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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失能長期照護：我們都是局內人（上）

- 失能長照議題的網路聲量趨勢剖析：選前 vs選後

- 以聲量來源及族群分析探索長照趨勢

OpView放大鏡

熱議文章大公開 ( 新聞 / Dcard/ 批踢踢 / Mobile 01 / Face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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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從2018年從高齡化社會正式進入高齡社會，根據行政院國家

發展委員會的研究（2018）指出，臺灣很有可能於2026年進入超

高齡社會，也就是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的20%以上。另外，根據

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調查（2019）發現，臺灣婦女的生育

率是受調查國家中的最後一名，平均每位臺灣女性僅生育1.2個小

孩，代表著未來須照顧老年口的青壯年人口占比將逐漸減少，臺灣

未來的扶老比將逐年上升，青壯年族群在照顧失能、高齡長者的負

擔將會越來越沉重。因此，廣泛建置長期照顧機構及提供相關的照

護服務，是政府勢在必行、迫在眉睫的任務。終有一天我們都會老

去或意外失能，面對這樣的議題，我們都是局內人。

臺灣的人口結構及危機
資料時間：

2018/09/01 - 2019/03/31

資料範圍：

社群網站、討論區、 部落格、

新聞(排除部分罐頭回覆或與主

題無關之回文、活動抽獎文)

我國扶養比、扶幼比、扶老比消長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高齡化社會：

老年人口超過總人口的 7 ％

*高齡社會：

老年人口超過總人口的 14 ％

*扶養比 =

（幼年人口＋老年人口）
青壯年人口

× 100 %

*扶老比 ＝
老年人口

青壯年人口
× 100 %

*扶幼比 ＝
幼年人口

青壯年人口
× 100 %

社會指標補充說明：

80

扶養比

扶幼比

扶老比

扶養比實際值

扶幼比實際值

扶老比實際值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jA2My8wOGVlZmI0Zi0wOTJiLTRlNTYtOTUzNy0yYjZjYzIzNDFlMzgucGRm&n=6KuW6KGhMTYtM182LuWci%2BeZvOWLleaFizA2X%2BS4reiPr%2BawkeWci%2BS6uuWPo%2BaOqOS8sO%2B8iDIwMTjoh7MyMDY15bm077yJLnBkZg%3D%3D&icon=..pdf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total-fertility-rate/?fbclid=IwAR2Gi6B0zC3wIw7rk82_QQswn210ysTY6ivA70vttDuXhcMbYhsSlztRbLE
https://pop-proj.ndc.gov.tw/chart.aspx?c=11&uid=67&pi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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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聲量趨勢圖中可以發現：在去年11/24選舉日之前，有著較多的討論高峰波段，導因於候選人在

該時期打出長照相關的政治性議題，原先社會既存的長照討論聲量再累加上去所致。大選過後，可

以發現選舉前高聲量波段不再，平均聲量稍降低，但有關長期照護的相關聲量仍然持續不輟。接下

的篇幅則分別針對選舉前、選舉後分別進行的聲量趨勢探究。

長照議題的網路聲量趨勢

選後討論度持續不輟

選前討論高峰波段

失能長照議題之聲量趨勢圖

在本期的電子報中，將以「失能長照議題」的網路聲量作為探究標的。首先，透過整體的聲量趨

勢、熱門文章了解網友對那些議題感高度興趣，接著透過頻道來源分析了解哪個媒體平台佔有較多

的討論聲量，最後則是針對網友的族群、維度間的聲量進行深入的剖析，進一步了解失能長照議題

的討論方向及各族群關注的討論焦點。本期的內容編排如下：

1. 網路聲量趨勢分析 （選前 vs 選後）

2. 聲量的頻道來源分析

3. 以族群分析比較不同族群間討論的差異

4. 釐析長照政策網路討論的內容：維度分析與關鍵字分析

下一期中，焦點將更著重在「長照2.0政策」的討論，除比較政策面各維度內容，也更加關注政治

面的議題，探究去年大選3組直轄市市長候選人提出的長照政見所各自得到的好感度回饋，以及網

友在網路上討論的風向為何。

11/24選舉日

選後聲量日平均線(953)選前聲量日平均線(1196)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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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後的聲量趨勢

選舉前的聲量趨勢

FB > 壹週刊
無力照顧久病老公 妻榔頭
狂敲打到死

Ptt > Gossiping板
[爆卦] 之前曾中風的老人，親
自評論柯p長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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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 柯文哲
柯文哲的銀髮醫療照護政策／
一個可長可久的老人照護系統

FB > Yahoo!奇摩新聞
失智老婦遭勒頸綁陽臺
媳婦：我照顧到快瘋了

綜觀來看，選前的長照議題討論多聚焦在各候選人的政見討論，特別是有關柯文哲的敬老金存廢的爭

議，以及其他候選人所端出的政策菜單；選後則是多為長照議題的各種金流面向之相關討論，跟選前

的討論聚焦面向比起來，選後的討論方向偏於社會現實面的非政治性討論。

觀察選前趨勢，其中有2個高峰與柯文哲的銀髮

照顧政策有關，顯見長照政策的話題在選舉前

的期間，確實拉抬了整體的討論聲量，其他候

選人如姚文智、丁守中所提出之恢復敬老金政

見，也在網路上引起廣大的討論聲量。其餘2個

高峰討論長照人力目前的訓練不足、機構建置

不夠所釀成的社會現象和悲劇，大部分的網友

皆留言表示不捨與難過，更有網友拋出是否合

法化安樂死的議題，以減輕長照的財政負擔。

選舉期間，網友仍聚焦柯文哲砍重陽補

助金導致選戰艱辛；選後，長期照護議

題的討論聲量持續不輟，各有不同的討

論聚焦峰度。例如網友有感發文擔心未

來沒有足夠的存款照顧年邁家人、不堪

長照負擔導致的母女上吊悲劇，暴露政

府本身提供的照護喘息服務、長照措施

仍有待加強與補足。但也有老榮民願意

將一生所得全數捐贈長照榮民之家引發

一眾網友讚賞的美事發生。

PTT > 
WomenTalk
[心情] 照顧
老人真可怕

FB > ETtoday新聞雲
饅頭白開水過一天！
「有口飯吃就好」 老
榮民賣房700萬全捐
長照

Ptt > 
Gossiping板
[新聞]長照重
擔壓垮人生!「
門框上吊」松
山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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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nexttw/posts/1919703548084501
https://disp.cc/b/163-aWo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CBPWaSxJc
https://www.facebook.com/2112344742147814_2112350778813877
https://www.facebook.com/2112344742147814_2112350778813877
https://www.ptt.cc/bbs/WomenTalk/M.1547168563.A.185.html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posts/2437210076315142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48985181.A.B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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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聲量來源占比圖，得知聲量大部分源於新聞與社群網站，其中新聞的占比最高但回應比[註1]

低，顯見此議題多為政令宣導，同時並未引起大眾的關注熱度。社群網站則以臉書為主要討論場

域，回應比相對較高，但觀察前5大臉書頻道，可發現仍多為傳統媒體所經營的粉專，其報導長

照憾事的新聞貼文引發網友大量留言；排名中唯一的政治人物──柯文哲粉絲專頁，具有一定的

討論聲量，尤其是與「重陽敬老金」存廢的議題討論，引發正反兩方各執其詞論戰。

整體來看，在失能長照議題上，社群討論上未見有更多政治人物、網路意見領袖帶動此一議題的

討論，傳統媒體仍是主要的訊息推廣者。反映該議題的討論不夠被重視，網友看完文章也鮮少進

一步留言討論，僅有正需要該服務的民眾才會對議題有所共鳴，可說在即將迎來超高齡社會的臺

灣，有待更多國民的關注。

新聞討論度低 社群網站需要意見領袖帶起討論

各聲量來源占比

來源 聲量 回應比

facebook 78,670 4.84

Ptt 13,824 1.92

Youtube 13,609 2.40

校園聊天-
Dcard

4,433 1.39

痞客邦
PIXNET 

2,006 0.02

mobile01 1,923 3.48

Facebook頻道聲量排行榜

Facebook粉專 聲量 回應比

Ettoday新聞雲 6,495 540.3

東森新聞 4,438 129.5

柯文哲 4,289 388.9

Yahoo! 奇摩新聞 3,676 101.1

蘋果新聞網 2,637 118.9

43.9%

42.4%

12.1%

新聞 聲量 回應比

yahoo新聞 6,944 0.39

LINE TODAY 6,627 1.2

pchome新聞 5,758 X[註2]

Hinet 5,648 0

雪花新聞 5,539 0

Sina新聞 4,451 0

CMoney 追訊 4,234 0

[註2]回應比為「X」代表該新聞網站不開
放留言，若為「0」則代表該新聞網站有
開放留言但並無任何網友回應。

[註1] 回應比指回文數與主文數的比值。新
聞整體回應比不計算前十名不開放網友留
言的新聞網站之數據

新聞網站聲量排行榜

社群網站與討論區網站聲量排行榜

回應比 4.0

回應比０.09

回應比 1.5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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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運用關鍵字分析，針對社群網站的討論與新聞

媒體的內容進行斷詞判別，比較兩個平台上的文本

內容是否有不同的聚焦討論面向。在社群媒體上，

網友的討論內容偏向於針對「政策面」的討論，例

如「福利」、日照「中心」、「政策」等字眼。網

友更關注目前政府針對長照議題所推行的政策內容

和相關機構的建置。而新聞網站則是偏重「醫療

面」的討論，如「健康」、「醫院」等詞彙。此外

也提及「社區」等字，與政府推行在地老化等政策

不謀而合。

接著，利用OpView Audience將文本中所含有的族群特徵詞，透過機器學習的方式劃分留言族

群，將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的網路留言內容進行網友特徵的標籤化。透過各個標籤面向的區

別歸類後，觀察得知上班族、步入婚姻的是較為大宗的留言族群，男性又比女性更熱衷討論相關

議題。

已婚族群較關心長照 男女關注面向大不同

族群 男性 女性

作者數 7,504 6,286

總和 13,790

族群 已婚 未婚 有子女

作者數 5,655 3,317 5,666

總和 14,638

族群 上班族 學生

聲量 7,049 2,796

總和 9,845

性別 婚配 職業

失能長期照護議題之族群分析圓餅圖

社群
關鍵字

排名
新聞
關鍵字

老人 1 照顧

照顧 2 老人

長照 3 社區

政府 4 社會

社會 5 中心

福利 6 健康

失智 7 生活

中心 8 關懷

政策 9 醫院

照護 10 政府

社群 VS. 新聞關鍵字詞頻排行榜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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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聲量 女性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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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opview.com.tw/opview-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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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品質網友觀感佳 人力配置仍待改善

排名 聲量 文章標題

1 213 [新聞]聽老爸勸辭掉工作「照顧生病阿嬤」！孝順孫獨得千萬遺產

2 136 Re: [FB]柯文哲：北市府的銀髮醫療照護政策

3 89 [爆卦]之前曾中風的老人，親自評論柯p長照政策

男女性族群熱門話題討論排行榜

排名 聲量 文章標題

1 184 [心情]照顧老人真可怕

2 91 [新聞]聽老爸勸辭掉工作「照顧生病阿嬤」！孝順孫獨得千萬遺產

3 54 Re: [心情]照顧老人真可怕

根據左圖維度分析比較，可以發現大家最衷於討論的面

向是有關長照「服務品質」的提供，其次為議論有關長

照對象適用及涵蓋性。服務品質不僅有最高的網路聲

量，同時也擁有最高的好感度[註3] 。

進一步概覽維度內的討論文章後，得知其好感度較高的

原因，乃可能導因於許多民間組織（如紅十字會、弘道

老人基金會）自發性所做的長照服務、吸引媒體曝光其

善舉，在社群上引發眾多網友留言讚賞，提高了整體的

好感度。然而，長照的「照護人力」方面好感度則最

低，足見政府在長照人力的配置、培訓方面，以及照護

人力的薪資環境等等，皆有待進步改善的空間。

[註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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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與負面文章比值(P/N值)。

各維度討論聲量暨情緒好感度比較圖

本期透過聲量趨勢了解目前人口結構下所形成的社會百態、藉由頻道源認識長照聲量主源於新聞媒體

的大力報導，但是網友對議題的討論度普遍偏低。網友的性別、社會身分各自聚焦的討論面向有所差

異。最後透過維度分析與好感度追蹤網友熱議的面向，點出長照正面臨照護人力短缺的問題。如何讓

失能、老年族群擁有更加友善的照護環境與品質，有賴政府、民間團體的協力支持與你我的關注。

進一步以男女族群作劃分以觀測不同族群間的討論文章是否有不同的聚焦面，男性族群針對長照

議題多聚焦在政策、政治面的討論，例如針對柯文哲相關的長照政策進行討論或分享；女性族群

則是著重於長期照護新聞、擔心存款不夠支付未來父母的醫藥費等社會現實面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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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1206090.A.65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36676135.A.E6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2297306.A.D8E.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547168563.A.18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41206090.A.651.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547172089.A.0C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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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合作聯繫：02-2755-1533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2019.04.29~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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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659 LINE TODAY > 國內 質詢韓國瑜翻白眼 正妹議員黃捷成新一代鄉民女神

2 3,545 LINE TODAY > 國內 被動參與總統初選？韓國瑜鬆口了

3 2,950 LINE TODAY > 國內 答不出自經區 韓跳針：高雄發大財

4 2,827 LINE TODAY > 國內 可憐春吶！備香腸瀑布2千條僅賣4條

5 2,815 LINE TODAY > 國內 韓國瑜批議員質詢刁難！黃捷爆氣反擊了

6 2,607 yahoo新聞 > 娛樂 女兒勸進？韓國瑜傳最快明宣布選總統！

7 2,370 yahoo新聞 >財經 扯！五星旗環繞西門町民眾：政府睡著了嗎？

8 2,170 yahoo新聞 >政治
「肩膀上有市民期待」韓國瑜：無法參加初選民調若有
其他安排予以尊重

9 1,925 LINE TODAY > 國內 到底有沒四千萬?韓國瑜競選經費一圖看懂

10 1,921 LINE TODAY > 國內 韓要「征服宇宙」柯大笑：看了哪本漫畫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7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776 心情 台男其實真該跟女生學學

2 2,257 時事 韓國瑜你是在跳針什麼發大財啦

3 1,409 時事 對岸中國真實醫療情況#轉貼

4 1,207 時事 跟中國統一有什麼不好？

5 1,168 時事 爆料-韓粉開始攻擊黃捷了

6 1,056 有趣 8+9妹日常(快笑死)

7 1,021 時事 不是台灣人的他，卻願意為台灣被封殺

8 980 心情 有男友幹嘛不早點說

9 967 時事 西門町已經被紅統了唷

10 811 時事 鍾明軒的新影片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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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pnrNO6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NpgWl8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qnj892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88ymqZ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LDrkxV
https://tw.news.yahoo.com/%E5%A5%B3%E5%85%92%E5%8B%B8%E9%80%B2%EF%BC%9F%E9%9F%93%E5%9C%8B%E7%91%9C%E5%82%B3%E6%9C%80%E5%BF%AB%E6%98%8E%E5%AE%A3%E5%B8%83%E9%81%B8%E7%B8%BD%E7%B5%B1%EF%BC%81-22350564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9%AF-%E4%BA%94%E6%98%9F%E6%97%97%E7%92%B0%E7%B9%9E%E8%A5%BF%E9%96%80%E7%94%BA-%E6%B0%91%E7%9C%BE-%E6%94%BF%E5%BA%9C%E7%9D%A1%E8%91%97%E4%BA%86%E5%97%8E-03210460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3%80%8C%E8%82%A9%E8%86%80%E4%B8%8A%E6%9C%89%E5%B8%82%E6%B0%91%E6%9C%9F%E5%BE%85%E3%80%8D-%E9%9F%93%E5%9C%8B%E7%91%9C%EF%BC%9A%E7%84%A1%E6%B3%95%E5%8F%83%E5%8A%A0%E6%B0%91%E8%AA%BF-%E8%8B%A5%E6%9C%89-080316236.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2EW1rj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88NMOM
https://www.dcard.tw/f/mood/p/231189231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1216857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1175668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1189144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1220400
https://www.dcard.tw/f/funny/p/231200030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1191098
https://www.dcard.tw/f/mood/p/231215268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1180606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118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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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087 Gossiping Re: [新聞]快訊／轟蔡英文自我感覺良好 馬英九：

2 1,703 KoreaStar [閒聊] TWICE Sana的instagram

3 1,630 Gossiping Re: [爆卦]柯文哲：韓國瑜會比你們想像的更有料

4 1,531 KoreaStar [閒聊]現在競爭激烈的歷代女團初動一位戰爭.jpg

5 1,522 Gossiping [新聞]蔡英文回擊馬英九：經濟搞不好怪太陽花是

6 1,512 Gossiping Re: [爆卦]柯文哲：韓國瑜會比你們想像的更有料

7 1,503 Gossiping [爆卦]質詢自經區韓國瑜只回：發財！

8 1,502 Gossiping [新聞]蔡︰2020沒有其他選項就是我了

9 1,462 HatePolitics Fw: [爆卦]柯文哲：韓國瑜會比你們想像的更有料

10 1,389 DMM_GAMES Re: [情報][童前] 4/30悲劇吸血蝙蝠活動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415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趙少康在節目中堅持，國民黨不是韓流救起來的

2 337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Dcard最熱話題TOP之我不想變成中國人

3 320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韓國瑜回應質詢自經區實質內容，只有一句話高雄發財

4 288
LUX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S5GT225金卡納測試，既然01承認eco沒關，為何還公佈成
绩？是否有失公平性？是否需重測？

5 288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檢舉不是因為你的錯有多嚴重，而是為了….

6 280 Gogoro 說漲就漲！GOGORO月租改方案強制漲價？！

7 236
LUX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本人自即刻起，自行退出此論壇

8 182 居家綜合(居家房事) 夫妻倆收入6萬，房貸2萬5適合購買嗎??麻煩大家幫評理

9 177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傻眼！一天接19張罰單原來是被檢舉

10 177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紐約時報》公布世界最貪腐領袖陳水扁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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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6632868.A.CEA.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56642799.A.68D.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7007531.A.F8C.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Star/M.1556536387.A.37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6612964.A.63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7040574.A.5D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6890304.A.B5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6491026.A.6C3.html
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557074040.A.A26.html
http://www.ptt.cc/bbs/DMM_GAMES/M.1556737965.A.CE5.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2&f=638&t=578262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4&f=638&t=578264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638&t=578423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444&t=578378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294&t=578369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751&t=578121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4&f=444&t=578498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335&t=578229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294&t=578278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578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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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1,558 韓國瑜
「愛與包容」永遠在！ 「冒牌韓粉」請退散！我知道昨天一番
心底話，對於許多人來…

2 15,464 台灣達人秀
蛤蜊吃到飽！非常可以狂吞猛吞 #該編影片：高雄美食地圖 提
供授權…

3 14,185 爆料公社
#模擬投票又來了國民黨今日召開中常會並通過決議，將以全
民調決定2020年總統候…

4 12,460 ETtoday新聞雲
好想去啊啊啊～（#條紋馬）影音來源：記者蔡玟君拍攝>>>
搶先看！宜蘭…

5 11,808 ETtoday新聞雲
我～～愛～～蛤～～蜊～～ (#嘴邊肉好想吃 )合作夥伴: FB @
高…

6 11,390 五月天 阿信 [上映確認! ] ▍五月天．人生無限公司™ ▍ᴍ…

7 9,529 郭台銘
我目前人在國外，聽聞韓市長在支持者的勸進下，對於是否參
選國民黨黨內初選，做了五點…

8 9,374 Tanya CHAN 陳淑莊
法庭今日接受了我的申請，延期6星期，至6月10日判刑。前因
後果：為了準備承擔…

9 9,262 Yahoo!奇摩新聞
專家建議5歲以下禁搭機車，您怎看？台北市警局交通大隊統
計，未滿1歲嬰兒在過去…

10 8,708 食尚玩家 史努比本尊出現幫你蓋被被耶 鄉親去哪玩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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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4,512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神魔古幣一抽入魂又來了！ 4月25日(四) 19:00於直播留言回
答…

2 40,569 Pairs – 派愛族 你要帶我去日本玩了喔！

3 33,936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心理測驗】感情有時就會發生在一瞬間來測你是不是會一見
鍾情的人吧

4 30,848 富發牌 各位親愛的下午好請追蹤楠哥哥

5 30,066 露營瘋
CAMPERSON夜神黑膠塔型帳II代降臨！今晚為了慶祝夜神即
將於各大通路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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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2423267617910388_1006210506235826
https://www.facebook.com/2981153878562896_510372182826224
https://www.facebook.com/955307111486441_294009844851788
https://www.facebook.com/2485683554801127_1580496018750413
https://www.facebook.com/2489661341070015_447582782720427
https://www.facebook.com/2261509420571396_1008310679505605
https://www.facebook.com/620557995084143_570327903451751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843023060733_821023491609325
https://www.facebook.com/2444051842310434_129822134783792
https://www.facebook.com/2664674300215318_634263030380637
https://www.facebook.com/370492827008549_2186407161690096
https://www.facebook.com/2488121951209241_417158425740046
https://www.facebook.com/2630673203631421_117842106078693
https://www.facebook.com/367275923996396_112241063133790
https://www.facebook.com/322724691767618_55354913517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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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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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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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電子報】韓國瑜被質詢跳針「發財」議員黃捷忍不住翻白眼

【Leonard】因發表反統一言論知名政論網紅
被要求刪除視頻

【少康戰情室】針對蔡正元爆料名嘴怎麼看韓
選舉經費疑雲

【少康戰情室】郭台銘新貼文：中國人不打中
國人名嘴憂可能受到曲解

【老高與小茉Mr & Mrs Gao】一名網友精準預
言三年後事件難道又見未來人？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social-lab.cc/2019/05/youtube/12165/
http://www.social-lab.cc/2019/05/youtube/12167/
http://www.social-lab.cc/2019/05/youtube/12168/
http://www.social-lab.cc/2019/05/youtube/12169/
http://www.social-lab.cc/2019/05/youtube/12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