅遊型態改變，各大OTA訂房平台皆試圖跨市場提供多元服務，使得住宿產業競爭越來越

激烈。釐清品牌討論聲量來源與內容，品牌可把握現有優勢的溝通管道，再者透過網友熱議的消費

糾紛，有助品牌了解在哪些服務還有努力的空間，整合品牌自身優劣勢後，有助品牌在旅宿產業激

戰中脫穎而出。

▲ airbnb消費糾紛熱門文章

糾紛熱門關鍵字

小結

除了照片不實，房東在房內裝針孔攝影機的偷拍事件也讓網友對平台的安全性產生疑慮，日前airbnb

在愛爾蘭的房源爆發偷拍事件，由於平台未在第一時間著手調查，是在消費者投訴到媒體後才趕緊將

房源永久下架，對此投訴者對客服的危機處理態度不甚滿意。整體來說airbnb的爭議風波與惡質房東

息息相關，平台應留意負評過多的房源，在發生突發事件時第一時間出面處理，並評估是否需暫時下

架疑慮房源，相信多層安全防護能有效加強消費者對平台的信任。

http://go.opview.com.tw/SignUp?utm_source=pdf&utm_medium=eland&utm_campaign=insightdemo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yvzbQtx66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qNwETUSN2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qNwETUSN2Y
https://www.dcard.tw/f/travel/p/230930221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65490279.A.13F.html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08790812649044&id=200849473443187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rnj2kX
https://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0364383
https://www.dcard.tw/f/mood/p/23164408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370382763014057&id=24495408222361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66214360130881&id=39489637392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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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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443 LINE TODAY > 國內 韓國瑜與王小姐被爆續集！韓粉崩潰氣炸：不投了啦

2 3,574 LINE TODAY > 國內 韓國瑜辯論會罵媒體記協籲候選人理智面對監督

3 3,057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反滲透法三讀通過！最重關5年罰千萬

4 2,777 LINE TODAY > 國內 蔡英文發表新年談話：民主與威權無法同存一個國家

5 2,610 LINE TODAY > 鄉民 兒求深藍爸別投韓國瑜！爸一看訊息冷回「4字」讚爆

6 2,490 yahoo新聞 > 政治 民進黨選前修理民眾黨？柯：敢碰我，最後宣布挺韓

7 2,367 LINE TODAY > 國內 自由電子報|蔡︰政治主張不同不視為叛國

8 2,338 LINE TODAY > 國內 韓屢稱「德國反悔了」德在台協會打臉：廢核目標未改

9 2,056 yahoo新聞 > 政治 反滲透法立院三讀通過接受滲透競選 5年徒刑併罰千萬

10 1,836 yahoo新聞 > 首頁 黑鷹直升機失聯傳參謀總長沈一鳴在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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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0 感情 我今早起來把妹妹的東西都丟出家門了

2 2,994 時事 我今年22歲，我支持韓國瑜

3 2,640 心情 干粉頭屁事

4 2,621 心情 是選總統，不是選搞笑藝人

5 2,597 心情 耐心的與韓粉溝通

6 2,435 感情 男友想推我下海該分手嗎？

7 2,240 心情 我們在跨年，香港人在被輪姦

8 1,779 時事 參謀總長沈一鳴殉職！黑鷹直升機墜毀8死5生還

9 1,526 考試 重考12年醫牙（考前叮嚀）

10 1,303 時事 不理性的韓粉，真的不分年齡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2019.12.30-202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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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line.me/tw/pc/article/EQYGlR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D2V6Qm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gPOong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ON0qJB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Zk3j9P
https://tw.news.yahoo.com/%E6%B0%91%E9%80%B2%E9%BB%A8%E9%81%B8%E5%89%8D%E4%BF%AE%E7%90%86%E6%B0%91%E7%9C%BE%E9%BB%A8-%E6%9F%AF%E6%96%87%E5%93%B2-%E7%9C%9F%E6%95%A2%E7%A2%B0%E6%88%91-%E6%9C%80%E5%BE%8C-%E7%A7%92%E5%AE%A3%E5%B8%83%E6%8C%BA%E9%9F%93%E5%9C%8B%E7%91%9C-011001076.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Z6gyRe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16xkgv
https://tw.news.yahoo.com/%E5%8F%8D%E6%BB%B2%E9%80%8F%E6%B3%95%E5%AE%8C%E6%88%90%E4%B8%89%E8%AE%80-%E6%8E%A5%E5%8F%97%E6%BB%B2%E9%80%8F%E7%AB%B6%E9%81%B8%E6%9C%80%E9%87%8D-5-%E5%B9%B4%E5%BE%92%E5%88%91%E4%BD%B5%E7%BD%B0%E5%8D%83%E8%90%AC-07280407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BB%91%E9%B7%B9%E7%9B%B4%E5%8D%87%E6%A9%9F%E5%A4%B1%E8%81%AF%E5%82%B3%E5%8F%83%E8%AC%80%E7%B8%BD%E9%95%B7%E6%B2%88%E4%B8%80%E9%B3%B4%E5%9C%A8%E6%A9%9F%E4%B8%8A-015217530.html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808242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80141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822014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779542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805589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800683
https://www.dcard.tw/f/mood/p/232797741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809783
https://www.dcard.tw/f/exam/p/232802437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80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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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651 KoreaStar [情報]金希澈MOMO雙方承認交往

2 1,567 HatePolitics [新聞]柯文哲：真敢碰我，最後一秒宣布挺韓國瑜

3 1,521 Gossiping Re: [新聞]行政優勢說挨批冷血柯嗆執政黨比我更糟糕

4 1,515 Gossiping Re: [爆卦]蘋果聲明回應韓國瑜

5 1,511 HatePolitics [討論]我想跟想投台灣基進的朋友討論

6 1,503 Gossiping [新聞]民進黨全面執政？柯文哲向知識分子喊話

7 1,496 HatePolitics [討論]時力還是民眾

8 1,494 KoreaStar [情報] CJ:賠償練習生及支持IZ*ONE和XI活動重啟

9 1,479 Gossiping [新聞]快訊／黑鷹13人完整名單 參謀總長沈一鳴等8人罹難

10 1,470 Gossiping [新聞]扯！尹立被爆陳菊任內獲19標案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3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什麼叫反滲透法兩張圖簡單告訴你

2 29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黑板上寫著「男男」不表示老師在教肛交…而是在教同性愛

3 24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黑韓是沒用的!韓國瑜鐵定當選2020總統!

4 213
空間設計與裝潢

(居家房事)
【開箱】新竹北歐X暖色簡單宅

5 212
LEXUS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NX 300h停車被撞車門一肚子火

6 177
台中市

(居家房事中部地區)
我不懂空污但今天的天空是怎麼了

7 174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你們真的認為韓國瑜會贏嗎?

8 168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棄柯、韓保宋？郭台銘：「政黨票投3號、總統票投1號」

9 166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騎車被撞還被對方要求大額維修費

10 16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為什麼蘋果不敢問執政黨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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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回文數：於觀測期間內所新增之回文留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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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Star/M.1577918593.A.1AB.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577756852.A.53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8125812.A.8C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7684023.A.8DA.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577751802.A.9C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7882234.A.A25.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577915053.A.192.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77686970.A.79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7945324.A.F4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7704732.A.DC2.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2&f=638&t=598950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638&t=599226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6&f=638&t=590388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360&t=598982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346&t=599024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460&t=599451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599432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638&t=599235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294&t=599367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638&t=599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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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3,726 蔡英文 Tsai Ing-wen 你收到選舉公報了嗎？距離投票的日子只剩下6天…

2 13,173 韓國瑜 猜猜我們在看什麼？ #好多人好像住我家#編故事能力超乎…

3 10,411 ETtoday星光雲 撒謊這件事就是不對！但春哥～能不能別用山雞哥的口氣…

4 9,584 東森新聞 韓國瑜台上脫鞋搓腳？26秒放鬆花絮瘋傳…

5 9,012 韓國瑜 我發出第一支穿雲箭，號召5000萬海外僑胞和2300萬台灣…

6 7,843 柯文哲 我們台灣民眾黨的第一場造勢晚會，為改變政治文化的區…

7 7,646 波特王 Potter King 喊聲總統引發中國微博一億人次討論，還上微博熱搜！？…

8 7,589 東森新聞 拖板車驚悚狂飆65秒！狠撞貨車2人不治…

9 7,466 柯文哲 新竹，是我的家鄉，是我求學、成長的地方…

10 7,072 打馬悍將粉絲團 你覺得韓國瑜的發言，很愚蠢、好笑嗎？怎麼可能有人會投…

Facebook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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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23 富發牌 各位晚安～楠哥哥來囉

2 63,376 富發牌 楠哥哥揮別2019年末直播！跟著楠哥哥一起在最末場次大買…

3 44,687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之塔Tower of Saviors派獎活動又來囉！各位只要在此…

4 34,777 早安健康 最近爆紅的「#踮腳尖瘦身法」，你試過了嗎？…

5 28,194 台灣航空福利社 免費機票？歡慶80萬粉絲直播活動

Facebook活動文 聲量探索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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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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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6349212431065_197859951341931
https://www.facebook.com/2657643457806135_173823723692524
https://www.facebook.com/2680168578746631_2653281058220575
https://www.facebook.com/3362009717167429_478060266231917
https://www.facebook.com/2655305234706624_165508534824726
https://www.facebook.com/484166505575196_819196845168802
https://www.facebook.com/2579039108996765_518697662082793
https://www.facebook.com/3383205828381151_172178197478372
https://www.facebook.com/500751997513619_2470166013112862
https://www.facebook.com/2739542799465669_479824289336697
https://www.facebook.com/522940418430296_848666222256852
https://www.facebook.com/574339820056125_1030101957343778
https://www.facebook.com/2843926535697847_1388937264622011
https://www.facebook.com/1481652115330697_2485116165086512
https://www.facebook.com/744363636055566_17504944025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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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恩夜夜秀】欸！反滲透法中華民國有總統！14億人無法面對的真相｜回
應酸民第四集｜波特王

【BBC NEWS 中文】台灣大選：總統選舉電
視辯論（上）

不要小看韓國瑜:台灣民主最需要的寶藏

【李子柒 Liziqi】白天製作縉雲燒餅晚上彈吉他好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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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HpCCPqVsp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xq-hzG3L0c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1/youtube/1601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Zj5phF46N8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1/youtube/16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