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焦點

「無痕飲食」興起 飲料店受影響最大

隨著食品安全與環保意識崛起，加上社群網站議題行銷的催

化，「無痕飲食」[註1]成為近期社群媒體上的討論熱點。「無

痕飲食」在台灣的歷史脈絡是什麼？哪一種類型的非一次性

使用餐具最受歡迎？誰是受影響最劇烈的外食業者？「無痕

飲食」風潮為品牌、通路帶來怎麼樣的商機？請見這期的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電子報！

發行日期：201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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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痕飲食」興起 環保吸管備受推崇
- 無痕飲食網路口碑大事紀

- 無痕場所、無痕餐具聲量排行榜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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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註1：「無痕飲食」指外出用餐時，

透過自備餐具，減少紙類以及塑膠類

廢棄物的產生，達到不留下垃圾的

「無痕」效果。

▲2016年社群網站Dcard（狄卡）舉辦「無痕飲食」徵文比賽，
讓無痕飲食風潮從團購玻璃吸管，轉向分享生活中的實踐經驗

《無痕飲食網路口碑調查》

觀測期間：2013.1.1~2016.12.31

分析範圍：討論區、社群網站、部落

格、新聞

▲YouTube一部從海龜氣管拔
出塑膠吸管的影片，促使民眾
環保意識提升，無痕飲食趨勢
興起(因圖片血腥，部分進行模
糊處理)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4萬餘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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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從台灣兩萬餘個網站、在

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與無痕飲食有關的話題中，分析

4萬餘筆資料。透過長時間的觀察發現，台灣興起無痕飲食

的概念是源自2013年食品安全、2014年塑化劑事件，

2015年一部「海龜氣管拔出吸管」的影片讓無痕飲食被更

多人認識。2016年，因為社群媒體的議題行銷，相關討論

達到歷史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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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6年大學生專屬的社群

網站Dcard（狄卡）舉辦

「無痕飲食」徵文比賽，

網路討論量達高峰

2015年

2015年YouTube一部從海龜

氣管拔出塑膠吸管的影片，使

民眾環保意識提升，玻璃、不

鏽鋼吸管銷量大增
2014年

2014年塑化劑事件中，塑膠

吸管是否殘留塑化劑也引發民

眾恐慌，外食族除了環保筷，

也開始自備玻璃、不鏽鋼吸管2013年

2013年食安事件頻傳，一篇

免洗筷含過量漂白劑的新聞曝

光後，為了健康，少用一次性

餐具的呼籲開始出現

無痕飲食網路口碑大事紀

無痕飲食
網路口碑大事紀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綜觀2013年至2016年的無痕飲食網路口碑，餐具團購的商

機一直都在，也是主要的討論占比，但近期開始有網友分

享在生活中實踐無痕飲食的經驗，並出現了是否加重店員

工作負擔的討論，顯示從單純的購買支持到實際生活應用

的討論型態改變。

大致了解了無痕飲食的脈絡，我們更深入探索，為什麼大

眾願意響應無痕飲食呢？這裡應用的分析方法為： 1. 首先

將提到「原因、為了、因為」等與響應原因有關的文章挑

出來，2. 使用「前後文分析」的技術，將提及原因的句子

抽取出後，3. 再進一步分析。

最後，我們從網路口碑中發現，「環保、愛護地球」是民

眾響應無痕飲食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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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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環保

45%

愛護地球

17%

健康

10%

減少垃圾

14%

方便使用

7%

自己

7%

響應
無痕飲食
的原因

▲無痕飲食網路口碑討論內容

團購餐具

經驗分享

批評反思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名 品項 聲量

1 環保餐盒 42%

2 玻璃吸管 29%

3 不鏽鋼吸管 14%

4 環保杯 10%

5 環保餐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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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痕場所、無痕餐具聲量排行榜

接著觀測商品的影響層面，從無痕飲食網路口碑中，探索

網友響應時最常提及的無痕餐具，發現「環保餐盒」占比

最高，然而「環保吸管」（玻璃與不鏽鋼材質）合併後占

比也不容小覷。

上表的分析方法為： 1. 首先將與無痕飲食有關的網路口碑

文章經過「斷詞」之後，2. 使用「詞性標註」的技術，把

文章中提到的「名詞」挑出來，這些名詞包括：「業者」、

「餐具名稱」等，3. 再將所得結果加以統計分析。

以同樣的分析法，探索受影響的商店類別，發現「飲料店」

是最常被提及、受無痕飲食影響最大的業者，再與前述的

無痕餐具排行交叉應證，顯示在此一風潮中，一般常見的

環保匙筷早已不是主力戰場，反倒該怎麼「喝」過不留痕，

逐漸走入大眾生活型態中，可說飲料店受無痕飲食趨勢的

影響最為明顯。

▲無痕場所聲量排行榜

▲無痕餐具聲量排行榜

排名 品項 聲量

1 飲料店 47%

2 早餐店 11%

3 學校餐廳 7%

4 夜市 5%

5 便利商店 5%

排名 品項 聲量

6 速食店 5%

7 夜市 5%

8 傳統市場 5%

9 小吃店 4%

10 便當店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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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接下來呢？

參考這次的《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分析，無痕飲食在

台灣的風潮已經從團購餐具，轉向與社群好友分享生活中

的實踐經驗。這對通路、品牌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搭上議題的列車，將議題話語權掌握在品牌手中

無痕飲食興起於2013年，至2016年社群網站Dcard舉辦

「無痕飲食」徵文比賽後，隨著網友的響應與媒體的報導，

成功將無痕概念與自己的品牌連結。雖然Dcard不是銷售

餐具的通路，但因主動搭上無痕議題的列車，掌握對無痕

飲食的話語權後，衍伸出與餐飲、通路等第三方業者合作

的契機。

 下一個議題是什麼？環境保護、愛護地球

無痕飲食的風潮對餐具、通路業者帶來最直接的商機，但

躲在無痕飲食背後的亙古議題「環境保護、愛護地球」，

才是值得品牌投注資源、值得跟上的議題。2015年一部海

龜氣管拔出吸管的影片，來得突然，使各家玻璃、不鏽鋼

吸管業者皆雨露均霑。總之，如果環保議題與您的品牌宗

旨相符，事先準備，待時機來臨時即可搶先競業搭上議題

前進的頭號班車。

樣本與方法描述

本次調查以「無痕飲食、外食自備

餐具」作為關鍵字查詢2013年至

2016年全年的網路口碑資料，並

以人工方式篩選出非留言抽獎活動

且為網友原生的口碑，最後共得到

47,000餘筆的網路討論。

行 銷 洞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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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
yahoo新聞 > 理財就業

(中時電子報)
一例一休效應延燒 許勝雄淚訴政府真的很殘忍

2 1,443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發現「薯條被男友吃光！」女無法接受...奔廚房拿刀砍殺

3 1,333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一口吃進3種肉？夜市火焰骰子牛送驗「牛+羊+豬」混著搭

4 1,182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總覽
不想吃尾牙又非去不可 勞動部：算加班費

5 1,135 ETtoday新聞雲 > 旅遊新聞 記得望天空今年首場「流星雨大爆發」！每小時120顆

6 1,113
yahoo新聞 > 政治

(聯合新聞網)
蔡英文要勞工「自立自強」總統府緊急滅火

7 1,094 ETtoday新聞雲 > 生活新聞
穿「極度乾燥」衝合歡山險凍斃 成衣業者爆：根本不是機能
衣！

8 1,084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總覽
一例一休吵不停蔡英文：你們要自立自強

9 1,071
yahoo新聞 > 財經

(中時電子報)
陸客跑一半 旅遊業迎黑暗元年

10 1,055 ETtoday新聞雲 > 即時新聞 《甘味》突破極限了！「毛巾遮耳也能聽電話」網笑翻

11 1,048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總覽
警強力取締噪音車 違規改裝車全都GG了

12 1,038 ETtoday新聞雲 > 社會新聞 穿極度乾燥外套衝合歡山！氣溫降15度 24歲男險失溫凍斃

13 1,005
蘋果日報_即時新聞 > 

即時新聞總覽
小六教自慰很舒服 家長罵女官員：你自慰嗎？

14 1,004 ETtoday新聞雲 > 生活新聞
贏定！台灣防禦能力「世界強」 他4點專業分析：中共敢打穩
GG

15 924 ETtoday新聞雲 > 政治新聞 一例一休哀鴻遍野 蔡英文：不該用冷冰冰數字看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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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02~201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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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E%8B-%E4%BC%91%E6%95%88%E6%87%89%E5%BB%B6%E7%87%92-%E8%A8%B1%E5%8B%9D%E9%9B%84%E6%B7%9A%E8%A8%B4-%E6%94%BF%E5%BA%9C%E7%9C%9F%E7%9A%84%E5%BE%88%E6%AE%98%E5%BF%8D-215006405--finance.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08/845051.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10/846361.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70108/1030475/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841365.htm
http://tw.news.yahoo.com/%E8%94%A1%E8%8B%B1%E6%96%87%E8%A6%81%E5%8B%9E%E5%B7%A5-%E8%87%AA%E7%AB%8B%E8%87%AA%E5%BC%B7-%E7%B8%BD%E7%B5%B1%E5%BA%9C%E7%B7%8A%E6%80%A5%E6%BB%85%E7%81%AB-184700348.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12/847919.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70114/1035233/
http://tw.news.yahoo.com/%E9%99%B8%E5%AE%A2%E8%B7%91-%E5%8D%8A-%E6%97%85%E9%81%8A%E6%A5%AD%E8%BF%8E%E9%BB%91%E6%9A%97%E5%85%83%E5%B9%B4-215005216--finance.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03/841546.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70112/1033851/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11/846634.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70104/1027533/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06/843865.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104/842605.htm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593 Gossiping [問卦]台灣防禦力超強！爲什麼國民自己不知道？

2 1,498 Gossiping [新聞]要勞方自立自強！蔡英文：勞方不跟資方說

3 1,487 home-sale [新聞]北市房價每坪跌破55萬

4 1,441 Gossiping Re: [問卦]電業法下周三要三讀了 窮人想好如何自殺嗎?

5 1,350 WomenTalk [難過]以後要住哪

6 1,323 Gossiping [爆卦]數甲之戰，U大確定參戰!

7 1,301 Gossiping Re: [問卦]高中物理念得好的人數學好像都不錯?

8 1,235 Gossiping [新聞]「5個9」＝「9X5」…這數學題全班28人答錯

9 1,197 Boy-Girl Re: [求助]女友接觸女權主義...？

10 1,151 Gossiping Re: [新聞]這嚴重了！幼兒園老師因一例一休午休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90 HTC(Android) 為你而生！HTC發表全新系列手機U Ultra與U Play

2 348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智

慧型與傳統手機)
【半解決】中國聯通根本詐騙公司

3 325
Toyota(小惡魔的動力

研究室)
和泰汽車把台灣人當盤子.你們都不生氣嗎?

4 305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一例一休到底帶來什麼好處??

5 297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小惡

魔的動力研究室)
慢車靠右不要佔用內車道 多多禮讓交通順暢

6 291
Mazda(小惡魔的動力

研究室)
馬三彎道失控(16吋胎)

7 284
Toyota(小惡魔的動力

研究室)
SIENTA在12月賣了2183台!!!!!

8 259 職場甘苦談(生活娛樂) 我們公司被一例一休搞死了，誰賠我的損失。

9 256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2016年投資理財報告，只有慘字能形容

10 253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今天我要是放空大盤，會不會被嘎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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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siping/M.1483397076.A.D2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4361130.A.AB6.html
http://www.ptt.cc/bbs/home-sale/M.1483773426.A.A9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3768921.A.882.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483622332.A.F65.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3967788.A.42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3947575.A.31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4113949.A.A24.html
http://www.ptt.cc/bbs/Boy-Girl/M.1484283657.A.5AE.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483752171.A.7D3.html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0&f=566&t=5039358#6305663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6&f=18&t=5032331#63021953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264&t=5033528#6304668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291&t=5037404#63051156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294&t=5029628#63026913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276&t=5033909#62973538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264&t=5031375#62988817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651&t=5039523#6305252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291&t=5029889#63015777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9&f=291&t=4870991#63047167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2,843 靠北女友
#靠北女友53947 #靠北女友53861有鑑於上一篇有人把女
主角找出來了...

2 14,469 東森新聞
#快分享：tag常常懶在家裡的人/懶懶的另一半#西瓜挖大
編：只要有這一張床.....

3 14,421 東森新聞
#皓編：小男孩這超狠的五腳一定踢傷了媽媽的心...... #請分
享：回家記得跟媽...

4 14,266 靠北女友
#靠北女友54216你才16歲耶愛叫我內射不內射就生氣分手
想挽回約...

5 13,456 颱風大肆虐
天線寶寶都有小孩了，而你還是單身https://youtu.be/cF-
MG...

6 13,042
派愛族 - 來自日本最受
歡迎的婚姻媒合服務

你最適合戀愛的是什麼星座呢？ ▶ http://w.pairs.lv/2iPlk...

7 10,121 東森新聞
#皓編：啊～～土撥鼠銷魂的叫聲！ #請分享：平常講話很
吵分貝很大的朋友影片來源...

8 9,970
派愛族 - 來自日本最受
歡迎的婚姻媒合服務

2017年你的桃花月是什麼時候呢？ ▶ http://w.pairs.lv/2h...

9 9,083 東森新聞
#周二編：最後一招也太狠了吧... #請分享：TAG你壞壞/沒
義氣/又愛又恨的朋...

10 8,921 東森新聞
#星編：有不少衣物是來自國外停屍間及廢品處理場 #請分
享TAG身邊愛撿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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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3 台中中友百貨
加入中友FB粉絲專頁抽機票I 感謝粉絲們的支持 中友百貨粉
絲專頁...

2 16,287
屏東國立海洋
生物博物館

【十萬粉絲感謝有您】屏東海生館FB粉絲滿十萬人囉~(灑花)
感謝各位#海...

3 16,271
Big City遠東巨城

購物中心

爛帳在此終結之惡靈古堡最終章 提供50張電影票。 1月15
日前，只要回覆tag朋...

4 11,603 ES TIEN Backpack
#文末抽獎#22吋測重旅行箱2017新年到，大家有哪些新年
新希望呢？小編...

5 10,019 蝦皮拍賣 (Shopee) ▎好運加碼疊疊樂▎購物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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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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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03757218402&id=1507004499528332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59668027401618&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59479400753814&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931729473722497&id=1507004499528332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421290211222555&id=14439587224533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66737920014322&id=61202110548601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54225997945821&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64889263532521&id=612021105486011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59886634046424&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63397687028652&id=12461633090680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481120845251216&id=19478767055121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4867171139929&id=198422299928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23174901098121&id=14309399243955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49977898393195&id=26318923040540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606540412864997&id=334587866726921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進口車維修= 貴 ? 網友詢問福斯維修行情 ?

若有能力，相信不少人都希望能夠入一台時髦的進口車，然而買車一回事，後續的保養維修，又是另

一回事。就有人購買了福斯車款後，因聽聞該品牌與雙B車款的保養費差不多，因此感到困惑、發文詢

問。總結網友回覆：(1) 過保時可以考慮脫手、(2) 自己做功課，避免進場被訛了非必要

保養項目、(3) 原廠、副廠品質價格有落差，自行視需求選擇、(4) 進口車目標客群本就是年

薪高者，若無能力則應買國產車，以免買得起，卻負擔不起後續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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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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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C 390
mobile01 > 

HTC(Android)

為你而生！HTC發表全新系列手機U Ultra與U 
Play

2 和泰汽車 325
mobile01 > Toyot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和泰汽車把台灣人當盤子.你們都不生氣嗎?

3
Uber
優步 135

卡提諾王國 > 
閒聊話題

[投票加分活動]Uber為何令人討厭？霸氣網友
揭「唱秋黑暗面」被讚爆了

4
ASUS
華碩 121

mobile01 > 
Asus(Android)

華碩也來雙鏡頭～ZenFone 3 Zoom發表可拍
攝2.3倍光學變焦照

5 LG 110
mobile01 > 
LG(Android)

LG V10故障維修記錄集中區

6
Toyota 
豐田汽車 102

mobile01 > Toyota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我不太懂，為何大家都說買SIENTA是盤子

7
Uber
優步 100

mobile01 >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Uber司機「檢舉小黃」活動揪違規一天上百件

8
Volkswage

福斯 96
mobile01 > 
Volkswa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福斯的維修價格會很驚人嗎?

9
Luxgen
納智捷 91

mobile01 > LUXGEN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納智捷汽車非要喝「韓國機油」嗎？

10
Ford
福特 91

mobile01 > Ford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chujy) New Ford KUGA你還挑，那你真的沒
車買了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5/brands100/
http://bit.ly/eland_socialwatch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0&f=566&t=5039358#6305663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264&t=5033528#63046680
http://ck101.com/thread-3751717-14-1.html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3&f=588&t=5032560#63034141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9&f=581&t=5016133#63059645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1&f=264&t=5032597#63013774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1&f=294&t=5036493#63019589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1&f=609&t=5029681#62983121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0&f=444&t=5038930#63059065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0&f=260&t=5031181#62982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