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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三者一直是情侶以及夫妻之間經常面對的問題。但傳統的尋找線索的方式

除了準確率不夠高外，還可能侵犯個資。本研究透過人們在有曖昧對象時，可能

在臉書或是 IG上頻繁發布照片的特性，應用 Intel開發的人臉辨識函式庫OpenCV

來辨認照片內的成員，依據時間軸使用規則庫來解析多張照片內成員的關係，以

協助伴侶一方找尋潛在的第三者以及外遇發生的可能性，以減少伴侶間的猜忌和

找尋第三者的時間。 

 

關鍵詞：人臉辨識、特徵值、第三者、規則庫 

 

一、緒論 

根據 2015 年北京大學對 8 萬人的調查顯示，約 20%的已婚男女有過第三者。

王慧琦(2012)認為外遇對原配來說是種欺騙，原配在事發之後會產生極大的不安

全感。發現兩人的生活中有著許多的隱瞞後，大部分遭背叛者開始有緊迫盯人的

舉動。然而，期待對方回到自己身邊，通常都會並發一連串的負面思考，更有可

能引發猜忌、爭吵，甚至會發生遺憾事，如情婦殺死情夫命案等。情感第三者(或

稱外遇)的發生無疑極大地破壞了伴侶間的關係。 

情侶中的一方，當對伴侶產生懷疑時，會試著花時間和精力去搜尋對方出軌

的證據，有些困擾者會尋求徵信社協助；這類機構透過獲取簡訊或聊天軟體中的

聊天內容或定位，來獲取伴侶出軌的證據。但據徵信網的說法:「外遇蒐證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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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物的過程並不順利，而且案件成功機率不到 50%」。 

現今隨著網路和行動裝置的普及，人們會在網路上用上傳照片或者發佈一些

和心情有關的文字來分享自己的生活。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可以通過人臉特徵

的識別算法分析，來進行身份查找或者身份確認。這項技術也逐漸被運用在我們

生活中的各個方面，最常見的是用來解鎖手機以及通過辨識人臉進行上下班打卡。

臉書也可以通過臉部辨識來標記出現在照片中的好友。而一些正在嘗試的無人商

店甚至可以使用臉部辨識來進行結帳。 

本研究透過人們在有曖昧對象時，可能在臉書或是 IG 上發布照片來表示關

心和宣示對對方的愛意；通過這個特性可以推斷能在照片上尋找伴侶出軌的跡象。

運用此特性，本研究運用人臉辨識這項技術對社群平台中的照片進行分析，並運

用規則庫嘗試找出相關者的曖昧關係，以協助伴侶一方找尋潛在的第三者。 

 

二、文獻探討 

婚姻這個社會符號，具有長久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儘管現代理性的新生活態

度衝擊下，絕對婚姻觀的底線正在滑動，但婚姻仍保有一定的個人意義以及社會

意義(陳儀潔，2005)。一段和諧美滿的婚姻關係可以使家庭更加和睦。胡佳慧(2013)

研究發現良好的婚姻關係會使親子溝通偏向正向開放溝通方式且家庭氣氛呈中

等以上的良好狀態。 

陳惠雯(2000)提到：因為夫妻二人來自不同的成長背景，使得他們有不同的

價值、需求和知覺，再加上社會的變遷；因此雙方面對角色期待、經濟問題、子

女管教、家事、姻親相處和性關係等問題時，產生不一致的想法與作法。而上述

內容就是所謂婚姻衝突。李育純(2006)指出夫妻之間的衝突不僅影響夫妻間的關

係，家中的每一個分子也會受到影響。而吳欣瑜(2011)也提到，婚姻衝突包含五

個項目, 分別為「家務分工」、「子女管教」、「財務問題」、「家族事務」和「感情

問題」。其中的感情問題就包含婚姻的不忠行為。 

Shirley Glass 在 1988 年定義「不忠」為把本來應該屬於原有伴侶的性關係

或者情感上的親密給了其他人；而 McAnulty 與 Brineman(2007)的研究調查，發

現多數的受訪者認為「只要在伴侶以外的人花費過多的時間，以及具有身體接觸

的親密行為就算是不忠的行為」(謝享純，2017)。 

這種不忠行為無疑對婚姻造成極大的影響。吳就君(2006)指出外遇容易引起

連續不斷的爭吵與糾紛；對夫妻雙方的傷害都很大。陳惠雯(2000)指出夫妻雙方

從理性的衝突、冷靜討論解決問題、批評、諷刺、責怪、爭吵、冷戰、語言暴力，

甚至到嚴重的肢體攻擊、暴力等方式來應對。簡春安(2005)認為外遇對婚姻關係

造成嚴重的殺傷力，甚至瓦解婚姻關係。黃千慈(2004)也覺得雖然外遇會產生刺

激感，但最後會回歸於平淡。然而最可怕的是第三者所採用的卑鄙手段，使得原

本婚姻的裂痕加深，外人亦很難幫助他們挽救婚姻，婚姻最後很可能走上離婚這

條路。而即便決定繼續也是一件難事，對發生外遇的人而言，外遇事件的記憶對

接下來婚姻投入產生影響；而對配偶而言，外遇使其失去對對方的信任感與對婚

姻的夢想。江程碧鴻(2009)也指出妻子為保婚姻，處境艱辛。 



目前尋找第三者的方式主要為通過相關 App 尋找徵信社來調查可疑對象。

其中有資訊業者發明一套「抓小三」軟體，只要輸入「我想你」等關鍵字就可以

揪出另一半的通訊軟體上的曖昧訊息；此外不用拿著另一半的通話紀錄逐一對照，

只要將電子帳單輸入電腦，軟體就會自動分析出「不尋常」的通話次數和時間(中

時電子報，2011)。也有人選擇應聘專業的徵信公司，通過專業的、經驗豐富的

調查人員，運用各項科學技術，親身進行跟蹤調查、錄影收集證據。由於社群平

台的盛行，解析伴侶在社群平台的交談和照片便成為偵測第三者的方法之一。但

是社群平台的資料龐大；因此應用文字探勘解析交談內容便成為一項自動化技術

的選擇。而近幾年，人臉辨識技術的興起，成為解析照片內成員關係的自動化技

術。因此，本研究提出應用人臉辨識的方法來解析照片成員的關係，以減低搜尋

可疑外遇對象的時間成本。 

人臉辨識的概念最早的是由 Ronald Fisher 在 1935 提出 LDA(全稱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線性判別分析)，FisherFace 是一種基於 LDA 的人臉識別演

算法。 

人臉識別系統的研究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80 年代後隨著計算機技術和光

學成像技術的發展得到提高。 

Sirovich and Kirby(1987)提出使用特徵臉進行人臉識別的方法，特徵臉

(Eigenface)是指用於機器視覺領域中的人臉識別問題的一組特徵向量，並由

Matthew Turk 和 Alex Pentland 用於人臉分類。 

鄭旭宏(1995)提出一種自動偵測及辨認人臉的方法，其內容主要是利用特徵

抽取技術及特徵的相關特性來偵測臉孔 , 然後被偵測到的臉孔會被正規化將方

向、大小轉成相同的標準模式 , 再輸入至特徵臉臉孔辨識系統來辨認人臉。 

由美國國防部反毒品技術發展計劃辦公室資助的 FERET 專案，其重要貢獻

是給出了人臉識別的進一步發展方向：光照、姿態等非理想採集條件下的人臉識

別問題逐漸成為熱點的研究方向。 

汪慶祥(2000)利用兩張人臉影像所具有的三維資訊，從三維空間的角度來探

討人臉辨識的問題。其主要方法是從人臉上挑選取三個特徵點以形成一參考平面，

並求出其他各特徵點相對於此平面的關聯仿射結構。 

2001 年的國際計算機視覺大會上，康柏研究院的研究員 Viola 和 Jones 展示

了他們的一個基於簡單矩形特徵和 AdaBoost 的實時人臉檢測系統，基於這種人

臉/非人臉學習的策略已經能夠實現即時的多姿態人臉檢測與跟蹤。這為後續的

人臉識別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陳淵琮與王明習(2002)提出利用紅外線攝影機擷取人之臉部所散發之熱分

佈影像以進行人臉辨識；他們的成果證實這是個很可行的方法。 

李建輝(2004)提出一個多視角分類法；該方法是先以線性鑑別分析法做臉部

視角分類，再以主成份分析法就選定的類別做辨識，以提高不同視角臉部辨識的

辨識率。 

Park et al. (2005)提出通過 PCA reconstruction 來移除人類正面面部圖像中的

眼鏡。 



王孝國和張雄偉(2006)提出了一種採用 DCT(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對人

臉圖像進行降維和去噪，並通過 KDA(Kernel Discriminant Analysis)提取人臉特徵

的方法。該方法有效地濾除了人臉圖像中的高頻干擾資訊，明顯增強了特徵的辨

別能力，同時顯著地降低了特徵維數和計算複雜度。 

2000 年可被視為人臉辨識科技邁入應用商品紀元的元年。翁逸群和尹宏文

和蔡坤良(2013)提出引進運用人臉辨識技術及相關軟硬體，修訂改進調查局人臉

辨識影像鑑識處理相關標準作業規範。鄭竣中、陳景章和張菀珍(2016)提出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作為網路學習系統的基礎，讓學習者能夠自主學習，並運

用智慧型行動載具上的擴增實境學習系統搭配人臉情緒辨識技術以提供大學生

進行情境學習。 

王君逸(2012)以亞東技術學院圖書館為例，該館於 2009年 10月開始啟用「讀

者借還書影像紀錄系統」，用以改善圖書館與讀者之圖書借還爭議問題。林佑裕

(2016)提出在便利商店門口設置人臉辨識系統，該系統會即時辨識對象，進入便

利商店時，臉部是否有遮蔽物，如戴安全帽或口罩等，讓店員提高警覺注意防範，

並預防及降低便利商店強盜案件之發生。 

林佑蓁(2017)使用了人臉辨識系統，結合門禁系統來改善傳統門禁系統需要

攜帶鑰匙以及使用人力來進行安全篩選與監控的不便。徐崑傑(2017)提出一個有

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系統--專注系統。此系統是一個基於人臉辨識方法的專

注度檢測系統，並配有手機 APP 讓學生們可以輕易的追蹤自己的專注程度紀錄

與點名紀錄，也可以讓錯過點名的學生透過 APP 上傳自拍照至系統並完成補點

名。廖廷訪(2018) 提出將機器學習和 Line Bot 結合的人臉辨識系統。 

綜合上述，第三者的出現確實會對伴侶的感情或婚姻產生重大的影響，甚至

會日後的生活種下陰影。而如何有效地發現第三者，以及提前預測第三者的出現

便是關係到伴侶雙方感情的發展。鑒於照片或影片常是戀愛雙方表達感情的方法；

因此，有效地應用人臉辨識技術鑑定照片內成員的感情關係便成為一個有趣且重

要的研究議題。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從伴侶在臉書或 IG 上發布的照片，找出伴侶的感情

世界是否出現外遇/第三者的狀況。許多人發生外遇時，為了對對方表示愛意或

是出遊聚餐為留下記憶，便會拍照並發布在網路上，這也就成為應用照片來偵測

伴侶是否出現外遇的可能。 

當然，許多人會將自己的臉書或 IG 上的照片設定權限，不允許外人觀看。

如何破解觀看權限的問題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本研究探討的是在可以取得臉

書或 IG 上照片的情況下，如何有效地偵測出現第三者的出現和可能的外遇對

象。 

對於取得的照片，要偵測外遇的方法，最好的選擇就是人臉辨識。透過分析

照片中的成員以及相關的資訊，應可以有效地偵測出外遇發生的可能。而另一個

方法是偵測照片中的圖像是否蘊含的特定訊息，如是否出現賓館的名稱，或是出



現不當的行為模式等等。 

針對第二種方法，Google 推出一套 Cloud Vision，能利用機器學習找出圖片

中的物件，如運輸工具、動物和數千種物品等；此外 Google 推出的這套工具亦

然解析照片的文字和反感的內容；當然，此工具亦具備人臉偵測和情緒分析的功

能，只是此工具不具備人臉辨識的功能。 

透過人臉辨識來解析照片內的成員，而依據時間軸來解析多張照片內成員的

關係無疑地是偵測外遇的最直接方法。接下來，本研究首先說明人臉辨識的技術，

然後說明應用人臉辨識偵測伴侶外遇的方法。 

1.人臉辨識技術 

人臉識別技術是對於輸入的圖片或是視頻流，進行人臉特徵的辨認。而由於

人臉容易從攝影機或照相機中取得；因此，人臉辨識被許多產業或是在許多場合

用來識別被辨識對象的身分，並因此衍生出許多其他的應用。例如賭場普遍應用

人臉辨識技術能從攝影機的影像中找出可能的老千或被列入黑名單的賭客；許多

機場已使用人臉辨識技術取代海關查驗人員。人臉辨識的一個優點是透過攝影機

來辨識身分，被辨識的人往往無感或沒有察覺；這也是人臉辨識被廣泛應用在我

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理由。 

人臉識別的程序可以分為人臉檢測 (face detection)、特徵提取 (feature 

extraction)和人臉識別(face recognition)三個階段。 

人臉檢測是指從輸入的圖片或視頻流的圖像中檢測人臉的特徵以擷取人臉

圖像，常用的方法是設定一個矩形區域，採用 Adaboost 算法和 haar 特徵，辨認

此矩形區域的圖像；若通過辨認，便判定此矩形區域存在一個人臉圖像。 

特徵提取是指透過一個演算法的計算，以一組數字來表示人臉的資訊，此數

字即為該人臉的特徵值，這個特徵值是人臉辨識的基礎。常見的人臉特徵可以分

為兩類，一是幾何特徵，一是表征特徵。幾何特徵是指臉部的器官(眼睛、鼻子

和嘴等)的幾何關係，如距離、角度和面積和等。此種特徵辨認的優點是運算量

較小，缺點是當臉部被遮掩或有外物，如太陽眼鏡，或表情變化大時，便會降低

人臉辨識的正確率。 

表征特徵是計算人臉圖像的灰度資訊，通過一些演算法提取局部或全局的特

徵。LBP 算法(Local Binary Patterns，局部二值模式)是比較常用的特徵擷取演算

法，其概念是將臉部區分成多個區域，透過運算得到一組直方圖，作為特徵值匹

配計算的依據，亦即作為人臉辨識的判斷依據。 

人臉識別：透過特徵提取將每張人臉轉換成一個特徵值；但是因為角度和光

線等因素，一個人的人臉可以存在多張不同特徵值的人臉照片。因此，人臉識別

即是將攝影機擷取到的人臉的特徵值與資料庫中某張人臉的特徵值進行對比；兩

者的特徵值之差距若小於門檻值，即可視為這兩張臉是同一個人；不然，依據特

徵值的差距可以做為相似度高低的判斷。因此，人臉識別要回答兩個問題：某張

人臉是不是你本人，若不是，那是誰。 

2.偵測伴侶外遇的程序 

在了解人臉辨識的原理和方法後，本研究偵測伴侶外遇的程序可以描述成以



下的步驟： 

(1)假設可以取得伴侶的臉書的帳號和密碼，本研究利用臉書提供的 API 來取

得伴侶在臉書上發布的照片或影片；另外，也可以使用網路爬蟲程式來取

得臉書上的影片和照片。目前有些網站提供捉取臉書影片和照片的服務。

而有關 IG 的影片和照片的捉取也可以採用類似的作法。 

(2)依據時間軸建立影片和照片的發生順序，接下來進行人臉的特徵值擷取。

由於拍攝的角度和某些因素，一個人的人臉可以會有多個特徵值存在。因

此，需要當每張人臉的特徵值建立後，需要用人工的方式判斷哪些特徵值

的人臉實際上是屬於同一個人。當此步驟完成後，便可以知道哪些人出現

在照片或影片中。 

(3)當知道某人是否出現在某張照片或某張影片中時，可以採取下列步驟來計

算一個人被列為小三的候選名單的可能性。本研究認為應用照片判斷外遇

對象應該從多個維度來判斷，而每個維度可以應用時間順序的概念來計算

積分。有關判斷外遇的維度和計算積分的方法，表列如下： 

a.伴侶和某人同時出現在某張照片和影片的次數：同時出現時得到 3 分。 

b.上述照片和影片出現的人數：當照片人數是 3 人時得到 3 分，是 4-6 人

時得到 2 分，是 6 人以上時得到 1 分。 

c.在上述照片中老婆和某人出現的次數：若老婆和某人同時出現得到 1分，

若僅有老婆出現得到-1 分，若僅有某人出現得到 3 分。 

d.在上述照片中伴侶和某人出現的距離或中間間隔的人數：可以依據人臉

方框的位置估算出目標對象之間是否間隔有人。若目標對象之間沒有間

隔人時得 3 分，若有間隔 1-2 人得 2 分，間隔 2 人以上得 0 分。 

在計算上述積分時，依據時間序列的概念，最接近現在的資料越珍貴。因此，

本研究將照片的時間軸分為三個階段，一年以上的加權是 1，一年內但多於兩個

月的加權是 2，兩個月內的加權是 3。另外考慮應用人臉辨識偵測外遇的照相的

多寡不定；因此，將上述積分加權計算後除以照片數量，得到各個維度的得分；

若有多數個(亦即超過(含)3 個)維度的得分超過一個門檻值，即可將某人列為伴侶

的外遇對象。 

 

四、系統實作 

偵測感情第三者是一個敏感的議題；本研究嘗試以最近新聞報導有出軌現象

的名人為標的，透過蒐集該名人的公開之照片來剖析應用人臉辨識來偵測感情第

三者的可能，具備不錯的成效。不過公布偵測感情第三者的分析過程以及照片，

涉及到個人的隱私和個資；為了避免引起糾紛，本研究退而求其次，改以一個類

似的問題作為偵測感情第三者的範例。 

本研究取得三位同學(本研究作者)的同意，願意用臉書和 IG 上的照片作為

本研究的範例說明。這三位同學的照片為表一所示；男女主角是很要好的朋友，

而第三者實際是女主角的閨密。通常閨密應該如同第三者一樣，應該比其他人更

頻繁地出現在男女主角的照片中。因為，本研究擔心透過照片指出某人是感情第



三者，會造成不必要的糾紛；所以本研究才改以偵測閨密為範例，基於閨密和第

三者的出現頻率的相似性，應能合理反映應用人臉辨識偵測感情第三者的實用

性。 

 

 

表一 範例的角色 

   

男主角 女主角 第三者嫌疑犯(閨密) 

 

 

本研究基於上述的研究方法實作應用人臉辨識來偵測伴侶外遇的可能性。實

作的過程和成果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個步驟是取得目標對象在臉書或 IG 上的照片。本研究以臉書來說明此

步驟的執行狀況。本研究採用兩個方法來取得臉書上的照片。第一個方法是撰寫

爬蟲程式，並偽裝成瀏覽器程式(如 IE)，以免被網站伺服器攔阻。此爬蟲程式會

自動下載圖片和影片。另一個做法是在取得目標對象的帳號和密碼後，應用臉書

API 來取得圖片和影片。 

第二個步驟是依據時間軸將照片排序，然後應用人臉辨識技術進行照片的人

臉偵測、特徵擷取和人臉識別，如圖二。本研究採用 OpenCV 作為人臉辨識的技

術。OpenCV 是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的縮寫，是由英特爾公司發起並參

與開發，是一個跨平台的電腦視覺函式庫，可以在商業和學術領域中免費使用。

圖三是本研究開發的人臉辨識軟體的雛形。此軟體在選取一目錄後，會依日期先

後對目錄中的照片和影片進行人臉偵測，並建立特徵值，然後計算特徵值差距的

大小，以進行人臉的辨識。由於角度或光線等因素，一個人的不同照片可能有差

距甚大的特徵值；因此使用該軟體時，需要人工檢視不同分類的人臉是否是同一

人。 

第三個步驟就是依據人臉辨識的解果，依據規則庫計算各個維度的總積分。

本範例使用 25 張照片作為分析的依據。因此需要將各個維度的總積分除以照片

數。圖四即為各個維度的評分。本研究設定各個維度的警戒分數是 3 分，當有 3

個維度的得分超過警戒分數時，即可視為異常。而從圖四可以發現閨密的出現頻

率確實異常，比一般人的得分有明顯的差距。這表示若有第三者存在時，基於第

三者應比閨密有更頻繁的出現機會，這意味者應用本研究的方法應確實可以偵測

到潛在的第三者的存在。 



 
圖二: 人臉偵測 

 
圖三: 人臉辨識軟體的雛形 



 
圖四:雷達圖 

 

五、結論 

第三者的出現常是造成伴侶雙方情感出現破裂的關鍵。而社群平台的照片常

是用辨識第三者存在的重要依據。但是社群平台的照片量大，而人臉辨識的發展

便成為從照片中發現第三者的自動化技術。 

本研究嘗試從臉書或 IG 等平台取得伴侶的照片，依據時間序列的概念，透

過人臉辨識和規則庫找出可疑或潛在的第三者；本研究以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應

用人臉辨識偵測感情第三者的實用性。 

從實作測試過程中，本研究發現針對感情出軌的各種狀況應該有不同的偵測

模式以更靈敏地找出感情第三者的出現。另外人臉辨識如何結合其他自動化技術

來蒐集更多樣化的資料，以做出更正確的判斷，這也是一個有趣的議題。上述都

是應用人臉辨識來偵測感情第三者的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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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vers and couples have always faced a problem that how to deal with the other 

women/men appearing in their relationship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ways of 

searching the other women/men usually have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accuracy rate is not high enough. Moreover, it may also infringe others’ privacy. In 

this research, we utilize the feature that people might post pictures on their social 

platform such as Facebook or IG when they have affair. We use the face recognition 

technique named OpenCV library developed by Intel to recognize faces, we can know 

who appears in those pictures. Then, this research can assist users in finding and 

predicting 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a potential intruder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bers we have collected in the pictures according the shooting time of 

every picture. Our approach can detect the possibility of emotional intruders 

automatically and quick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suspicion between sp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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