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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失能長期照護：我們都是局內人（下）

-候選人長照政見網路輿情分析

-長照2.0政策維度聲量揭密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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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應高齡化的未來：長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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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著上期所討論到的長照失能現象，本期將更聚焦在討論、

分析我國政府為因應社會即將面臨的長照負荷所推出的「長照

2.0」政策[註1]。

根據長照2.0法源《長期照顧服務法》的規範，其提供了居家

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的長照服務，以及對於照顧者的支持

服務（喘息、諮商等）。而中央主管機關衛服部僅主掌長期照

長照2.0社區整體照顧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7）。

[註1]民國96~105年政府即推
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簡
稱長照1.0），然而長照1.0因
服務對象侷限、服務項目不夠
廣泛等問題，政府為建立更加
完善的社會照顧系統，於民國
106年1月1日著手推動「長照
十年計畫2.0」（簡稱長照2.0
），將原先的服務適用對象擴
增至73.8萬人次，並從原先8
項的服務項目，增加至17項（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7）。

另外，長照2.0政策更將過去
1.0相互零散、鮮有交集的照顧
機構，進行整體性的整合跟串
聯，建構出系統性的「社區整
體照顧模式」，讓這些照顧單
位能夠以更加完善、有效率的
方式將長照服務銜接起來。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70040
https://www.mohw.gov.tw/dl-41398-de03f2b4-64b0-4d1a-9b01-18bf2f7cadb8.html
https://www.mohw.gov.tw/dl-41398-de03f2b4-64b0-4d1a-9b01-18bf2f7cadb8.html
https://www.mohw.gov.tw/dl-41398-de03f2b4-64b0-4d1a-9b01-18bf2f7cadb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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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 丁守中 姚文智

長照政見聲量 PN值

姚文智

• 關懷據點一里一站

• 高齡生日賀禮敬老金

• 8020老人牙齒健康照護

丁守中

• 打造志工時間銀行平台

• 恢復敬老金發放

• 廣設社區托老、臨托中心

選前長照政見放大鏡 (09/01~11/23)

柯文哲

• 「石頭湯」計畫：一站式服務

• 里里有共餐、在地養老

• 補助疫苗施打、老年長照卡

顧體系的整體目標規劃、或是對於地方長照服務的監督管理等，實際執行長期照顧業務仍以各縣

市政府為主。因此在府際垂直分工關係的發展之下，各地方政府推動的長照政見在做法上有些許

不同。本期將運用《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分析去年各縣市候選人所提之不同政見在網路上

的聲量及好感度比較。接著透過分析選前選後各長照政策維度的聲量差異、網友於討論區積極議

論的內容，釐析何種政策方向最受關注，以供各級政府機關、研究學者參考。

去年的縣市長大選中，各候選人紛紛提出不同的長照政

見，接著分析三都的候選人長照政策聲量及好感度，了

解民眾在選戰之中，對於哪些長照政策最有感！

首先，在臺北市的候選人們中，柯文哲的長照政見坐擁

最高的討論度，其臉書粉專、YouTube影片皆有以「台

北與你好好到老」為題的政見宣傳，引起網友熱議；而

姚文智提出的「據點一里一站」，網友認為這項廣設據

點的政見能改善現有長照服務品質，並活化高齡社區，

因此姚文智有較高的政見好感度[註2]。丁守中則提出較

具特色的「志工時間銀行」政見，提倡讓青壯年族群累

積服務時數，並在年老時能夠得到對等的長照時數，此

一政見也讓部分網友認為能紓困長照的財政負擔，但丁

守中另提出的重發敬老金政見則有較多負面評價，拉低

其政見好感度。

[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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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候選人長照政見總聲量、
好感度比較圖

臺北市

２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32237
https://www.storm.mg/article/546919?srcid=73746f726d2e6d675f36666637346636343439353836326565_1558320441
https://www.storm.mg/article/546919?srcid=73746f726d2e6d675f36666637346636343439353836326565_1558320441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220762
https://www.facebook.com/tingshouchung/posts/%E6%81%A2%E5%BE%A9%E6%95%AC%E8%80%81%E9%87%91-%E4%B8%80%E5%9D%AA%E6%8F%9B%E4%B8%80%E5%9D%AA-%E6%8B%9A%E5%8F%B0%E5%8C%97%E9%A9%95%E5%82%B2%E6%98%A8%E5%A4%A9%E5%88%B0%E8%88%88%E5%AE%89%E5%9C%8B%E5%AE%85%E8%88%87%E8%A8%B1%E5%A4%9A%E5%89%8D%E8%BC%A9%E5%BA%A7%E8%AB%87%E7%9C%8B%E5%88%B0%E5%8F%B0%E5%8C%97%E7%99%BC%E5%B1%95%E5%81%9C%E6%BB%AF%E4%B8%8D%E5%89%8D%E7%B6%93%E6%BF%9F%E4%B8%80%E6%94%A4%E6%AD%BB%E6%B0%B4%E9%83%BD%E6%9B%B4%E5%AF%B8%E6%AD%A5%E9%9B%A3%E8%A1%8C%E5%A4%A7%E5%AE%B6%E5%AF%A6%E5%9C%A8%E6%82%B6%E5%A4%AA%E4%B9%85%E4%BA%86%E6%88%91%E4%B9%8B%E6%89%80%E4%BB%A5%E9%8D%A5%E8%80%8C%E4%B8%8D%E6%8D%A8%E7%AB%B6%E9%81%B8%E5%8F%B0%E5%8C%97%E5%B8%82%E9%95%B7%E5%B0%B1%E6%98%AF%E5%9B%A0%E7%82%BA%E6%87%B7/1654646354571269/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80521-IALC?fbclid=IwAR1qZggtYTkko6Kn-XVWg4igCqpaVV0vPnwyUHxFfzwvSAYfpxNFmZHZx_A
https://www.facebook.com/DoctorKoWJ/posts/%E7%85%AE%E5%87%BA%E9%95%B7%E7%85%A7%E7%9A%84%E7%BE%8E%E5%91%B3%E7%9F%B3%E9%A0%AD%E6%B9%AF-%E8%87%BA%E5%8C%97%E5%B8%82%E8%80%81%E4%BA%BA%E7%A6%8F%E5%88%A9%E7%B3%BB%E7%B5%B1%E7%9A%84%E5%BB%BA%E7%BD%AE%E9%99%A4%E4%BA%86%E5%85%88%E5%89%8D%E6%8F%90%E5%88%B0%E7%9A%84325%E5%80%8B%E8%80%81%E4%BA%BA%E5%85%B1%E9%A4%90%E6%93%9A%E9%BB%9E18%E5%80%8B%E6%97%A5%E9%96%93%E7%85%A7%E9%A1%A7%E4%B8%AD%E5%BF%83%E5%85%A9%E5%B9%B4%E5%85%A7%E8%A6%81%E5%A2%9E%E5%8A%A0%E5%88%B031%E5%80%8B%E5%A4%96%E6%88%91%E5%80%91%E5%9C%A8%E4%BB%8A%E5%B9%B4%E6%9B%B4%E6%8A%95%E5%85%A5%E4%BA%86%E4%B8%89%E5%8D%83%E8%90%AC%E5%85%83%E8%A9%A6%E8%BE%A6%E7%9F%B3%E9%A0%AD%E6%B9%AF%E8%A8%88%E7%95%AB/1122690251166287/
https://medium.com/%E6%88%91%E5%80%91%E7%9A%84%E8%87%BA%E5%8C%97%E8%97%8D%E5%9C%96-our-blueprint/%E8%87%BA%E5%8C%97%E8%88%87%E4%BD%A0%E5%A5%BD%E5%A5%BD%E5%88%B0%E8%80%81-6f1242035da4
https://medium.com/%E6%88%91%E5%80%91%E7%9A%84%E8%87%BA%E5%8C%97%E8%97%8D%E5%9C%96-our-blueprint/%E8%87%BA%E5%8C%97%E8%88%87%E4%BD%A0%E5%A5%BD%E5%A5%BD%E5%88%B0%E8%80%81-6f1242035da4
https://medium.com/%E6%88%91%E5%80%91%E7%9A%84%E8%87%BA%E5%8C%97%E8%97%8D%E5%9C%96-our-blueprint/%E8%87%BA%E5%8C%97%E8%88%87%E4%BD%A0%E5%A5%BD%E5%A5%BD%E5%88%B0%E8%80%81-6f1242035da4
https://medium.com/%E6%88%91%E5%80%91%E7%9A%84%E8%87%BA%E5%8C%97%E8%97%8D%E5%9C%96-our-blueprint/%E8%87%BA%E5%8C%97%E8%88%87%E4%BD%A0%E5%A5%BD%E5%A5%BD%E5%88%B0%E8%80%81-6f1242035d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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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龍 盧秀燕

長照政見聲量 PN值

林佳龍

• 托老一條龍：廣設社區共餐據

點、建立社區網路守護計畫。

• 擴充敬老愛心卡服務功能。

盧秀燕

• 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 設立長照即時通專案中心

• 闢設健康就診直達公車

362 201

0.54

0.85

0

0.2

0.4

0.6

0.8

1

0

100

200

300

400

韓國瑜 陳其邁

長照政見聲量 PN值

陳其邁

• 擴充社區關懷據點

• 長照人才培育

• 醫療一通電話到府服務

• 老青配對共居：讓孤獨老

人和無殼青年共住。

• 推動志工存摺

韓國瑜

臺中市候選人長照政見總聲量、
好感度比較圖

高雄市候選人長照政見總聲量、
好感度比較圖

接著分析臺中市的候選人，透過右方的圖表可以得知，林佳龍

的長照政見不管在討論度或是好感度，皆遠勝盧秀燕，顯見林

佳龍在長照政策的議題上擁有較佳的評價，然而政治涉及多種

議題面向，長照好感數據最後未能轉換成實質選票，助其打贏

選戰。進一步透過文本分析，林佳龍所提的托老一條龍政策普

遍獲得網友支持，盧秀燕也提出健康直達公車，讓需要醫療照

護的長照族群能夠更快速受到照顧。另一部分，盧秀燕也提出

恢復老人健保補助的政見，但也有網友質疑盧秀燕提出的健保

補助之財源從何而來，好感度略低。

最後，透過左方的圖表可以得知，高市兩個候選人的網路評價皆

是負面多過於正面。透過文本分析發現，網友認為韓國瑜的老青

共居政見有安全上的疑慮，讓陌生的兩類族群共居可能會造成治

安的死角，更有網友指出老人需要幫助的是無法自理生活的醫療

照顧，並非單純的孤獨問題；而針對陳其邁的政見，有網友質疑

一通電話到府醫療服務會讓醫護人員的原本就已艱困的勞動環境

雪上加霜。因此，綜觀三組直轄市候選人的政見好感度，高市二

候選人之政見較不受網友青睞。

臺中市

高雄市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21480020524452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386548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368989
https://www.facebook.com/LuShiowYen/videos/vb.109391162488374/325289151615668/?type=2&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LuShiowYen/videos/vb.109391162488374/325289151615668/?type=2&theater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1811100150.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1811100150.aspx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28001419-260407?chdtv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1811100150.aspx
https://udn.com/vote2018/story/10958/342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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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醫療受矚目 財務補助好感度低落

長照2.0政策維度月平均聲量暨好感度比較

272

595

1280

367

253

381

329

242

706

752

1914

261

247

673

852

495

財務補助

照顧者支持

醫療照顧

交通接送

居家照顧

公共托老

老人共餐

社區照顧選前月平均聲量

選後月平均聲量

網 友 好 感 度 高

網 友 好 感 度 低

長照2.0政策與各候選人的風暴競爭圖
觀測時間：2018年9月1日~11月23日

總體來說，透過上方的風暴競爭圖可以得知，就長照政策2.0的網路討論而言，柯文哲是最常被與之

提及的候選人，林佳龍、韓國瑜則緊追在後，代表這幾個候選人在長照政見宣傳的網路曝光程度，

相比其他候選人較為頻繁。另外，盧秀燕則明顯偏離風暴中心，推測長照議題不是其主打的政見內

容，相比之下，環境、空汙等議題為盧秀燕較為關切倡議的核心政見。

從《長期照顧服務法》的規範內容

可以將長照2.0的政策內容大致分為

8個維度，其中選前受到熱議的敬

老金係為「財務補助」的維度中，

而所謂的「照顧者支持服務」，則

是為了舒緩照顧者的壓力所提供的

喘息、諮商、照顧訓練等服務。值

得一提的是，政策維度間並不是非

黑即白、彼此互斥，在某些業務內

容有著些許重疊的部分。

24.3

22.4

7.1

6.5

2.5

2.3

2.1

1.5

09.01~11.23

11.24~03.31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7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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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前頁，網友對於「社區照顧」和「老人共餐」好感度最高，

許多網友認為「社區照顧」的機制，讓照顧功能重新回歸社區鄰

里；而透過「老人共餐」據點的設置，則可強化社區內的人際連

結，有助於長者的社會參與，讓長者間互助關心。

在「財務補助」和「照顧者支持服務」方面，大部分的網友對於

津貼發放、以及分攤照顧者壓力是較為不滿的。許多網友指出與

其給予一次性的津貼補助，不如建構完善的長期照顧體系，才能

對症下藥、解決目前的長照困境；另一方面，「照顧者支持服

務」的低好感度也與上期摘錄的長照悲劇新聞相互呼應，代表目

前政府對於照顧者的壓力分攤不足，間接造成許多社會悲劇的發

生，引發網友的熱議與不滿。

最後，從圖表中也可以發現選前的月平均討論聲量幾乎高過選後

的聲量，顯示網友在選後的討論不如選前般熱絡、或關切，也意

味著各縣市候選人在當選之後，對於長照政見的實踐，在網路上

應該要持續引起高度關切及討論聲量。
5

項目 網友文本節錄

社區照顧

「將心比心，老了我也不想住安養院，能在熟悉的
社區慢慢老去是很幸福的事情！」
「在地老化好，熟悉的人事物，但是要做社區安全
網的配套。」

老人共餐
「大推！母親藉由共餐活動認識許多可以聊天的
伴，心情以前還開朗。」
「長者共餐讓爺爺重拾好久不見的笑容，支持！」

醫療照顧
「政府提供的醫療、健保資源算豐富，但是有些人
不知道該去哪裡尋求協助，應該可以多多宣傳讓更
多人知道，真正遇到狀況就知道該如何處理。」

照顧者支持服務
「一年365天，喘息服務一年最多21天最好有用。」
「瀕臨崩潰邊緣，政府機關沒辦法發揮作用，難怪
弒老悲劇頻傳。」

財務補助
「沒錢的這一筆不夠，有錢的不缺這一筆，不如把
敬老金拿去補助鄉下還有窮困的老人家」

長照2.0政策好感網友文本節錄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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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測選前、選後討論區排名前五文章以進一步分析網友關注長照政策的面向，選前討論以敬老金

的討論佔最大宗，相關政治人物又以柯文哲佔多，內容談及被照顧者每個月所領的敬老金僅是杯

水車薪，真正需要的是政府完整的長照服務，多數留言網友並予以正面回饋肯定：「健全的福利

政策比發一次性的錢有用很多。」、「家有需要照顧老人都知道，這概念真的好」。

選後，社會上各種長照悲劇的新聞一次又一次激起網友的討論，照顧者支持服務（喘息服務）也

是被提及多次的議題，值得注意的是，網友留言普遍奚落該政策，認為喘息服務能對家屬的幫忙

有限，甚至衍生出如「長照喘息根本無法解除照顧壓力，幾點零都一樣，安樂死才有。」等支持

安樂死的議題討論碰撞。此外，也有網友提及政府應大力推廣「志工時間銀行」的概念，藉由年

輕時利用多餘的時間照顧社區的老人，以兌換自己老年時被服務的時數。

排名 文章內容 政策類別

1 [爆卦]之前曾中風的老人，親自評論柯p長照政策 社區照顧、居家照顧、醫療照顧

2 [新聞]砍敬老金1500!中風伯激動緊手握謝柯文哲 社區照顧、居家照顧、醫療照顧

3 [新聞]長照悲歌！近八旬嬤15刀砍死老伴判刑2年半 照顧者支持服務

4 一位長照老人....可以毀了一個家庭 財務補助

5 [新聞]丁、姚承諾當選恢復敬老金老翁當街攔路 財務補助

排名 文章內容 政策類別

1 [新聞]長照悲歌！男子勒斃病父 大樹舊鐵橋上吊 照顧者支持服務

2 [討論]不要發錢，請蓋失智老人長照中心 公共托老

3 長照悲歌有感 居家照顧、社區照顧

4 我該怎麼辦？家庭照顧者最怕的事情… 照顧者支持服務

5 [新聞] 長照重擔壓垮人生!「門框上吊」松山母女 照顧者支持服務

選舉前討論區熱門文章TOP5

選舉後討論區熱門文章TOP5

本期電子報以長照2.0羅列之政策目標為主軸貫穿全文，首先整理各候選人所提長照政策聲量與好

感度的比較，以柯文哲獲得的聲量最高，林佳龍則在好感度表現超群。進一步關注政策面，選前

網友們關注議題包羅萬象，其中以敬老金成為北市候選人的攻防戰議題，網路輿論傾向將敬老金

省下建構更完善的長照服務；選後網友們關注的政策方向轉以照顧者支持服務占多，三都候選人

卻較少針對該議題著墨，政策方向仍有調整的空間。已屆高齡社會的臺灣，我們正在、抑或是即

將成為一名照顧者，長照是一門人生必修課，仍仰賴你我持續關注。

選前敬老金議題熱議 選後照顧者支持服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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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disp.cc/b/163-aWoD
https://disp.cc/b/163-aWrj
https://disp.cc/b/163-aQS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38&t=5567252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42336069.A.922.html
https://disp.cc/b/163-b5vm
https://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546761504.A.4D8.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7&t=5707630
https://ucarer.tw/blog/article/361-%E6%88%91%E8%A9%B2%E6%80%8E%E9%BA%BC%E8%BE%A6%EF%BC%9F%E5%AE%B6%E5%BA%AD%E7%85%A7%E9%A1%A7%E8%80%85%E6%9C%80%E6%80%95%E9%80%99%E4%BA%9B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48985181.A.B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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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2019.05.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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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7 LINE TODAY > 國內 LINE TODAY |亞洲第一！台灣同婚專法三讀通過

2 4,179 LINE TODAY > 國內 鬆口「參選2020」？韓國瑜：若當上總統在高雄辦公

3 3,496 yahoo新聞 > 政治 立法院會開始處理同婚專法今天力拚三讀

4 3,305 LINE TODAY > 國內 三立新聞網|館長悔挺韓道歉全文看這！網：真漢子

5 3,101 LINE TODAY > 國內 96外媒報導同婚專法通過世界看見台灣

6 3,026 LINE TODAY > 國內 他去郭台銘豪宅裝冷氣結果人生竟大轉彎【壹點就報】

7 2,676 LINE TODAY > 國內 EBC東森新聞|館長怒譙韓風暴擴大！韓國瑜終於回應了

8 2,598 yahoo新聞 > 政治 韓國瑜首度鬆口：黨徵召就選；選上，就在高雄上班

9 2,527 LINE TODAY > 國內 不滿同婚專法三讀幸福盟：不排除發動「複決公投」

10 2,456 LINE TODAY > 國內 不滿質詢被當小學生韓國瑜又跳針：高雄發大財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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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326 彩虹 亞洲第一全世界都正在看台灣

2 1,743 彩虹 今天早上的立法院

3 1,575 時事 今日高雄議會韓國瑜新的下限

4 1,217 彩虹 蔡英文！太過分了

5 1,077 時事 韓國瑜大鬧高雄美術館

6 938 感情 明明是你先暈的(微西斯)(長文)

7 931 感情 我弟大概會單身一輩子了

8 866 感情 女友坦白和我交往前約炮過，我說分手

9 804 美食 狠愛演—妮妮的真實

10 770 感情 男友的女性朋友搶著坐副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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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Jw7E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onGGQy
https://tw.news.yahoo.com/%E7%AB%8B%E6%B3%95%E9%99%A2%E6%9C%83%E9%96%8B%E5%A7%8B%E8%99%95%E7%90%86%E5%90%8C%E5%A9%9A%E5%B0%88%E6%B3%95-%E4%BB%8A%E5%A4%A9%E5%8A%9B%E6%8B%9A%E4%B8%89%E8%AE%80-024820693.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kZVkkM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98aZpV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yP19az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Qy09aj
https://tw.news.yahoo.com/%E3%80%90%E7%8D%A8%E5%AE%B6%E5%B0%88%E8%A8%AA%E3%80%91%E9%9F%93%E5%9C%8B%E7%91%9C%E9%A6%96%E5%BA%A6%E9%AC%86%E5%8F%A3%EF%BC%9A%E9%BB%A8%E5%BE%B5%E5%8F%AC%EF%BC%8C%E6%88%91%E5%B0%B1%E9%81%B8%EF%BC%9B-111924337.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1822G8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NpMjG8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31307548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31298309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1277534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31307081
https://www.dcard.tw/f/trending/p/23129370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1311970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1269869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1292913
https://www.dcard.tw/f/food/p/23129803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3127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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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1 Gossiping [爆卦]同婚法逐條表決第4條\結婚登記\通過

2 1,731 Gossiping [爆卦]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三讀通過

3 1,626 Gossiping [爆卦]韓國瑜不回答高雄行政區有幾個

4 1,581 Gossiping [爆卦]陳凝觀把柯昱安電到飛起來

5 1,576 Gossiping [新聞]台灣拿下10項痛苦「世界第一」 專家曝背後原因

6 1,576 Gossiping [爆卦]陳凝觀電爆柯文哲論點

7 1,546 Gossiping [爆卦]館長：我在這邊跟大家鄭重的道歉

8 1,546 Gossiping [爆卦]祖國戰狼要出征了！！！！！！！！！！！

9 1,532 Gossiping [問卦]媽媽沒有了怎麼辦

10 1,523 C_Chat [新聞] 9歲童花萬元買遊戲點數，母崩潰飆罵超商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72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你曾有過難忘的夢境？或來訴說你的愛情故事…

2 341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5歲女童走斑馬線遭車輾碎頭骨母崩潰「為何不能禮讓行人」

3 326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老天爺阿。。。我買的阿海還會跌嗎？

4 27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台灣公投是笑話,同婚法過二讀

5 233 Huawei(Android) 華為手機將不可以使用Google Android操作系統。

6 23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砲轟韓國瑜「假政治新鮮人」郭台銘：只會說「發大財」

7 206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如果你會隱形你會去偷看別人洗澡嗎？

8 197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內側車道真的要讓嗎?

9 178
LUX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採訪】Luxgen S5 GT225/GT正式上市

10 172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總統長駐高雄，有什麼不對?!藍營是在痛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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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070278.A.8D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8078141.A.5F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7715408.A.91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7943059.A.E5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7977077.A.AB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7967896.A.F3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7845817.A.64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7799970.A.67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57991525.A.06B.html
http://www.ptt.cc/bbs/C_Chat/M.1557797933.A.377.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6&f=292&t=579144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5&f=294&t=579378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291&t=579083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638&t=579570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29&t=579617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0&f=638&t=579502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37&t=579345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294&t=5791629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444&t=579200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638&t=5794224


內容歡迎轉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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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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85 沃草 Watchout
【同婚專法表決】#沃草直播ing 婚姻平權法案廣泛討論中，
表決即將開始！ …

2 19,977 蔡英文 Tsai Ing-wen 每個人的愛都是平等的，學習理解和共存，攜手向前

3 15,753 阿翰po影片
戲說阿娟千年狐精#蕊娜破解謎之味#48小時持效制汗#無添加
酒精溫和不刺…

4 14,972 韓國瑜
【放牛班的也有春天】我大概是全台灣綽號最多的政治人物，
有人說我草包、有人叫我…

5 14,885 公視新聞網 PNN 【#PLive】517同婚法案表決三版本決戰立法院

6 12,781 噪咖 小熊維尼太可愛了吧> <

7 11,030 東森娛樂
鐵絲纏女切割14塊！《Voice3》首集就屍裂#周二編：第一集
就這麼重口味！…

8 10,160 鍾明軒
＃教育部長我來了 OK，我簡單描述我的心情。 5/3號的時候
我收到教育部…

9 9,758 林昶佐 Freddy Lim 為平權投下贊成票！ 同婚專法最終表決！場外的大家辛苦了

10 9,454 GirlStyle 台灣女生日常不多說了，直接買一個送閨蜜（#V編） #GirlsPick女生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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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23 富發牌 還是自己家最舒服請追蹤楠哥哥

2 50,146
限時免費

iPhone 軟件集中營
YouTube廣告去除器！支援背景播放！回應youtube即時拿…

3 34,193 Pairs – 派愛族 今天我想喝五十嵐的

4 33,732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你婚後會是快樂的女王還是悲劇的女傭？ #底下留言小編私訊
結果給你

5 29,649
快樂寶寶～

教養、育兒媽媽經
看的好心疼！幫打氣加油一位媽咪在媽媽社團發佈如下：可以
幫幫我集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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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out.tw/videos/428183194665075/?comment_id=163587697998909
https://www.facebook.com/tsaiingwen/posts/10155830051866065?comment_id=679516172482346&reply_comment_id=644161889392263
https://www.facebook.com/hanhanpovideo/posts/2777161305690944?comment_id=134934754322122
https://www.facebook.com/twherohan/posts/2438676383036178?comment_id=1745812468855764&reply_comment_id=813370895714832
https://www.facebook.com/pnnpts/videos/592073107862979/?comment_id=341294589906342&reply_comment_id=333308187333879
https://www.facebook.com/EBCbuzz/posts/1257525584454505?comment_id=1586582634811940
https://www.facebook.com/ebcstar/posts/2560787364000453?comment_id=118227476050148&reply_comment_id=2054720801321627
https://www.facebook.com/ZhongMingXuan/posts/2330518043679569?comment_id=450927109019907
https://www.facebook.com/limfreddy/videos/2267219830209070/?comment_id=366538037544362
https://www.facebook.com/girlstyle.taiwan/posts/1887497408019077?comment_id=102933864283172&reply_comment_id=164815657869634
https://www.facebook.com/303349990596544_1030572853949030
https://www.facebook.com/2385882251432962_136272147525271
https://www.facebook.com/2526018880752881_566672737069885
https://www.facebook.com/2677080408990700_1516265861838106
https://www.facebook.com/2384689934895330_29567361467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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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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V NEWS 台視新聞台】高市議員質詢模式不當韓國瑜拒絕回答

【TTV NEWS 台視新聞台】議員胡亂問政頻喊
「時間暫停」網諷：薩諾斯嗎

【李子柒 Liziqi】筍季來臨！鮮採嫩筍炒菜、燉
湯用途多

【關鍵時刻】韓國瑜接受專訪發表對於台灣整
體經濟發展的看法

【老高與小茉 Mr & Mrs Gao】14個可能原因告
訴你「為何人類至今無法發現外星人？」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social-lab.cc/hot-youtube/
http://www.social-lab.cc/2019/05/youtube/12397/
http://www.social-lab.cc/2019/05/youtube/12396/
http://www.social-lab.cc/2019/05/youtube/12395/
http://www.social-lab.cc/2019/05/youtube/12394/
http://www.social-lab.cc/2019/05/youtube/12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