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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 中國意外爆紅 延燒台灣

- 延燒脈絡之頻道分析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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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四周人們總是三不五時地拿起手機，關心自己那位出走

多時的寶貝兒子何時歸家，你是露出了然一笑，還是滿頭霧

水呢? 《旅行青蛙》(日文原名「旅かえる」)這款由日本遊

戲公司「Hit-Point」在去年11月24日首先釋出Android版

的手機遊戲(同年12月6日釋出iOS版)，擁有療癒手繪風及規

則簡易的特色，雖然沒有中文化，但卻攻入了華人市場，短

短幾個月內先席捲了中國再延燒到台灣。

《OpView Social Watch》觀察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

2月20日，帶您一同回顧這短短幾個月內，就傳播面來看，

這隻不受控的小青蛙，如何從默默無名，一躍成人人引頸期

盼歸家的「我家蛙蛙」。

兩岸頻繁的經貿往來與日益增強的資訊對流，流行的交互影

響成為常態，由「百度」與「Google台灣」關鍵字搜尋指
1

資料時間：2017/11/24~2018/2/20

資料範圍：討論區、社群網站、部落

格、新聞

中國意外翻紅 延燒台灣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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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指數─關鍵詞《旅行青蛙》趨勢

來源： Baidu指數

數相比來看，中國早台灣約一個禮拜，於1/24達搜尋高峰，

期間除了大眾社交分享外，品牌也大借旅蛙梗宣傳自家形

象，雖作法不一引發侵權疑慮，但一二線大廠相繼借梗廣

宣之下也將旅蛙名氣大幅拉抬；隨著旅蛙在中國App

Store免費遊戲登上冠軍寶座，並引發搜尋高峰後，台灣知

名度也陡然攀升。Google的《旅行青蛙》搜尋熱度與輿情

走勢可看出大致相仿，高峰期落於1/31~2/2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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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青蛙》OpView聲量暨Google搜索熱度

來源： Google Trends探索(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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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index.baidu.com/
https://baijia.baidu.com/s?id=1590397809345366163&wfr=pc&fr=app_lst
https://trends.google.com.tw/trends/


分析旅蛙爆紅的前期推手有哪些元素，進一步將爆紅前期

分為兩段：11/24-1/24與1/25~1/30，分別觀察傳播路

徑，了解爆紅的脈絡。

遊戲上市前兩個月內，台灣的討論仍偏低，主要集中在遊

戲類社群的分享，名人與個人分享則較為零散且接近於後

期才開始增加，顯現此遊戲一開始並未引起太高的關注。

自中國爆紅後，針對每日前10大頻道觀察，可發現遊戲

專版的影響力逐漸削弱，由手遊愛好者逐漸轉為媒體與名

人的分享串聯，特別是前期發揮最大影響力者─五月天阿

信[註1]，連發兩則貼文，抓住不少人眼球；除了演藝娛樂

業，行銷業、插畫圈、醫學教育等領域的網路知名人士也

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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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青蛙》11/24~1/24聲量累計前10大頻道

2017/11/24~2018/1/24

旅蛙延燒脈絡一把抓

排名 頻道 聲量 類型

1 Ptt > mobile-game 287 遊戲社群

2 facebook粉絲團 > niusnews 妞新聞 140 媒體

3 facebook粉絲團 > 中央社新聞粉絲團 76 媒體

4 facebook粉絲團 > 穆熙妍 Crystal Mu 60 主持人

5 Plurk搜尋 > Plurk搜尋 55 社交平台

6 facebook粉絲團 > 新聞主播李亞蒨 44 主播

7 facebook粉絲團 > DebbyW∞ 20 插畫家

8 Sina新聞 > 台灣科技 19 媒體

9 校園聊天-Dcard > 遊戲 19 遊戲社群

10 Youtube觀看次數最多 > 遊戲 17 遊戲影音

2018/1/25~1/30
[註1] 若以本次整體觀測期間

(11/24~2018/2/20)來看，名

人官方之單一頻道計算，聲量

累計前三名者皆為臉書，分別

是：Nuomi ' s  諾米(插畫改編)

、五月天阿信 (截圖分享、

文字敘述)、宛宛兒(攻略分享)。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chenNuomi/posts/1847476605270785?comment_id=1869889466386072&reply_comment_id=2064461313820814
https://www.facebook.com/ashin555/posts/1676784605710550?comment_id=1676785982377079
https://www.facebook.com/ashin555/posts/1678190208903323?comment_id=707586586296242
https://www.facebook.com/Momoyo520/videos/960843004091496/?comment_id=182278269802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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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 聲量

遊戲攻略 267

中央社新聞
粉絲團

32

PopDaily波波
黛莉的異想世界

18

狗與鹿 11

夢夢小杏桃 11

mobile-game 10

VidaOrange
生活報橘

9

穆熙妍
Crystal Mu

8

觀看次數最多
> 遊戲

6

有趣 3

頻道 聲量

女人迷
womany

449

Ettoday
新聞雲

282

Ettoday
分享雲

70

Gossiping 68

遊戲 52

WeiBird
韋禮安

48

動物星球頻道
(台灣)

48

海苔熊 33

商業周刊
（商周.com）

33

夢夢小杏桃 28

頻道 聲量

五月天阿信 397

女人迷
womany

283

Ettoday
新聞雲

107

商業周刊
（商周.com）

79

MayDay 66

遊戲 60

Ettoday
分享雲

57

Gossiping 44

換日線
Crossing

42

四小折
off60.com

34

頻道 聲量

蘋果日報台灣 890

加藤軍台灣
粉絲團 2.0

575

東森新聞 484

新奇 462

五月天阿信 409

噓！星聞 317

美麗佳人 Marie 
Claire Taiwan

284

Spits the trough 
with Achu

267

凡槿
（廣告小妹）

167

娛樂蘋果派 144

頻道 聲量

蘋果日報台灣 3,896

加藤軍台灣粉絲團 2.0 2,299

五月天阿信 1,488

即新聞 1,273

ETtoday分享雲 1,138

vonvon.me 983

ETtoday新聞雲 967

噓！星聞 926

娛樂蘋果派 766

美麗佳人 Marie Claire Taiwan 600

頻道 聲量

加藤軍台灣粉絲團 2.0 6,849

HahaTai 哈哈台 2,752

蘋果日報台灣 2,340

ETtoday分享雲 1,650

即新聞 1,461

ETtoday新聞雲 1,371

Gossiping 1,116

波特王 Potter King 752

潔哥/李秉潔 688

娛樂蘋果派 667

█ 遊戲專版

█ 自媒體
/網路媒體

█ 報章媒體

█ 名人

█ 其他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旅行青蛙》單日聲量累計前10大頻道

分享圖片或是藉勢發表現象感想，加之媒體抓準話題性不斷炒熱，促進更多人嘗鮮加入，讓小

蛙魅力一路延燒至台灣。

爆紅期 爆紅期

醞釀發酵期 醞釀發酵期 醞釀發酵期 醞釀發酵期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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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名人、媒體加持，各家品牌當然也沒有缺席，順勢搭上這股旅

蛙風，可說社群平台、媒體頻道多方刺激下，火紅程度到了即便不

養蛙，也看過蛙照的程度。

回到遊戲本身，從笑稱遊戲具有「佛性」、「放置性」，抑或是體

驗「當父母」、「養孩子」的玩家被動性，不按常理出牌的遊戲體

驗，形成與別款遊戲的最大差別。

如果您也開始有點興趣，卻又因為沒有中文介面而怯生的話，推薦

您本次觀測期間中最熱門的攻略影片，三分鐘即可輕鬆上手現今最

夯的手遊！

排名 頻道 觀測期間
累計聲量

標題

1
fb粉絲團 >

86小舖，
最愛美妝保養

5,240
蛙友有福了快快曬出你的旅蛙照
有機會到日本善光寺祈...

2
fb粉絲團 > 

shopping99
.com

2,794
【留言A獎】隨機抽3名粉絲送小
禮物冷冷的冬天裡，是什麼東西
讓蛙蛙暖呼呼的呢...

3
fb粉絲團 > 
台灣虎航

1,869
【蛙遊日本不在家，台灣虎航送
你去團圓】你養蛙了沒？小編的
辦公室現在人手...

4
fb粉絲團 > 
好事多俱樂部

1,856
我的青蛙都不在家... #大家的呢#
真的有一種當媽的感覺

5
fb粉絲團 > 
乳香世家

enjoy生活+
1,397

【蛙蛙終於回來了！蛙爸蛙媽的心
聲～】每隻蛙蛙的個性都不太一樣，
有的早早回家有...

▲《旅行青蛙》聲量累計前五大品牌文章

《旅行青蛙》
詞頻關鍵字文字雲

品牌借梗運用 旅蛙無所不在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news.ebc/videos/1929819687053113/?comment_id=162785144505586&reply_comment_id=384324458707155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381175419267_549451638769819
https://www.facebook.com/10159880507455035_1456276797827692
https://www.facebook.com/781886038681431_164043687469919
https://www.facebook.com/2020665507961265_522852484768200
https://www.facebook.com/1820508294683485_97443532273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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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784 LINE TODAY > 國內 蔡英文除夕談話 自豪經濟成長超乎預期

2 1,522 LINE TODAY > 生活 求捐款花蓮 傅崐萁：沒台南五分之一

3 1,363 LINE TODAY > 國內
接受日本救援卻婉拒大陸？ 府：因日方有高階生命探
測儀

4 1,355 yahoo新聞 > 交通 1000多人沒機票 台生代表揚言要請國賠

5 1,264 LINE TODAY > 生活 剛求婚成功…發現女友一家都作業員！他嘆：有點後悔

6 1,151 LINE TODAY > 娛樂 老闆當街大喊：這個人就是黃安！ 他轉身落跑

7 1,034 LINE TODAY > 國內 花蓮強震蔡英文害的？ 氣象專家稱「德不配位」惹議

8 937 LINE TODAY > 理財 館長捐百萬花蓮賑災 陳沂嘲諷：贖罪券買好買滿

9 926 LINE TODAY > 國內 花震救災奏效 民進黨民調：蔡英文滿意度重回50.4%

10 905 LINE TODAY > 國內 執行死刑要慎重 邱太三：終極目標是廢死

新聞頻道 聲量探索排行榜

OpView放大鏡

網友熱議文章大公開
觀測期間| 2018.02.05~2018.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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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52,588 有趣 Dcard新春大樂透・最終期下注處

2 4,320 西斯 #經驗#圖初次約

3 3,650 感情 #圖woo到男友約炮

4 2,395 西斯 #圖幼稚園就不小心啟蒙了

5 2,107 心情 中100萬的心情

6 1,856 心情 花蓮很嚴重，不要再開玩笑了。

7 1,683 感情 原來我也有這一天，我被戴綠帽了

8 1,575 閒聊 我家很有錢但我不知道

9 1,209 心情 救救僑光跟逢甲及東海的同學

10 1,000 有趣 #圖各縣市的刻板印象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7%B8%BD%E7%B5%B1%E9%99%A4%E5%A4%95%E8%AB%87%E8%A9%B1%E3%80%8C%E7%B6%93%E6%BF%9F%E6%88%90%E9%95%B7%E8%B6%85%E4%B9%8E%E9%A0%90%E6%9C%9F+%E3%80%8D-k7N6KM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6%B1%82%E6%8D%90%E6%AC%BE%E8%8A%B1%E8%93%AE%E3%80%80%E5%82%85%E5%B4%90%E8%90%81%EF%BC%9A%E6%B2%92%E5%8F%B0%E5%8D%97%E4%BA%94%E5%88%86%E4%B9%8B%E4%B8%80-8eWqnZ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6%8E%A5%E5%8F%97%E6%97%A5%E6%9C%AC%E6%95%91%E6%8F%B4%E5%8D%BB%E5%A9%89%E6%8B%92%E5%A4%A7%E9%99%B8%EF%BC%9F%E5%BA%9C%EF%BC%9A%E5%9B%A0%E6%97%A5%E6%96%B9%E6%9C%89%E9%AB%98%E9%9A%8E%E7%94%9F%E5%91%BD%E6%8E%A2%E6%B8%AC%E5%84%80-nJMVmM
https://tw.news.yahoo.com/m503%E4%B9%8B%E4%BA%BA%E5%9C%A8%E5%9B%A7%E9%80%94-1000%E5%A4%9A%E4%BA%BA%E6%B2%92%E6%A9%9F%E7%A5%A8-%E5%8F%B0%E7%94%9F%E4%BB%A3%E8%A1%A8%E6%8F%9A%E8%A8%80%E8%A6%81%E8%AB%8B%E5%9C%8B%E8%B3%A0-030816136.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89%9B%E6%B1%82%E5%A9%9A%E6%88%90%E5%8A%9F%E2%80%A6%E7%99%BC%E7%8F%BE%E5%A5%B3%E5%8F%8B%E4%B8%80%E5%AE%B6%E9%83%BD%E4%BD%9C%E6%A5%AD%E5%93%A1%EF%BC%81%E4%BB%96%E5%93%80%E5%98%86%EF%BC%9A%E6%9C%89%E9%BB%9E%E5%BE%8C%E6%82%94-zKQeR7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8%80%81%E9%97%86%E5%A4%A7%E5%96%8A%EF%BC%9A%E9%80%99%E5%80%8B%E4%BA%BA%E5%B0%B1%E6%98%AF%E9%BB%83%E5%AE%89%EF%BC%81%E4%BB%96%E8%BD%89%E8%BA%AB%E8%90%BD%E8%B7%91-oJ98qW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8%8A%B1%E8%93%AE%E5%BC%B7%E9%9C%87%E8%94%A1%E8%8B%B1%E6%96%87%E5%AE%B3%E7%9A%84%EF%BC%9F%E6%B0%A3%E8%B1%A1%E5%B0%88%E5%AE%B6%E7%A8%B1%E3%80%8C%E5%BE%B7%E4%B8%8D%E9%85%8D%E4%BD%8D%E3%80%8D%E6%83%B9%E8%AD%B0-9XPMxe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9%A4%A8%E9%95%B7%E6%8D%90%E7%99%BE%E8%90%AC%E8%8A%B1%E8%93%AE%E8%B3%91%E7%81%BD%E3%80%80%E9%99%B3%E6%B2%82%E5%98%B2%E8%AB%B7%EF%BC%9A%E8%B4%96%E7%BD%AA%E5%88%B8%E8%B2%B7%E5%A5%BD%E8%B2%B7%E6%BB%BF-rZ6krk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8%8A%B1%E9%9C%87%E6%95%91%E7%81%BD%E5%A5%8F%E6%95%88%E3%80%80%E6%B0%91%E9%80%B2%E9%BB%A8%E6%B0%91%E8%AA%BF%EF%BC%9A%E8%94%A1%E8%8B%B1%E6%96%87%E6%BB%BF%E6%84%8F%E5%BA%A6%E9%87%8D%E5%9B%9E50+4-OY20ev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9F%B7%E8%A1%8C%E6%AD%BB%E5%88%91%E8%A6%81%E6%85%8E%E9%87%8D+%E9%82%B1%E5%A4%AA%E4%B8%89%EF%BC%9A%E7%B5%82%E6%A5%B5%E7%9B%AE%E6%A8%99%E6%98%AF%E5%BB%A2%E6%AD%BB-wZ11GY
https://www.dcard.tw/f/funny/p/228318283
https://www.dcard.tw/f/sex/p/22824413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8255872
https://www.dcard.tw/f/sex/p/228253640
https://www.dcard.tw/f/mood/p/228303905
https://www.dcard.tw/f/mood/p/228259227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8287705
https://www.dcard.tw/f/talk/p/228282246
https://www.dcard.tw/f/mood/p/228246194
https://www.dcard.tw/f/funny/p/22825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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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616 Gossiping [爆卦]幫我爸爸集氣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了

2 1,601 Gossiping [問卦]希望無人傷亡幫忙集氣

3 1,573 Gossiping [問卦] PTT線上圍爐

4 1,563 MobilePay [情報]街口官方大撒幣集中篇互助請到另一篇

5 1,512 Gossiping [問卦]到底幾年次的，才有強迫買紅十字會郵票？

6 1,506 Gossiping Re: [問卦]中國人笑台灣捐200億給日本日只捐台千萬?

7 1,487 Gossiping Re: [問卦] HowHow真的是一人團隊嗎?????

8 1,464 Gossiping Re: [新聞]柯文哲:都更「一坪換一坪」是幻想

9 1,348 Gossiping Re: [問卦]台灣房屋耐震程度?

10 1,277 Gossiping [新聞]阿部寬快閃來台賣家電捐一千萬日幣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671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少掉100萬但是還是不要怕，空頭不死必有後生

2 461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我做空選擇權，今天跌500點我卻被斷頭~我只能認賠嗎?

3 427
行動通訊綜合討論區
(智慧型與傳統手機)

街口支付紅包互助區

4 346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小心抓耙子就在你車後

5 311
Audi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Audi台北旗艦中心】內湖奧迪之詐欺行為

6 309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柯文哲：都更一坪換一坪是幻想 丁守中：我辦得到，外
加一個停車位

7 282
電動機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政府圖利？換電公版歷史事件懶人包，請理性討論！

8 278
Ford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Power Shift變速箱(濕式)維修心得

9 269 閒聊與趣味(生活娛樂) 姑姑初二要吃幾年的風波

10 257 房地產綜合(居家房事) 轉載:柯文哲：都更一坪換一坪加車位別幻想不花一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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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524410.A.727.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7934366.A.C5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689098.A.C46.html
http://www.ptt.cc/bbs/MobilePay/M.1518677121.A.FC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484020.A.29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155876.A.56B.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584355.A.D82.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571309.A.F10.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7936316.A.53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073719.A.0FA.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68&f=291&t=5385285#6747830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7&f=291&t=5384838#6748322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43&f=18&t=5389464#6748266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5&f=294&t=5385269#6745442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2&f=606&t=5389459#6748301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356&t=5388173#6746420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622&t=5384400#67453937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8&f=260&t=5386626#6747824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37&t=5386063#6747374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6&f=356&t=5386207#6745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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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63,971 加藤軍台灣粉絲團 2.0 下雨天了，提醒你的朋友不要滑倒 #這是誰朋友啊

2 38,765 東森新聞 #麻花編：啊❤真是療癒的小玩具 #粉刺 #紓...

3 38,269 怎樣！老娘就是愛美
準備跟親朋好友一同露營去啦~~~ 完全不用怕沒地方洗澡或
廁所髒兮兮!!

4 36,873 東森新聞
＃座位好編：哈～快笑死，玩這款遊戲真的懂了老爹老母心急
的心情XD

5 36,592 ETtoday寵物雲 海帶呀～海帶！海帶呀～海帶！好想摸牠的肚肚喔😂(#01J)

6 32,722 小兔小安*旅遊札記
過年要到了還在查上哪玩嗎？最新版的台南一日遊懶人包來
了！

7 29,715 ETtoday新聞雲
這太好笑了啦～是不是有人可以帶山東小妞去按鈴？（#丹
利老爹）

8 27,207 東森新聞 #麻花編：這豬隊友太神了啦XD 笑翻 #竊賊 #豬隊友 #腦袋

9 25,479 關鍵時刻 #惡魔在身編：這個時薪一定很高(插腰 #巨鼠...

10 25,307 Pairs - 派愛族 輸入出生年月日測一下2018今年運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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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2,874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直播派獎又來了！👉只要在星期六 2 月 10 日直播期間
( 晚上 ...

2 46,343 英雄聯盟
快來跟英雄聯盟講吉祥話領紅包🎁在本篇貼文留下「新年快
樂」便有機會讓隨機的...

3 44,079
神魔之塔

Tower of Saviors
🎁直播派獎又來了！👉只要在 2 月 17 日(六) 直播期間 ( 晚
上...

4 31,109 TCPB 局長室 ＃旺旺新春迎狗年~＃家家平安送舊歲~

5 18,475 錵鑶居家料理小教室 【抽獎】＃第六抽這禮拜來抽”silit平底鍋”

跨平台贈獎文 聲量探索排行榜(來源：討論區、社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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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facebook.com/1996149167086224_1996184067082734
https://www.facebook.com/1937456766289405_1937471422954606
https://www.facebook.com/1500753416700145_1504306536344833
https://www.facebook.com/1940498742651874_1940707375964344
https://www.facebook.com/1679743162113359_1680556195365389
https://www.facebook.com/1701454569910888_1701455186577493
https://www.facebook.com/1798040000232156_1798047263564763
https://www.facebook.com/1949791878389227_1949796211722127
https://www.facebook.com/1715156885197171_1715160325196827
https://www.facebook.com/1837254606295982_1839644142723695
https://www.facebook.com/1732714580152387_1732717950152050
https://www.facebook.com/1995105037184532_1995145177180518
https://www.facebook.com/1741009215989590_1741032465987265
https://www.facebook.com/849379511932252_849379988598871
https://www.facebook.com/1671624026232407_1671626766232133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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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花蓮強震企業伸援手 宏碁宣布捐5百萬賑災

花蓮地區於2月6日深夜發生震度達6級的強震，地震造成房屋倒塌且有大批居民受困。為協助花蓮地
震災民生活與災後恢復，宏碁公司捐款新台幣5百萬元，為社會盡一份心力，也為花蓮地區民眾祈福。

花蓮大地震災情慘重，國內外民眾持續關注，各大企業也陸續捐款賑災，有網友大讚宏碁
近年雖然營收縮減，依然捐款賑災值得肯定，對於宏碁品牌給予正面評價。但也有不少
網友對於捐款的「點名大賽」不以為然，認為自發性捐款協助才有意義，別讓捐款成了批
鬥大會，如何幫助災民盡速恢復生活，才是當務之急。

品牌話題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

[註]參考《經理人月刊》 Brand Asia亞洲影響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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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台灣百大[註]與各領域知名品牌在網路頻道上的討論聲量，並即時產出前十大排

行榜，讓您隨時了解品牌輿論風向。

排名 品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統一/頂新 610 Ptt > Gossiping [問卦]當初說抵制統一跟頂新的人還在努力嗎？

2 華航 481 Ptt > Gossiping [新聞]華航空姐夾藏6公斤金條入境大阪

3 王品 374 Dcard > 美食 西堤你不能不知道#介紹

4 MAZDA 324 Ptt > car [討論]曾幾何時MAZDA贏過了HONDA?

5 華為 274 Ptt > MobileComm [情報]美六大情報部門首長籲國民勿用華為手機

6
NET/

UNIQLO
254 Ptt > e-shopping [問題]跟net、uniqlo品質差不多有實體店的網拍

7 HTC 254 Ptt > Gossiping [新聞]轉職谷歌加薪3成 宏達電留任員工怨

8 宏碁 248 Ptt > Gossiping [新聞]企業伸援手 宏碁宣布捐5百萬賑災

9 HTC 233 Ptt > MobileComm [情報] HTC 10盒裝內附充電器召回

10 PChome 206 Ptt > Gossiping
Re: [問卦] pchome為什麼不能像亞馬遜露天一
樣長大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4671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7773270.A.04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427969.A.242.html
https://www.dcard.tw/f/food/p/228253208
http://www.ptt.cc/bbs/car/M.1518497215.A.1EF.html
http://www.ptt.cc/bbs/MobileComm/M.1518679927.A.8DD.html
http://www.ptt.cc/bbs/e-shopping/M.1518876511.A.A46.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137075.A.B8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7966194.A.CC7.html
http://www.ptt.cc/bbs/MobileComm/M.1518088286.A.FD4.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18091911.A.8B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