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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說相愛容易相處難，你是否也正為愛煩惱

呢？健康的情侶相處之道是維繫感情的重要因

素，然而兩性相處總是難免有摩擦，網路上充

斥著許多有關兩性感情的求助文，本期

《OpView Social Watch》蒐集各大感情討論版

中的感情困擾求助文與討論文，歸納出情侶相

處十大難題，一窺哪些議題最容易造成感情裂

痕，找出為情所困的男女那些難以開口的煩惱。

前 言

主題一



主題一：情侶十大感情困擾分析流程

資料蒐集時間： 2019全年度

分析方法：

自訂「來源群集」，
分析指定頻道來源[註]。

設定感情困擾之關
鍵字詞組，框定相
關研究文本。

Part 1 | 情侶10大困擾
透過語意斷詞與維度分析，分
析整體情侶的感情困境為何，
什麼事令他/她們最難以忍受！

Part 2 | 男女觀點大不同
透過OpView Audience，將文本
區分為男女兩族群，分別分析
兩性面對感情困境的反應。

[註]群集包含以下：Dcard：感情版、心情版、男孩版、女孩版 | Ptt：Boy-Girl| facebook粉絲團：靠北女友、靠北男友|
mobile01：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伊莉討論區：愛情討論區(感情感性)



感情出狀況到底怎麼回事？

以文字雲分析感情困擾常提及的關鍵字，

發現除了「異性」、「劈腿」、「前

任」、「變心」、「冷淡」等，害怕另

一半變心與安全感有關的字詞以外，

「經濟」、「家長反對」以及「遠距離」

等外部因素也是造成感情失和的常見原

因。

為了找出哪些感情問題引起最多網友共

鳴，後續針對關鍵字提及的相關議題統

計聲量，歸納出十大聲量最高的情侶感

情困擾。

Part 1 | 情侶10大困擾



感情不忠掀熱議 感情冷卻的負面指數高
感情困擾類型 聲量(則) 內容 負面指數[註1]

感情不忠 151,392 另一半太花心，多為劈腿或精神出軌事件 0.66

金錢觀差異 117,937 雙方在花錢方式或約會支出如何分攤的想法未達成共識 0.69

異性友人 103,901 雙方對於伴侶與其他異性的界線看法分歧 0.7

另一半的前任 91,886 因另一半的前任帶來的不安全感 0.62

性觀念 70,988 雙方對性議題的價值觀不合 0.7

外表 28,627 擔心另一半不喜歡自己的外表 0.63

感情冷卻 25,175 因爭執或隨交往時間漸增，感情降溫 0.8

遠距離 19,319 遠距戀愛該如何維繫感情 0.74

相處時間 18,243 另一半太忙或太黏 0.68

外力介入 12,086 戀情遭親友反對 0.68

[註1]：負面指數= 負面文章數 / (負面文章數+正面文章數)，數值越高代表該議題引起之負面情緒越大

▲情侶十大感情困擾類型排行

Part 1 | 情侶10大困擾



感情不忠掀熱議 感情冷卻的負面指數高(2)

感情不忠在感情困擾中雖不是新議題，然而背德的事件與令人同情的心傷者，往往引人義憤填膺，進而

引發熱烈回響，為聲量最高的議題；而在兩性議題中，無論是因「遠距離」分隔兩地或長期交往而「感

情冷卻」等，疏於經營與溝通造成的感情鴻溝，引起的負面情緒最大。

Part 1 | 情侶10大困擾

偷吃不擦嘴最不能原諒！吃定你了。再回來絕對沒好
結果。

出軌就是這樣來的⋯你女友值得更好的⋯不懂避嫌怎
麼寫是嗎？好渣

你不要耽誤你女友了好嗎？這樣下去你還是出軌，狗
改不了吃屎，因為你根本不懂得避嫌和堅定。

只要一劈腿，就會再劈腿，相信我劈腿的都是慣犯...
跟強姦犯無異。

▲感情不忠節錄文本

坐下來兩個人好好談一談看問題出在哪看能不能改
善目前的關係再好好相處試過不行了就互相祝福吧

如果覺得另一半心中沒有自己了或是覺得感情淡
了，要怎麼讓感情升溫

每一個人愛的方式不同每一個人想要的愛不同要走
的真的留不住遲早會遇到可以走到最後的那個人

淡了很正常，因為你們太少回憶，沒有生活交集，
沒有共同朋友

▲感情冷淡節錄文本



女性常陷入與男友的前任做比較
69% 31%

兩性發文數

男友對前
任比較好

女友瞞著我
與前任出門

議題 討論聲量

與前任保持聯絡 24,509

留著前任送的物品
或與前任的合照

10,162

不經意提起前任 3,254

在社群軟體追蹤前任 2,743

男友前任
很漂亮

「你現在擁有的他，也曾經和別人深愛過」，另一半的前任總是令許多人無法釋

女友把前任的
臉刺青在身上

女友手機
密碼是前
任生日

男友想去參加
前女友婚禮

女性網友這樣說 男性網友這樣說
情侶無法接受另一半...

懷。透過OpView Audience，發現男女兩族群在面對感情困境時的想法各不同，特別的是，論及此議題時，可發現女性

較容易陷入拿男友前任與自己比較的思維，究竟在難解的前任議題裡，網友最在意另一半的前任什麼事情呢？

Part 2 | 男女觀點大不同



與異性友人的界線成難題

議題 討論聲量

與異性單獨出門 34,043

與異性聊天，分享生
活大小事

21,842

騎車或開車接送異性 10,304

使用交友軟體 8,018

有了另一半後，該如何與異性朋友保持距離一直以來都是情侶們的世紀難題，

女性網友這樣說 男性網友這樣說
情侶無法接受另一半...

每個人對界線該如何劃定想法不同，若缺乏適當的溝通即可能造成伴侶誤會；由下圖可發現，女性更在意另一半與異

性「獨處」，男性則是對另一半與異性的「親近程度」有所煩惱。了解另一半可以接受的底線是避免感情失和的不二

法門，一起來看哪些行為是網友公認較無法接受的。

79% 21%

兩性發文數

男友追蹤
很多網紅

男友跟學妹
單獨看電影

大家可以接受男
友的機車後座或
汽車副駕給親人
以外的女生坐嗎?

女友半夜
與男閨蜜
講電話

異性送禮物
給女友，我
該注意什麼?

女友到一群
異性朋友家
玩桌遊過夜

Part 2 | 男女觀點大不同



扛經濟負擔男性金錢壓力大

議題 討論聲量

約會支出分配比例未
達成共識

89,825

雙方薪水落差大 56,318

花錢觀念不同 48,339

雙方家境差距 13,363

「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萬萬不能」，金錢觀的契合度是感情能否長遠發展的

女性網友這樣說 男性網友這樣說談錢傷感情...

重要關鍵之一，有趣的是，討論此議題時有近兩成網友提及「結婚」一詞，可見情侶間想更進一步往婚姻關係發展時，

勢必得先通過現實這道關卡的考驗。從下圖可發現在金錢議題上，男性壓力多來自於「經濟負擔」，而女性煩惱則多為

對另一半「經濟能力」的衡量。

78%22%

兩性發文數

男友家很有
錢，壓力大

送禮物給男友
沒被回送，是
我要求太多還
是男友太小氣

一杯飲料都
買不起，憑
什麼要我拿
青春等你?

女友不想工作，
叫我養他，壓

力很大

說好aa制，
怎麼最後都
我在付錢

女友說結婚後薪水
要交由他管，大家
覺得合理嗎?

Part 2 | 男女觀點大不同



主題一小結

在上述三大議題中，前任與異性友人界線

議題以女性發文者較多，而較現實的經濟

議題則是男性族群較易引起共鳴。

普遍來說，女性比起男性在感情上心思較

敏感細膩，雙方對同一件事的想法與在意

程度難免有分歧，想要維持一段健康正向

的戀情，良好的溝通以及具同理心是不可

或缺的元素，在看完網友們的感情困擾以

及兩性觀點後，以後與伴侶看法分歧時，

也試著站在對方角度為他著想吧！



還在煩惱情人節要去哪裡約會嗎？本期

《OpView Social Watch》蒐集深受網友喜愛的約

會勝地，歸納出五種熱門約會景點類型，並分析

具備哪些條件的地點最能夠吸引情侶造訪，情人

節將至，與伴侶來場浪漫之旅，讓感情升溫吧！

• 資料蒐集時間：

2019全年度

• 資料來源：

新聞、Dcard 、批踢踢、Facebook、Mobile01、Youtube

前 言

主題二



主題二：情侶約會勝地分析流程

資料蒐集時間： 2019 全年度

分析方法：

利用語意分析斷詞技術，
歸納出情侶約會場所的
主要五大景點。

設定情侶旅遊之關
鍵字詞組，框定相
關研究文本。

針對五大景點，進一步再將
文本進行維度分析，找出去
年最熱門的旅遊景點與飲食
類別。



情侶最愛約會勝地
感情靠美食、浪漫、紓壓景點升溫

景點類型 聲量(則)

夜景 9,386

自然景點 7,555

燈飾造景 5,426

美食餐廳 4,334

泡湯 2,288

具備什麼條件的景點會獲得情侶青睞呢？使用文字雲分析熱門約會勝地提及的關鍵字，發現夜景、自然

景點、燈飾造景、美食餐廳、泡湯此五種類型的景點呼聲最高，以下針對各類型景點深入分析。

感情升溫 五大約會熱門景點類型



愛侶共賞夜景是公認浪漫行程

42

69

148

325

賞星

機場夜景

咖啡

景觀餐廳

情侶夜景相關關鍵字

50

61

76

象山

望高寮夜景公路

陽明山

情侶賞夜景勝地

手裡握著熱咖啡，與喜歡的人一起欣賞城市的璀璨燈火，賞夜景

是網友公認浪漫指數破表的約會行程，除了純欣賞夜景外，也有

許多人選擇在景觀餐廳一邊賞夜景一邊大啖美食，或是在機場觀

看飛機起降，以及較無光害的賞星勝地也是熱門選項之一。

聲量(則) 聲量(則)

類型一| 夜景



來場大自然之旅吧！紓壓四部曲

大板根森林遊樂區

圖片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圖片來源：漁光島藝術節

台南漁光島
許多民眾在此踏浪賞夕
陽，也是拍攝婚紗的熱
門地點。每年的「漁光
島藝術節」將地景作品
結合島上風景，為漁光
島打響知名度，讓小島
除了自然風光之外也增
添了文化氣息。

台中薰衣草森林 淡水漁人碼頭
每年的漁人碼頭藝術市
集、水岸文化音樂祭為
漁人碼頭增添濃厚的文
化氣息。著名景點情人
橋除了是許多情侶的打
卡勝地，也是許多攝影
愛好者捕捉日落美景的
首選地。

步道 1644(則) 沙灘 343(則) 花 296(則) 夕陽 233(則)

走進大自然，來一場紓壓之旅吧！綜合網友在大自然景點的討論，歸納出紓壓約會四部曲：「步道、沙灘、

花、夕陽」，以下介紹在各類型的討論中被提及的最多的景點。

以薰衣草香草植栽為名
的花園農場休閒景點，
除了可以欣賞整片薰衣
草花海，園區亦有DIY
體驗，及香草料理、森
林咖啡館等，園區內的
氛圍紓壓放鬆，適合情
侶造訪。

園區保留了許多自然生
態，園區內有亞熱帶雨
林森林步道，與另一半
漫步亞熱帶雨林森林步
道，浸潤豐沛的芬多精，
在森林浴與原始林步道
之中，享受自然帶來的
最療癒效果。

類型二| 自然景點



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蝴蝶地景公園以花草和夜
間LED燈，製造大面積的
浪漫花海及蝴蝶光雕，搭
配蝴蝶主題裝置藝術及美
食，吸引許多情侶前往拍
照打卡。

2376
聲量

板橋蝴蝶地景公園
活動期間 2019 4月-2019 5月

1808
聲量

屏東四重溪溫泉公園
活動期間 2019 11月-2020 2月

2165
聲量

板橋耶誕城
活動期間 2019 11月-2020 1月

3D雷射投影光雕秀、八座
天橋光廊以及豐富的裝置藝
術散發濃濃的聖誕氣息，搭
配系列活動吸引超過600萬
人潮，網路聲量更是連續兩
年在全台聖誕活動居冠。

圖片來源-新北市歡樂耶誕城官網 圖片來源-屏東縣政府官網

配合公園的日式風格，以
楓葉為題並使用暖紅色燈
飾點綴園區，營造溫暖浪
漫的夜間賞楓氣氛，絕美
風景為四重溪觀光溫泉季
吸引大量人潮。

光雕燈海點綴氣氛浪漫好拍
類型三| 燈飾造景



療癒甜點、美式餐點最受青睞
472 

1333 

1155 

346 

價格

美味度

氣氛

評價

戀愛的滋味是甜的！情侶約會最適合吃什麼？由療癒人心的蛋糕、咖啡等甜食品項奪冠，文青、浪

漫的咖啡廳成為許多情侶約會首選地，而在非甜食類品項中，則是美式餐廳擁有最高呼聲，排餐與

漢堡受歡迎，中式餐點則以火鍋、熱炒、簡餐等位居第二。觀察網友選擇餐廳在意的條件，以好吃

與氣氛佳最重要，價格反倒是其次，可見情侶約會時注重高品質的用餐環境勝過價格。

▲各類型美食選擇排行

240

480

578

593

669

760

韓式

日式

義式

中式

美式

甜食點心

▲約會美食選擇因素

聲量(則)
聲量(則)

類型四|美食餐廳



泡湯紓壓結合景點老街 北投、烏來受歡迎

烏來

24%

礁溪

15%

北投

38%

四重溪

10%

尖石

13%

色澤乳白，散發著淡淡的硫磺味，因此有牛奶湯的

美稱，附近的溫泉旅館規模較大，周邊有北投圖書

館、溫泉博物館、北投公園等熱門景點，其自然人

文資源最豐富，且交通十分便利，吸引情侶前往。

北投溫泉 泉質: 硫磺泉

水質清澈透明且可飲用，溫泉溫度極高，約在攝

氏80度左右。烏來溫泉結合附近的泰雅風情老街，

發展當地原住民文化特色。每年二月的溫泉櫻花

祭為當地帶來大量人潮。

泉質: 碳酸泉烏來溫泉

泉色清無臭，酸鹼值約在7左右，富含鈉、鎂、鈣、鉀、

碳酸離子等礦物質成分，是台灣少見的平地溫泉。溫

泉空心菜、溫泉蕃茄是當地特產，其周邊亦有熱鬧的

湯圍溝商圈，泡湯之餘也可以嚐嚐小吃美食。

泉質: 碳酸氫鈉泉礁溪溫泉

▲前五大溫泉聲量佔比[註2]
[註2]聲量排除溫泉周邊活動

類型五|泡湯

No.1

No.2

No.3



主題二小結

綜觀以上五種熱門約會景點類型，具備浪漫氛圍，

或能夠放鬆身心的大自然秘境是情侶最愛的旅遊地

點，觀察這些景點的共同特徵，皆是圍繞著浪漫氛

圍、美食、身心紓壓三大元素。

而除了純欣賞風景外，結合當地特色美食，以及周

邊豐富的文化活動將極具加分效果，像是烏來溫泉

風景區結合泰雅風情、漁人碼頭的文化音樂祭，以

及結合聖誕市集、聯名卡通主題的新北耶誕城，皆

是全方位整合規劃的景點，吃喝玩樂可一地滿足，

營造浪漫、悠閒的氛圍吸引情侶前往旅遊，並拍照

打卡紀錄，成功的行銷當地觀光特色。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觀測期間：2020.01.13-01.19



新聞聲量探索排行榜
排名 新增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897 LINE TODAY > 國內 新頭殼| BBC專訪蔡英文：我們值得中國尊重侵台將付出巨大代價

2 3,344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攤商嗆「滾出高雄」韓國瑜回應了

3 3,291 LINE TODAY > 國際 蔡總統談中華民國國台辦警告：「別誤判形勢」製造台海緊張動盪

4 2,858 LINE TODAY > 娛樂 自由電子報|不忍了！劉家昌沈寂2天驚爆韓國瑜慘敗內幕

5 2,845 LINE TODAY > 國內 勁報|台南藍軍要求小英，520前改國名國號和國旗宣布台灣獨立

6 2,801 LINE TODAY > 國內 民視新聞網|快新聞／罷韓第一階段達標韓國瑜：尊重民意

7 2,786 yahoo新聞 > 政治 蔡總統：我們已經是獨立國家我們是中華民國台灣

8 2,598 LINE TODAY > 國內 風傳媒|蔡英文屢喊「中華民國台灣」張亞中批：她已吹起求戰的號角

9 2,514 LINE TODAY > 國內 CTWant |賭「800萬請雞排」男子身分曝光！父：想吃的人要失望了

10 2,369 LINE TODAY > 國內 自由電子報|返台等過農曆新年黃安微博發文：在我心中只有祖國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xgv2nn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DW1XQm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2n15Ea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JWvvnM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0oOrv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GWEDoZ
https://tw.news.yahoo.com/%E8%94%A1%E7%B8%BD%E7%B5%B1-%E6%88%91%E5%80%91%E5%B7%B2%E7%B6%93%E6%98%AF%E7%8D%A8%E7%AB%8B%E5%9C%8B%E5%AE%B6-%E6%88%91%E5%80%91%E6%98%AF%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8F%B0%E7%81%A3-222804722.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XJZMZk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znqoPJ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3WL0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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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0 時事 讓洪慈庸落選的歷史罪人

2 2,048 感情 拜月老沒用的話就拜我吧

3 1,437 時事 1/9台大醫學院韓粉借廁所始末

4 1,368 女孩 店家知道這事的反應

5 1,321 女孩 按摩被搓奶頭嘉義盲人按摩

6 1,306 感情 好想認識胖胖的女生

7 1,277 時事 柯P去布拉格簽姊妹市竟然沒什麼媒體報導…

8 1,237 女孩 奶不是越大越好

9 1,237 追星 EXO Chen公開戀情（結婚？）

10 1,051 感情 好像喜歡上女友的妹妹了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87563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881306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874739
https://www.dcard.tw/f/girl/p/232893479
https://www.dcard.tw/f/girl/p/23289051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879904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2888274
https://www.dcard.tw/f/girl/p/232898088
https://www.dcard.tw/f/entertainer/p/232882398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288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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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 CFantasy Fw: [新聞]小說是真的-狂醫行醫30年捐半薪「累積近億」

2 1,544 Gossiping Re: [新聞]蔡817萬票、民進黨481萬票媒體人爆玄機

3 1,525 RealmOfValor [閒聊]傳說紅包互助

4 1,521 Gossiping [新聞]抓到了！嗆小燈泡媽：還有2個小孩可以動

5 1,501 Gossiping [新聞] 「是在哈樓」奪冠北大宿舍命名未採用校方回應了

6 1,499 Gossiping [新聞]畫面曝光！新北10歲女童遭特斯拉猛撞肢體分離身亡

7 1,495 Gossiping [新聞]網出征狂罵「害洪慈庸落選的罪人」在地人曝...

8 1,494 Gossiping [新聞]民眾黨邀組「在野大聯盟」邱顯智問蔡

9 1,492 Gossiping [新聞]民眾黨徵才3萬起跳賴香伶：中水平、不是一口價

10 1,488 Gossiping [新聞]蔡總統︰願與中國對話但台灣主權無談判

http://www.ptt.cc/bbs/CFantasy/M.1579393499.A.8C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8909455.A.4D2.html
http://www.ptt.cc/bbs/RealmOfValor/M.1579321211.A.86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8911352.A.51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9225380.A.40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9418443.A.AF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8907825.A.05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8915533.A.E0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9419363.A.07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79048669.A.2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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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2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對中華民國台灣動武!你會上戰場嗎?

2 42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年輕人你以為選舉你贏了嗎?其實你輸掉自己的未來

3 280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ECFA將於2020年停止

4 27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LSE發蔡當選賀文？Former LSE PhD Law student又掀議！

5 247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未來5年是臺灣走向真正獨立所不容錯過的最後的大好時機!

6 246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美報導：兩岸開打僅0.5% 明確會挺身保衛台灣

7 229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慘阿！大選後觀光業舉白旗倒閉，引爆店面價崩盤

8 226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台灣的言論其實不自由，只是大家不覺得而已

9 212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啞巴吃黃蓮的無奈

10 210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年輕人真以為大陸不敢打?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3&f=638&t=600252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3&f=638&t=600207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638&t=600297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638&t=600466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638&t=600262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638&t=600637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356&t=600215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37&t=600240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294&t=600343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2&f=638&t=60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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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42 韓國瑜 【選舉補助款我一塊錢也不會拿】選舉一過不到48小時…

2 25,393 韓國瑜 向大家拜個早年、聊聊天，以及最近高雄市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3 15,824 外交部 【臺灣捷克#城市外交衝一發】昨天臺北市府團隊在#布拉格市政…

4 9,663 蔡英文 Tsai Ing-wen 今天和陳菊(花媽)秘書長一起去探望李前總統，他的精神很好…

5 8,927 羅智強 連二天幾乎未眠今晨家人都還在夢鄕，就出門上廣播節目…

6 8,683 東森新聞 【台灣大代誌】超靈濟公接桃花40年單身女一拜遇情郎…

7 8,222 蔡依林 Jolin Tsai 5/9、10高雄加場1/18中午12:16 KKTIX售票系統開賣don’t…

8 7,432 蔡英文 Tsai Ing-wen 繼續有感施政！大選結果出爐，依照慣例，內閣將總辭改組…

9 7,155 連勝文 這次總統大選是過程極度黑暗且卑劣的一次！韓市長面對…

10 6,576 飆悍 發放雞排時間請見圖片在這特別感謝劉世芳高嘉瑜陳柏惟王定宇…

https://www.facebook.com/2673343309569483_845429919214762
https://www.facebook.com/178088816595853_537295110466489
https://www.facebook.com/736598016864843_192945158525742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373717641065_123194219183190
https://www.facebook.com/2602717153098241_604308956969017
https://www.facebook.com/3423025921065808_105812150878007
https://www.facebook.com/2540119402777547_465002547787517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371513451065_501405774100451
https://www.facebook.com/seanlien2014/posts/2597253586989244?comment_id=154766232605645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37635699838892&id=1471772763091863&comment_id=15769510219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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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59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Facebook活動-自選ALL MAX你會選什麼？】…

2 66,872 Garena 傳說對決 傳說新年倒數6天_天天送萬元現金點券發紅包領紅包送造型…

3 43,701 富發牌 年前倒數楠哥哥來囉

4 30,253 天藍小舖 SkyBlue 年前最後強檔送現金8888 迪士尼系列唇釉直播限定包色價奇奇蒂蒂…

5 28,015 CTgoodjobs 【#技能提升】有得揀，你想撳個掣就計到條數，定慢慢手動計？…

https://www.facebook.com/2869518083138692_456282775259468
https://www.facebook.com/2871159082946229_493872541507514
https://www.facebook.com/3349897271747383_1418118125037594
https://www.facebook.com/536933173835912_775306649643778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610617502477_171546740765410


YouTube大熱門（排除贈獎文）

【台客劇場 TKSTORY】兩大
搜尋引擎PK 查詢結果差很大

【烏鴉DOKA TV】網紅被媒

體斷章取義決定怒提告

【觀點】選舉結果讓北京難題
再現：如何鞏固九二共識

【少康戰情室】國台辦態度強
硬蔡英文下個四年如何接招

【BBC NEWS 中文】BBC專訪蔡總統：北京應重

視選舉所表達人們的期望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1/youtube/16288/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1/youtube/16281/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1/youtube/16277/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1/youtube/16273/
https://www.social-lab.cc/2020/01/youtube/1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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