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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不孕症大哉問

-擺脫偏方的理性台灣人

OpView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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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不孕症一直是困擾眾多家庭的問題，研究顯示國內每

7對夫妻就有1對不孕，台灣的不孕症醫療因此逐漸受到重視！

上網求助、討論也成為一種常用的諮詢管道。

《O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將揭曉過去一年來，網友們討論不

孕症的相關焦點，及目前尋求不孕症治療的醫療方式偏好趨

勢。從不孕症聲量趨勢圖中可得知，小嫻去年2月公開不孕及12

月爆出離婚消息，不孕症討論聲量達到觀測期間的兩大高峰，

不孕症在其他時間也都穩定維持兩千則左右的討論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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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時間：2017/1/1~2017/12/31

資料範圍：新聞網站、社群網站、討

論區、問答網站、部落格

▲不孕症聲量趨勢&高峰時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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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嫻加油!!!!!!
#獨家#專訪#小嫻#不孕#取卵做人
(回文數: 281)

何守正sam16發文解釋婚變原因了！！
【獨家回應】何守正認婚變
(回文數: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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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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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大哉問

利用自然語言分析工具，探索文章中的權威詞顯示，網路上討

論不孕症內容以婚姻出現次數最高、其次為子宮、排序第三為

夫妻。從這三個權威詞可看出，不孕症的討論與家庭及婚姻關

聯性極高，且女性在不孕症討論似乎扮演著比男性更重要的角

色，接下來將揭曉網友們的討論內容。

▲不孕症話題關鍵字文字雲

「婚姻」危機是迫使「夫妻」正視不孕症的壓力源頭之一，華

人傳宗接代的傳統使得不孕症夫妻揹負著巨大的壓力。文字雲

中，相關的詞包刮父母、成家生育、責任義務，這些沉重的詞

彙頓時讓不孕症變為夫妻的罪。去年小嫻不孕離婚的新聞也讓

眾多網友開始討論婚姻維持與不孕的關係。

家庭壓力與婚姻維持

醫學研究顯示男女不孕比例相同，但從文字雲中看出男女所佔

的角色比重卻明顯不均，女性常見詞彙如子宮、卵巢、肌瘤、

內膜，反觀男性則只有男性、精子會常被與不孕症一併提起。

顯示現今似乎仍有女性要負生育責任的迷思，不孕夫妻通常會

是女性主動檢查、求助，卻忽略了病因在男性的可能。

女性生育責任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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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治療方式偏好文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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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6587

中醫 2790

生活 3155

偏方 859

中醫&西醫 1198

中醫&生活 1167

中醫&偏方 235

西醫&生活 837

西醫&偏方 262

生活&偏方 254

西醫&中醫&生活 487

西醫&中醫&偏方 136

偏方&生活&中醫 155

西醫&生活&偏方 109

四者皆有 95

註：文氏圖圈圈大小代
表其網路聲量高低，交
集區代表多種療法被同
時提及，詳細數字如下

擺脫偏方的理性台灣人

網路上討論不孕症的治療方式偏好多元嘗試，且西醫搭配中醫

及偏方，被討論的比例則是最高且總量最多的；而純以偏方則

是討論量較少的一種醫療方式。

從純偏方治療資料顯示，台灣人已慢慢拋去民間療法，較相信

西方科學，同時中醫也逐漸減少，或者是說更偏向輔助性質，

民眾需要治療不孕症時不會單單只靠中醫療程。以下就四大療

法分別論述：

西醫討論

 護理師陳OO和先生王OO，結婚四年無法懷孕，於是
嘗試做試管

 請問是去哪裡做的，費用高嗎
 光看就覺好累喔⋯⋯真厲害

 就是借肚子而已，受精卵還是爸爸媽媽本身的精子卵子

 可以嘗試人工受孕看看先找出原因吧現在醫療科技發達

 哪裡可以做這個檢查
 陳O醫生ㄟ二嫂推薦的

試管是較熟為人知的治療方法，而胚胎快篩較新穎，被提及次

數比較少。西醫討論內容多會詢問費用、醫生、醫院，及討論

代理孕母的倫理議題。

西醫
中醫

調整
生活方式

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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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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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討論

 不孕，針灸調好像比較有用，我姊和身邊的朋友

都如願了。

 我之前吃中藥調身體～沒想到就突然懷孕了

現代人在中醫治療不孕症上偏好透過中藥調理，有

兩成的人會討論透過針灸，多半是伴隨著自身的成

功經驗而分享。

生活調整

偏方討論

 放輕鬆，多運動出去走走！

 如雞、鴨、魚、瘦肉、蛋類，可提出供人精子所

需用要的各種氨基酸

 心情放輕鬆~勝過打針吃藥

在透過調整生活方式來改善不孕的方法中，運動最

常被提及，或許也與國人近年運動風氣盛行有關

聯，其次則為作息與飲食的調整。

 幸好老婆陪我到處遍尋秘方……終於在網路上搜

尋到傳說中的OO能還原男人的戰鬥力

 註生娘娘主司授子、安產、護兒，一向是久婚不

孕、安胎待產婦女虔誠奉祀的神明

在偏方方面，可分為特殊秘方與求神問卜兩類，兩

者比例接近，偏方上很多疑似廠商的網友散播不明

來源的藥物資訊，或是其他難以驗證的偏門知識，

其次便是台灣傳統民間信仰，如註生娘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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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台灣生育率低落，且出現高比例的不孕症夫妻，《OpView社群

口碑資料庫》蒐集過去一年共28,145則不孕症相關的網路聲量，

在這一年的趨勢中，不孕症維持一定的討論量，其中以自身或

他人真實經驗出發，再訴諸情感及婚姻維繫的文章更能引起網

友廣大迴響，成功生育的故事，也能吸引有需求的夫妻留言洽

詢。不孕症醫療在台灣慢慢受到重視，從社群資料可發現，市

場需求比想像中更廣大，相關醫療服務充滿商機。

OpView收錄台灣超過2萬的熱門頻道，可掌握大範圍市場走

勢，亦可針對指定品牌/通路分析受眾組成與特定議題，若您有

任何研究或行銷需求，歡迎與我們聯繫。

附錄：不孕症前十大熱門話題

排名 討論數 標題 頻道來源

1 421
Re: [代Po]先生不孕，該如
何調適心情?

Ptt > marriage

2 281
小嫻加油!!!!!!
小嫻#不孕#取卵做人

facebook粉絲團 > 
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3 203
結婚四年無法懷孕，於是
嘗試做試管...

facebook粉絲團 > 
親子天下

4 147
悚！不孕夫婦求子心切竟
殺孕婦「剖腹盜子」棄屍
荒野

facebook粉絲團 > 
東森新聞

5 128
抒發一下，想要小孩卻一
直無法懷孕。

mobile01 > 媽媽
寶寶親子(女性流行)

6 118
[懷孕]不孕症療程+肝素+試
管心得 Ptt > BabyMother

7 112
在25歲至40歲之間的育齡
女性中，佔了不孕症的成
因高達五成....

facebook粉絲團 > 
壹週刊

8 95
請問一下團友們女生很愛
吃冰一直吃年齡41歲了這
樣會不孕還是會懷孕。

Facebook公開社團
> 宜蘭知識+

9 62
[閒聊]北高有推薦看不孕的
中醫嗎

Ptt > Kaohsiung

10 53
又有新技術了，這是不孕女
性的新福音啊～

facebook粉絲團 > 
蘋果動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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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opview.com.tw/contactus
http://www.ptt.cc/bbs/marriage/M.1488447952.A.881.html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16157928507412&id=35296273149360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16157928507412&id=35296273149360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4446677142108&id=15290593210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785424078159342&id=12461633090680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75&t=5140993
http://www.ptt.cc/bbs/BabyMother/M.1510030579.A.786.html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203673989128020&id=12569314415222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469019633185303&id=417448558342421
http://www.ptt.cc/bbs/Kaohsiung/M.1506526232.A.843.html
https://www.facebook.com/760897074109483_763780113821179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717 yahoo新聞 > 政治 3人闖獨派記者會抗議 疑持「生髮劑」朝蔡丁貴噴灑

2 1,534 yahoo新聞 > 政治 臉書遭注音文洗版 葉宜津說話了

3 1,421 yahoo新聞 > 政治 中國修憲刪國家主席連任 習近平「稱帝」成定局

4 1,320 LINE TODAY > 國內 強化組絕功能 總統府將增設景觀圍籬

5 1,285 LINE TODAY > 生活 如果ㄅㄆㄇ消失了…她「神舉例」笑翻

6 1,281 yahoo新聞 > 政治 遭日艦射水砲 原來是我漁船違規在先

7 1,159 LINE TODAY > 國內 周玉蔻驚爆 遭現任閣員酒後性騷2次

8 1,156 LINE TODAY > 國內 反年改繆德生辭世…王炳忠：血債血償

9 1,128 LINE TODAY > 生活 全台瘋買衛生紙！行政院：行銷手段失控的結果

10 1,109 LINE TODAY > 國內 阿扁決心參加陳致中造勢晚會 嗆「不然到現場來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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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5~201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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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2,823 有趣 80年代的小朋友錢都砸在這

2 1,186 西斯 #圖任性啊2

3 874 感情 他在男友面前抱了我

4 866 心情 我爸開計程車怎麼了

5 866 西斯 Ryan＆萌萌－求我

6 842 感情 他用一塊買斷五年的感情

7 836 西斯 #圖分享瘦男生的感想

8 774 心情 #文長阿伯的遭遇讓我懷疑人生

9 766 女孩 水滴隆乳

10 750 彩虹 姐姐第一次帶「女」友回家

Dcard 聲量探索排行榜(排除贈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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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s://tw.news.yahoo.com/3%E4%BA%BA%E9%97%96%E5%85%A5%E7%8D%A8%E6%B4%BE%E8%A8%98%E8%80%85%E6%9C%83%E6%8A%97%E8%AD%B0-%E7%96%91%E6%8C%81%E3%80%8C%E7%94%9F%E9%AB%AE%E5%8A%91%E3%80%8D%E6%9C%9D%E8%94%A1%E4%B8%81%E8%B2%B4%E5%99%B4-03432849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87%89%E6%9B%B8%E9%81%AD%E6%B3%A8%E9%9F%B3%E6%96%87%E6%B4%97%E7%89%88-%E8%91%89%E5%AE%9C%E6%B4%A5%E8%AA%AA%E8%A9%B1%E4%BA%86-02240822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4%BA%BA%E5%A4%A7%E4%BF%AE%E6%86%B2%E9%80%9A%E9%81%8E%E5%8F%96%E6%B6%88%E5%9C%8B%E5%AE%B6%E4%B8%BB%E5%B8%AD%E9%80%A3%E4%BB%BB-%E7%BF%92%E8%BF%91%E5%B9%B3%E3%80%8C%E7%A8%B1%E5%B8%9D-075958529.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BC%B7%E5%8C%96%E7%B5%84%E7%B5%95%E5%8A%9F%E8%83%BD+%E7%B8%BD%E7%B5%B1%E5%BA%9C%E5%B0%87%E5%A2%9E%E8%A8%AD%E6%99%AF%E8%A7%80%E5%9C%8D%E7%B1%AC-lwN0Rk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A6%82%E6%9E%9C%E3%84%85%E3%84%86%E3%84%87%E6%B6%88%E5%A4%B1%E4%BA%86%E2%80%A6%E5%A5%B9%E3%80%8C%E7%A5%9E%E8%88%89%E4%BE%8B%E3%80%8D%E7%AC%91%E7%BF%BB-5XKa6v
https://tw.news.yahoo.com/%E9%81%AD%E6%97%A5%E8%89%A6%E5%B0%84%E6%B0%B4%E7%A0%B2-%E5%8E%9F%E4%BE%86%E6%98%AF%E6%88%91%E6%BC%81%E8%88%B9%E9%81%95%E8%A6%8F%E5%9C%A8%E5%85%88-013128936.html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91%A8%E7%8E%89%E8%94%BB%E9%A9%9A%E7%88%86%E3%80%80%E9%81%AD%E7%8F%BE%E4%BB%BB%E9%96%A3%E5%93%A1%E9%85%92%E5%BE%8C%E6%80%A7%E9%A8%B72%E6%AC%A1-zzX7yP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8F%8D%E5%B9%B4%E6%94%B9%E7%B9%86%E5%BE%B7%E7%94%9F%E8%BE%AD%E4%B8%96+%E7%8E%8B%E7%82%B3%E5%BF%A0%EF%BC%9A%E8%A1%80%E5%82%B5%E8%A1%80%E5%84%9F-vZR0vm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5%85%A8%E5%8F%B0%E7%98%8B%E8%B2%B7%E8%A1%9B%E7%94%9F%E7%B4%99%EF%BC%81%E8%A1%8C%E6%94%BF%E9%99%A2%E5%85%AC%E4%BD%88%E7%9C%9F%E7%9B%B8%EF%BC%9A%E8%A1%8C%E9%8A%B7%E6%89%8B%E6%AE%B5%E5%A4%B1%E6%8E%A7%E7%9A%84%E7%B5%90%E6%9E%9C-OYaZnj
https://today.line.me/TW/pc/article/%E9%98%BF%E6%89%81%E6%B1%BA%E5%BF%83%E5%8F%83%E5%8A%A0%E9%99%B3%E8%87%B4%E4%B8%AD%E9%80%A0%E5%8B%A2%E6%99%9A%E6%9C%83%E3%80%80%E5%97%86%E3%80%8C%E4%B8%8D%E7%84%B6%E5%88%B0%E7%8F%BE%E5%A0%B4%E4%BE%86%E6%8A%93%E4%BA%BA%E3%80%8D-3zOvMy
https://www.dcard.tw/f/funny/p/228464613
https://www.dcard.tw/f/sex/p/228504831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8432922
https://www.dcard.tw/f/mood/p/228466819
https://www.dcard.tw/f/sex/p/228408025
https://www.dcard.tw/f/relationship/p/228452649
https://www.dcard.tw/f/sex/p/228469911
https://www.dcard.tw/f/mood/p/228495628
https://www.dcard.tw/f/girl/p/228457909
https://www.dcard.tw/f/rainbow/p/228507355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排行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1,617 Gossiping Re: [新聞]首位登俄台灣鋼琴家，他的神曲你一定聽過

2 1,558 movie [討論]第90屆奧斯卡頒獎典禮

3 1,506 Gossiping [問卦]下一個死的是誰？

4 1,506 Gossiping [爆卦]史蒂芬霍金過世

5 1,498 Gossiping [新聞]中國人大確定修憲 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

6 1,497 Gossiping [新聞]到職3個月懷孕了 通知公司隔天就被開除

7 1,483 Gossiping Re: [FB]王瑞德-考慮向用侮辱字眼罵我的人求償

8 1,481 WomenTalk [問題]陌生人跑來共桌妳會請他去旁邊空桌嗎？

9 1,461 Gossiping [爆卦]國訓中心糟蹋台灣國手(郭婞淳戴資穎事件)

10 1,428 Gossiping [新聞]起底！林佳龍簽千億海水採礦MOU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351 iPhone(蘋果電腦)
發現盲點！！終於了解卓粉不能體會iPhone （蘋果生態系）
便利性的原因。

2 323 投資與理財(生活娛樂) 求救！弟欠債死亡，兄的存款直接被繼承抵銷

3 305
台中市

(居家房事中部地區)
台中毒霾沒救了～核四確定掰了台電1744燃料束6月運回美
國

4 291
Ford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福特後勤..真的修得精彩打死不承認錯

5 28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習皇若要武統台灣，我們該怎麼辦？

6 266 兩性與感情(生活娛樂) 40歲優質好男人

7 264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711好大的貨車

8 246 就愛咖啡香(生活娛樂) Flair開箱~

9 243
動研室七嘴八舌區

(小惡魔的動力研究室)
爺爺開車時,被一輛亂入的Volvo擊沉了(21頁更新對方車輛
受損照)

10 221 新聞與時事(生活娛樂) 請大家談談醫療上台灣比大陸好到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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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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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0850748.A.3C2.html
http://www.ptt.cc/bbs/movie/M.1520211371.A.DF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1367001.A.04F.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0999568.A.EB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0233726.A.51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0990911.A.D4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1294783.A.23B.html
http://www.ptt.cc/bbs/WomenTalk/M.1520257552.A.5FC.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0952671.A.0E1.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0913339.A.567.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6&f=383&t=5405701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3&f=291&t=540467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1&f=460&t=5411758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30&f=260&t=5406006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9&f=638&t=5404120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292&t=540773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7&f=294&t=5405383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640&t=540534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5&f=294&t=5410344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23&f=638&t=5404020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排名
新增
回文數

來源頻道 標題

1 97,176 飆捍 郭先生又來了只好線上對決。

2 29,815 聯合報
習大大～有人在叫你【太陽花判決扯上習近平？陳為廷「敬告」
習：別越雷池】...

3 27,575 噪咖
ㄒㄅㄉㄉㄎㄌㄕㄇㄎㄅㄒㄙㄌ XDDD(翻譯蒟蒻：小編到底看
了什麼快被笑死了...

4 25,307 小三美日平價美妝 原來我一直瘦不下來，就是你害的！！＠害你變胖的那個人

5 23,791 即新聞
幸好應該是沒有人受傷XDDD（#何羅魚）離奇實錄／機車被
撞後「自己烙跑」...

6 22,733 異鄉人 Outlander 通通有！請注音這次特別找了蕭志瑋以及瘋狂大宅們小胖...

7 19,707 加藤軍台灣粉絲團 2.0 還能說什麼#標籤單身狗

8 19,467 udn.com 聯合新聞網
太陽花宣判，竟然變成對習近平宣戰...？！@_@【太陽花判
決扯上習近平？陳...

9 18,289 東森新聞 #藍編：被結局笑死XDD把拔也想要兒子的愛啦...

10 17,194 噪咖 小編明天就要吃巧克力卡啦雞讓自己一路飽到中午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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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67,871
facebook粉絲團>
一休陪你一起愛瘦身

大部份人都知道，減重需要飲食控制可是許多人最大的問題就
是：「我沒時間煮」

2 69,588
facebook粉絲團>

姊妹淘心事
超靈驗占卜！選一扇門測出你2018的個性與未來...

3 55,787
facebook粉絲團>

Mark語錄
快來測測看你多會說謊～留言輸入字母就OK囉

4 55,384
facebook粉絲團>

神魔之塔
直播派獎又來了！只要在 3 月 17 日(六) 直播期間

5 45,641
facebook粉絲團>
【食尚夫妻】

【職能治療師媽媽-寶寶獨立吃飯教學包】#分享給帶寶寶練習
吃飯遇到難題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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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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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2014254462177021_2014254775510323
https://www.facebook.com/1028217363997704_1028240433995397
https://www.facebook.com/943244435882623_943320765874990
https://www.facebook.com/1998067393558675_2000701056628642
https://www.facebook.com/1029649430533823_1029708003861299
https://www.facebook.com/2049169638705430_2049218798700514
https://www.facebook.com/2043413922359748_2043414625693011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734959596030_10156734963416030
https://www.facebook.com/1991877807513967_1992059970829084
https://www.facebook.com/936709086536158_936795216527545
https://www.facebook.com/2074008912859258_2074009539525862
https://www.facebook.com/10156198664979694_10156198833249694
https://www.facebook.com/2019017571686956_2019025175019529
https://www.facebook.com/1776173789139799_1776180719139106
https://www.facebook.com/447960408967525_448116292285270
http://www.opview.com.tw/%E5%88%86%E6%9E%90%E5%A0%B1%E5%91%8A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衛生紙之亂禍首找到了公平會開罰大潤發350萬

家用衛生紙喊漲的風波尚未平息，公平會在經過兩個星期的逐一約談紙廠業者與通路商後，於3/14下
午召開記者會，表示大潤發因發不實訊息進行促銷，誤導消費大眾，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處
以新台幣350萬元罰鍰。大潤發過去另曾因不實廣告等原因受罰，今是大潤發第4次受罰。

大潤發有四次受罰的紀錄，近期表現讓人質疑形象大傷，有網友表示公平會罰的好!揪出
造成社會恐慌的商人。但大多數的網友對公平會決策不以為然，認為漲價是事實, 拿大潤
發開刀難道就不漲了嗎? 大潤發一看就是代罪羔羊，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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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C 809 Ptt > MobileComm
Re: [新聞]宏達電2月營收再降至26億創13年來
新低

2 大潤發 387 yahoo新聞 > 財經 衛生紙之亂禍首找到了公平會開罰大潤發350萬

3 大潤發 387 Ptt > Gossiping [新聞]衛生紙之亂禍首找到了公平會開罰大潤發

4 HTC 345 Ptt > MobileComm [情報]宏達電透露U12上市腳步近了

5 光陽 317 Ptt > Gossiping
Re: [新聞]不甩Gogoro換電標準！光陽Kymco表
示

6 宏碁 245 Ptt > Gossiping [新聞]智慧佛珠詢問度爆表宏碁員工開箱示範

7 富邦 187 Ptt > Japan_Travel [資訊]富邦不便險直接理賠5000台幣經驗分享

8 SONY 173
mobile01 > Sony單
眼相機(可換鏡頭數位

相機)

A7M3豎條紋頻發的原因找到了，是A9發生概率
的三倍以上

9 三陽 165
mobile01 > 電動機車
(小惡魔的機車同好會)

三陽：電動機車應充換電併行

10 HTC 163 Ptt > MobileComm
Re: [新聞]宏達電錯在哪？他批「不理消費者顧
自己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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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請點我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4671
http://www.ptt.cc/bbs/MobileComm/M.1520328255.A.92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1%9B%E7%94%9F%E7%B4%99%E4%B9%8B%E4%BA%82%E7%A6%8D%E9%A6%96%E6%89%BE%E5%88%B0%E4%BA%86-%E5%85%AC%E5%B9%B3%E6%9C%83%E9%96%8B%E7%BD%B0%E5%A4%A7%E6%BD%A4%E7%99%BC350%E8%90%AC-074048833.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1014188.A.DAD.html
http://www.ptt.cc/bbs/MobileComm/M.1520587833.A.788.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0561729.A.A5A.html
http://www.ptt.cc/bbs/Gossiping/M.1520327494.A.632.html
http://www.ptt.cc/bbs/Japan_Travel/M.1521088612.A.0AD.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8&f=254&t=540611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p=17&f=622&t=5409407
http://www.ptt.cc/bbs/MobileComm/M.1521081300.A.3DE.html
http://www.opview.com.tw/social_w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