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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快速發展的同時，伴隨著產生出巨量的資訊，然而資訊種類相當繁雜，如何透

過大數據分析從這巨量的資訊中，尋找出真正有價值的資料是多數企業彼此競爭的一大

利器。研究如何利用協同過濾法配合權重的分配，增加推薦系統的精準度，並透過個人

化的推薦系統，除了幫助消費者能快速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還能透過深入分析消

費者過往的消費資訊，並預測消費者對於商品的喜好程度，提供消費者更適切的服務，

減少選購花費時間，同時利用大數據分析讓產業智慧化，能為業者帶來更多的業績以提

升顧客的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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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companied by the generation 

of hug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quite cumbersome and how 

to use this big data analysis from the hug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and find a truly valuable 

information is most enterprises are a major competitive weapon. Research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with weight distribution and increase recommended 

system accuracy and through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ed system, in addition to helping 

consumers to quickly find themselves in need of commodities but also consumers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past consumption information and predict consumer preference for 

commodities and offer consumers more appropriate services to reduce time spent with 

optional use of big data analysis to industry intelligence for the industry to produce more 

results to improve customer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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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互聯網的興起，智慧行動裝置的普及，同時也改變一般人們

的購物模式。互聯網商業又被稱為電子商務，任何形式的商業交易或使用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進行訊息交換[32]，電子商務將商品從原本

的實體店面，將商品與網路結合，改為在網路平台拍賣，用戶不需要出門就可以購買想

要的商品，隨著儲存技術的發展，電子商務除了本身能降低成本以及容納更多商品外，

對於使用者可以縮短交易的流程並更容易搜尋到所需要的商品，增加搜尋的效率，但隨

著電子商務規模的擴大，商品種類和數量的增加，雖然可以使用搜尋引擎來尋找自己所

想找的商品，但必須花費更多時間找尋所需要、感興趣的商品，也會因瀏覽過多無關的

商品造成資訊超載的問題，因此推薦系統越來越受到許多企業的關注。在競爭激烈的環

境下，電子商務推薦系統能有效保留住客戶，防止客戶的流失，也能提高商品的銷售量，

推薦系統會從消費者過往消費紀錄、曾經瀏覽的商品等資訊中學習，並向消費者推薦他

們可能需要或者喜歡的商品[7]，精確的個人化推薦系統可以增加商品的銷售數量，提高

用戶購物效率外，經過系統推薦下，可以讓用戶尋找到其他難以找到的商品，有機會賣

出更多不同種類的物品，除此之外，還能增進用戶的服務體驗，提高用戶滿意度，增加

用戶對系統的使用率和建議被接受的可能性，提升商品交易成功率外還能提高網站的利

潤，也能讓系統更好的理解用戶喜好的資訊，藉此分析所收集的資料，並優化推薦出的

結果。 

推薦系統主要分為用戶(User)、項目(Item)、評價(Review)三個不同的數據，用戶數

據是用來描述用戶的“特徵”，例如用戶的性別、年齡、職業、居住地等資訊，但這些

特徵與項目之間難以建立彼此的關係，因此在推薦系統中雖然有被使用，但很少與演算

法做結合，通常都是對推薦的結果進行過濾排序。項目數據則是用來描述一個項目的性

質，包含類別、種類、金額等資訊。評價則是代表了用戶對項目的喜好程度，也是屬於

較明確的用戶反饋，而用戶過往瀏覽或曾停留頁面時間等則是屬於不明確、較具有預測

性的用戶反饋。 

推薦系統在不同領域的應用，鑒於產生推薦的方式不同，推薦系統通常可以分為內

容導向(Content-based)、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與混合過濾(Hybrid Filtering)三

類[1][6]。 

1. 基於內容 CB 的推薦：它是基於項目的內容信息上做推薦，不需要利用用戶對

項目的評價意見，例如音樂的類型、電影的風格等固有或內在品質的屬性進行

推薦，以項目內容的相似性做為依據來做推薦。 

2. 協同過濾 CF 的推薦：利用用戶過往的行為紀錄分析偏好並提供個人化的推薦，

也是電子商務中最常使用的推薦方法，根據用戶歷史購買紀錄，並從具有相似

購買行為的用戶群中的購買行為來推薦目標用戶可能會感興趣或喜歡的商品。 

3. 混合過濾 HF 的推薦：它組合了 CBF 和 CF 方法，希望能避免他們自己本身的

缺點，同時融合彼此的優點，組合的方式包含了加權(weighted):先獨立獲得 CBF

和 CF 各自對產品的預測評分，然後組合他們預測評分獲得混合過濾的預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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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並依據混合預測評分對用戶作推薦，混合(mired)組合:先獲得 CBF 和 CF 各

自的推薦列表，在組合這兩種推薦列表獲得最終的推薦列表，序貫(sequential)

組合:當評分較少時，使用 CBF 獲得用戶特徵進行推薦，當評分累積到一定程度

時，使用 CF 取代 CBF 獲得最終推薦列表。 

這三種方法以協同過濾法較常被推薦系統所使用[30]，也是比較受歡迎的個人化

(Personalized)推薦方法[17]，而這三種的推薦技術中，協同過濾推薦演算法擁有簡單高

效的特點，因此在實踐中受到許多研究者的關注。Breese[5]等把協同過濾中又分為基於

內存（Memory-based）的協同過濾和基於模型（Model-based）的協同過濾兩類，基於模

型的推薦又包含了貝葉斯網路模型、基於圖的模型、矩陣分解等等，而基於內存的推薦

則是透過相似度函數的選擇，來計算用戶或項目之間的相似性，如何選擇相似度函數則

是關鍵之一。其中基於內存的協同過濾中又能根據用戶維度和項目維度的不同，分為基

於用戶(User-based)和基於項目(Item-based)的演算法，而它的核心思想為利用相似度高的

用戶或者用戶喜歡的項目的近似項目來過濾大量的資訊，並從中為用戶挑選出可能感興

趣的項目。 

1. 基於用戶(User-based) ：當用戶 A 喜歡影片 a，用戶 B 喜歡影片 a、b、c，用戶

C 喜歡影片 a、c，因此認為用戶 A、B、C 相似，因為他們都喜歡影片 a，而喜

歡影片 a 的用戶同時也喜歡影片 c，所以把影片 c 推薦給用戶 A，算法是用最近

鄰居（nearest-neighbor），找出一個用戶的鄰居集合，這個集合的用戶彼此之間

有相似的喜好，根據鄰居的偏好對該用戶進行預測。 

2. 基於項目(Item-based) ：預先根據所有用戶的歷史數據計算物品之間的相似度，

然後把與用戶喜歡的物品類似的物品推薦給用戶，以上述的例子為例，影片 a

和 c 非常相似，因為喜歡影片 a 的用戶同時也喜歡影片 c，而用戶 A 喜歡影片 a，

所以也把影片 c 推薦給用戶 A。 

介紹完傳統推薦系統相關的概念後，[4]展示了圖一的圖形，它描述了傳統的建議模

型以及關係。當我們生成一個推薦系統的過程，會基於幾種考慮的組合： 

步驟一. 數據庫中可以用的數據類型，例如評級、用戶註冊訊息、可排名項目的內容等

資料。 

步驟二. 接著選擇所使用的過濾算法，例如人口統計、基於內容、協同過濾或混合過濾，

在選擇模型，例如可以直接選擇數據、基於內存的模型等。所採用的技術也將

被考量在內，例如神經網路、最近鄰居算法、貝葉斯網路等。 

步驟三. 最後透過預測、TOPN 推薦以及結果做為參考，判斷該系統的系能、精準度、

是否為我們所期望的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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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推薦系統生成的流程 

因此演算法選擇上，根據 Wolpert 等人提出的 NFL 定理(no free lunch theorem)[28]，

評判一個算法的優劣必須與特定的情境和應用聯繫起來，但傳統推薦演算法中會因為對

於新用戶的資訊和評分的資訊不足，產生矩陣稀疏(Sparsity)，以及冷啟動(Cold-start)的

問題[22]。由於一開始缺乏評級的數據，因此無法給予可靠的推薦造成冷啟動的問題，

冷啟動的問題又分為三種[4]，包含新社群、新項目、新用戶，新社群問題提到一開始啟

動 RS 時難以獲得足夠的數據(評級)，來提供可靠的推薦，而解決的方式可以鼓勵用戶

利用各種方式進行評分，當有足夠的用戶和評級時採用基於 CF 的推薦。新項目問題的

產生在於新項目一開始都不具有初始的評級，造成推薦系統不會推薦新項目，而解決得

方式則是透過關聯性等方法，經由其他方式來發現新項目。新用戶的問題則是在 RS 營

運中面臨最大困難之一，一開始新用戶沒有任何評級，因此無法收到 RS 給予的基於內

存的個性化推薦，或新用戶輸入的評價不足無法提供可靠的推薦，讓新用戶沒辦法獲得

所期望的推薦而停止使用，通常解決的方式為利用新用戶其他的資訊轉換成新用戶的評

價，以便根據新用戶可用的數據來給予推薦。因此我們的研究在於如何設計權重，將

CF 演算法直接應用在解決門市的情境會面臨到一些問題，CF 演算法主要的精神是將使

用者的特徵以及其偏好進行對應，比對出使用者的特徵即可推知其對那些商品的喜好較

為強烈，但是門市的交易資料本身並不帶有使用者的偏好與個性在內，因此藉著設計權

重結合 CF，來提高預測的準確性。本論文的組織如下，第二節為與本論文相關的文獻

探討，第三節對系統架構的規劃，第四節為實驗與結果分析，第五節為結論與建議。 

 

貳、 文獻探討 

在過去的相關研究曾提出，傳統的協同過濾推薦系統隨著電子商務不斷的擴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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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跟商品數量不斷增長，數據稀疏、冷啟動等問題越來越明顯，導致傳統的協同過濾技

術性能越來越差。在本章我們首先進行我們曾經閱覽過與 CF 相關研究其成果、存在的

限制與改善空間，對這些研究進行探討與整理。 

在傳統的協同過濾強調用戶興趣的相似度，忽視了用戶特徵和商品屬性的影響，為

了解決類似的問題，Yuan [25]、Ding [10]等研究人員認為社交網路可以用來描述用戶的

互動行為；Deng Xiaoyi[9]提出了基於情境聚類和用戶評分的協同過濾推薦模型，經由

情境因素和用戶評分，該模型有效的解決了高維度稀疏數據和評分數據的問題；Ma[20]

提出了一種混合推薦算法，該算法將項目評分和用戶評分相結合，藉此減少稀疏矩陣造

成的問題。儘管這些研究的結果優於傳統的協同過濾，但都只考量到用戶之間的相似

度，而沒考量到用戶評分的準確性或者是否因各人喜好，惡意評分跟灌水，[31] 提出了

一種基於商品複雜屬性的混合協同過濾模型，該模型透過場景分類解決了用戶數聚稀疏

的問題，並結合了用戶主觀評分以及惡意評價的評分，和產品客觀的評分，反映出用戶

偏好，另外通過社交網路的評論和專家的建議，克服了傳統模型的缺點，使得該模型比

傳統協同過濾擁有更高的預測精準度，也更適合用於具有複雜屬性的商品。[11]則是提

出了推薦系統中除了購買數據外，應該還要包含瀏覽數據，它可以有效減少用戶歷史紀

錄的數據稀疏性，通過瀏覽的數據和購買的數據，提高推薦的精準性，因此被認為在中

型電子商務或新創建的電子商務網站中，能有效的解決數據稀疏性的問題，並且推薦的

精準度高於傳統的 CF。 

上述都是依據傳統的協同過濾推薦系統，進行改良結合，希望藉此能解決冷啟動、

數據稀疏等問題，並大幅的提高精準度，與本論文研究方向著重於在基於圖形的協同過

濾模型、協同過濾中用戶和物品相似度的結合以及權重的設計上。Aprilianti 等人[2]使

用加權混合協同過濾和基於內容的過濾方法研究電子商務的推薦系統。利用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計算用戶的相似度，該研究表明，與單一過濾和基於內容的過濾

推薦系統的性能比較，混合推薦的精準度有所提高。Huang[12][13]使用圖形分析研究電

子商務推薦系統的模型，在推薦系統上使用鏈接預測演算法變得越來越普遍，Cukierski[8]

採用監督式的學習，預測來解決基於圖形特徵的匿名數據問題，另外[11]也全面探討了

鏈接預測在協同過濾中的應用，重點關注在用戶生成的內容系統中，Huang 建構了一種

推薦演算法，通過識別重疊交互或共同項目的相同評分，定位每個用戶的相似度，從用

戶和項目交互的二分圖中，不對鏈接的節點加權，該研究發現，鏈接預測和網絡分析可

以改進現有的協同過濾演算法。Wang 等人[27]對擁有二進制評分的數據進行了基於用戶

和項目的演算法的統一，使用 Pearson correlation 或 cosine similarity 計算用戶和項目的

相似度。Verstrepen[24]提出了將基於用戶和項目的最近鄰居演算法統一為同類的協同過

濾，其中每個用戶都有一組關於用戶給出的反饋項目。 

隨著 CF 的推薦系統普及，準確性和性能為主要的研究目標，關於 CF 的準確性，[15]

提出了替代鄰居的方法，它優化了全球成本函數，改進了預測的精準度，同時也包持著

原本經典的鄰居方法的優點，使得項目與項目之間，用戶與用戶之間可以隨著數據的大

小線性縮放，不需要另外再學習。[18]提供了一個新的用戶相似度模型，當只有幾個評

級可以用來計算用戶相似度時，可以提高推薦性能，該模型不僅考慮到用戶評分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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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還考慮到了用戶的偏好。[3]通過採用度量用戶間的相似度來提高預測的精準度，

根據用戶的心情和品味，每個用戶權重的評分集依據用戶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提出了模

糊權重，可用來捕獲用戶的評偏好。[19][23][10][16][26][29][21]都是利用用戶歷史評分

來預估他們的偏好，[19][23]研究了根據用戶的歷史點擊資訊，產生新聞報導的推薦。[10]

證明描述用戶的興趣很大的程度取決於用戶是否積極參與，透過測量讀者閱讀文章所花

費的時間，來確認讀者是否對某篇文章感興趣，同樣在[16]中，作者認為觀看視頻的相

關性可以依據時間量來估算用戶是否觀看過，還是點擊後就放棄觀看，[26]利用情感分

析的方式，根據用戶的評論生成建議。[29]發現用戶在網站上的反饋信息、下載次數、

瀏覽次數，都能顯示出用戶的興趣。[21]認為瀏覽時間、打字、保存、複製等等都是重

要的行為，也是確定用戶興趣等級方面的關鍵因素。 

因此本論文將對上述研究來進行歸納整理，本論文的主要貢獻在於利用用戶資料中

紀錄的屬性，做為用戶彼此間相似度的依據，經過篩選後，利用權重的方式生成用戶對

物品的評分，產生推薦的結果，藉此在傳統的 CF 中加入沒考量到的因素以及增加推薦

的精確度。門市業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販售商品的方式多為被動的行銷，都是由客戶到

店面詢問或者經由行銷廣告，才會參考口頭或紙本所推薦的東西做購買，但現今社會競

爭越來越激烈，這樣的銷售手法無法有效吸引客戶進行購買。因此我們利用消費者的會

員資訊，每當消費者到門市消費後，系統便會記錄該客戶所購買商品行為等相關資訊，

並將門市過往的交易資料套用到推薦系統中，接著我們透過交易紀錄分析客戶的歷史消

費行為，推薦其他不同、客戶可能感興趣的商品，另外我們還能透過歷史資料，分析每

個客戶消費的行為，並依據購物籃分析和關聯規則，適時推薦其他商品給其他的客戶購

買，這些商品很可能是門市員工對顧客介紹時，無法立即想到的商品，因此我們透過分

析資料庫中消費者購買商品的紀錄，找出商品與商品間的關聯性，同時根據用戶過往的

交易紀錄結合其他用戶的相似決策建立模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該消費者除了來店裡購

買的商品之外還有可能對其他什麼東西感興趣，進而推薦消費者購買。 

 

參、 系統架構 

當面對大量資料時，首先需要做的是數據的清理，剔除不需要的資料，過濾錯誤的

資訊，提取自己需要有用的資訊等。我們將各種不同來源的相關資料集合起來做分析，

包含資料庫、資料倉儲以及網路串流等。接著依照不同情境，不同目標進行資料過濾處

理，找出有價值或者所需要的資料。第三步會將過濾後的資料放進模組裡，進行評估確

認和調整，確保評估出的結果是我們所期望的結果。最後再將資料進行分析，確認模型

所評估出來的結果是正確的，若是錯誤則回到模型進行調整。 

推薦系統整體的架構如圖二所示，藉由分析用戶過去購買物品的行為，分析尋找用

戶的偏好、購物習慣等相關的特徵，計算彼此的相似度，藉此得到初步的推薦結果，並

使用基於物品協同的方法過濾已經購買過的商品，並將其餘結果依照權重所得到的評分

做排名，取得最終 TOP-N 的推薦結果，因此該系統可以提供個性化推薦服務提升網站

銷售額和吸引新用戶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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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推薦系統架構 

度量或相似度量(SM)用來確定用戶對用戶或項目對項目之間的相似度，在取得用戶

或項目之間的相似度也是很重要的一環，KNN 算法[3]基本上基於使用統計起源的傳統

相似度量，其中最常用的傳統指標有 Pearson correlation(CORR)、 cosine(COS)、

Euclidean(EUC)等，本實驗所選擇的是歐幾里得距離公式如公式(1)，計算空間向量中兩

點的距離，距離越近代表相似度越高，因此我們將用戶的資訊轉為空間向量的點後，計

算目標用戶與其它用戶之間的距離，來判斷與目標用戶最相似的用戶。這邊我們選擇了

3 個屬性作為描述用戶的特徵，分別為年齡、會員等級和性別，依據過往交易紀錄，能

發現 20 歲以下經濟能力普遍較低，購買的商品都較少，價格也較低，30 歲以上較有經

濟能力，會員等級也陸續有金鑽跟尊爵，另外購買物品較多，金額也比較高，因此我們

將年齡分為 1-5 級數，會員等級從低到高分為 3 級，搭配男女轉換為 1 和 2，將用戶資

料轉換為數字做為用戶特徵，藉此轉換成向量，來計算用戶彼此間的距離，接著算出決

策力和相似性權重，兩者成比例，且總和為 1，決策力代表了每個用戶對目標用戶機率

預測的最後結果的影響力，這個程序可以看成是一種加權評分，它可以避免特別指定某

些特定的用戶，將距離的影響力降低，藉此可以取得更多可以參考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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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針對門市情境下對客戶做出推薦，以下為推薦的步驟: 

步驟一. 將用戶資料進行正規化後，利用歐幾里得距離公式計算目標用戶與其它用戶之

間的距離，並將計算出的距離轉為相似性權重和決策效力，並挑選出 N 個相

似度最高的用戶。 

步驟二. 從挑選出用戶所購買的商品中，過濾目標用戶以購買過的商品，保留未購買過

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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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依據過往用戶購物的行為，利用調整權重的方式對每個物品產生評分，並依照

評分高低做排名，產生推薦的優先順序。 

我們考量到由於門市沒有客戶對物品的評價紀錄，因此我們設計了一套評分機制，

利用過往用戶的購買紀錄，將物品的售價和數量做為推薦依據，並轉換成評分，公式(2)

中，評價分數分為兩部分，物品銷售數量和銷售金額。 iO 為會員購買商品 i的數量， iC

為商品 i的售價係數，在傳統 CF 裡，由於分數的評分機制範圍在 0~5 分之間，為了讓

資料在 CF 的應用範圍內，我們必須對資料預先處理過。根據我們分析門市的購買情境，

扣除公司行號的批量採購，或者一些特殊情況發生，不然一次性購買商品的數量是有限

的，首先會將批量採購等特殊情況的資料當作離群值，先予以剔除，因此我們將販售數

量超過 5 都視為離群值過濾掉。 iC 的計算中，如公式(3)，將商品金額區分為五個等級，

這五個等級分別由四個不同的閘值
1 th 、

2 th 、 3 th 與
4 th 組成，這四個閘值則是依照門市

各自的銷售狀況自己調整。而 0w 與
1w 則是商品數量和商品金額之間的權重設定，兩者

相加總合為 1。 

 

)(C)( 10 wwOR i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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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資料集裡有用戶 A、B、C、D、E，用戶 A 年齡為 20 歲男性，會員等級為普

通，曾經購買紀錄為電腦、喇叭、鍵盤、耳機、螢幕，用戶 B 年齡為 51 歲女性，會員

等級為尊爵，曾經購買紀錄為電鍋、冰箱、微波爐、燈泡，用戶 C 年齡為 30 歲女性，

會員等級為普通，曾經購買紀錄為電腦、喇叭、螢幕、冰箱，用戶 D 為 35 歲男性，會

員等級為金鑽，曾經購買紀錄為插座、行動電源、冷氣、喇叭，用戶 E 為 32 歲男性，

會員等級為普通，曾經購買紀錄為喇叭、螢幕、行動電源、插座，現在我們要針對用戶

A 推薦商品，根據用戶歷史購買紀錄，用戶的年齡、會員等級以及性別與用戶所購買的

物品都會有關聯，因此對客戶的資料進行正規化，定義為表一。 

 

表一:定義客戶屬性 

 

依照上述用戶資料，我們先將用戶資料正規化，轉為空間向量的點，得到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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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1}，用戶 B={5，2，3}，用戶 C={2，2，1}，用戶 D={3，1，2}，用戶 E={3，

1，1}，接著以用戶 A 為目標計算與其他用戶之間距離，並求得相似性權重以及決策效

力，如表二。由表二中會發現用戶 A 最近鄰居的排名為用戶 C 與用戶 A 最相近，依序

是用戶 E、用戶 D，用戶 B 與用戶 A 距離最遠，假設我們取前 2 個相似度與用戶 A 最

相近的用戶，用戶 C 和用戶 E 與用戶 A 為最近鄰居，接著我們將會排除用戶 C 和 E 所

購買物品中，用戶 A 有買過的物品，只留下未曾買過的物品依據權重做推薦的優先順

序，因此對行動電源、插座、冰箱做權重的調整以及推薦的排名順序。 

 

表二:用戶 A與其他用戶之間的相似性 

 

經由權重的調整，可以發現推薦的商品會隨之改變。首先先對金額做定義，假設 1

為金額 501 元以下，2 為金額 501 元~2000 元，3 為金額 2001 元~6000 元，4 為 6001 元

~1 萬元，5 為 1 萬元以上，如公式(4)所示，依照上述例子對行動電源、插座、冰箱做排

名，門市裡冰箱價格約為 1 萬元~2 萬元不等，插座價格為 300 元，行動電源價格約 500

元~2000 元不等，從過往資料中發現，用戶 E 行動電源一次購買 2 個，插座一次購買 5

個，用戶 C 則是冰箱購買一個，因此可以得到表三初步的係數。 

表三:轉化後的係數 

 

利用權重調整生成評分，生成最終推薦的優先順序，假設要推薦高單價的商品，藉

此提高門市營業額，因此在權重上，我們將金額調高比重，假設門市囤貨過多，希望優

先推薦一次性購買數量較多的商品，在權重比上，針對數量提高比重，可從表四清楚看

見對金額和數量所調整的權重會影響到推薦的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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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表四:根據權重分配比較不同情境 

  

優先推薦價格高的商品(比重 0.2:0.8) 優先推薦數量多的商品(比重 0.8:0.2) 

本論文考量到由於門市店面缺乏評分機制，因此透過設計評分機制，利用過去購買

的數量和金額的權重比，來代替用戶對物品的評價，經過用戶的相似度篩選，過濾以購

買過的商品，並從中利用評分機制產生最終的推薦結果，此系統可以利用在各種不同門

市，依據門市過去的購買紀錄，可以有效的生成推薦結果，同時可以讓門市經由過往的

數據分析，避免商品過度的屯積，或者商品臨時短缺，也能讓各個門市有一個依據參考，

針對不同門市的客人性質，提供該預先備貨或叫貨的參考，大幅增加門市的營業額及減

少虧損。 

 

肆、 實驗與結果分析 

推薦系統實作的方式有很多種方法，包含利用 RHadoop 實作推薦系統、以 Python

搭配 Flask 實作推薦系統以及在雲端平台上的 Azure ML studio。這邊我們採用 R 語言搭

配 Azure ML studio 的方式解決方案，數據集使用了某公司所有零售門市某年的購買紀

錄，在這 25 萬筆數據中包含了系統編號、購買日期、購買門市、門市名稱、發票號碼、

商品名稱、商品型號、購買數量、購買金額、會員等級、入會日期等等資料欄位。我們

從該年先針對了購買冷暖氣的資料集，共 7 萬筆的購買紀錄來做實驗。 

首先，我們將得到的資料先做前處理，利用 Power Bi協助我們做資料的清理，Power 

Bi是 Microsoft的一套商務分析工具的軟體，該軟體可以將資料轉換為視覺化的圖表，

同時具備多種不同的視覺和互動方式的效果。處理資料上，我們首先會處理資料的缺漏

值，利用序列平均值的方式置換我們所缺失的值，也就是將該變數的平均值作為缺漏的

值，再來將所有商品做一個品項分類的步驟，分類前先將公司批發或附送贈品等特殊情

況，先予以篩除，由於每一類的商品包含了許多不同品牌或者打過折扣，為了統一每一

類的金額，因此我們利用金額加總後平均的方式作為該類的最終金額，圖三可以看到我

們利用 Power Bi 做出不同分類的金額視覺化效果，圖四則能看得出我們每項的分類所

佔的百分比以及其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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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Power Bi所呈現的視覺化效果 

圖四：每項分類所佔的百分比以及其金額 

我們搭配 R語言的軟體，協助我們將所需要的用戶性別、會員等級和年齡屬性做量

化的轉化，利用這三種屬性算出所有用戶與目標用戶彼此間的距離以及相似度權重和決

策力，並挑出用戶相似度最相近的用戶，也就是距離為 0 跟 1 的所有用戶。接著利用我

們所設計的評分機制，對權重做不同分配，分別來比較販售目標取決於價格或取決於數

量後的結果。我們先針對其中的冷暖氣資料做測試，利用 ROC 曲線來測試我們的模型

準確度，當距離圖區的左上側越遠，模型效能就會越好，圖五為金額權重 0.5 以及 0.9

時的 ROC 曲線結果，會發現金額權重為 0.9 時，曲線最靠近外側，代表該權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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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 

圖五：金額為 0.5 和 0.9 時的 ROC 曲線 

最後由最終結果可以發現，經過權重的分配，推薦出的結果也會跟著變動，當權重

比越接近平均時，因為沒有明顯的區分性，造成推薦的結果越不準確，因此金錢和數量

的權重比差距越大，推薦列表的準確性越高。對於不同的用戶會產生出不同結果，推薦

的優先順序也不同，而圖六可以展現出我們將數量和金額的所有權重比，利用折線圖來

觀察不同權重下，推薦結果的好與壞以及當我們沒有經過用戶相似度篩選所得出的 NDCG

結果。同時還能發現，經過用戶相似度篩選後，系統推薦的商品準確性會高於直接將所

有資料做推薦而未經相似度篩選，另外也能發現當我們將金額或者數量比重調高時，推

薦出來的商品越能符合我們所期待希望的商品，反之，當比例越接近平均或者數量和金

額平均時，系統則是將數量越多、金額正規化後數字越大的為優先推薦，因此配合金額

高的為優先或者配合數量多的為優先的情況下，比重為 0.9：0.1和 0.8：0.2的比重，

所推薦的商品最為能符合當下情境，同時也解決了門市商品沒有評分的問題，利用我們

所設計的評分機制，更精準的預測以及推薦客戶更符合情境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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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經過以及未經過相似度篩選的準確性比較 

 

伍、 結論與建議 

協同過濾是目前推薦技統中，運用最廣泛和成功的技術，但傳統的協同過濾面臨著

冷啟動和數據稀疏等問題，在計算用戶之間相似度難以準確的預估，因此本論文所提出

的改善傳統 CF 方式，通過會員資料能更準確的估計用戶之間的相似度，再利用相似度

相近的用戶所購買過的商品排名推薦，而商品的排名推薦可以利用我們所研發的評分機

制以及權重調整，最終產生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推薦結果。未來還能朝兩個方向更進一步

的研究完善我們的模型： 

1. 可以加入時間序列或地區性等更多的會員屬性，經研究發現不同的地區所需要

或所購買的商品都會有差異，因地區環境、天氣等因素造成客戶所購買商品的

需求不一樣。時間序列也是影響購買商品的很大原因，會因為四季的變化、節

慶的不同等因素影響採購的商品，甚至客戶資料裡包含了在門市購買還是網路

購買，這些都有可能成為一個依據，因此在未來可以添加更多不同客戶的屬性，

以增強用戶之間的關聯性。 

2. 對於我們創造出的評分機制，包含了數量和金額以外，還可以依據其他屬性來

更改評分的機制，重新分配權重的比例，甚至能添加更多因素增強某方面的比

重配置，產生出更準確的推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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