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焦點

家具購買時機口碑調查

辛勤工作後，家，不但是我們休憩與舒緩的天地，透過布置的巧

思，更能讓每一隅顯現出個人的獨特品味。那麼，國人都是在何

種情境下進行家居採購呢?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即針對此議

題，對居家頻道進行文本探索！

整體家具全年聲量平緩，多介於正負一個標準差間，從趨勢看不

出明顯淡、旺季變化。再進行維度分析，大眾最熱中討論的家具

為燈具，其次為櫃子和床。

發行日期：2016/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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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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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家具購買時機口碑調查

社群逗新聞

大學社團夯什麼?!宗教社團意外上榜

OpView放大鏡

熱議文章大公開(新聞 / 批踢踢 / Mobile 01 / Facebook / 品牌話題)

《家具購買時機 口碑調查》

觀測期間：2015.07~2016.08

分析範圍： mobile01 居家相關頻道

(空間設計與裝潢(居家房事)、居家綜

合、居家房事消費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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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3 家具趨勢

▲整體家具聲量趨勢─季節變動不大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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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如何影響購買?

雖整體聲量走勢沒有明顯起伏，但若將上圖12項家具與外部氣候

資料─「氣溫」、「濕度」分別相交分析，則可看出品項之間受

氣候影響之程度。

①平均氣溫 x 家具品類

▲在氣溫變因中，可發現氣溫越高，櫃子和簾子聲量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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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家具聲量結構圖

面積大小表示聲量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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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計算各家具品項聲量數與平均
氣溫之相關係數，絕對值大於0.3視
為中度相關

品項 相關度[註1]

燈 低度

櫃 中度

沙發 低度

桌 低度

簾 中度

床 低度

椅 低度

鏡 低度

毯 低度

茶几 低度

枕 低度

衣架/衣桿 低度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細看文本，發現造成夏天換櫃子的因素為：天氣熱化料味道揮發、

換季發霉、白蟻、夏天開冷氣，密閉空間甲醛味道難聞。

夏天購買簾子則是為了隔絕太陽輻射，或用在開放空間防止冷氣散

失。

「冬天時還好，夏天天氣熱，它們的木板等級不高，化料的味道揮

發，整個房間都是臭味。所以還是傳統家俱店買一買」

「夏天及冬天換季時，櫃子裡面全是霉，靠近窗戶的衣櫃還褪色，

靠牆的背面都是綠黴也呈現脫皮的狀況」

「會想到訂做塑鋼櫃不光是本身有在設計訂製,主要也是考量到無毒

且防水防發霉……夏天最痛恨的就是白蟻!!!......(唉擔心若買木頭櫃,白

蟻會在裡面產卵/啃食,我不敢想像啊我最討厭蟲了...(＠ロ＠;) 」

「夏天時每到下午家裡就會變得特別炎熱，我們家客廳和兩間小孩

房都有西曬的問題，爬了許多文想要乾淨又隔熱的話大家好像都是

選擇貼隔熱紙再加窗簾」

「開放空間的關係~整間屋子就是一個大空間~夏天開冷氣~難免會

覺得有點浪費電~家人朋友都是聚在前方開放區所以在這空間中間

做了一個較厚實的窗簾~開冷氣時可以拉起阻絕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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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 相關度

燈 低度

櫃 低度

沙發 低度

桌 低度

簾 低度

床 低度

椅 低度

鏡 低度

毯 低度

茶几 低度

枕 低度

衣架/衣桿 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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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濕度變因中，相對濕度越高，衣架/衣桿聲量也越高，探究原

因為天氣潮濕衣服曬不乾，影響網友選用不同衣架/衣桿曬衣服。

特定時機的購買動機?

除了季節影響之外，在人生每個階段，都會有特別的重要時刻，

但哪些事件最為影響大眾考慮購買家具呢? 進一步對文本進行各

時機點的維度分析，當中以「老屋翻新」占比最高。

再將前三時機點與各家具品項交叉分析，發現雖主要考慮購買

的家具品類一致，但熱門排序略有不同。

總體而言，櫃子在三個時機都名列第一；新居落成時民眾重視

沙發；結婚時則偏重桌子和床。行銷人員需掌握購買家具的季

節因素與情景需求，以利在最佳時間點規劃銷售方案！

「最近這天氣極度潮濕，衣服晾好幾天都沒乾，甚至地板及牆面都

有明顯的水氣因此有了想做簡單規劃的想法我初步的想法是:1.購買

一台除濕機2.在窗戶加裝電扇增加通風3.因為濕氣都是在下面(最近，

目前曬衣桿的位置過低，想換掉並自行拉一條高一點的曬衣桿」

「小弟是有買個X 型站立的(衣架)台北冬天衣服曬不乾的時候收進

來房間開除濕機還不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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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逗新聞

大學社團夯什麼?!宗教社團意外上榜

俗稱大學必修三學分：「愛情、課業、社團」，隨著各校陸續開

學，在社團前輩摩拳擦掌招募新血之下，不少學子也開始煩惱該

如何選擇，令社團的討論聲量在九月到達高峰。

由系統自動擷取出關鍵字，可發現除一般興趣類社團外，自治型

社團如系學會、學生會也是學生們討論的重要議題。因觀測期間

適逢開學，新鮮人不但是招募對象，也是主要提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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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團討論日聲量趨勢圖

《大專院校學生社團口碑調查》

觀測期間：2016.06.20~2016.09.20

分析範圍：社群網站、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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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團百花齊放，排除自治型社團來看，討論度前10名大

多為運動型社圖，以熱舞社最受注目，音樂型社團則由吉他社

居首。以滿意度來看，攝影社獲得最佳的評論(P/N=1.25)，

其次為吉他社。

特別的是，宗教性社團的討論度擠入前10名，名列第8的佛教

類社團，雖因其性質較易引發爭議，情緒比值較低，但也可看

出台灣學子確有心靈依賴的需求；而同樣為宗教性的團契類社

團，則名列第32名，相比之下，顯示目前在校園中佛法性質

的社團討論度較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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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排名 社團 聲量

11 康輔社 565

12 管樂社 560

13 合唱團 517

14 嘻哈社 509

15 動漫社 387

16 童軍社 368

17 壘球社 347

18 魔術社 316

19 棒球社 305

20 籃球社 302

排名 社團 聲量

21 桌遊社 253

22 桌球社 246

23 動物關懷社 235

24 咖啡社 234

25 跆拳道社 233

26 射箭社 228

27 登山社 214

28 鋼琴社 211

29 話劇社 206

30 領袖養成類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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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社團聲量表

▲第20~30名社團聲量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排名第24名的咖啡社，在近

年咖啡店遍地開花、國人對咖啡

品質的重視之下，也在校園中引

發熱潮。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熱門社群網站解析

綜觀大學社團相關文本，引起討論的熱門網站來源，占比最

高為Dcard，接續為LineQ、Ptt，但整體的討論熱絡度，透

過回文率(=回文數/主文數)，則發現是伊莉討論區網友擁有最

高的回覆意願，其次為Dcard。

Dcard作為為主要聲量來源(共22,481則)，近一步分析哪些學

校、什麼性別參與度高，可發現主要的聲量集中在私立大學

與科技大學，且男性整體討論比例(59%)遠大於女性(41%)。

大體而言，球類、運動、音樂性社團擁有較高的人氣，而學

習成長類社團，則以標榜可培養領袖特質的社團最受學子注

意。但不論參加何種社團，仍得記得大學三大學分之間需互

相平衡分配，才能盡情自在的享受大學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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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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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rd 大專院校與性別聲量表

▲熱門社群平台回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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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針對不同網路平台進行聲量探索，由OpView自動計算出超過1600個新聞頻道
中，網友熱議的前10大社會話題；並挑選台灣網友集中的社群平台如批踢踢、
Mobile01與臉書粉絲團各別探索，再加上台灣熱門品牌的網友關注話題，讓您快
速掌握網民最夯的討論動向。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039 yahoo新聞 > 政治 (三立新聞) 談陳水扁病況游錫堃：忍不住鼻酸

2 2,020
yahoo新聞 > 教育 (中時電子
報)

先工作、當志工教部擬規畫「彈性入學」配合蔡：
別急考大學

3 1,946 yahoo新聞 > 生活
大破產世代／「別以為18%很多」退休警做33年
18%僅4000多元

4 1,739 yahoo新聞 > 生活 (三立新聞) 「淹水比死還痛苦」賴清德沉痛喊話

5 1,591 yahoo新聞 > 生活 行政院決議明年春節起砍退休公教三節獎金

6 1,580 yahoo新聞 > 政治 時薪漲13元超商：無法置信

7 1,557 yahoo新聞 > 生活 (三立新聞) 遭控雙薪大地主棄18%教師回應了

8 1,453 yahoo新聞 > 生活 (風傳媒)
大破產世代─航運地勤》「軍人終身俸是救命錢」
眷村子弟心疼基層老伯伯

9 1,445 yahoo新聞 > 生活 (三立新聞) 嫌上菜速度慢奧客怒點70道惡整

10 1,424 yahoo新聞 > 社會 (中央社) 護孕妻勒斃竊賊判刑2月確定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 Yahoo為新聞內容收錄最廣的入口網站，故聲量多集中於該平台。OpView Social 

Watch 再提供其他平台新聞聲量前五名，讓您更全面的了解國人關心之新聞。

觀測期間| 2016.09.05~2016.09.18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115 ETtoday新聞雲 > 社會新聞 勇夫護妻掐死賊有罪定讞還將面臨上百萬元賠償

2 854 ETtoday新聞雲 > 財經新聞
哈日族樂了！1元台幣能換3.26日圓創近1個月最佳價
位

3 854 三立新聞 > 生活消費
陸客不來哭哭！台東3飯店宣告倒閉業者估10月爆倒
閉潮

4 853 三立新聞 > 社會 主張無罪未被採納！護孕妻打死賊何男二審仍遭判刑

5 831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39萬勞工時薪大漲13元超商人事成本增11億：無法
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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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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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news.yahoo.com/%E8%AB%87%E9%99%B3%E6%B0%B4%E6%89%81%E7%97%85%E6%B3%81-%E6%B8%B8%E9%8C%AB%E5%A0%83-%E5%BF%8D%E4%B8%8D%E4%BD%8F%E9%BC%BB%E9%85%B8-085000688.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85%88%E5%B7%A5%E4%BD%9C-%E7%95%B6%E5%BF%97%E5%B7%A5-%E6%95%99%E9%83%A8%E6%93%AC%E8%A6%8F%E7%95%AB-%E5%BD%88%E6%80%A7%E5%85%A5%E5%AD%B8-%E9%85%8D%E5%90%88-%E8%94%A1-%E5%88%A5%E6%80%A5%E8%80%83%E5%A4%A7%E5%AD%B8-215004042.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A4%A7%E7%A0%B4%E7%94%A2%E4%B8%96%E4%BB%A3%EF%BC%8F%E3%80%8C%E5%88%A5%E4%BB%A5%E7%82%BA18-%E5%BE%88%E5%A4%9A%E3%80%8D%E9%80%80%E4%BC%91%E8%AD%A6%E5%81%9A33%E5%B9%B4-18-%E5%83%854000%E5%A4%9A%E5%85%83-015727000.html
http://tw.news.yahoo.com/%E6%B7%B9%E6%B0%B4%E6%AF%94%E6%AD%BB%E9%82%84%E7%97%9B%E8%8B%A6-%E8%B3%B4%E6%B8%85%E5%BE%B7%E6%B2%89%E7%97%9B%E5%96%8A%E8%A9%B1-020000530.html
http://tw.news.yahoo.com/%E8%A1%8C%E6%94%BF%E9%99%A2%E6%B1%BA%E8%AD%B0-%E6%98%8E%E5%B9%B4%E6%98%A5%E7%AF%80%E8%B5%B7%E7%A0%8D%E9%80%80%E4%BC%91%E5%85%AC%E6%95%99%E4%B8%89%E7%AF%80%E7%8D%8E%E9%87%91-060143436.html
http://tw.news.yahoo.com/%E6%99%82%E8%96%AA%E6%BC%B213%E5%85%83-%E8%B6%85%E5%95%86-%E7%84%A1%E6%B3%95%E7%BD%AE%E4%BF%A1-215007070.html
http://tw.news.yahoo.com/%E9%81%AD%E6%8E%A7%E9%9B%99%E8%96%AA%E5%A4%A7%E5%9C%B0%E4%B8%BB-%E6%A3%8418-%E6%95%99%E5%B8%AB%E5%9B%9E%E6%87%89%E4%BA%86-031400506.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A4%A7%E7%A0%B4%E7%94%A2%E4%B8%96%E4%BB%A3%E2%94%80%E8%88%AA%E9%81%8B%E5%9C%B0%E5%8B%A4%E3%80%8B%E3%80%8C%E8%BB%8D%E4%BA%BA%E7%B5%82%E8%BA%AB%E4%BF%B8%E6%98%AF%E6%95%91%E5%91%BD%E9%8C%A2%E3%80%8D-%E7%9C%B7%E6%9D%91%E5%AD%90%E5%BC%9F%E5%BF%83%E7%96%BC%E5%9F%BA%E5%B1%A4%E8%80%81%E4%BC%AF%E4%BC%AF-105406264.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AB%8C%E4%B8%8A%E8%8F%9C%E9%80%9F%E5%BA%A6%E6%85%A2-%E5%A5%A7%E5%AE%A2%E6%80%92%E9%BB%9E70%E9%81%93%E6%83%A1%E6%95%B4-021700181.html
http://tw.news.yahoo.com/%E8%AD%B7%E5%AD%95%E5%A6%BB%E5%8B%92%E6%96%83%E7%AB%8A%E8%B3%8A-%E5%88%A4%E5%88%912%E6%9C%88%E7%A2%BA%E5%AE%9A-024423387.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906/769944.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905/769293.htm
http://www.setnews.net/News.aspx?NewsID=179201
http://www.setnews.net/News.aspx?NewsID=179525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909/772067.htm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529 Gossiping [問卦]假裝善意的表情☺的八卦？

2 1,498 Gossiping Re: [爆卦]中國瘋傳台灣要獨立了

3 1,450 Gossiping Re: [問卦]為什麼臺灣對人文學科不友善?

4 1,441 KoreanPop [閒聊]水晶男孩9/06-9/12閒聊文

5 1,334 MenTalk [閒聊]全聯先生

6 1,247 WomenTalk [閒聊]哪些事情好朋友/曖昧對象可以做

7 1,228 Gossiping Re: [問卦]日據時代日本殺了多少台灣人？

8 1,138 movie [負雷]沒什麼看點、就真的是很普通的屍速列車

9 1,096 Gossiping [新聞]電業法修正經部：民生電價仍有管制

10 1,072 Gossiping [新聞]鍘第二刀！林全砍完慰問金擬再刪退休軍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589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關於高速公路內線並排行駛的問題

2 436 居家綜合(居家房事)
歡慶40周年！《IKEA POÄNG扶手椅》體貼您的放鬆時刻
！回文活動開跑！

3 431
行車記錄器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前後鏡頭守護更完整Papago! GoSafe 760雙鏡頭行車記錄
器試用

4 409
Sony單眼相機

(可換鏡頭數位相機)
你都拍RAW檔嗎?也許大錯特錯喔!

5 397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一招解決軍公教的改革爭議

6 391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台灣為什麼變弱了，二十年來台灣到底“少做”了什麼？

7 38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以後是不是有賊或強盜來搶我家要放任他偷R？

8 371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學歷太高沒人願意雇用我==

9 363
電動機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Gogoro的高單價，原來不只有電池跟車台…..而是馬達及控
制器單價更勝一切! (9/13)新增本人維修工單

10 313
智慧型手機綜合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蘋果比安卓好的地方到底在哪裡!?

PTT批踢踢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直播文、贈獎文)

Mobile01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閒聊文、直播文、贈獎文)

新增回文數：於觀測期間內所新增之回文留言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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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73923233.A.54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73870180.A.47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74088419.A.C23.html
http://www.ptt.cc/bbs/KoreanPop/M.1473174328.A.0A4.html
http://www.ptt.cc/bbs/MenTalk/M.1474114402.A.9A7.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474090547.A.F9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74156231.A.118.html
http://www.ptt.cc/bbs/movie/M.1473897969.A.16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73069055.A.C8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74026822.A.9A3.html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0&f=294&t=4910563#61697481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4&f=335&t=4922397#61698166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4&f=621&t=4916169#61661819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1&f=254&t=4912025#61677208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2&f=651&t=4910443#61587801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0&f=291&t=4913584#61692801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9&f=638&t=4914412#61685704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8&f=651&t=4917612#6169519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7&f=622&t=4918423#61690707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61&t=4922992#61692377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4,648
派愛族 - 來自日本最受
歡迎的婚姻媒合服務

近三個月你和身邊的人會怎麼發展呢？ ▶http://w.pairs.lv/2c...

2 13,941 在不瘋狂就等死
#男人必看超狂影片#女人的無理取鬧ok先說一聲不好意思我
們得哥...

3 12,686 颱風大肆虐 這臨場感！！！！作者@Yanchi_JFR

4 12,572 唐立淇占星幫 九月，我們來了

5 11,291 谷阿莫 AmoGood
#358【谷阿莫】8分鐘看完1350分鐘的人帥真好電視劇《微微
一笑很傾城》1-3...

6 10,636 環球影片粉絲專頁
我們因為愛而拯救的毛小孩，到最後卻拯救了我們的心！【#
為了與你相遇】首支預告...

7 9,360 三立新聞
天啊！這也太誇張了＠＠下載全新【三立新聞網APP】直播互
動體驗：http://...

8 9,272 東森新聞
這裡面有洋蔥！失智爺爺為了老伴竟然... #霓在那編：煩耶！
又害我邊剪邊哭......

9 8,613 中時電子報「視頻」 上班快遲到..西裝男騎鴕鳥避塞車！ http://tube.chinatime...

10 8,509 東森新聞
給你3000刪掉寶可夢！街頭實驗驚呆網友... #蛋黃解結：這抉
擇實在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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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7
跟馬叔叔一起
搖滾學吉他

【馬叔叔2016吉他教材】#明天中午開始預購最後2次抽獎！#
加碼木吉他...

2 8,256 ES TIEN Backpack
#文末抽獎#iPhone7 #測重旅行箱今天是iPhone7首賣，有粉絲
們已...

3 7,679
家樂福

Carrefour Taiwan
《集氣分享搶iPhone7 - iPhone7預購開跑！》 iPhone7第一...

4 7,136 Fishbowl
【福利活動】中秋迷宮送好禮中秋節即將來臨，開水團隊提前祝
各位魚友們，中秋節...

5 7,059 法國的秘密甜點
狂賀法國的秘密甜點獨冠群倫榮獲數位時代網路百大人氣賣家
No.9 ! ...

Facebook粉絲團 聲量探索排行榜(贈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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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了解更詳細的排行榜訊息，請至官網查閱 請點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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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42581192429996&id=61202110548601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691914747631729&id=293772190779322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95660580452186&id=14439587224533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4595396248117&id=33700763311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04362439775310&id=152595960428226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3939240771947&id=28452334694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38380002913253&id=110699089014688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06276672740755&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623726134473852&id=32911825393464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06403722728050&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68182923225941&id=19792839691807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27555020635484&id=26318923040540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42559682458394&id=17029082968528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07517189346327&id=18350157508123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20696821345324&id=504184756329870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網友罵翻宏碁的”人性化”上下班制度

針對宏碁全面落實責任制，員工不需打卡，只要有報加班就會給予加班費之人事政策，

引發民眾熱論。回應最熱烈的網友駁斥並質疑員工會因為沒有打卡依據而無從報加班，同時

也推測真正敢提出加班的人寥寥可數。

老師無奈: 吃摩斯漢堡，錯了嗎？

某補教老師分享，某次在摩斯巧遇學生及其家長，沒想到事後竟被家長客訴，身為老師

不應該吃速食垃圾食物，給學生作不良示範。原Po表示無辜，並更堅定自己對摩斯漢堡

的喜愛。後續討論串中，約四成討論與家長、教育相關，六成則在討論摩斯，無形為摩斯

做了免費公關行銷。

排名 品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acer

宏碁
567 yahoo新聞 > 社會

宏碁40年不打卡嘆「人性管理」遇上「舊思維」
…勞檢挨罰鍰

2
Wowprime
王品牛排

401 Dcard > 美食 NT.1350的王品牛排（雷）

3
Honda

本田汽車
363

mobile01 > 電動機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Gogoro的高單價，原來不只有電池跟車台…..而
是馬達及控制器單價更勝一切! (9/13)新增本人維
修工單

4
Apple

蘋果
325

mobile01 >
iPhone(蘋果電腦)

Apple是在騙盤子嗎?

5
MOSS

摩斯漢堡
258 Dcard > 心情 吃摩斯被學生家長靠北

6
LG

樂金
206

mobile01 > 
LG(Android)

LG V20發表全球首款Android 7.0手機金屬、可
換電池、雙螢幕

7 新光三越 170 Dcard > 女孩 #黑特台南新光三越

8
Suzuki 

鈴木汽車
161

U-CAR >
品牌與車型討論(汽車)

Suzuki Vitara vs Honda HR-V

9
Ford

福特汽車
131

mobile01 > Ford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Ford到底哪裡輸本田馬自達?

10
LG

樂金
129

mobile01 > 
LG(Android)

最近LG越來越多人關注了

品牌話題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註1]參考《商業周刊》去年所公布的台灣百大影響力品牌，百大品牌列表請點我
若某事件廣泛於各大頻道露出，為不重複提供相似資訊，品牌話題排行榜僅收錄該事件相關文章之聲量最高者。

11

透過OpView探索台灣知名百大品牌[註1]在網路各頻道上的討論聲量，並即時產出前十大排行

榜，讓您隨時了解品牌輿論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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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820

訂閱/取消電子報請點我

http://tw.news.yahoo.com/%E5%AE%8F%E7%A2%8140%E5%B9%B4%E4%B8%8D%E6%89%93%E5%8D%A1-%E5%98%86-%E4%BA%BA%E6%80%A7%E7%AE%A1%E7%90%86-%E9%81%87%E4%B8%8A-%E8%88%8A%E6%80%9D%E7%B6%AD-%E5%8B%9E%E6%AA%A2%E6%8C%A8%E7%BD%B0%E9%8D%B0-215009289.html
https://www.dcard.tw/f/food/p/224774034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7&f=622&t=4918423#61690707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383&t=4914963#61634506
https://www.dcard.tw/f/mood/p/224726143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1&f=581&t=4913069#61691877
https://www.dcard.tw/f/girl/p/224700433
http://forum.u-car.com.tw/thread.asp?page=9&forumid=299781#post_162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4&f=260&t=4923702#61698207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581&t=4920520#61668313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5/brands100/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