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焦點

老天爺給我愛! 全台月老廟大調查！

西洋情人節即將到來，有另一半的你或許正忙著籌劃驚喜計

畫，又或者單身卻樂於擁抱自由肆意的你，壓根不在意這個

節日；但若對這個即將到來的節日有些微惆悵失意的話，不

如參考老祖宗的方式，問天吧！《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針對過去五季討論月老廟的相關文本進行分析，告訴您戀愛

世代的變遷，與全台人氣十大月老廟。

發行日期：2017/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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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爺給我愛！ 全台月老廟大調查！
- 社群網站使用變遷 新興平台快速竄起

- 十大熱門月老廟 排行榜大公開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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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omenTalk (2436則)
Gossiping (1358則)
Marvel (1024則)
Boy-Girl (592則)
MenTalk (370則)

《全台月老廟口碑調查》

觀測期間：

2015.11.1~2017.01.31

分析範圍：討論區、社群網站、

部落格、新聞

94%

53%

32%

校園聊天-Dcard 

感情 (17,576則)
有趣 (3,484則)
心情 (3,077則)
女孩 (1,935則)
閒聊 (1,322則)
男孩 (8,10則)
彩虹 (266則)

Dcard (2,618則)
ETtoday新聞雲 (1,120則)
Yahoo!奇摩新聞 (623則)
ETtoday姊妹雲 (601則)
旗山天后宮 (421則)

facebook粉絲團

Ptt 

▲月老廟熱門聲量頻道圖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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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活動、贈獎文後，參照上頁圖表，輿論主要集中於討

論區，其中有九成產生於Dcard，為最主要的討論網站，甚

至在粉絲團中，第一名同樣為Dcard所經營的官方帳號，可

說在月老相關的愛情議題上，新生代的社群平台已遠超過

年代悠久的批踢踢，成為快速竄起的社群當紅星。

參考月聲量圖，總體聲量高點落在2月(西洋情人節)與8月

(七夕)，特別是去年西洋情人巧逢年節，假期長、活動多，

整體討論氣氛熱烈，而今年年節落在1月底，相較之下氣氛

要冷清許多。

接著將聲量分成三類：來自(1)臉書粉絲團 (2)新聞，前兩類

屬宣傳性質較濃厚的平台，與(3) 其他社群，亦即非前兩類

的社群網站，如論壇、批踢踢、Dcard等，屬網友自發討論

之平台。參考圖表發現，主要聲量來自於「其他社群」，

多為閒聊、經驗分享性質，而來自「新聞」、「臉書粉絲

團」之訊息與其回文，聲量占比較低，顯示「月老」話題

仍有發展空間，品牌可掌握此議題結合商品進行話題炒作。

那麼，大家最常在討論的月老廟，到底是哪一家呢? 有什麼

特色月老廟，人氣度在去年度竄起? 下頁我們將為您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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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老廟月聲量走勢圖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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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ny0916, via Wikimedia
[CC BY-SA 3.0]

By Goranq, via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photographed by xalekd 
from flickr

以效率著稱的台北霞海

城隍廟月老尊神，確實引

發許多以「效率」、「快

速」等字眼為標題的相關討論。除此之外

，該廟宇曾發表性向友善言論，闢謠月老僅

為異性戀牽線之謠言，因此成為除了兔兒神

之外，最常被同志詢問之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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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1

艋舺龍山寺

No.02

台北霞海城隍廟

No.03

台中
樂成宮

NO.04

高雄
關帝廟

By Iokseng, via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By Fcuk1203,via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NO.05

旗山
天后宮

NO.06

威明堂兔兒神殿

人氣穩居第一的龍山寺

，有不少民眾分享參拜

經驗與隨後的戀愛故事，

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龍山寺月老神君並無設置籤筒，

若想解惑，可擲筊詢問月老神君。如真想抽籤，則要

轉而詢求同寺其他有設置籤筒之神祇，切勿將籤筒與

月老神君搞混在一起呦！

台中最負盛名的月老即為樂成宮

月老星君，除了求姻緣的討論之外

，討論占比最高為求復合之經驗文。

NO.09

普天宮

NO.07

全臺祀典大天后宮

NO.08

日月潭龍鳳宮

NO.10

祀典武廟

全台唯一祭祀同志戀情守護神─

兔兒神之廟宇

*圓圈大小表示聲量大小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xalekd/5872878353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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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變遷 重解愛的定義

整體來看，以台北的月老人氣最夯，第一及第二名的艋舺

龍山寺與台北霞海城隍廟，合計聲量近萬筆。而上榜廟宇

大多為建立超過百年的悠久古廟，僅日月潭龍鳳宮、普天

宮、威明堂兔兒神殿例外。

隨著時代的變遷，普世觀念隨著當代文化迭代、進而潛移

默化地改變。觀察上榜名單與口碑留言，百年廟宇雖蘊含

代代相傳而下的歷史傳統，但在面對性向議題，古廟如龍

山寺與台北霞海城隍廟，皆曾以開放的心態，回答過去人

們並不重視甚至想也沒想過的問題；而細看榜單，第六名

的「威明堂」以專屬同志的月老廟為口碑，雖成立時間短，

且也非一般人熟知之神祇，但在去年彩虹意識崛起時，因

全台僅該堂供俸兔兒神，在鎂光燈聚焦下，引發大量熱議，

雖延伸討論，鼓勵懷疑與批評皆有，但也意外使人氣陡升

至第六名，超越許多歷史悠久的月老廟。

情人節即將來臨，不管您的感情狀態如何，是否有拜月老

的想法，與最愛的那人一起，不論是情人、家人或朋友都

是幸福的，就讓我們用更柔軟的心來面對世上的歧異，迎

接情人節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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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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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坐博愛座遭高中情侶嗆！20歲孕婦一路站回家…下體流血急安胎

2 2,213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
總覽

看膩獨裁者！綠立委提議「換新鈔運動」

3 2,082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撕爛全身 咬斷頸動脈！陸男「翻虎園」活活被咬死

4 2,047 ETtoday新聞雲 > 消費新聞 情人必喝！星巴克限定「濃情愛戀巧克力」只賣12天

5 2,033 東森新聞 > 新奇 最靈月老廟！女大生單身20年「這樣拜」2天脫魯

6 1,864 ETtoday新聞雲 > 政治新聞 挺「國幣重造」！徐永明：要印上人民心中的台灣英雄

7 1,648 ETtoday新聞雲 > 政治新聞 提案改新台幣「去偶像、獨裁者」高志鵬：鈔票有孫文蔣介石

8 1,532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
總覽

「有教化可能」他姦殺學妹焚屍逃死定讞

9 1,532 ETtoday新聞雲 > 社會新聞 10萬彩券士林遭竊！還有9旬母要養...年邁伯一路哭著走回家

10 1,470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張善為癱瘓4年 助理曝好消息「腳掌會彎了！」

11 1,336 ETtoday新聞雲 > 社會新聞 保母倒吊摔女童...父淚PO文「今腎衰竭尿崩」百網友幫集氣

12 1,223 yahoo新聞 > 國際 (中時電子報) 陸點穴戰攻台 國軍最多撐3天

13 1,208 ETtoday新聞雲 > 生活新聞 訂4人房卻多1童...九份民宿業者加收300  客拒付：我公務員

14 1,175 yahoo新聞 > 地方 (中時電子報)
年金改革方案 中小教師月減2萬砍到見骨會拚命 教團批：沒溝通無
共識

15 1,175 ETtoday新聞雲 > 生活新聞 好久不見的星巴克「買一送一」回來了！ 2／2開工日限定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鑒於媒體逐漸傾向於官方網站內嵌Facebook留言功能，將官網留言與臉書留言整合，故於此排行榜

露出之文章，將不再重複於後方Facebook排行榜露出，並擴大節選前15名民眾熱議之新聞話題。

觀測期間| 2017.01.16~2017.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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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5/860649.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70201/1046944/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29/858285.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3/859943.htm
http://news.ebc.net.tw/news.php?nid=50964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2/859308.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2/859040.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125/1043558/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25/856847.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4/860269.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2/859634.htm
http://tw.news.yahoo.com/%E9%99%B8%E9%BB%9E%E7%A9%B4%E6%88%B0%E6%94%BB%E5%8F%B0-%E5%9C%8B%E8%BB%8D%E6%9C%80%E5%A4%9A%E6%92%903%E5%A4%A9-215007756--finance.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5/860635.htm
https://tw.news.yahoo.com/%E5%B9%B4%E9%87%91%E6%94%B9%E9%9D%A9%E6%96%B9%E6%A1%88-%E4%B8%AD%E5%B0%8F%E6%95%99%E5%B8%AB%E6%9C%88%E6%B8%9B2%E8%90%AC-%E7%A0%8D%E5%88%B0%E8%A6%8B%E9%AA%A8%E6%9C%83%E6%8B%9A%E5%91%BD-%E6%95%99%E5%9C%98%E6%89%B9-%E6%B2%92%E6%BA%9D%E9%80%9A-%E7%84%A1%E5%85%B1%E8%AD%98-215006850.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19/852174.htm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733 PlayStation [公告] 2017台北電玩展置底討論串

2 1,605 Gossiping [爆卦]統媒假造韓媒新聞 操縱反韓情緒(文長)

3 1,339 Suckcomic [少年]獵人作者的愛之莫老五

4 1,234 WomenTalk [難過]婚事告吹了

5 1,153 WomenTalk [心情]我爸真的是很超過

6 1,137 MayDay [討論]當全世界都在跟台灣搶票

7 1,108 Gossiping [新聞]學測作文考慮翻譯後給分 李茂生:難道英文較高尚？

8 1,053 Gossiping [問卦]為何台灣不學日本廢除中國農曆新年？

9 1,029 Gossiping [問卦]有沒有bluwoo的八卦?

10 983 Gossiping [新聞]朋友越來越少台鐵售票員：我想休假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555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從鬥爭公務員事件看出人性的醜惡，台灣最美的風景

2 464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勞工25年年資六萬薪 退休只能領一萬七

3 443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當老師退休拿這麼多錢還不知足嗎？

4 438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勞工從來不繳退休金，還可領月退?

5 389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啊-再歪給我看

6 378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年金改革，年輕人是最大輸家~

7 351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5,6萬月退活不下去的退休高等公職?

8 312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房市震撼內政部擬【公設不計入坪數】

9 307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公務員本來就沒有18%.是要改什麼鬼?

10 281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政府推過耕者有其田解放農奴，怎不推住者有其屋、解放房
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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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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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tt.cc/bbs/PlayStation/M.1484836416.A.18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4651804.A.6FC.html
http://www.ptt.cc/bbs/Suckcomic/M.1484475502.A.EC6.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486080928.A.C49.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485877901.A.D18.html
http://www.ptt.cc/bbs/MayDay/M.1485239007.A.80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6269937.A.1F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5247706.A.989.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5370678.A.E7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5902268.A.AEF.html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6&f=651&t=5046579#63124181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7&f=651&t=5046341#63117359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5&f=638&t=5046387#63197455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4&f=651&t=5049147#63240981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55&f=37&t=5037900#63239527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8&f=291&t=5051038#63245848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6&f=651&t=5055717#63250068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356&t=5049930#63173625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651&t=5048792#63244205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356&t=5044254#63115814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65,535 東森新聞
#吐司切編：多麼痛的領悟??但還是笑翻?? #快分享 Tag愛
柴柴/欸小的捧油/...

2 31,998
派愛族 - 來自日本最受歡
迎的婚姻媒合服務

過年必測！關於你的九件事！ ▶ http://bit.ly/2k2MdL1

3 27,017 李玉璽 Dino Lee
居家直播！如果的世界（台灣）-Snk正版授權角色×手塚治
虫スタジアニメ跨界力作

4 15,686 Koobii高校誌
請用直覺標註一個過年會胖5公斤的同學 #一定要提醒他不
要被殺掉呀！?????? ...

5 14,207 東森新聞
#哩厝編：小編願意給你抱緊緊（♡∀♡） #請分享 Tag喜歡
可愛小動物的朋友 ...

6 14,022 颱風大肆虐 神隱少女真實版XD @yutako55

7 11,543 東森新聞
#吐司切編：這是吃貨的速度你懂得????❤️ #快分享 TAG第
一個想到的人/豬...

8 9,018 王宏哲教養、育兒寶典 黃瑽寧x王宏哲

9 8,829 風生活
激萌！飛越地平線只為吃早餐！萌兔：不能阻擋我吃！＃
九降風：怎麼那麼可愛啦?? ...

10 8,590 噪咖
這真的太有才讓小編笑倒惹～趕快分享給喜歡GD的朋友看
看！ Patrick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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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24 麥當勞
貓奴快拜！哆啦A夢化身對杯，在麥當勞獨家登場！ 1/18 
11am推出新年限定「...

2 23,157 爆料公社
爆漿公社美麗管理員 Helene Yen 向大家拜年並獻上 #爆漿
公社門票10...

3 20,304
凱利依法

SHOPAHOLIC
OK當妳看到這個訊息, 就代表妳被邀請參加TheKellyYang年
終尾牙par...

4 18,928 邵庭
新年就是要刮阿只能說姐實在是太強了刮刮樂奴性重到想拿
台彩刮刮樂要來送我的粉絲...

5 16167
Nico品筠&Kim京燁
【那對夫妻】

來來來。聊天抽獎嘍～我們代言的禮盒出來啦！！ ??直播結
束前只要搶購成功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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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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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271386441282&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87721364582644&id=61202110548601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04519389659605&id=48868905790931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4841803447674&id=35819697767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66812366687184&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436278003057109&id=14439587224533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87728664595554&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714909558676792&id=22974755052633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55031804773798&id=151069890920709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671290766411326&id=372319002975172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463935253649154&id=10161528654783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416741658676325&id=16260872408962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27915623933730&id=22988194373710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4304505982896&id=17458613789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735763856449758&id=1199693796723436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摩斯漢堡年前被爆料即將調漲，不漲價了！

摩斯漢堡在年前被網友爆料，店內多項商品即將調漲，在短短一天的時間，外界的批評甚囂塵上，因

此爆料後的隔日，摩斯漢堡母公司認為時機不宜調漲，便緊急踩煞車。ETtoday新聞節錄網友們的回

應並且描述摩斯漲價風波的來龍去脈，又再度地引發網友們的討論。總結網友回覆：

(1)摩斯價格本身就很貴，也吃不飽、(2)摩斯的品質比他家速食店好、(3) 餐點品質有下降

的情形、(4)認為想不想吃與能不能接受是因人而異的，表示自己仍然會選擇摩斯。

品牌話題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註2]參考《商業周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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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透過OpView探索台灣知名百大品牌[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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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品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Uber
優步

662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Uber 2/10跟台灣掰掰網怒喊：寧願走路，不
搭小黃！

2

裕隆汽車
國瑞汽車
三陽工業

272
mobile01 > LUX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為什麼國瑞和三陽無法有自創品牌的汽車?裕
隆卻可以?

3
OPPO
歐柏

264 校園聊天-Dcard > 3C #黑特 在這邊只要挺oppo就要被檢舉嗎

4
Uber
優步

208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總覽
原來開UBER這麼好賺可月入6-8萬元

5
任天堂

Nintendo
152

巴哈姆特新聞網 > 
GNN新聞網

Nintendo Switch第一手解析影片揭露主機實
際運作樣貌-巴哈姆特

6
MOS

摩斯漢堡
137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摩斯漢堡「不漲了」網：過幾個月再漲吧

7 85 度C 125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總覽
年後第一槍！ 85度C這些咖啡都漲價

8 裕隆汽車 121
mobile01 > Nissa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安全是不能折讓的，2016年底在台北市買了
一台沒有ABS/EBD/BAS的Tiida 1.6 4D L規，
車主、台灣裕隆日產…

9
ASUS
華碩

117
mobile01 > Asus

(筆記型電腦)

Asus的瑕疵產品＋超糟糕的維修品質＝不再
推薦華碩筆電==>帶著期望二度送修==>維
修品質大幅改善

10
任天堂

Nintendo
114

伊莉討論區 > 
PS3 / PlayStation3

(TV GAME)
大家認為任天堂switch能否挑戰PS4呢?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5/brands100/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2/859440.htm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444&t=5050127#63197779
https://www.dcard.tw/f/3c/p/225679679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70203/1047956/
https://gnn.gamer.com.tw/7/142487.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19/852668.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70202/1047208/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263&t=5055918#6323855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2&f=233&t=5052421#63247192
http://www07.eyny.com/thread-11213043-8-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