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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路快速的興起，各式各樣的資訊在不同的熱門社群網站不斷以倍數般

在成長，並漸漸形成不同的輿情話題，而不論是哪一個領域的相關資訊，人們都

期待能從這些變動速度快和大量的訊息中去快速地瞭解相關領域中資訊的趨勢

和相關話題，因此本研究探討 Facebook 使用者在粉絲頁所發佈的文章，利用主

題探勘方法分出多個科技領域主題，並將所有文章依據不同主題利用時間序列表

達出輿情的發展，最後以文字雲方式表達並呈現，使人們更能快速且清楚在此領

域中這一段時間內輿情的趨勢及相關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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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越來越多人使用社群網站、論壇等來發表意見或心情

的抒發。根據資策會 FIND 調查結果顯示，臺灣 20 歲以上行動上網用戶達 1,386

萬人，幾乎六成以上民眾有使用行動上網路。根據市場研究機構創市際市場研究

顧問公司 2016 年 7 月社群服務調查與使用概況研究統計資料顯示，排名第一是

「即時通訊軟體」，使用頻率達到 6.55 天/週，幾乎是每天使用，因互動性高和傳

遞快速、便利性高，可隨時關心朋友家人的心情及近況；排名第二是「社群 網

站」，使用頻率為 6.16 天／週，因互動性高；排名第三的是「討論區／論壇」，

使用頻率為 4.93 天／週，網友對其使用認知為有是蒐尋購物資訊相當重要的平

台因有消費資訊／優惠訊息、美食資訊等，使論壇有資訊豐富的特點。  

    網路科技的興起，大大的改變訊息的傳播方式和速度，輿情分析在網路中或

社會中都佔據很重要的角色之一，輿情分析是根據某一領域的事件或話題等特定

問題，針對這一領域的話題輿論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再將結果呈現出來。

而程輝和劉雲(2008)提出網路輿情發展的特點: 

(1)在網路上的話題具有突發性，並可在短時間內造成大量的討論內容產生； 

(2)網路上的話題覆蓋面廣，傳播快速，話題透過不同的網民在網路上不同的網

站快速傳播； 

(3)網路上的熱門話題會持續較長的時間，因大量的網民會反覆不斷在不同渠道

當中參與話題的討論； 

(4)網路討論範圍不斷在擴展變大，在一定程度下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討論話

題趨勢。 

    網路輿情發展的特性漸漸發展成為人們在生活中會討論探討的事，演變成社

會輿情反應方式之一。現今網路世界發達，電商平台、新聞媒體、應用程式、論

壇和社群媒體等豐富且多元的網站充斥著人們的周遭，在社群媒體內包含了各式

各樣的人群，人們在社群媒體中的意見表達屬最直接的，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夠保

證數據是客觀真實性，而網路蒐集的意見信息量龐大，藉由這些龐大的信息量來

分析提取有價值性的內容和關鍵字詞，在輿情分析這一塊是很重要，而粉絲專業

的輿情分析能夠在特定的研究背景下，以更小的代價，例如省時、快速、獲取數

據成本低等，來更了解特定領域的反饋或熱門主題、人們的態度認知和需求，使

分析者能夠快速地了解整體概況，進而做出決策，來達到有效的研究目的。 

    輿情分析主要有兩大方向，第一方向為實證分析法，透過大量的相關數據、

案例和問卷將此分析後，得出結果並討論。第二方向為文本內容分析法，此方法

是對於訊息的內容進行分析，可以挖掘出包含其中的焦點、趨勢、關聯的事物。

而在文本內容分析法中包含兩個較主要的面向分析為 (1)趨勢分析: 在一段時間

內，一個特定話題中某些字詞出現在文章中的頻率次數越多，這個字詞在文章中

就越重要，越有可能是該文章的關鍵字詞，並可以找出目前網路上討論話題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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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字與趨勢。；(2)情感分析:對於訊息內容進行情感分析，主要分析具有情感成

分字詞的情感極性（即正向、中性、負向），然後計算出每一個語句的總積分，

並去判斷情感的類別屬性，可以判斷輿情的整體態度和情緒傾向。 

    社群媒體中 Facebook 在今年 2017年使用人數已達到 20 億人，相比 YouTube

是 15 億使用者、Instagram 是 7 億使用者和 WhatsApp 是 12 億使用者較多人在關

注使用，而社群媒體中充斥大量的文章，從文章中找到在一段時間內大家所討論

的熱門話題，對於民眾吸收新資訊和理解的速度會較快。 

二、 研究目的 

    過去大部分學者多著重於使用問卷方式調查社會在特定領域的輿情之研究，

較少針對在中文社群上發表的文章去做研究。因此本研究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

的文章作為本研究的實驗資料集，以文字探勘方式去分析特定領域大家所討論的

話題，協助政府和相關產業，提供相關參考的資料。根據以上的背景及動機，本

研究提出以下主要研究目的: 

(一) 建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所討論的話題 

以爬蟲程式建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文章的蒐集機制，結合斷詞處理、停止

詞過濾和主題模型對 Facebook 粉絲專頁文章進行主題偵測及發現，找出相

關的主題群和關鍵性的字詞。 

(二) 針對科技領域偵測出在不同時間上大家所討論的主題或話題 

根據科技領域，結合主題模型和時間軸，可以用來進行在科技領域裡大家所

討論主題、關鍵字的趨勢走向，使民眾更加清楚了解輿情之話題發展。 

貳、文獻探討 

一、社群網絡(Social Network) 

    Facebook、LinkedIn、Twitter 和 Bebo 等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自推出以來吸引了數百萬使用者，許多使用者已將這些網站納入日常生活

中來關注或發文。在最早 Simmel (1908)提出社群網絡是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組織

間，透過人際關係、社會關係等與一個或多個相關聯的關係互相交流、連結，形

成的一個網路性的型態結構。藉此分析個體與群體等之間互動關係及影響，來衍

生出不同類型的社群網絡應用。簡單來說，社群網絡就是將人連結在一起的社會

關係網路。Haythornthwaite (2005)指出社交網路包含以下幾個元素：(1)節點：表

示個體、組織、社群...等。(2)關係：組織在網路上建立起來的交流手段會成為強

大的關係基礎。隨著組織運作和政府資訊與網路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了解他們變

化是如何影響個人對資源的使用和幫助個人理解這些資源的聯繫是很重要的。媒

體也表明支持不同類型的資訊流; 而組織層面決定媒體提供和推廣的重要性。 

    社群網絡亦稱為虛擬社群，Rheingold (2000)提出當虛擬空間聚集了足夠數量

的群眾，在網路上長期進行討論，並相互產生足夠的情感，而因有共同興趣和價

值觀等在網路空間中形成了虛擬社群，而虛擬社群具有四種特質：1.自由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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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在任何虛擬社群上進行發表任何言論；2.用戶出於自願行為：在社群內使

用行為皆出於自願；3.缺乏集中：用戶來自不同的國家，無法有效控管；4.多對

多傳播：社群中用戶龐大、消息量龐大，屬於多對多訊息傳播。Ellison et al. (2007)

定義社群網站是個人在基於網絡的服務中 (1)在有限制的系統中建構公開或半

公開的個人資訊；(2)與其他用戶分享鏈結相關聯的列表，及(3)查看和通過其他

人列表中的人建立鏈結。 

Serrat (2017)提出社群網絡可以使關係和知識流動被測量、監控和評估，來提高

組織績效。分析社群網絡的優點為以下幾點： 

(1) 提供機會加速跨職務和組織邊界的知識流動。 

(2) 加強現有正式溝通渠道的效率和有效性。 

(3) 提高組織績效的方式對於非正式網絡的認識和思考是重要的。 

(4) 支持並影響同伴。 

(5) 促進創新和學習。 

(6) 改進策略。 

二、文字探勘（Text Mining） 

    Han et al. (2011)知識探勘是從大量數據中發現有趣的（非平凡的，隱含的，

以前未知的和潛在有用的）模式和知識的過程。在知識探勘的過程中，通常涉及

數據清理，數據整合，數據選擇，數據轉換，模式發現，模式評估，和知識表達。

知識探勘中包含文字探勘，在文字探勘中所處理的都是沒有特定結構的純文字資

料。 

    文字探勘是結合資料探勘技術、資訊檢索技術、資訊提取技術、自然語言處

理等，從半結構化（semi-structured）或非結構化（unstructured）的大量文件資

料中，去辨識或挖掘出文件中所隱含的有用的訊息或知識，使大量的文件資訊能

經由電腦分析歸納，而文字探勘也被認為具有高度潛在的商業價值。Sullivan 

(2001)定義文字探勘是一種編輯、組織和分析大量文件的過程，提供決策人員、

分析師等特定使用者特定的資訊需求，並去發現某些特徵及其關聯性，以挖掘出

文件中關鍵字和關鍵事件等之間的關鍵資訊，呈現出來。 

    在 Gupta et al. (2009)的文本挖掘技術及應用研究中提到透過分析文本中的

事實與關係文字的特徵提取，並搜索和檢索內部文本的集合，將它們透過分類

(Categorization)或群集(Clustering)的方法，分類是依照已知的特性或主題進行分

類，來確定主要的主題文件收集。而群集是將它們分割成不同的未知特性或主題

並將相似度高的聚集在一群，並定義它們的群集。再將總結以可視化或趨勢去呈

現出來，研究者再去解釋所呈現的數據，以便明確定義主題和文檔之間的關係。

文字探勘應用在很多專業領域上如醫療保健、電信業、媒體和金融市場、社群等。 

    王界人和沈民新 (2015)利用關聯分析的技術，對 PTT 電子佈告欄之環保相

關議題文章進行爬文，供文字探勘演算法做演算（分析處理下載的頁面），然後

進一步得到隱含在文章中資訊，並建構環保議題偵測模型，來探討民眾所關注的

環保議題，並分析未來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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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輿情探勘 (Public opinion Mining) 

輿情分析在網路中或社會中都佔據很重要的角色之一，輿情分析是根據某一

領域中的某一個事件或話題特定問題，針對這一領域的話題輿論進行更進一步的

探討和研究，再將結果呈現出來。 

    在早期輿情探勘主要透過學者問卷調查統計並分析，到現今較常使用的方法

為以網路上的各大社群做為資料集做輿情分析，表 1 所示。社群調查輿情是可以

在短時間內大量蒐集到在某一段時間上大家所討論的話題，而不用耗費過多的人

力及時間去調查某一個時間的話題。 

表 1：社群調查與傳統調查比較 

 社群調查 傳統調查 

原理 
蒐集各大社群、新聞等

民眾發表文章，做調查 
問卷設計並抽樣調查 

資料量 大 小 

時效性 高 低 

準確性 高 高 

蒐集速度 快 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Cheng et al. (2008)對網路論壇用時間變化趨勢來對網路輿情進行觀測，將同

一話題的文章聚集在同一類別中，並從中發現熱門話題，並對熱門話題使用

ARIMA 模型對未來輿情進行預測。Lv et al. (2015)到基於地理位置的輿情分析在

虛擬社群中，他們基於圖形化位置的話題分析框架，結合地理位置資訊和狄利克

里分配 (LDA) 的話題分析，進行網路空間和真實事件地理位置的可視化，來幫

助自然災害和社會動盪的緊急事件。Zhang et al. (2015)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民

眾會對事件產生新的觀點和理解，過往傳統的民意調查，漸漸轉變為蒐集網路上

民眾對於公眾議題的關心和態度文章，因此網路輿論往往影響政策制定過程。他

們利用機率分配的潛在狄利克里分配主題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找到他們有興趣的潛在網路輿論中的公眾議題主題，將主題跟時間結合並去討論

政策與公共議題的話題。Ma et al. (2016)對於發佈在網路社交平台上相關公眾和

社會事件內容進行蒐集，採用潛在狄利克里分配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的機率主題模型提取民眾對於某一個事件不同話題的公眾意見，接著在基

於 NTUSD 情感詞典，利用 word2vec 深度學習模型獲取語料庫中隱含的情感詞

彙，並計算文章的情感強度，採用時間序列去分析公眾意見情緒強度的變化趨

勢。 

輿情分析在社群媒體中蓬勃發展，近年來在輿情分析中所使用的主題模型大

多數為潛在狄利克里分配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因此本研究採用潛

在狄利克里分配主題模型加上時間序列來分析社群媒體中的文章，可以更即時知

道現在所討論的話題，使民眾更進一步了解話題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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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偵測(Topic Detection) 

   主題偵測，被稱為"主題識別"，"主題發現"，"標籤識別"，"集群標籤"或"分

類標籤"等等，也涉及關鍵字提取的問題，目的在於找到具有一致語義含義的一

組文件的共同主題 (Stein et al. 2004)。 

(一)以分群方法為基礎(Clustering-based) 

    以分群方法為基礎的主題偵測是使用文件分群的方法結合其他方法來進行

主題偵測。Jayabharathy et al. (2011)先將相關術語作為概念進行提取，使用基於

語義的術語分析來分析句子和文件級別的概念，再使用餘弦相似性平分 K 均值 

(Bisecting K-means) 算法來進行基於概念的文件分群，並發現有意義的主題。

Ayad et al. (2002)提出文件發現主題的系統架構，將文件的文本內容分析和使用

向量空間模型表示，輸入分群組件 (Hierarchical Clustering、Leader Clustering、

K-means Clustering) 中生成文件集群，並找到相似主題聚集在一起的群集，它們

提出多個群集混合，來提高集群的精準度。You et al. (2004)以 Yahoo! BBS 論壇

為資料集，因論壇中存在著人們討論的各式各樣話題，並將每一討論串(thread)

中的所有訊息(message)視為一個相同的主題，使用兩段式 k 平均值 (two-pass 

k-means)分群進行主題分群後，為了找出主題的熱度，使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NN) 根據受歡迎程度、質量及隨時間變化

的訊息分佈來判斷話題的熱度，並把話題分為熱門話題和一般話題給使用者。 

    Roberts (2017)從政治的語音檔轉檔成為文件檔，將文件檔進行分析，利用

TF-IDF作為關鍵字詞提取，將字詞嵌入詞向量中，並使用球面 k平均值 (spherical 

k-means) 分群從政治語音文件中提取語義一致和高度細微度的主題，結合關於

每一文件關聯時間訊息，進行時間序列分析，使主題更加清楚了解在哪一時間點

發生，以做為候選人的政見是否有因應時事的參考。Tao et al. (2017)以新聞媒體

的報導為資料集，使用 TextRank 提取相關字詞，將字詞嵌入詞向量中，使用加

權 K均值 (Weighted K-means) 分群，找出主題趨勢。 

    分群方法為基礎的主題偵測優點是不需事先的人工標記，減少時間及人力的

成本，因為分群是屬於無監督式學習的方法，但是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選擇一個適

合的群集數量，需要透過多次實驗及經驗的累積給予調整，花費的時間相當龐大，

傳統的分群方法面對大量的資料集，所需計算的時間往往時間很長。 

(二)潛在狄利克里分配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Blei (2012)提出主題模型是透過統計方法以機率生成的模型，不需要透過事

先去標記文件，而直接去分析文件中的字詞，從中去發現隱含的主題，了解主題

如何互相連接，和主題如何隨時間變化。主題模型簡單來說，是文件根據機率分

佈顯示多個主題。主題模型近年來常常被應用在主題偵測識別的研究中，相關主

題模型的研究中，Deerwester et al. (1990)提出潛在語意分析 (Latent semantics 

analysis, LSA) ，將文字與文件聯結起來，用來更接近主題的概念。Hofmann (1999)

以 LSA 基礎上，提出了機率潛在語意分析（Probabilistic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pLSA），是使用多項式混合的概率模型；如 Newman et al. (2006)提出使用 p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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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模型，並用歷史數據去發現主題。Blei et al. (2003)提出潛在狄利克里分配模

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來解決 pLSA 的一些缺點，加入貝葉斯 

(Bayesian)模型，被廣泛用於發現文件集中的潛在主題；如 Griffiths et al. (2004)

利用馬爾科夫鏈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評估參數來擴展 LDA，

並且計算一系列文件中熱門主題是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化。Perikos et al. (2017)利

用 LDA 建立用戶在社交媒體中對產品和事件的意見主題模型，並加上情緒分析

去發現用戶對於商品的潛在意義。 

潛在狄利克里分配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是一種是用於發現

大量非結構化文件集合中的主題算法，主題算法是一篇文章中的每一個詞都是以

一定機率去選擇某個主題，再從這個主題中以一定機率去選擇一個詞，而這一詞

是考慮到相關文章背後的語意性，代表此詞語主題有很強的相關性，它是不需要

事先標記文件的非監督式學習，被廣泛應用在社交媒體、圖像、新聞事件分析等。

但主題模型的缺點是其機率模型參數值的設定，或如何選擇正確的主題數等問題，

在這些問題中不少學者也提出不同類型的整合或改良，讓主題模型能夠更精確的

被使用。 

参、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提出一個偵測社群粉絲專頁輿情分析機制，如圖 1 所示，以下為架構

流程說明 :  

    本研究流程共分為資料蒐集、資料預處理、主題偵測與發現、字詞向量和視

覺化呈現。以本研究設計的爬蟲程式透過Python和Facebook API結合對 Facebook

相關粉絲頁(科技領域粉絲專頁)進行資料的爬取和蒐集，並作為本研究的實驗資

料集，再藉由 Jieba斷詞系統進行對資料集斷詞處理及停止詞過濾等資料預處理，

將資料集中的雜訊做整理，接著產生每篇文章的向量作為主題模型的輸入，產生

與該主題相關的關鍵字和主題文章集群，將同一主題的文章使用 Fasttext 模型去

找出更細部話題相關的字詞去描述此話題的細節，再將每一主題以時間線來表達

該主題的時間趨勢和所討論的主題是些甚麼以文字雲方式呈現，讓民眾更清楚在

這一段時間內話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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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流程圖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二、資料蒐集與前置處理 

   根據本研究探討 Facebook 粉絲專頁所討論的話題輿情發展分析，將以使用率

較高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作為資料蒐集的來源，並針對社群使用者在粉絲專頁

張貼的文章進行文字探勘和主題的偵測與發現。 

    本研究實驗資料來源，由 Python2.7 所撰寫的爬蟲程式來處理，利用本研究

之爬蟲程式加上 Facebook Graph API 內所產生的用戶存取權杖（Acess_Token〉

和各個粉絲專頁的 ID 來蒐集所需資料。 

    本研究以 Facebook 中關於科技領域的粉絲專頁為主要資料蒐集目標，將其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期間的文章進行總共 14 個關於科技粉絲專

頁的蒐集，最後經由統計蒐集到的貼文數為 4775 篇。 

    由於所收集到的文章資料，較為雜亂，內涵生活日常中的對話存在許多無意

義字詞和圖案等，會影響主題模型尋找關鍵字的能力，並不能直接作為分析去使

用，因此必須將資料進行 Jieba 斷詞處理及停止詞過濾，以提升效率和精準度。 

三、主題偵測與發現 

    Facebook 中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粉絲專頁，每天都會有大量的使用者去發表

相關的知識及所探討的話題。面對從大量的資料中，找出話題是有一定的難度，

若以人工的方式去標示找出話題，是一件即耗費人力及時間的方法；因此，為降

低人力及時間上的成本，本研究引用 Blei et al. (2003)所提出的潛在狄利克里分配

主題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進行主題的偵測，LDA 是一種機率主

題模型，它不需要事先對資料做標記，是一種非監督是學習的方法，並且 LDA

也考慮文章背後的語意關聯，用來辨識大量文章中所潛藏的主題訊息。透過蒐集

Facebook 中大量文章的主文，將文章集中每篇文章的主題以機率分配的形式計

算，透過分析一些文章抽取出它們潛藏在大量文章中的話題，並透過這些話題給

予較高的關鍵字詞，用以描述這些話題在說什麼。 

     LDA 一篇文章的產生過程： 

先選出一篇文章中的每一個字詞，LDA 根據先驗分配 來生成文章分配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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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所對應的主題多項分配中抽取一個主題(Z)，接著從先驗分配 中生成主題

的詞分配( )，從主題 Z 所對應的詞多項分配( )中取一個字詞 W，再將這過程重

複多次，生成文章。簡單來說是： 

(1) 使用                   ，決定生成文章 M 的文章 ─ 主題分配(        )。 

(2) 使用   
 

               ，決定每個主題的主題 ─ 詞分配( 
 

     )。 

(3) 從     
中得到      的主題      ，而從  

    
 中得到      。 

    LDA 是一種機率主題模型，它不需要事先對資料做標記，是一種非監督是

學習的方法，僅需選取識別主題的 Facebook 文章範圍，並選擇適當的主題數 K

來辨識出隱含在大量文章下的主題數量，其中主題數 K可透過實驗計算模型困

惑度(Perplexity)來判斷改進參數的設定，有助於在使用 LDA模型中的語料庫來

接近適當的主題數量。透過 Cosine 相似度來計算出話題相似的文章，如方程式

(1)所示： 

                
                 

           
             

                    (1) 

      與  代表兩篇不同文章，                      代表兩篇文章向量的絕對值乘積，

               代表兩篇文章向量的內積，而 doc_sim 代表兩篇文章向量的夾角角

度，值越大則夾角角度越小，代表 Cosine 相似度越高，則兩篇文章的相似度高。 

四、字詞向量 

    在各大社群媒體中，Facebook 是具有相當高的使用度和討論度，從中來研

究在這一段時間內大家在該領域所討論的話題，是有重要性的，當找出話題中所

包含關鍵字後，可以更清楚去描繪話題的原型，但並不清楚此主題的更細部所關

聯的字詞，因此本研究將一個主題中的大量文章去做更細部的字詞相似性，以關

鍵字去找尋相關聯的字詞，讓此話題更加讓人了解是在說些甚麼。本研究以

Fasttext 模型去做訓練。 

    Fasttext 是 Facebook  AI  Reasearch 在 2016 年推出的詞訓練和文本分類的

開源工具。Fasttext 主要有兩個功能，第一是詞向量訓練，第二是文本分類。在

本研究中採用 Fasttext 的詞向量模型作為訓練，在詞向量訓練中 Fasttext 增加了

subwords 特性，它加入了 N-gram 特徵，將隱含在特徵下不同類別的局部詞考慮

在內。Bojanowski et al. (2016)提出了一種詞嵌入方法，將每個單詞表示為期字以

n-gram 的向量表示總合，為了捕捉單詞的內部結構，引入了一個評分函數，如

方程式(2)所示： 

          
       

                        (2) 

    其中 w 表示文章中的詞，c 表示文章，  表示以單詞 w 中的 n-gram 集合，

向量表示  與每一個 n-gram g 相關聯，這方法在語料庫中代表看不見或罕見的

詞彙是有優勢。透過這些 n-gram 的向量加總來表示一個詞。讓所接近關鍵字詞

的詞彙可以更清楚描述該主題大家所討論的話題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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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視覺化呈現 

    本研究將結果的描述以視覺化和以基礎統計特徵描述來做為本研究研究結

果呈現。將以文字雲的方式呈現在某一個特定領域內，某一個主題趨勢時間中大

家所討論最多的話題關鍵字是些甚麼，以圖像的方式表達比以數字呈現的方式去

表達更好，加上基礎統計特徵描述，用簡單的文字去描述一些數值所代表的意義，

更可以一目了然去強化大家所關注哪些話題和對話題的印象，更降低關注者吸收

資料的難度，使關注者更願意深入去了解資料的含意。 

肆、實驗結果分析與討論 

    為衡量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目的，故利用實驗的設計探討 Facebook 使用者

在粉絲頁所發佈的文章，分析科技領域該段時間內所討論的主題和輿情發展。借

由爬蟲程式所抓取的數據進行 Jieba 斷詞處理、停止詞過濾，在利用主題發現與

偵測方法分出多個科技領域主題，並將所有文章依據不同主題利用時間序列表達

出輿情的發展，最後將同一主題內文章利用 Fasttext 分法找出該主題細部描述主

詞，以文字雲方式表達並呈現。 

    本研究實驗以科技領域中其中一個主題「虛擬貨幣」作為探討，在虛擬貨幣

這一主題中關鍵字為比特幣(BTC)、區塊鏈、虛擬、交易等等，結合文字雲中「加

密」、「禁止」、「委內瑞拉」、「法定」等等字詞，對應時事探究，從 1 月 8 日開始

討論上升持續到 2 月底，因為發生了比特幣價格的巨大波動，造成討論度上升。

整理來說虛擬貨幣近期在中國的央行宣布嚴禁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服務，並會採

取措施防止支付管道使用虛擬貨幣交易，而部分外國的政府機構對比特幣等虛擬

加密貨幣也持加強監管態度，但在委內瑞拉因為通貨膨脹嚴重造成經濟危機，因

此比特幣成為讓人們可以購買生活物品、維持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辛巴威也是

因為政府大量發貨幣使經濟接近崩潰，考慮將比特幣成為替代方案，使得加密貨

幣背後的區塊鏈技術是被看好具有潛力的科技技術，如圖 2、圖 3 所示。 

 

圖 2：虛擬貨幣輿情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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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虛擬貨幣文字雲 

伍、結論 

    隨著網路與社群媒體快速的興起，各式各樣的資訊在不同渠道中的熱門社群

網站如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不斷以倍數般在成長，並將日

常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社會中的時事和國際新知等相關知識以文字方式去描述

發佈在社群媒體中形成大量的擴散，並漸漸形成不同的輿情話題，而不論是哪一

個領域的相關資訊，人們都期待能從這些變動速度快和大量的訊息中去快速地瞭

解和掌握相關領域中這些資訊的趨勢和相關話題，因此藉由本研究實驗可得到以

下實驗結果與貢獻： 

(一)利用 LDA主題模型並搭配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詞庫小組和 Jieba過濾出更多無

意義的停用字詞，使主題模型在找出潛在主題集主題關鍵字時，更能清晰去描  

述此主題的關鍵字。 

(二)提出 LDA 主題模型與 Fasttext 的結合，不僅能從中找出重要的話題和主題，

亦能對此話題做更細一步的關鍵字詞的描述，使人們更能快速且清楚在此領域中

這一段時間內輿情的趨勢及相關描述。 

本研究所設計 Facebook 輿情分析機制，確實能夠有效找出重要的輿情話題，但

在整體的研究過程中，仍存在部分研究限制及未來可以進行相關研究並加強的地

方，如下所述： 

(一)本研究以文章所產生的時間序列資料進行輿情趨勢分析，未來可以嘗試加入

情感分析和社群聲量等等，進行深入的探討，必能將本研究的貢獻發展得更加完

善與全面性。 

(二)本研究僅採用 Jieba 斷詞進行 LDA 主題模型的前置處理，未來可研究其他斷

詞的方法(基於神經網絡的斷詞器等)是否可提升 LDA 主題模型對於關鍵字的描

述更加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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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various kinds of information 

continue to grow in different popular social networks, and gradually form different 

public option topics. Regardless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any field, peopl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In order to quickly understand the trend of information in related 

fields and related topics from these fast-moving and large-scale messag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articles published by Facebook users on the fan page, using subject 

mining methods to separate topics from multiple technology fields, and using all the 

articles to expres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different topics using 

time series. Finally expressing and presenting them in a word cloud. To make people 

more quickly and clearly to know public option trends and related descriptions in this 

area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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