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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活動企劃產業與顧客資訊不對稱，業者會與其他產業的業者聯盟來獲取業績。本研

究使用資料探勘技術的決策樹 C5.0，對 A公司 105 及 106年度的資料進行分析，找出

可協助個案公司選擇行銷聯盟夥伴的決策資訊，能協助決策者依不同的業績策略尋找對

應的行銷策略聯盟夥伴。研究結果建議個案公司，在淡季優先結盟銷售業，旺季優先結

盟同業，淡季若要開拓新客群可聯盟政府機構，若要選擇低價位顧客群則可與餐飲業結

盟。本研究另發現，受限企業內部鬥爭文化影響，雖大數據分析結果可作為企業策略參

考，實務上卻並非全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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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了，美國前任總統歐巴馬於 2012年 3月宣布投資兩億美元於

大數據之相關產業，並將大數據列為國家戰略之一，甚至將大數據定義成二十一世紀的

新石油(張文貴，2013)，由此可知大數據對於如今的經濟發展有著重大影響。 

而大數據分析在實務中被應用在於商業上的例子不勝枚舉，如美國沃爾瑪超市利用

資料探勘技術發現星期五、尿布、啤酒得關連性創造出新的行銷策略；以及亞馬遜電子

書城利用大數據分析找出顧客的習性、購買商品間的關聯性等等，來建立顧客關係管理。

然而資料探勘是大數據分析中常用的一門技術，在美國沃爾瑪超市及亞馬遜電子書城過

往的例子中，皆是利用分析大數據的資料探勘技術於企業經營策略上，而資料探勘技術

則是在眾多資料中挖掘出未知、有用的資訊。 

本研究欲使用資料探勘技術當中的決策樹 C5.0 演算法對 A公司 105及 106年度的

資料進行分析，找出可以協助業者選擇行銷聯盟夥伴的決策資訊，決策者根據不同的業

績策略尋找對應的行銷策略聯盟夥伴。 

 

貳、文獻探討 

在大數據的時代下，任何的資料都能夠有機會探勘出有用的資訊(張文貴，2013)，

因此本研究使用資料探勘技術協助活動企劃產業 A公司的業者對於行銷策略聯盟的決

策。大數據在 Big data Computing Clouds：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Marcos etc. 2014)

文中定義成 5V，其中包括代表資料類型眾多的多樣性(Variety)，以及大量資料的大量性

(Volume)、資料快速產生的的快速性(Velocity)和資料是否正確的真實性(Veracity)，還有

資料是否有分析的價值的價值性(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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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析大數據的大部分情況下都是使用資料探勘技術進行分析的(黃建翔，2015)，

而過往有不少學者對資料探勘一詞提出定義，如Grupe與Owrang(1995)將資料探勘定義

成是從已知的資料中探索出從未發現之資訊。而Frawley(1992)則是將資料探勘定義是從

資料庫中挖掘出不明確、前所未知以及潛在有用的資訊過程。所以根據過往學者對資料

探勘的定義，本研究認為資料探勘就是從大量、複雜、模糊的資料集中挖掘出潛在、有

規律的、未知且有價值的資訊(張云濤、龔玲 2007)。因此將公司中累積的歷史資料，進

行資料探勘的分析，挖掘出未知且有利於公司的資料，便可將資料探勘的結果提供給公

司管理階層，協助管理階層進行相關決策。(Jiawei & Kamber,  2001; Labib & Malek, 

2005)。 

Wu He與Shenghua Zha以及Ling Li(2013)等學者，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分析推特及臉書

上的留言評論，了解披薩產業的忠誠顧客購買意向的做法，以及柯清彬(2010)學者也利

用資料探勘技術分析出電腦系統設計服務產業的顧客群，從以上種種的文獻了解到，將

資料探勘技術應用到商業上，能夠創造出非常多的商機。 

翁振益與張德儀(2006)運用資料探勘技術中的決策樹分析航空業顧客再搭意願，以

及黃巧頻(2015)利用資料探勘技術中的決策樹C5.0演算法分類出直銷業的顧客群體之特

徵，可以了解到使用資料探勘技術之決策樹分析應用於相關研究。 

決策樹是由Quinlan於1979年所提出的，主要是對於從資料中利用資料收斂的概念，

利用分類的邏輯探勘出資料分部規則的方法，之後 Quinlan依照決策樹的概念提出了決

策樹 ID3演算法，其目的是利用資訊熵(Entropy) 以及資訊獲益量(Information gain)此兩

種演算法對資料集進行分類，其分類過程是利用資訊熵計算出資料欄位的依純度，再依

照資訊獲益量判定依純度高的欄位優先選為分類節點(Quinlan, J. R. 1986)。但是在大部

分的實務上 ID3演算法之中的資訊熵難以處理連續型資料像是將編號欄位帶入資訊熵

(Entropy)則會造成資訊熵偏高的結果，因為當欄位的屬性數量越高，資訊熵的結果會越

趨近於 1(相對較大)，故而在實際分類時容易造成誤差，所以 Quinlan於 1993 年將 ID3

演算法進行改良後，提出能夠處理連續型資料的 C4.5 決策樹模型，因此 C4.5 決策樹演

算法增加了資訊分割量(split information)來計算資訊獲益比(Information Gain)，目的是為

了能夠在屬性較多種時可以比較不會出現誤差(Quinlan, J. R. 1993)。 

然而本研究所使用的決策樹 C5.0 是決策樹 C4.5 的改良版，因為 C4.5 演算法容易因

為過度分支造成樹體過胖，因此決策樹 C5.0 演算法增加了隨機森林樹的分類過程解決

這個問題，而隨機森林樹顧名思義便是由許多棵 C4.5 分類樹所結合的一種分類方法，

其分類過程會分配各個分類樹的照權重得分，之後選擇得分最高的分類樹為結果

(Quinlan, J. R. 2003)。本研究之所以會選擇使用C5.0 決策樹是因為相較於C4.5演算法，

C5.0 演算法有以下的優點(廖述賢&溫志皓，2011)： 

（一）能夠處理遺漏值：跟其他的演算法所生成之決策樹比較，C5.0 能夠使決策樹在

生成過程中，對於有遺漏值的欄位之情況時更穩定。在研究中的資料集金額欄位

有部分比數是因為呆帳或贊助所以處於空值，此優點是採用此演算法的原因之

一。 



（二）分類過程中的訓練次較數少：因為C5.0決策樹演算法包含隨機森林樹概念，因此

對於訓練資料時次數相較於C4.5少。 

（三）較容易理解：對於其他演算法來說，C5.0決策樹演算法所建構出的決策樹模型，

跟其他演算法比較是相對容易理解的。而分析的結果圖也較與活動企劃產業A公

司之決策模式相同，因此這項優點是採用此演算法的原因之一。 

（四）精準度較高：C5.0決策樹演算法是C4.5決策樹演算法的改良版，C5.0演算法強化

了演算法的增強技術，使得分類的精準度更加優越。 

活動企劃產業的業者大多選擇與其他業者策略聯盟，來改善非常態性的活動現實，

希望利用這樣的做法產生蝴蝶效應獲得更多的年度業績。研究顯示聯盟的夥伴之間最重

要的就是互補性(Dacin, Hitt & Levitas,1997)，且有學者認為缺乏互補性以及對聯盟夥伴

的需求不瞭解，通常是造成是敗的主因(Killing 1988)。故本研究將聯盟產業歸納出餐飲

業、娛樂業、銷售業、廟宇文化產業、同業、政府機構。然而之所以要選擇餐飲業是因

為考慮到在尾牙及春酒，大部分顧客都會先去找餐廳，之後餐廳再將活動企劃部分外包

給其他業者，而娛樂業則是有些顧客要舉辦活動或慶典時，會優先聯絡娛樂業的業者，

而零售業則是舉辦像特賣會之類的活動，廟宇文化產業則是考慮到廟宇會舉辦如中元普

渡等的廟會活動，而同業結盟則是考慮到可以合作一起接比較大的專案，政府機構則是

包括軍事單位以及學校和公家機構，最後一個會考慮到不和任何產業結盟則是因為，A

公司的規模屬於小型企業，在人力、物力、財力的考量下，如果要與其他業者聯盟合作

則需要負擔如背叛等聯盟失敗的風險。 

企業文化是指企業當中的組織成員所共有的價值系統或基本信念，是一種能夠表

現在行為規範、穿著打扮甚至是工作產品等等當中(Smircich，1983)；企業文化同時也是

一種對於高階管理者如何去管理員工及處理事務的一種信念，這種信念通常管理者是看

不到的，但是卻會大大的影響這些管理者的思想及行為(Lorsch，1985)。企業之所以會

有內部鬥爭的文化，根據馬克思主義當中的階級鬥爭理論，企業中各個員工為了提高自

己的工資、增加個人的利益，就會形成企業內部的經濟鬥爭情況(馬克思&恩格斯. 1960)，

而本研究之個案公司因為負責不同業務的人員不同，因此如果改變公司決策將會影響部

分業務人員之業績，故而如此的企業文化史的個案公司致行難礙。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如圖 1 所示為四階段，第一階段因為資料來源為紙本資料，故而一開

始需要手動輸入 A公司 104 及 105年度資料共 521 筆至 Excel；第二階段整理出分類欄

位，分別是聯盟產業別、是否為常客、金額、是否為鬧區、淡旺季；第三階段利用 R 語

言進行決策樹 C5.0 分類，在分類過程中將聯盟產業別，設定為輸出欄位(Output)，而是

否為常客、金額、是否為鬧區、淡旺季等欄位則設定為輸入欄位(Input)，而輸出欄位

(Output)之所以選擇聯盟產業別，是因為大部分的人對於辦活動而言都不是常態性的，

所以往往顧客在有需求時在短時間內都無法接觸到業者，因此這個產業的業者大部分都

會選擇與其他業者策略聯盟，希望利用這樣的做法，產生蝴蝶效應獲得更多的年度業績。



 

圖 1：研究流程 

（二）、資料預處理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活動企劃產業 A公司 104及 105年度資料共 521筆，其中根據農

曆及國歷之節日區分出淡季及旺季，並依照過往紀錄判定顧客是否為熟客，且在預處理

過程中將各個資料屬性轉換成代號，因過往資料是屬於人工紀錄於紙本之上，所以金額

有部分的空值(呆帳或記錄缺失)，且資料屬性轉換成代號後，因此本研究選擇利用 R 語

言工具進行決策樹 C5.0 分析，資料轉換對應如表 1。 

 

表 1：資料轉換 

原欄位名稱 預處理後欄位名稱 欄位內容 

金額 Amount 範圍 0-138,800元 

是否為鬧區 County 
0 鬧區 

1 非鬧區 

淡旺季 Season 
0 淡季 

1 旺季 

是否為熟客 Frequent 
0 散客 

1 老顧客 

聯盟產業別 Industry 

0無 

1 餐飲業 

2 娛樂業 

3 銷售業(EX.特賣會) 

4 廟宇文化產業 

5 同業 

6 政府(軍公教) 

業績淡旺季則是當國曆日或農曆日有節慶時為旺季，是否為熟客的判定方式則是利

用以往資料作為判斷，只要是重複出現在過往資料三次(包含三次)以上就判斷為熟客。 

 

肆、研究結果 

分析方法為決策樹 C5.0 演算法， output 欄位為聯盟產業別之分類欄位如下表 2： 

輸入資料 

設定欄位 

進行分析 

結果建議 



表2： 聯盟產業別分類之欄位對照表 

output 聯盟產業別 

input 

淡旺季 

金額 

是否為鬧區 

是否為常客 

根據圖 1為利用 C5.0 演算法分類聯盟產業別的決策樹，而本研究根據決策樹 C5.0

分析之結果，依照各節點所顯示出來的結果歸納出以下幾點： 

Node3：散客且金額<=56,175 的情形則大多情況為無合作夥伴。 

Node4：散客且金額>56,175 的情形則大多情況為和政府機構合作。 

Node8：常客且金額<=1,600 則大多情況為無合作夥伴。 

Node9：常客且 1,600<金額<=2,000則大多情況為和餐飲業合作。 

Node11：常客且 2,000<金額<=3,200且在鬧區則大多情況為無合作夥伴。 

Node12：常客且 2,000<金額<=3,200 且在非鬧區則大多情況為和餐飲業合作。 

Node16：3,200<金額<=15,120 且為非鬧區則大多和餐飲業合作。 

Node17：常客且 15,120<金額<=35,500 且在非鬧區則大多情況為無合作夥伴。 

Node19：3,200<金額<=15,500 且為鬧區則大多情況為無合作夥伴。 

Node21：常客且 15,500<金額<=16,270 且在鬧區則大多情況是和銷售業合作。 

Node23：常客且 16,270<金額<=35,500 且在鬧區且淡季則大多情況是和餐飲業合作。 

Node24：常客且 16,270<金額<=35,500 且在鬧區且旺季則大多為無合作夥伴。 

Node25:常客且金額大於 35,500則大多為和同業合作。 



 
圖1： 行銷聯盟策略之決策樹 



表3： 是否為散客分類之決策樹欄位對照表 

output 是否為散客 

input 

聯盟產業別 

金額 

是否為鬧區 

淡旺季 

根據圖 2為利用 C5.0 演算法分類是否為散客的決策樹，而本研究根據決策樹

C5.0 分析之結果，依照各節點所顯示出來的結果歸納出以下幾點： 

Node3：與餐飲業、娛樂業、銷售業聯盟的情狀下，大部分的客群都是常客。 

Node5：與同業聯盟且淡季的情況下，大部分的客群都是常客。 

Node7：與同業聯盟且旺季以及金額小於等於 40,000 的情況下，有 7成的客群是散

客。 

Node8：與同業聯盟且旺季以及金額大於 40,000 的情況下，大部分的客群是常客。 

Node10：與廟宇文化產業以及政府機構聯盟，還有包刮不和任何產業聯盟、並且

為旺季的情況下，約 7成的客群為散客。 

Node14：在鬧區且與政府機構聯盟的情況下，大多為散客。 

Node16：在鬧區且不和任何產業合作以及金額小於等於 15,500的情況下大多為常

客。 

Node17：在鬧區且不和任何產業合作、以及金額大於 15,500的情況下大多為散客。 

Node19：在鬧區且與廟宇文化產業合作以及金額小於等於 3,500的情況下大多為散

客。 

Node20：在鬧區且與廟宇文化產業合作、以及金額大於 3,500的情況下大多為常

客。 

 

圖 2：是否為散客的決策樹



 

表4： 淡旺季分類決策樹之欄位對照表 

output 淡旺季 

input 

聯盟產業別 

金額 

是否為鬧區 

是否為散客 

根據圖 3為利用 C5.0 演算法分類淡旺季的決策樹，而本研究根據決策樹 C5.0

分析之結果，依照各節點所顯示出來的結果，歸納出以下幾點： 

Node3：客群為散客且無任何的合作夥伴以及與銷售類聯盟的情況下，大多為旺

季。 

Node4：客群為散客且與餐飲業、娛樂業、政府機關聯盟的情況下，大多為淡季。 

Node6：客群為散客且與廟宇文化產業聯盟以及金額小於等於 3,600的情況下，大

多為淡季。 

Node7：客群為散客且與廟宇文化產業聯盟以及金額大於 3,600的情況下，大多為

旺季。 

Node10：客群為常客且與政府機關聯盟的情況下，大多為淡季。 

Node13：客群為常客且與餐飲業、銷售業合作以及在非鬧區的情況下，大多為淡

季。 

Node15：客群為常客且與廟宇文化產業聯盟以及金額小於等於 2,200的情況下，大

多為旺季。 

Node16：客群為常客且與廟宇文化產業聯盟以及金額大於 2,200的情況下，大多為

淡季。 

Ndoe18：客群為常客且與同業合作以及金額小於等於 17,500,的情況下，大多為淡

季。 

Node19：客群為常客且與同業合作以及金額大於 17,500,的情況下，大多為旺季。 

Node21：客群為常客且沒有與任何產業聯盟以及在非鬧區的情況下，大多為淡季。 

Node23：客群為常客且沒有與任何產業聯盟以及在鬧區並且金額小於等於 16,000

的情況下，大多為淡季。 

Node24：客群為常客且沒有與任何產業聯盟以及在鬧區並且金額大於 16,000 的情

況下，大多為旺季。 

 



 
圖2： 淡旺季分類決策樹 



伍、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決策樹 C5.0 演算法對過去業績資料進行分類，從聯盟產業別的

角度來進行討論，歸納出以下規則，提供業者參考。 

表 5：與各產業聯盟之建議 

產業 聯盟策略 原因 

餐飲業 低價位客群可聯盟 客群多，金額低於平均。 

娛樂業 

可考慮減少聯盟 

但是在淡季時若要開拓

新客群可進行聯盟 

金額低於平均，影響旺季

時的營業效率，然而淡季

客群為散客。 

銷售業 淡季時第一優先聯盟 
淡季時非鬧區客群為常

客，且金額高於平均值。 

廟宇文化產業 

建議聯盟，但在旺季時須

以同業為主，淡季時以銷

售業為主。 

旺季時大多客群為散客

且金額大於平均故而在

旺季時可開拓新客群。 

淡季時的客群為常客，能

提供穩定業績。 

同業 旺季時第一優先聯盟 
旺季時的客群為常客且

金額較高。 

政府機構 
若要開拓淡季客群則建

議聯盟 
可開拓淡季高金額客群。 

本研究在實務上能夠透過已有資料進行探勘，依較為客觀的角度給予實務建

議，在學術上驗證了利用資料探勘技術能夠提供活動企劃產業之業者對於行銷聯

盟的經營決策依據。然則是資料收集受到限制，因為商業機密，目前尚無法取得

整個產業的完整資料，進行整體產業的分析，只能夠將單一結果提供給案例 A

公司做為參考依據。未來研究擬透過各大社群網站(如 Face Book 及微博)利用文

字探勘方式，發現到該產業有用的資訊做進一步的分析，故建議 A公司業者將

來可與聯盟夥伴創立粉絲專業記錄下更多資料，讓未來可以做更詳盡的分析。 

本研究另外發現，受限於企業內部鬥爭文化之影響，雖然大數據分析結果可

作為企業策略參考，實務上卻並非全部可行。如本研究之個案公司會因為不同員

工所負責的業務範圍不同，故而與不同的產業聯盟而影響員工個人業務績效，不

同業務範圍的員工形成小團體，進行企業內部負面鬥爭，而影響到企業決策者之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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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he activity planning industry. Since the information 

on the industry and customer base of this industry is asymmetric, most of the industry 

will acquire alliances with other industry players. These industries include catering, 

entertainment, sales, and temples. Cultural industry, peers, government agencies. This 

study uses the decision tree C5.0 algorithm to classify the industry based on alliance 

industry, regular customers, amount,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usy seasons. 

Therefore, it is practically possible to provide a decision when the industry alliances 

with other industries. Based on this, academic verification of data mining can assist 

industry players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alliance strategies. The main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source of data collection is a single case. The company cannot 

analyze the entire industry.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hopes to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f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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