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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競業訊息 

前言： 

 

    每年到了這個時刻，有關粽子的訊息量就會增加，而今年網民討論的話題是什麼呢?本刊將帶您

了解在 2016 年 5 月份批踢踢與臉書中，網民討論最熱烈的粽子話題。 

 

批踢踢概況： 

 

    由【競業訊息】的資料庫顯示，5 月份在批踢踢有約 280 則粽子相關話題，其討論聲量約落在

5,600 則左右，而由每日文章發佈圖顯示，會發現 5/28 後文章發佈量有增加的現象，而在批踢踢各

版塊的討論聲量上，主要集中在 gossiping 上，其次以 women talk 表現較佳。 

 

批踢踢每日粽子相關訊息露出概況 

 

 

事 件監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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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藉由熱門回應列表可知，網民最熱烈討論的前三個話題皆與配料有關，因此也利用熱門關

鍵字查詢後，會發現花生(364 次)、蛋黃(341 次)、栗子(323 次)與肥肉(314 次)四樣配料是網民認為

最不適合拿來作為粽子的內餡。對此本刊也整理，全聯、家樂福與大潤發近 120 項的粽子商品，會

發現含有花生的粽子比例最高(41%)，其次為蛋黃(37%)，而栗子僅佔 28%，明確表明內含肥肉(五花

肉)的粽子有 8%。 

 

批踢踢粽子相關訊息 TOP10 

標題名稱 回應量 

1 - [問題] 女孩 x 粽子 x 最不能接受的餡料 328 

2 - [問卦] 粽子裡最適合跟最不適合的配料是什麼? 243 

3 - [閒聊] 最痛恨肉粽包什麼餡？ 241 

4 - [新聞] 1 週不要超過 3 顆粽 營養師：南部粽比北部 200 

5 - [問卦] 台灣哪些食物可當大胃王比賽餐點 135 

6 - [新聞] 好不查ＩＰ 但顏寬恆這些話更嚇人 120 

7 - [閒聊] 你可以接受一顆粽子多少錢 116 

8 - [新聞] 沒吃到粽子暴怒！16 歲少年常家暴奶奶 103 

9 - Re: [新聞] 新竹食物被「網路霸凌」沒人反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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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踢踢粽子相關訊息討論量前五大版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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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3 熱門回應文字雲 

 

 

北中南粽子大戰： 

 

   另外，每年端午會發生的粽子戰爭，今年由南部粽聲量較高，北部粽以些微差距落後。其兩方爭

議在於，北派認為南部粽太軟口感不佳，而南派反嘲諷北部粽就像油飯一般，裝什麼粽子。另外，被

戲稱是中部粽的「消波塊」今年也有不錯的聲量表現。 

 

北中南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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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概況： 

 

在臉書方面，與粽子相關的討論聲量約略落 4,200 則，其中 5/17 所發佈的文章討論聲量就佔了

整體的 26%，而在各粉絲團的表現上，主要以全家與 ettoday 新聞雲的討論聲量最大。 

 

臉書每日粽子相關訊息聲量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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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踢踢北中南粽討論量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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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觀察前十大熱門話題討論串，會發現全家所發佈「【包中留言抽】端午節預購︱飄香冠軍味 呷

七碗奢華食材傳統美味」的討論聲量奪得第 1 名。再者，也觀察到粽子相關的熱門討論串中，還有類

似粽子好康活動的訊息上榜，顯示網民對於端午就是要吃粽子的傳統，還是沒有例外。 

 

臉書粽子相關訊息 TOP10 

標題名稱 回應量 

1 - 【包中留言抽】端午節預購︱飄香冠軍味 呷七碗奢華食材傳統美味 950 

2 - 我想到我媽每次要縫衣服時都會唱「慈母手中線...」XDDD 436 

3 -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傳統市場節 邁入第 9 屆了，市場是人 360 

4 - 未食五月粽，破襖不願放。（山東小妞：每次收棉被前都這樣跟我爸 254 

5 - 奶奶已經高齡八旬.....少年ㄟ要想通啊！！      【完 202 

6 - 【端午預購評比得獎名粽大推薦!】 挖~在家也能吃到香噴噴的名 194 

7 - 這一系列的故事做到現在，其實開始慢慢掌握一些台南人之所以可以 169 

8 - 各位 GOGORO 的車友們大家好 我是車友 同時也是 公館的 152 

9 - 粽子有 4 個角喔！ 今天在東協廣場與新住民媽媽一起學包粽子， 138 

10 - 慶端午！高雄舉辦龍舟「拔河」賽 #快分享：tag 大家端午來啦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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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粽子相關訊息討論量前五大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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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也發現部份飯店業者有在臉書上宣傳自家的端午粽子，但就討論聲量來看，飯店所推出的粽

子禮盒訊息，網民的反應並不熱烈。以下摘錄部份飯店臉書粉絲團訊息： 

 

飯店臉書粽子相關訊息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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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論： 

 

    端午節是傳統的三大節慶之一，民眾不外乎就是要吃粽子慶端午，而在臉書中也觀察到網民的熱

烈反應，不少網民會參加粽子相關的好康活動，顯示網民對於端午要吃粽的習俗還是存在的，但對於

飯店所推出的粽子，以聲量來看，反應並不熱烈，是否也顯示著網民對於粽子的選擇偏向傳統名家粽

子呢。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粽子戰爭，每到了這個時刻，網民間的南北粽大戰就會開打，今年以南

部粽略勝一籌，而亂入的中部粽，今年也有不錯的表現。 

 

摘錄： 

 

批踢踢粽子相關話題摘錄 

項
目 時間 標題 來源網站 網址 

1 2016/5/1 Re: [問卦] 南部粽的配料很
噁心的八卦？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2035267.A.57D.html 

2 2016/5/3 
[閒聊] 最痛恨肉粽包什麼

餡？ WomenTalk 
https://www.ptt.cc/bbs/Women
Talk/M.1462287939.A.6EB.html 

3 2016/5/4 [問卦] 粽子算是營養健康
食品吧!?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2297395.A.EA4.html 

4 2016/5/5 [問卦] 油飯.粽子.米糕 到
底差在哪裡的八卦?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2413124.A.7D6.html 

5 2016/5/9 [問題] 端午節又到了,哪裡
買肉粽呢? Hsinchu https://www.ptt.cc/bbs/Hsinchu/

M.1462769653.A.608.html 

6 2016/5/10 [問卦] 屈原會吃北部粽嗎?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2855578.A.78D.html 

7 2016/5/11 [問卦] 一個人吃粽子的極
限？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2949950.A.002.html 

8 2016/5/13 [問題] 端午節推薦的冰粽 Hsinchu https://www.ptt.cc/bbs/Hsinchu/
M.1463152560.A.B72.html 

9 2016/5/14 Re: [問卦] 端午節為什麼要
吃油飯？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3240584.A.B78.html 

10 2016/5/16 [問卦] 有沒有南部粽完勝
北部粽的八卦??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3370908.A.897.html 

11 2016/5/16 [問卦] 有沒有粽子合理價
格的八卦？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3366534.A.DD0.html 

12 2016/5/18 [問卦] 流動的燒肉粽燒酒
螺好吃嗎？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3563174.A.33E.html 

13 2016/5/19 [請益] 好吃的肉粽 TaichungBun https://www.ptt.cc/bbs/Taichun
gBun/M.1463631204.A.B7D.html 

14 2016/5/26 [問卦] 7-11 的名店粽？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4236945.A.EFC.html 

15 2016/5/26 
Re: [問卦] 粽子裡最適合跟
最不適合的配料是什麼?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4225347.A.BED.html 

16 2016/5/28 Re: [問卦] 為何粽子無法享
譽全球？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4447894.A.046.html 

17 2016/5/29 [閒聊] 又快到了粽子節 WomenTalk https://www.ptt.cc/bbs/Women
Talk/M.1464534970.A.501.html 

18 2016/5/30 [問題] 女孩 x 粽子 x 最
不能接受的餡料 WomenTalk https://www.ptt.cc/bbs/Women

Talk/M.1464620032.A.0CC.html 

19 2016/5/30 [問卦] 肉粽一天最多可以
吃幾個？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4608645.A.B7F.html 

20 2016/5/31 [問卦] 包花生包蛋黃的粽
子到底誰會吃的八卦？ Gossiping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

g/M.1464640405.A.2A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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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粽子相關話題摘錄 

項
目 時間 標題 粉絲團 網址 

1 2016/5/1 
春末夏初，月桃花陸續

綻放。 
環境資訊中

心 
https://www.facebook.com/enc.teia/

posts/1078830995515216 

2 2016/5/5 端午節要到囉!還沒預購
的粉絲快來選購 7-Eleven https://www.facebook.com/711open/

posts/10153495232747190 

3 2016/5/7 限量 100 顆的旗鑑粽
~~~~~一顆 1480 

ETtoday 旅
遊雲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T
RAVEL/posts/1138016492917363 

4 2016/5/9 看了就肚子餓了 
#飯店 #粽子 

蘋果日報即
時新聞 

https://www.facebook.com/apple.real
timenews/posts/885938791529328 

5 2016/5/10 端午節預購︱ 傳統道
地台菜 Q 彈米粒青葉 

全家
FamilyMart 

https://www.facebook.com/FamilyMa
rt/posts/10154293741079258 

6 2016/5/11 端午節快到了，珍珠奶
茶口味的粽子好想吃！ 

ETtoday 旅
遊雲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T
RAVEL/posts/1140896485962697 

7 2016/5/15 現在就好期待端午吃肉
粽喔~~~ 

Yahoo 奇摩
購物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Ybestbuy
/posts/1022587311110613 

8 2016/5/16 粽葉飄香又快接近端午
佳節了~MOS 美味好康 

摩斯漢堡 https://www.facebook.com/mosburg
er.tw/posts/10153629380370662 

9 2016/5/17 【包中留言抽】端午節
預購︱飄香冠軍味 

全家
FamilyMart 

https://www.facebook.com/FamilyMa
rt/posts/10154308547944258 

10 2016/5/18 中部粽#消波塊 #顏寬
恒 #紅芯 A #爆料  

蘋果日報即
時新聞 

https://www.facebook.com/apple.real
timenews/posts/891332814323259 

11 2016/5/18 【端午預購評比得獎名
粽大推薦!】 7-Eleven https://www.facebook.com/711open/

posts/10153519878072190 

12 2016/5/21 【蝦米？印度人也在端
午節呷粽，紀念屈原？ 壹週刊 https://www.facebook.com/nexttw/p

osts/1049318701789661 

13 2016/5/22 吃粽子的時間又到啦～ 
跟著 飲食男女 蘋果日報 https://www.facebook.com/appledail

y.tw/posts/10154750361167069 

14 2016/5/23 放肆！像顏清標哪裡不
好！！你是 #端午節 蘋果日報 https://www.facebook.com/appledail

y.tw/posts/10154753831142069 

15 2016/5/25 吃粽子時間到！ (凹凹
已經準備好了) ET 即時 https://www.facebook.com/ETtodayH

ELP/posts/645382648947846 

16 2016/5/26 超越南部粽跟北部粽的
粽子? 鄉民八卦版 https://www.facebook.com/wegossip

ing/posts/1205060549505471 

17 2016/5/28 又到 #南北粽大戰 的
季節了 中時電子報 https://www.facebook.com/CTfans/p

osts/10153844447982479 

18 2016/5/29 老店不敢漲，倒是五星
級飯店不客氣了！！ 

壹電視 
Next TV 

https://www.facebook.com/NextTV/p
osts/1259314177419542 

19 2016/5/30 啥！包粽子也有可能骨
折！ 

中天新聞 52
家族 

https://www.facebook.com/52news/p
osts/589210391244890 

20 2016/5/31 準備過神祕端午節！ 
餵蕃薯寶寶吃飽以後 

yam 天空小
蕃薯 

https://www.facebook.com/yamkids/
posts/1259210837439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