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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股價的高度波動性，如何應用資料探勘的方法，於股市資訊面進行分析，從社

群與新聞中，將非結構化的資料來源，透過爬蟲程式與文字探勘，快速整理與收集即時

資訊，透過中文情緒分析的研究，探討與市場股價的關係，在瞬息萬變的股票市場中，

建立一個的投資預測模型，亦找出投資人的投資行為是否受社群與新聞的影響，以及哪

些社群或新聞內容較能相信，降低投資人的資訊不對稱。 

透過機器學習之類神經網路與支持向量機來訓練資料，作為機器學習的實驗方法，

進行股票的漲跌之預測，將針對此兩個演算法進行分類辨識以及比較哪一種分類效果最

佳，證明新聞媒體對投資人的投資行為，有一定的影響程度。 

 

關鍵詞：資料探勘、社群媒體、情感分析、類神經網路、支持向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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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社群與新聞內容之情感分析預測股價指數趨勢 

壹、 導論 

一、研究背景 

有效的理財方式即為投資，然而投資股票長期的效益遠高於投資債券，因為

多數企業若有發放股票之平均報酬均有五至十成，並且風險相對比期貨、選擇權

來得較低，且股票交易成本低、進入門檻不高，因此股票成為社會大眾偏愛的投

資商品。台灣證券交易所發布歷年股票市場年報中，每年台灣股票市場有好幾千

億的成交數量，每天也有好幾十萬的成交筆數(臺灣證券交易所，2017)，可見股

票於台灣市場的熱絡程度。 

基於效率市場理論(Eugene Fama,1970)存在的三個基本假設，第一假設為市

場會立即反應新的資訊，並調整至新的價位，因此價格變化是取決於新資訊的發

生，股價呈隨機走勢，第二假設為新資訊的出現呈現隨機的特性，意味著好與壞

的資訊皆會存在，第三個假設為市場上許多投資者是理性且追求最大利潤，而且

每人對於股票分析是獨立的，不受相互影響。既然市場為有效率的市場，必能立

即且充分反映資訊，明確說明股票市場的變動性非常大，可見股價的不可預測性

高，因此要預測股票是不容易的領域，亦是研究領域上的一大挑戰。 

投資股票時，投資人可能會透過具有完備專業知識的投資顧問進行投資，但

顧問公司通常接受的客戶多數為擁有大量資本的投資人，並且投資顧問可能會為

賺取佣金產生反覆進入市場的利己現象，未必是最佳投資的資料來源辦法。基於

上述問題，引發本研究動機之一，希望在行為財務學中，探討投資人與新聞內容

或社群討論的關係。 

隨著時間的流逝與環境的改變，資通訊科技逐漸發達，網際網路逐漸在人類

生活中日漸重要，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依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公佈在 2017 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中

數據顯示，台灣上網人數已達 1,879 萬，整體上網率超過 80%，顯見網際網路使

用於人們日常生活的普遍程度高（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7）。依據創市際市場

研究顧問「台灣網路使用行為基礎調查」，顯示於 2004 至 2017 年度，透過不同

裝置使用網路的比例調查，掌握台灣網路族群的最新成長趨勢，可明顯看到趨勢

穩定上升。然而 We Are Social 和 Hootsuite 兩大網站也共同發布「2017 全球網路

使用調查報告」，報告指出使用網路的人口數已經超過全球人口的一半，證明「網

路」早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報告中，不只提到網路的蓬勃發展，

也提出數個網路時代的里程碑：(1)全球人口數已經到達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擁有手

機；(2)超過一半的全球人口數使用智慧型手機；(3)超過一半的全球網路流量來

自於手機；(4)超過五分之一的全球人口數在過去三十天內有過網路購物的經驗，

可見網路的快速成長。 

台灣 Top15 網站類別使用情形中，於 2016 年各網站使用人數排名，在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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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造訪人數的情況下，「社交媒體類」與「新聞資訊類」分別位於台灣網路族群

的第四名與第七名。而且「社交媒體類」平均每日有 4,024 萬人造訪該類別網站，

平均每人每月重複造訪 26.7 次，「新聞資訊類」平均每日有 4,159 萬人造訪該類

別網站，平均每人每月重複造訪 23.2 次，從觀察使用網路情形，顯見於網路使用

中「社交媒體」與「新聞資訊」著實具有一定的重要程度。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FIND 團隊，公佈台灣人社群網站使用行為的調

查分析，結果顯示 Facebook 與 PTT 分別為第一名與第四名，台灣人平均一百位

中有九十位擁有 Facebook 社群帳號，平均一百位中有三十七位擁有 PTT帳號，(財

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6)可見 Facebook 於社群的份量，與 PTT 鄉民的力量，

如圖 1 所示。 

 

圖 1：資策會 FIND 2016 年國人擁有社群帳號比例 

基於上述背景問題，引發本研究動機之二，綜觀過去投資多數透過電視新聞

或報章雜誌為收集消息的管道，全面網路化的社會型態到來，資訊的傳遞變得更

加快捷簡便，實現了資訊的即時性，打破傳統訊息受地域、距離、意識形態的限

制，使得人們能即時接收與反應於新聞與社群。希望透過收集熱門社群討論與各

大網站新聞作為重要資料來源，進行情緒分析並建立模型，為不同於過去環境的

投資人提供即時的建議做為輔助決策的參考。 

對投資人而言，進入股票市場之目的就是轉取利潤，但股票市場變化多端，

可能受政府政策、景氣循環、其他國家金融市場等眾多的因數影響，基於股價的

高度波動性，如何應用文字探勘的方法，於股市資訊面進行分析，為本研究之目

的之一。從社群與新聞等非結構化的資料來源中，快速整理與收集即時資訊，而

透過爬蟲技巧與文字探勘，找出投資有幫助的知識，在瞬息萬變的股票市場中，

能夠建立一個有效的投資預測模型，為資金有限的投資人提供建議。 

在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中，投資人需要快速有效的消化大量的資訊，透過社

群和新聞的透明化與即時性，本研究透過中文情緒分析的研究，探討與市場股價

的關係，故此，本研究以台灣常用社群 Facebook 與 PTT 實業坊的股票版以及台

灣股票常見新聞網站作為實驗用的資料集，考量社群新聞的即時性與留言趨勢複

雜多樣化，本研究提出一個「基於社群與新聞內容預測股票指數趨勢」之模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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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利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中機器學習技術，透過演算法找出股票指數的

趨勢，透過建立之預測模型進而為市場投資人提供建議，可做為決策的參考。此

外亦找出投資人的投資行為是否會受社群與新聞的影響，以及那些社群或新聞內

容較能相信，降低投資人的資訊不對稱。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及背景，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以下兩點： 

（一） 建立社群討論與新聞內容之輿情分析的模型架構 

透過自行開發爬蟲程式進行資料收集，從 Facebook 與 PTT 實業坊的股票版以及

台灣股票常見新聞網站，萃取留言討論與新聞內容之文字，結合斷詞與停止詞處

理，並使用台大情緒字典，將資料收集的文字進行輿情分析。 

（二） 將提取出來情緒分數與股價漲跌進行機器學習建立預測模型 

評估本研究所提出之輿情分析模型架構，找出與股價指數之關聯，並瞭解各社群

與新聞來源於投資者參考之可性程度。 

貳、 文獻探討 

一、虛擬社群 

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使用者於網路的互動行為逐漸頻繁，進而產生的

一種社會群體，由各式各樣的網路社群組合而成。用戶們透過虛擬社群可以接觸

不同的人、接收與分享不同的訊息，並且個人或是企業紛紛在虛擬社群的平臺上

建立專頁，與其他用戶互動以及傳遞資訊。 

虛擬社群一詞起源於 Howard Rheingold 於 1993 年出版的「The Virtual 

Community：Table of Contents」中，提出其認為虛擬社群是被建構出來的虛擬空

間，也稱作一種社會集合體，是由許多人在網路上互動並累積情感後形成的人際

關係網路。而 Rheingold（2000）認為虛擬社群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並有以

下四種特質：1.表達的自由：用戶有任何的言論自由於社群中；2.缺乏集中的控

制：用戶們不受任何時間、地點、身份等限制，因此無法有效地集中控管；3.多

對多的傳播：資訊的傳播用戶與接受人數眾多；4.成員出於自願行為：用戶皆自

發性的產生使用行為，虛擬社群是一個中立的平臺。Rheingold 認為虛擬社群是

一群人在網路上從事公眾討論，經過一段時間，彼此擁有足夠的情感後，所形成

人際關係的網路。 

虛擬社群的林立，充分反映著 Web2.0 所強調使用者為中心的概念，透過社

群成員彼此的分享與共創，使得人人皆可在網路媒體發聲。在發表文章、分享消

息、網上日誌、相片、錄像等，都屬於虛擬社群常見的行為，互相影響著現今生

活中人們的思想、意識、文化等，人們取得資訊的方式逐漸由電視及報章雜誌轉

為虛擬社群，故此，虛擬社群的重要性日漸攀升，取代了以往傳統媒體在使用者

心目中的地位，能於現今巨量資料的時代中快速的傳遞儲存訊息。 

（一） Facebook 

Facebook 是較無國界限制的平臺，最初網站的註冊僅限於哈佛學院的學生，隨

後依序擴展至所有大學電子郵箱都能註冊，直到現在，任何用戶只要擁有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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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註冊。與其他社群平臺搭差異在於大多社群平臺只普及的於特定的國家區域，

如: SnapChat 用戶大多於歐美地區，WeChat 則多為亞洲人使用。但是 Facebook 是

一個全世界人口都普及使用的社群工具，可見 Facebook 於社群的影響力強大。 

Facebook 的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宣佈，Facebook 月活躍用戶已經突破 20 億人

次，這件創舉將近全世界人口數量的四分之一，然而全世界的人每天花一億小時的

時間在 Facebook 上，幫助 Facebook 站穩社群龍頭地位。Facebook 於 2016 年的總

營收共 860 億，主要來源為企業廣告、使用者付費廣告、代幣與協力廠商應用程式

廠商的合作等，甚至透過搜集並分析用戶使用資料，利用大數據分析，瞭解用戶的

喜好和習慣，建立精準行銷以觀察用戶的反應。(趙曼汝.) 

（二） 批踢踢實業坊(PTT) 

批踢踢實業坊（英文簡稱 PTT）創立於 1995 年 9 月 14 日，由台大資訊系學生

所創立。初期的使用者主要以台大資訊系學生為主，後來逐漸增加使用人數，陸續

增建各個大宗板面，至今已經有超過 2 萬個不同主題的看板，目前由國立臺灣大學

電子佈告欄系統研究社管理，每日超過上萬篇新文章以及 50 萬篇推文被發表，是

台灣使用人數最多的網路論壇之一。 

批踢踢（PTT），是一個不受限制的討論空間，由一百五十萬位以上的鄉民組

成，是台灣的一個超大型 BBS 型態組織，BBS 使用的是純文字的介面，主要以電

子佈告欄系統為基礎的服務平臺。是一個任何事件都能討論的平臺，各個熱門話題

都有其對應的看板，其特性是容易找到興趣相同的網友與容易匿名發表意見的網路

論壇，根據 PTT 官方說明，目標是「建立一個快速、即時、平等、免費，開放且自

由的言論空間，且絕不商業化、絕不營利」。故此，PTT 是個在台灣有極大影響力

的言論平臺。 

對於臺灣眾多的網絡平臺，商業週刊做了一份使用調查，發現眾多社群媒體

中，為何唯獨 PTT 和 Facebook 能強大，因為這兩個社群平臺都做到了「用內容來

建立網路效應」，時至今日，PTT 自創站以來已超過 20 年歷史，仍然沒有被淘汰，

甚至成為台灣最多資訊的集中站，更是很多人尋求問題解答的地方，就是因為 PTT

跟 Facebook 一樣，網站上一直更新豐富的狀態，造成用戶的黏著度高、網路效應

大。(商業週刊，2017)。 

二、情緒分析 

情感分析於文字探勘中是一個重要的領域，網路巨量訊息中的所傳遞的情緒是

否會影響股票價值，是許多學者想要探討之問題，過去許多研究探討投資人情緒與

股票的關聯，若蒐集資料夠大量能進一步推測股價指數。 

參考過去文獻的研究，如 Majhi (2016) 研究 Twitter 數據的情緒於股市關係，

觀察一家公司股價變動的升降與情緒是否相關，以情感分析為目標，透過兩種不同

的文字探勘的方式，即 Word2vec 和 N-gram 用推文推測情緒，主要貢獻是開發一個

情緒分析器，可以判斷推文中存在的情緒類型。此篇研究表明，該公司股票價格的

漲跌，與公司在 Twitter 上表達的公眾意見或情緒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也就是

說投資人情緒與股價漲跌有關，所以蒐集投資人情緒，以便用來預期股價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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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len (2011) 透過公眾情緒的波動，建置每日的時間序列。研究發現 Twitter 情緒

與部分美國股市之間的關係，表明了 Twitter 情緒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之間的預

測性相關性，為更好地預測市場仍是未來研究的關鍵領域。 

情感分析技術此領域最早的研究是由 Turney (2002) 所提出的非監督式演算法

應用層面最為廣泛，其利用檔與正負極性之關鍵字詞彙間的相似程度，透過非監督

式的演算法在實際的應用上，並不需要大量人工標記文本，本研究使用「台大情緒

字典」所提供的正向與負向中文情感字詞，進而產生分類的結果。 

張良傑(2013)研究發現，新聞事件間可以連結成一特定新聞主題，且能在龐大

的網絡中找出不同的新聞主題，並透過新聞主題之連結產生新聞主題脈絡，研究從

中央新聞網 2013 年 7 月開始收集 8 個月份之經濟類新聞，透過特徵值萃取新聞主

題，其方法為向量空間模型，用來分析新聞之情緒和股票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短

期內股價漲跌波動與情緒有所關係，其相關係數達到 0.7 是正相關，計算新聞事件

與股價間關係，顯示新聞之情緒佔有一定程度可成為股價判斷之參考依據。 

三、文字探勘應用於預測股價市場 

預測股價以文字探勘為主要研究方法，將非結構化的資料進行標準的量化動

作，像文字轉換之解法。因為新聞內容與社群討論多半為不統一的資料格式，因此

取得爬蟲並不容易，若能轉為結構化的資訊，需要透過文字探勘的技術，例如主題

的提取，找出重要的字詞，也是常見文在探勘的方法應用於股票漲跌中的研究。另

一種做法是針對內容中的情緒挖掘，也能有效地作為股票預測之判斷。 

參考過去文獻的研究，如 Wuthrich et al. (1998)透過國外財金新聞網站所發布的

文章來預測股票市場，從這些文章中，預測了亞洲，歐洲和美洲主要股票指數的日

收盤價格。此研究主要針對五個不同國家的股價指數作為趨勢標的，透過 KNN 與

NN 文字探勘的技術，建立一個預測系統，Wuthrich et al. (1998)所建置的模型系統，

平均報酬率為 20.8%，本研究加入台大情緒字典做分析，希望報酬率能更高。 

文字探勘之目的為建立非人工方式仍能找出文字資料中有用的資訊，因此在分

析文字資料之前，需要經過網路爬蟲與一連串的資料預處理，像是中文斷詞處理、

停止詞過濾等，本研究皆有使用到，於第三章分別說明。 

四、預測模型 

本研究欲透過機器學習之分類演算法（Classification Algorithm）進行股票的漲

跌之預測，因此，會運用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的股票開盤價格與收盤價格進行分類

辨識。分類演算法有多種方法，由於本研究的因變數為類別型態的變數，因此迴歸

方法與一般線性模型的方法並不適用，參考過去大部分的文獻對於股票走勢採用的

分類演算法為決策樹以及貝式分類器，然而本研究使用與過去文獻相比較少人使用

與近年來流行的機器學習演算法類神經網路與支持向量機，目標為提高其準確度，

本小節將針對此兩個演算法進行分類辨識說明。 

（一） 類神經網路 

類神經網路在近年來較為火紅，是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一種方法，

與傳統的模型相比具有較佳的預測能力，並且不須事先定義輸入資料之關係，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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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較具彈性的運算架構。並且可依照隱藏層多寡與神經元數目、訓練次數以及學習

速率，影響最終的輸出結果。 

在預測股票市場中，要少研究透過類神經網路來實作，盧柏嘉(2016)透過深度

類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 DNN)做模型之訓練，此研究為抓取各種有關財經

新聞資訊的資料並 TensorFlow 深度學習系統進行深度神經網路回歸模型訓練，將

抓取財經網站新聞，透過文字語料處理分類，建立財經關鍵字字典，並比對股票財

經方面之專有字詞，使用情緒分類將處理好之新聞文章轉換情緒指數並建立深度神

經網路迴歸模型去訓練對於每日台灣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之收盤指數預測股價指

數正確率之影響，期望提供投資者在股票市場預測股價漲跌的工具。其結論為預測

累計四天之股價結果最佳有高達 72%。 

鐘任明(2007)透過詞性標記與詞性組合規則萃取關鍵字，藉由整合歷史股價交

易資料和中文財經新聞，以類神經網路的方式建構台股個股之股價漲跌預測模型，

進行個股訊息對日內的股價影響，並預測未來股價漲跌趨勢，其研究結果顯示，在

短期買賣的操作上，從消息面去預測股價，對於股價投資人確實有其參考的價值。 

（二） 支持向量機 

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是由 Vapnik et al.（1995）所提

出的監督式學習方法，主要用在處理分類以及回歸的問題。支持向量機的基本概念

為想要找出一個超平面（Hyperplane），並且將原始資料的特徵非線性印射到一個

高維度的特徵空間，再於此特徵空間進行線性分類，高維度中的兩種不同資料點切

割成兩類的群集，而此兩類的群集之間邊界的距離越大，則表示兩個類別間的相似

度越低，代表其分類效果越好。因此，支持向量機的目的在於找到最佳的超平面，

使得兩類邊界距離最大化，虛線為超平面，兩旁實現代表等距且平行於超平面的支

援超平面。 

Mittermayer (2004)運用支持向量機（SVM）探討新聞發佈前後三分鐘之股價變

動量，此研究將影響個股漲跌的新聞分類，分成「Good News」、「No Movers」、

「Bad News」三種類別，分別透過新聞之分類模型進行股票買賣的建議與預測。然

而本篇研究的「Good News」、「Bad News」所包含之關鍵字具有許多重複性，因

此造成分類的正確性較低。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採用資料集為中文來源，使用

情緒字典為台灣學術論文多人使用的台灣大學中文情感字典。 

喻欣凱(2008)用 SVM 演算法實作預測模型，目的為探討新聞對於股價漲跌之

反應時間與影響，用過去研究中的產業新聞技術分析指標，再結合影響個股走勢之

大盤指數作為模型，並驗證股價資訊，於技術面與消息面上，提供投資人有效建議。

故此，本研究採用 SVM 為監督式機器學習驗算法來訓練資料，作為機器學習的實

驗方法。本研究將針對此兩個演算法進行分類辨識以及比較哪一種分類效果最佳。 

參、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提出一個預測股價指數趨勢之模型架構，此架構分別進行以下階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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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蒐集、資料預處理以及社群與新聞內容之情緒指數，此架構的主要目地在於，本

研究欲透過新聞內容與社群討論觀察與股價指數之關聯，進而提出一個股價指數的

趨勢之模型架構。 

首先，社群面透過 Facebook API 針對股票有關的粉絲專頁，以及 PTT 股票版

進行發文與留言內容的收集，新聞面則透過 yahoo!奇摩新聞與鉅亨網進行新聞內容

的收集，並將這些資料存放於資料庫中。接著透過中文斷詞處理與停止詞過濾，將

資料庫中的非結構化資料轉化成存文字的結構，並進行與台大情感字典的比對，找

出其中具有情緒的文字，計算每一天新聞與社群討論的情緒分數，最後將情緒分數

加總為當日發文的分數，並與股價漲跌的幅度，進行深度學習與其他訓練方法的模

型建置，最後再用資料庫中百分之三十未進行訓練的資料做測試，目的是評估本研

究建構模型之準確度，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2 所示。。 

 

圖 2：研究架構流程圖 

二、資料蒐集與網路爬蟲 

本研究透過自行開發的網路爬蟲程式（Web Crawler）蒐集資料來源，資料來

源有三個方向，分別是新聞、社群與股價指數價格。 

（一） 社群發文與回應之資料來源 

社群內容資料來源從 PTT 股票版與 Facebook 粉絲專業來收集。PTT 股票版頁

面，蒐集股票版發文標題、發文時間、留言內容與留言時間；Facebook 透過 Facebook 

Graph API 蒐集有關股價的粉絲團，如:投資金律-交易聖杯、股市 51 區-諸葛孔明粉

絲團，蒐集股票版發文內容、發文時間、留言內容與留言時間。 

（二） 新聞內容資料來源 

新聞內容資料來源從 YAHOO!奇摩網站的新聞頁面收集。透過自行開發的爬蟲

程式自動抓取網頁上的每篇新聞資料，蒐集欄位有新聞標題、新聞內容與發文時間。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三） 社群發文與回應之資料來源 

股票價格從臺灣證卷交易所(Taiwan Stock Exchange)發布的交易資訊中，使用

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歷史資料，透過當日的收盤指數扣除當日的開盤指數，即為股

票的漲跌幅度。 

三、資料預處理 

本研究進入模型建置前，必須先將蒐集到的實驗資料及進行預處理，為了更深

入探討社群討論、新聞內容與股價指數的情形，使用 Jieba 斷詞處理、停止詞過濾、

中文情緒分析，藉此找出投資人買賣股票時是否受到資訊接受的程度影響，並找到

較有影響的社群或新聞來源。 

（一） 斷詞處理 

斷詞處理主要目的是將檔案內容分割為無數個有意義的最小單位字詞，一篇文

章由許多句子組合而成，而每個句子又可以分割成許多的詞。透過 Python 

BeautifulSoup 將前面定義的資料來源蒐集完成後，接著便進入文字探勘的前處理，

由於文字探勘主要在處理文字運算，因此必須過濾必要的雜訊、其他圖片、影音等

非文字的資料過濾去除，只保留純中文文字的部分，因此中文斷詞是一個較為複查

且困難的處理過程，因為中文字彙不如英文的單字容易分割，英文文章會有空白作

為每個單子間的區隔，故本研究使用「Jieba」進行斷詞處理，將蒐集到的社群討論

與新聞內容，採用 Jieba 斷詞後搭配停止詞過濾，只留下純文字的部分。 

相比過濾使用斷詞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未採用中央研究院所提供的「CKIP 中

文斷詞系統」，因為 CKIP 斷詞系統會將要處理的訊息透過網路傳遞至中研院的伺

服器端，再進行運算後才把資料傳回，這個流程會產生連線不穩定與網路連線壅塞

等問題而導致處理緩慢或失敗，而且 CKIP 斷詞系統的詞庫內容不夠完成，其更新

工作沒有持續增加與補充。然而同樣是簡體中文，Jieba 斷詞系統也是一個選擇，

其為 Python Based 的開源中文斷詞程式，使用動態規劃演算法來找出最大機率的路

徑，這個路徑就是基於詞頻的最大斷詞結果。透過使用者們一同持續更新，加入許

多的繁體中文詞庫，是有較佳的維護效果。而且可以將詞庫直接下載至本機端進行

斷詞處理，遇到新詞也能藉由演算法計算辨識或是用自行增加新詞的方式進行辨

識，因此本研究採用 Jieba 斷詞系統。 

（二） 停止詞過濾 

在資訊檢索的時候，為了節省存儲空間和提高搜索效率，在處理自然語言數據

像是貼文與新聞等會自動過濾掉某些不必要的字或詞，這些字或詞即被稱為停用詞

(Stop Words)，這些停用詞都是人工輸入、非自動化生成的，生成後的停用詞會形

成一個停用詞表。 

停用詞指的是普遍較頻繁被使用到，但卻沒有包含任何實質含義的字詞，就如

同英文中的〝 a 〞、〝 is 〞、〝 the 〞、〝 of 〞、〝 in 〞等冠詞或介係詞，

而在中文字詞中就像是〝的〞、〝在〞、〝是〞、 〝這樣〞、〝啦〞、〝啊〞等

字詞，這些種類的字詞在文章中出現的機率都相當高，也被視為是文章中的雜訊，

會影響後續對於主題關鍵字判斷的準確性，因此本研究會先將標點符號去除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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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詞集及詞頻統計中出現頻率最高的 100 個字詞，來過濾

一些常見的停用詞。  

不過，因為本研究所使用的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詞集及詞頻統計，但其所建

立的停用詞數量少且時間較為久遠，加上現今網路用語不斷快速的變化，所以容易

遇到停用詞數量不足之問題，因此本研究另外加入了台大語言學研究所語言處理與

人文計算實驗室的 COPENS (Corpora Open and Search) 開源語料庫，來幫助能更有

效的進行停用詞過濾之處理，藉以提升後續主題關鍵字判斷的準確性。 

四、情緒分析模組 

此階段對爬蟲蒐集的文章中進行詞彙判斷，判斷該詞彙是否具有情感成份，並

將此字詞計算為情感詞彙，以利後續進行新聞與社群的輿情之研究。本研究採用國

立台灣大學意見詞詞典(NTUSD)，將 Jieba 斷詞後的結果與意見詞詞典進行比對，

若有相符合的詞彙，則進行情感詞彙的計算。 

將情緒字詞進行分類之前，必須要有情緒字典，可以將文章斷詞後的字詞劃分

為正面情緒詞與負面情緒詞，本研究採用台灣大學中文情感字典，中文情感詞典是

基於文本情感二元劃分方法的一個中文詞語資料庫。它將 11,086 個詞語分為 2,810

個正向屬性詞語和 8,276 個反向屬性詞語。 

避免情感詞彙之前的修飾詞可能會影響情感詞彙的極性，修飾詞譬如:非常，

很，超級，有，良等正向的修飾詞，但也有反向修飾詞，如:不，沒有，無等反向的

修飾詞，因此可能會有斷完詞的辭彙前修飾詞會影響到計算結果，例如: Python 程

式爬蟲回的結果其中有一句話為景氣不樂觀，接著 Jieba 斷詞後呈現景氣/不/樂觀，

若是只有樂觀為情感詞彙，則極性為正向的字詞，但加入前面不這個修飾詞後，會

改變該字詞的極性。為考量到此問題，本研究還採用(李啟菁，2010)建立的否定字

詞庫，於情感詞彙判定之時一起加入判斷計算，其做法為當找出情感字詞時，往前

尋找該情感字詞的前一個詞彙是否存在於此否定辭庫中，若有相符合，則此情感字

詞則改為反向標記，反之，則維持目前之情感特性。 

量化的方式，本研究採用詞庫比對法，統計正向詞彙(褒義詞)與負面詞彙(貶義

詞)出現的次數，並計算這兩種詞彙占全文關鍵詞的比例。將字句中帶有情緒的字

詞作分類並轉換為統一分數，將當天情緒分數累積，即為當日新聞與社群的情緒分

數，計算結果為正值代表偏向正面情感，負值則代表偏向負面情感。 

本研究將斷詞完成、做完情感分析的每一篇內容之情緒指數，用正面情感得分

減去負面情感得分，得到句子的情感總分，存入資料庫並統計每一天所有的新聞與

社群之情緒指數，為接下來深度模型之準備。 

五、股票漲跌機制 

股票價格來源由臺灣證卷交易所發布的加權股價指數資訊，蒐集每個開市日的

收盤指數，並扣除當日的開盤指數，即為特定時間股價指數的漲跌幅度，蒐集大量

的股市漲跌幅度，以進行模型建置與預測分析，目標主要為建置預測之模型。預測

時間可以分為短期模型或長期模型，計算時間可分為 1 日、3 日、5 日與一個月等

漲跌幅度，目的為比較不同時間長短的模型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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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盤漲跌機制為當日收盤指數扣除前一個開市日的收盤指數(假日不考慮)，即

為大盤的漲跌幅度，若今日收盤指數大於前一個收盤指數，則認列為股票上漲。若

今日收盤指數小於前一個收盤指數，則認列為股票下跌。因此，本研究預測之因變

數為類別行變數，而自變數為程式自動爬文的內容，與情緒字典相比後取得的連續

型變數，此結果影響到模型方法的選擇。 

六、機器學習 

傳統主流的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簡稱 NLP)，是基於統

計學的機器學習方式。隨著巨量資料時的來臨，近年來深度學習技術有突破性的進

步，應用於自然語言處理領域也獲得比傳統模型有更好的結果，本研究也以深度學

習(Deep Neural Network，簡稱 DNN)為主要的機器學習方法。自從深度學習被提出

以來，已被成功地應用到圖像處理、語音處理、自然語言處理等多個領域，是具有

代表性的技術，機器學習方法已被運用在多種的資訊處理上，其研究結果多能獲得

明顯上升，本研究希望透過此方法提升預測準確度。 

機器學習可以從過去的經驗或資料當中萃取有價值的部分，建構訓練模型，並

於其中可以定義不同的參數，訓練學習模型利用測試資料來調整參數，最後就可以

預測模型的準確度。本實驗使用機器學習的方法，運用經過訓練後所產生的預測模

型，探討新聞與社群之內容情緒與股價的關係。 

（一） 類神經網路 

神經網路其概念是透過神經元學習的原理，將輸入值(X)放入去學習權重，經

過權重後可以得到較好的輸出值(Y)，其學習原理示意圖。2006 年後的深度學習實

際應用常多於三層的神經網路，又被稱為深度神經網路。 

深度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 DNN)，是一種具備至少一個隱藏層的神經

網路，深層神經網路由三個部份所組成，分別是輸入層(X)、多層隱藏層(Hn)、輸出

層 (Y)，對模型進行訓練時運用到倒傳遞神經網路演算法 (Back Propagation 

Algorithm)，對神經元(Neuron)之間的權重(Weight)進行調整以達學習目的。輸入神

經元透過連結接到下一層神經元，上層的神經元輸出值乘上權重加上偏移量(Bias)

經過活化函數輸出給下一層，直到最後將結果給輸出層。 

近年來相當火熱的機器學習技術，改善了過去多層神經網路存在梯度消失的問

題，而大大提高了語句情感分析的準確率，因此本研究將以此初探新聞與社群內容

的可行性。本研究模型訓練方法為使用在資料庫中已經預處理好的資料值，並利用

Google 開放原始碼機器學習 TensorFlow，搭配 Scikit Flow 套件裡的深度神經網路

回歸方法(DNNRegressor)做深度學習系統設計並建立模型進行訓練，驗證股票漲跌

與真實股市之台灣發行量加權指數漲跌是否正確，並使用 70%訓練資料預測與 30%

測試資料進行測試。 

（二） 支持向量機 

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簡稱 SVM）是在分類與迴歸分析中分

析資料的監督式學習模型，分類資料是機器學習中的一項常見任務是相關的學習演

算法，每個訓練範例被標記為屬於兩個類別中的一個，SVM 訓練演算法建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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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新的例項分配給兩個類別之一的模型，使其成為非機率二元線性分類器。也是一

種簡單的非線性模型。Python 的 Scikit-learn 函數庫包含了此一機器學習演算法，因

此本研究使用 SVM 監督式機器學習驗算法來訓練資料，作為機器學習的實驗方法。 

肆、 實驗設計與結果 

ㄧ、實驗環境 

本研究實驗環境為： Intel(R)Core(TM)i7-4712MQ CPU @2.3GHz ，RAN 

8.00GB，作業系統 Windows7 專業版 64 位元，開發程式語言 Python 3.5，開發

工具 Jupyter Notebook 與 Clementine 12.0，資料庫 MySQL。 

二、資料蒐集與預處理 

蒐集股票版發文標題、發文時間、留言內容與留言時間等新聞網頁資料，如圖

3 所示。 

 

圖 3  PTT 股票版頁面 

透過 python 抓取 PTT 股票版頁面與各新聞網頁資料，請將網頁需要的資料抓

取下來呈現，如圖 4 所示。 

 

圖 4  python 存取網頁資料 

將不同網頁的資料自動存放於資料庫中，並對應其欄位留言者 留言時間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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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使用結巴斷詞，與情緒字典，將各資料集轉換為一個正向或反向的連續型

數字，如圖 5 所示。  

 

圖 5 將程式爬取資料收集成資料庫 

三、情緒分數 

將抓取下來的資料評論內容透過結巴斷完詞後，與台大情緒字典比對，將資料

庫中的非結構化資料轉化成存連續行數字的資料結構，如圖 6 所示。 

 

圖 6 評論的情緒分數 

四、股價的漲跌幅度 

    透過 python 程式，抓取每日股票指數的收盤價，並扣除昨日的收盤價取得該日

整體股價指數的漲跌幅度，如圖 7 所示。 

 

圖 7 股價指數漲跌幅度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五、分類模型 

此階段為將本研究透過大量資料平台所收集到的巨量資料，放入不同分類演算法，

分別為深度學習演算法、支持向量機，進行百之七十資料集做訓練、百分之三十的資料

集做測試並執行模型建置，目的是評估本研究建構模型之準確度，如圖 8 所示。 

 

圖 8 新聞情緒對投資行為有一定的影響程度 

為了有效評估辨識訊息之可信度之模組效能，本研究透過混淆矩陣(Confusionmatrix)

進行評估，如表 1 所示。 

表 1：混淆矩陣 

 被分類為股票漲價 被分類為股票下跌 

標記為股票漲價 TP FN 

標記為股票下跌 FP TN 

￭ 精確度(Precision)：計算被分類為真訊息中的真正真訊息的比例。 

Precision = 
FPTP

TP


                          (1) 

￭ 召回率(Recall) ：計算真正為真訊息中被分類為真訊息的比例。 

Recall = 
FNTP

TP


                            (2) 

￭ F-measure：同時採納精確度(Precision)與召回率(Recall)的評估指標。 

F- measure = 
 RecallPrecision 

 Recall *Precision *2


                 (3) 

將放入資料庫中收集到三十萬筆以上的斷詞後取得情緒分數加總並取股票漲跌，放

入分類器中進行建模，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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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精確率、召回率與 F-measure 值 

 Precision Recall F-measure 

支持向量機 0.65 0.68 0.6646 

深度學習驗算法 0.75 0.79 0.7695 

從表 2 可以發現這兩種分類演算法在本研究中以深度學習驗算法(Deep Neural 

Network, DNN)的分類效果最好，其公式 1至 3可見 Precision、Recall 以及 F-measure 值

都有達到 75%以上，因此證實本研究所欲探討社群討論與新聞內容對股票市場的漲跌

是有一定的影響程度。 

伍、 結論與未來展望 

基於股價的高度波動性，以及虛擬社群的蓬勃發展，投資人因為網路時代的來

臨，有越來越多的網路資訊與社群內容新聞媒體等消息，因此本研究探討透過台大情

緒字典，以及分類方法:深度學習演算法、支持向量機，來分析公開消息的情緒正反向，

透過精確率、召回率與 F-measure 值對本研究給定預測準確度，證明新聞媒體對投資

人的投資行為有影響。 

如何應用資料探勘的方法，於股市資訊面進行分析，從社群與新聞中，將非結構

化的資料來源，透過爬蟲程式與文字探勘，快速整理與收集即時資訊，透過中文情緒

分析的研究，本研究使用 PTT 社群留言與新聞媒體之內容做文字探勘，於情緒字典取

得留言的情緒分數，映射於股票的漲跌類別，透過機器學習之類神經網路與支持向量

機來訓練資料，作為機器學習的實驗方法，進行股票的漲跌之預測，從 Precision、Recall

值可以看到，類神經網路精確率有 75%以及支持向量機精確率有 66%，證明新聞媒體

對投資人的投資行為，有影響程度。 

未來展望的部分可以從資料來源著手，擴大至國外或收集更多具有價值的公開市

場討論，以及情緒字典可以不只採用台大情緒字典，也可以採用英文語系的情緒字

典，目標不只探討台灣股價以及中文斷詞，更可以結合國外資訊進行比較，有更多元

的資料呈現更多樣性的資料探勘結果，為本研究的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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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high volatility of stock prices, how to apply data mining methods to 

analyze stock market information. Through crawler and text mining, quickly collate and 

collect real-time information and unstructured data sources from the community and news. 

Through the study of Chinese sentiment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ck price and 

the market is discussed. In an ever-changing stock market, establish a model for investment 

forecasting. Also find out if investors’ investment behavior is affected by the community and 

news. And what community or news content is more trustworthy, reducing investor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Training data through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such as neural networks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as experimental method to predict the rise and fall of stocks. The two 

algorithms will be used to identify and compare which classifier works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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