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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聯分析近年來被應用於許多不同研究領域，在巨量資料中，探勘資料間之相互關係與
規則。本研究目標在於運用關聯分析，從巨量非結構化資料中，探勘民眾關注之議題，
並分析未來可能發展方向。我們以環保領域資料為研究樣本，建構環保議題偵測模型，
探勘民眾目前關注之議題與未來可能討論風向。分析結果顯示，探勘 PTT 電子佈告欄
之文章，可有效瞭解民眾關注議題，以及準確預測未來議題發展方向。透過此環保議題
偵測系統，不但可以讓環保機關精準掌握輿情焦點，提高施政品質，也可強化政策宣導
內容，大幅涵蓋與解答民眾所關注之議題。此分析系統也可以應用在不同領域，例如：
產品市場調查與口碑分析。

Abstract
Association analysis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recently in many research fields,
mining data relations and rules from huge volume of data especially. This study aims at
mining issues of public concern and analyzing its relations from massive of unstructured data.
The main resource of this study is environmental related documents from PTT bulletin board
system. A model is constructed via the collected environmental documents for predictions
of issues of public concerns and possible future direction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mining information from documents of PTT bulletin board system can effectively
understand the public concerns and predict possible future directions. The reports from the
prediction system may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environmental authorities. The prediction
model we propose not only precisely masters of opinions from public to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v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authorities,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content of press
release to cover and answer the significant important issues of public concerns. The
prediction system can be also applied to different applications, such as market investigation
and opin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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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近年來社群網路的使用者來越多，根據 eMarketer 調查指出，2015 年全球使用社群網
站的人數預估將突破 21 億 8000 萬人1，不同種類的討論話題都可能會出現在各大社群
網站中。網路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不同來源的資訊也隨著網路的便利性以及社群
網站的發達，快速地將資訊傳播開來。而網路上的資訊來源不只來自新聞媒體，民眾個
人經驗、小道消息更是有別於新聞媒體儘量保持客觀的態度，主觀的陳述與透過社群網
路的公開討論，使得訊息的面向更加豐富多元，因此，社群網路使用者討論資料已經成
為文字探勘與議題分析之重要素材來源。
批踢踢實業坊(PTT)是一個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於 1995
年創立，目前在批踢踢實業坊與其分站批踢踢兔註冊總人數約 125 萬人，兩站尖峰時段
超過 15 萬名使用者同時上線，擁有超過 2 萬個不同主題的看板，每日約 4 萬篇新文章
被發表，是非常好的文字探勘與議題偵測素材來源。
文字探勘是近年來隨著人工智慧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發展的一門新興技術。主要從
大量文字資料中自動化辨識與挖掘有用的資訊，萃取出隱含的或過去不為人知，但可信
與有效的訊息。並且依據使用者文字表達特徵，在一群未經處理的資料中找到使用者可
能感興趣的資訊。其中關聯法則分析就是文字探勘中一種重要的分析模型，利用關聯分
析探勘出有用的資訊，可做為政府決策的參考依據[1] [2]。
政府單位發布政策資訊給民眾，常使用新聞稿的形式向民眾宣達，因此，如何加強
政策溝通對政府機關十分重要。一般而言，公部門擬稿人是憑藉個人經驗與蒐集過去歷
史資訊來撰寫文稿。然而，擬稿人可能會受限於個人迷思或因特定領域知識不足，對於
議題焦點之掌握程度，有參差不齊的現象。現今社群網路的出現，使得任何人都可以透
過社群網路取得資訊，並且透過巨量網民的討論資訊，發掘目前大眾所關注的議題與輿
情焦點。透過對巨量社群網路資料進行文字探勘即可以達到上述的目標。建立議題預測
模型，協助公部門擬稿人撰寫新聞稿之方向；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民眾關注之議題，作
為政策研擬與新聞發布後之輿情蒐集，可以即時回應或加強政策溝通，應是可行之有效
方式。
本研究架構共分為五章，包含「緒論」
、
「文獻探討」
、
「實驗資料」
、
「預測模型」與
「結論」，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第一章「緒論」說明研究背景與動機以及論文架構。 第二章「文獻探討」則回顧
整理過去文字探勘方法與應用、關聯分析演算法理論及我國政府對於文字探勘與巨量資
料分析之策略。第三章「實驗資料」說明資料取得來源與統計資訊。第四章「預測模型」
介紹本研究預測模型設計與參數設定，以及系統分析流程。第五章「實驗結果與分析」
探討與分析實驗結果。第六章「結論」總結所有分析資訊、研究貢獻以及未來可能研究
方向。

二、文獻探討
文字探勘（Text Mining）主要是針對半結構化（Semi-structured）或非結構化（Unstructured）
儲存格式的文件資料進行探勘，這些非結構化資料隱藏著許多重要的資訊，是近年來重
要的研究領域之一[3]。透過分析文本中的文字特徵，從中萃取出隱含性資訊，轉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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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價值的訊息。近幾年文字探勘技術越臻成熟，除了可以將文本資料有效擷取，且可
以利用語意分析（Semantic Analysis）技術偵測資料內容的屬性。目前已經廣泛應在不
同研究主題，包含文件分類（Document Classification）[4]、文件分群（Document
Clustering）[5]和網頁探勘（Web Mining）[6]。
隨著行動通訊及網路的發展，社群網路平台如 Facebook、Plurk 與 PTT 等相繼興起，
加上智慧手機的普及，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透過網路發表自己的意見，網路使用者主動
將各種不同的意見與評論資訊上傳網路，如果能利用自動化文字分析技術，就可以把這
些巨量的社群網路資料，轉換成有用的資訊，協助政府單位與各集團公司之決策參考
[7][8]。近年來我國政府也感受到社群資料的重要性，著手研究利用「開放資料」、「巨
量資料」與「群眾外包」，協助政府運用網路媒體與科技技術創造「有感施政」2。
巨量資料（Big Data）的議題在我國從 2012 年開始持續發燒，許多應用也隨之而生，
其中巨量資料是指對海量資料進行分析與探勘，而獲取深入、有用且有價值的訊息。巨
量資料的特性包括：資料多、速度快、變化多，以及真實性，所以巨量資料的分析演算
法是決定最終產出資訊是否具有價值的重要因素3。關聯分析（Association Analysis）是
巨量資料中重要的分析演算法之一，特徵為可以產生法則，用來描述資料間的關聯性。
這種方法具有簡潔、易懂的分析結果，常常使用在購物籃分析(Market Basket Analysis)、
交叉比對、預測、分群、分類等研究領域[9]。最早的關聯分析是 1994 年 IBM Almaden
Research Center 的學者 Agrawal[10][11]所提出 Apriori 演算法，主要針對市場購物籃問
題加以探討，其演算法透過反覆產生候選項目集合(Candidate Item Set)，以找出所有高
頻項目集合，並藉由最小支持度與最小信心度之篩選後，推導出所有的關聯法則。但
Apriori 演算法有一個先天上的問題，就是需要產生大量候選項集和需要重複地檢視資
料。Han 等學者提出的 FP-growth 演算法[12]，有效地克服了這方面的問題。FP-growth
將大量的資料壓縮成一種緊密的樹狀結構 FP-tree，這種做法可以大量減少候選項目集
合的個數，並且只需檢視兩次資料庫，可以改善 Apriori 需要大量時間計算的問題，顯
著提升執行效能。
關聯分析已經被廣泛應用在不同領域，在一般商業應用上，藉過去客戶購買行為之
關聯，分析客戶的消費習性，進而變更規劃產品銷售、擺設、推出有競爭力的商品促銷
方案與評估搭配銷售模式[13]。在信用卡市場中，可有效且準確地分析持卡人的信用狀
況，預防呆帳與惡意倒帳的行為，減少發卡銀行損失[14]。在電子商務應用上，分析使
用者進站瀏覽及購物行為，其關聯性可提供網站經營者很好的銷售決策與商品推薦之參
考[15]。在證券投資應用上，股票投資的領域中，常使用技術指標分析來評估股票交易
策略。技術指標很多元，利用關聯分析產生許多可供判斷之投資進出場規則，協助制訂
股票投資交易策略[16]。在數位學習應用上，利用教學網站，從學生的學習特徵中，探
勘學生的學習行為，藉以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17]。在災害防治應用上，經由分析溼度、
溫度、風力等各種不同氣象特徵，可更詳細準確預測氣象[18]。在醫學應用上，分析醫
療資料庫，進行疾病類別與病人特徵之預測，顯示疾病與病人特徵之關聯性，如性別、
年齡與血型等，可以作為醫師診斷時輔助參考[19]。

三、實驗資料
本研究主要使用兩種不同來源資料，分別為社群文章資料與環保關鍵字資料，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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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
社群文章資料集：
此資料集是利用網路爬蟲蒐集 2002 到 2014 年在 PTT/Ecophilia 環境板共 12,412 篇
與環保議題有關之文章，文章內容包含：作者 ID、標題、時間、文章內容、圖片等，
此 12,412 篇將用來建立社群文章資料集(PttForumDB)。此資料集是由網路爬蟲（Web
crawler）自動抓取，網路爬蟲是一種「自動化瀏覽網路」的程式，也是一種網路機器人。
網路爬蟲被廣泛用於網際網路搜尋引擎或資料蒐集網站，用以取得或更新網站的內容。
網路爬蟲可以自動收集所有頁面內容，供文字探勘演算法做探勘（分析處理下載的頁
面），然後進一步得到隱含在網頁內容中之資訊。現今的網路爬蟲包提供者有開源軟體
與商用服務廠商，開源軟體包含：Apache Nutch、Heritrix、Aperture、Grub 等；國內商
用服務廠商包含：意藍資訊、碩網資訊、磐古數位、威知資訊、i-buzz 亞洲指標數位行
銷等；國外商用服務廠商則有 80legs 等。此外由 PTT 抓取文章原始格式為 HTML，無
法直接進行文字探勘與分析，所有抓取文章都經過剖析與清潔處理，將 HTML 轉換成
純文字檔的格式，如：&nbsp;轉為空格、&quot;轉為雙引號"“"、刪除所有的 STYLE 設
置等步驟。
環保關鍵字資料集：
透過與環境保護領域專家學者多次討論，分析新聞資料與環保署新聞稿，擬定重要
環保關鍵字共 97 組。

四、預測模型
環保議題預測模型，主要係透過關聯法則學習法，分析長期的網路社群（PTT/Ecophilia
環境板）資料，據此建立網民討論環保關鍵字的關聯法則，以了解民眾關注之環保議題。
資料分析流程如圖 1 所示，主要分為三個階段：資料蒐集、關鍵字比對、關鍵法則集合
建立。此環保議題預測模型適用之兩種情境：（一）政策研擬階段之輿情蒐集和（二）
新聞發布後之即時回應。

圖 1、議題預測模型分析流程

（一）政策研擬階段輿情蒐集
新聞稿為環保相關單位對外發布政策重要管道。當各級環保單位因應政策須發布新
聞稿時，可自動分析新聞稿內容包含的關鍵字，並經由關鍵字關聯法則，由歷史社群資
料中分析出網民會同時討論的關鍵字進行比對，列出此新聞稿中未包含在關聯法則中的
關鍵字列表，代表須關注之焦點。
透過關聯法則學習法，分析長期的網路社群(PTT/Ecophilia 環境板)資料，據此建立
網民討論環保關鍵詞的關聯法則。當環保相關單位將發布新聞稿時，自動分析新聞稿內
容所包含的關鍵詞，並經由關鍵詞關聯法則分析與比對，列出此新聞稿中未包含在關聯
法則中的關鍵詞列表，這些是由歷史社群資料中分析出網民會同時討論的關鍵詞，因此
可以預先提示新聞稿中所欠缺網民關切的關鍵詞。
分析架構如下述步驟：
（1） 以欲發布新聞稿之時間為啟始時間，從社群資料集(PttForumDB)中取出前
一個月的文章，建立社群資料集子集合(PttForumDB’)
（2） 比對社群資料集子集合(PttForumDB’)與手動設定欲發布新聞稿之關鍵字
資料集(EpaKeyword)，找出社群資料集子集合(PttForumDB’)中所包含的關
鍵字集合(EpaKeyword’)。
（3） 分析包含的關鍵字集合(EpaKeyword’)所隱含的詞彙關聯，建立關聯法則
集合(AssociationRuleSet)，並依據法則信心值排序。
（4） 比 對 新 聞 稿 與 關 鍵 字 資 料 集 ， 找 出 新 聞 稿 中 所 包 含 的 關 鍵 字 集 合
(EpaPressKeyword)。

（5） 比對新聞稿中所包含的關鍵字集合(EpaPressKeyword)與社群關鍵字關聯
法則集合(AssociationRuleSet)的差異程度，依照法則信心值，排序列出所
研擬新聞稿中未關注到之議題。
（二）新聞發布後之即時回應
環保相關單位發布新聞稿之後，透過關聯法則學習，分析網路社群（PTT/Ecophilia
環境板）在新聞發布後的時間區段內，網民討論關鍵字的關聯性。進而比對新聞內容所
包含的關鍵字與此段時間內的關鍵字關聯法則，追蹤掌握環保相關單位發布的新聞稿與
網民關切的關鍵字之間是否出現差異，以便即時因應處理或加強政策溝通。
分析架構如下述步驟：
（1）
（2）

（3）

以新聞稿發布時間為起始時間，從社群資料集(PttForumDB)中取出後一個
月的文章，建立社群資料集子集合(PttForumDB’)。
比 對 社 群 資 料 集 子 集 合 (PttForumDB’) 與 環 保 關 鍵 詞 資 料 集
(EpaKeyword)，找出社群資料集子集合(PttForumDB’)中所包含的關鍵詞集
合(EpaKeyword’)。
分析該筆關鍵詞集合(EpaKeyword’)所隱含的詞彙關聯，建立關聯法則集
合(AssociationRuleSet)，並依據法則信心值排序。

（4）

比對新聞稿與關鍵詞資料集，找出新聞稿中所包含的關鍵詞集合
(EpaPressKeyword)。

（5）

比對該筆關鍵詞集合(EpaPressKeyword)與社群關鍵詞彙關聯法則集合
(AssociationRuleSet)的差異程度，依照法則信心值，排序列出已發布新聞
稿中未包含的關鍵詞彙。

五、實驗結果與分析
（一）政策研擬階段之輿情蒐集
2014 年 11 月，高雄市爆發嚴重的登革熱疫情4。假設環保相關單位將發布一篇與登
革熱疫情相關的新聞稿，撰稿輔助系統執行與分析的過程如下：
（1） 假設環保相關單位欲發布新聞稿包含了 2 個環保關鍵字，分別為：廢水、廢棄
物。
（2） 利用議題偵測系統，分析關鍵詞集合所隱含的詞彙關聯，建立關聯法則集合如
下，信心值越高代表法則越強健，也就是說產生的關鍵字關聯度非常高。關聯
法則集合如表 1，以第 1 條法則為例，可以發現「水污染」會跟「廢水」的關
聯度非常高。表 1 中斜體字表示原本已知之關鍵字，粗體字表示新發現之關鍵
字。
（3） 經過比對欲發布新聞稿關鍵字集合與社群關鍵詞彙關聯法則集合，可以得到環
保關鍵字差集並為「水污染」、「環保局」、「資源回收」、「戴奧辛」、「水
質」、「環保署」、「地下水污染」、「廢清法」和「飲用水」。此方式可以
協助擬稿者，當撰寫有關登革熱防疫的新聞稿時，可以知道網民通常也會關注
「水污染」、「環保局」、「資源回收」、「戴奧辛」、「水質」、「環保署」、
「地下水污染」、「廢清法」和「飲用水」等議題，協助擬稿人撰寫新聞稿時，
可納入參考，提高新聞稿內容廣度與關注議題涵蓋率，以此評估是否跨單位合
作發布新聞稿，以及拉近與網民的距離。
（二）新聞發布後之即時回應
假設以環保相關單位在 2014 年 11 月 5 日所發表的新聞稿為例5，標題為「廢食用
油回收管理工作推動情形及未來規劃」，根據上述分析架構得到分析結果如下：
（1） 環保相關單位發布新聞稿擷取關鍵字共有 4 個，分別為：環保局、廢食用油、
廢棄物、環保署。
（2） 設 定 分 析 資 料 來 源 時 間 區 間 ： 本 研 究 使 用 新 聞 發 布 後 1.5 個 月
(2013.11.06~2014.12.21)，此為動態設定參數，可依據需求調整。
（3） 利用議題偵測系統，分析關鍵詞集合所隱含的詞彙關聯，建立關聯法則集合如
表 2，以第 1 條法則為例，可以發現「廢棄物」與「水污染」跟「水質」的關
聯度非常高。此外，因為 2014 年 11 月 6 日到 2014 年 12 月 5 日在 PTT/Ecophilia
4
5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09000258-260102
http://enews.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31105164404

環境板之文章，都沒有提到關鍵字「廢食用油」，所以沒有產生與關鍵字「廢
食用油」有關之法則。表 2 中斜體字表示原本已知之關鍵字，粗體字表示新發
現之關鍵字。
（4）

經過比對新聞稿關鍵字集合，與社群關鍵字關聯法則集合，可以得到關鍵字差
集為「水質」、「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和「戴奧辛」。故當廢食用油的
議題在網路傳開後，PTT 網民閱讀的文章除了包含與環保相關單位新聞稿相同
的關鍵字外，通常也會關注或討論與「水質」、「水污染」、「地下水污染」
和「戴奧辛」等相關議題之文章，可提供相關單位參考因應。另一方面新聞稿
關鍵字「廢食用油」並沒有被網民討論，也可思考是否加強政策宣傳。
表 1 政策研擬階段關聯法則分析結果

廢水← 水污染
廢水← 環保局
廢水← 環保局 水污染
水污染←
環保局 廢水
水污染
水污染← 環保局
環保局←
水污染 廢水
環保局
環保局← 水污染
水污染← 廢水
環保局← 廢水
廢棄物← 環保局
廢棄物← 環保局 廢水
廢棄物← 環保局 水污染
廢棄物← 環保局 水污染 廢水
資源回收←
環保局
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 環保局 廢水
資源回收← 環保局 水污染 廢水
資源回收← 環保局 水污染
戴奧辛
戴奧辛← 環保局 廢水
戴奧辛← 環保局 水污染 廢水
水質←
環保局 廢水
水質
水質← 環保局 水污染 廢水
環保署←
環保局
環保署
地下水污染←
環保局 廢水
地下水污染
地下水污染← 環保局 水污染
地下水污染← 環保局
廢清法←
環保局 廢水
廢清法
廢清法← 環保局 水污染
廢清法← 環保局
飲用水←
環保局 廢水
飲用水
飲用水← 環保局 水污染 廢水

表 2 新聞發布即時回應關聯法則分析結果
水質 ← 廢棄物 水污染
水污染 ← 廢棄物 水質
水質 ← 環保署
環保署 ← 水質
水質 ← 環保局
水質 ← 環保局 環保署
環保署 ← 環保局 水質
環保署 ← 環保局
水質 ← 水污染
水質 ← 水污染 環保署
環保署 ← 水污染 水質
環保署 ← 水污染
水質 ← 水污染 環保局
環保局 ← 水污染 水質
水質 ← 水污染 環保局 環保署
水質 ← 廢棄物
水質 ← 廢棄物 環保署
環保署 ← 廢棄物 水質
環保署 ← 廢棄物
水質 ← 廢棄物 環保局
環保局 ← 廢棄物 水質
地下水污染 ← 水污染 水質
環保局 ← 環保署 水質
戴奧辛 ← 環保局 環保署 水質
戴奧辛 ← 環保局
地下水污染 ← 環保局 環保署 水質
廢棄物 ← 環保局 水質

六、結論與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環保領域資料為研究樣本，建構環保議題偵測模型，探勘民眾目前關注議
題與未來討論方向。分析結果顯示，採用 PTT 電子佈告欄之文章，經過實驗證明，能
有效瞭解民眾過去關注議題及準確預測未來議題發展方向，可作為環保機關之參考資
訊。然而，經由分析結果可發現，環保相關單位所發布之新聞稿與網民所關注的議題焦
點仍有些微差異。若能及早處理與補強新聞稿未提到之議題，能降低民怨，提升人民對
政府施政效率與滿意度。
未來研究方向可分為以下 3 點：

（一） 本研究使用 PTT 為主要分析資要來源，網路上還有許多不同態樣資料來源可
當成未來分析資料目標，例如 Facebook、Plurk 與政府單位的市民信箱等，透
過多種不同來源資料交叉比對，應可有效提升分析資料的廣度與面向。
（二） 資料所使用的時間區段可能會直接影響分析結果，如使用較多的資料（時間區
段設定拉長）可以分析較多的資料樣本，但是有可能會提高雜訊包含率；使
用較少的資料（時間區段設定減短），可降低雜訊被包含的機率，但是可能
會影響到分析資料豐富性。如何拿捏最佳的分析區段，需要時間經驗累積來
調整。
（三） 本研究使用關聯法則演算法，可嘗試不同的機器學習演算法，並將不同的預測
結果加以合併整理，應可再提升分析系統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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