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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消費者健康意識之提升及人口結構日趨高齡化，同時也造就保健食品的熱潮。

本研究藉由深入個案分析，以 S 公司 105、106 度營業資料，透過資料探勘中的決策樹

C5.0 及 Apriori 演算法產生規則，探尋對健康食品產業經營有效益的發現、並提供應對

之道。研究發現，個案公司高雄地區顧客購買數量大於二時，商品會選擇蔓越莓 C+E、

PC/PE 卵磷脂、及銀寶什穀粉，建議企業可參考分析結果。將上述商品做組合銷售，以

提高營業額。研究結果僅限於單一個案公司的部分產品類別，未來可延伸至同業的其他

公司，或不同產業/產品的其他公司為對象，突破單一個案公司侷限性。 

 

關鍵詞：資料探勘、決策樹、C5.0 演算法、Apriori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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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決策樹與關聯規則分析於保健食品產業-以 S 公司為例 

壹、 導論 

一、研究背景 

隨著大數據被越來越多的提及，有些人驚呼大數據時代已經到來了，2012年《紐約

時報》的一篇專欄中寫到，「大數據」時代已經降臨，在商業、經濟及其他領域中，決

策將日益基於資料和分析而作出，而並非基於經驗和直覺。最早提出”大數據”（Big data）

是全球知名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麥肯錫在2011年10月份發佈的研究報告《大數

據：創新、競爭和生産力的下一個新領域（Big Data：Next Frontier of Innovation，

Competition，Productive）》中明白揭露，巨量資料已經滲透到每一個行業和業務職能領

域，逐漸成為重要的生產因素，因而巨量資料的分析學術與實務界大多使用資料探勘技

術來進行分析(黃建翔，2015)。 

 

隨著消費者健康意識之提升以及人口結構日趨高齡化，增加了對保健食品之需求，

各類機能性食品、營養及膳食補充食品的商機受到高度的重視。由於國人飲食生活中充

斥著高熱量、高油脂、低纖維的食品，無形中增加了許多慢性疾病的發生(楊智雅，2005)。 

因此，意識到健康的重要性，除了在飲食上的控制之外，也體認到保健食品的重要性，

使得保健食品市場需求快速成長及愈趨蓬勃發展。 

 

台灣的保健食品產業亦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下蓬勃發展中。在消費者對保健食品的需

求下，全球保健食品市場以美國為最大市場，佔全球總市場的1/3約為200億美元，而歐

洲部分為1/4，約為150億美元（其中德國有55億、法國24億、英國與義大利有14億）；日

本則為第三大市場，約有100億美元；中國部分占49億美元，而亞洲國家合計有90億美

元（廖美智，2006），如圖1所示台灣的保健食品市場，已經到達每年超過1000億的商機。 

 

圖 1：保健食品成長趨勢 

今日隨著社會大眾健康意識的提升及高齡化社會的到來，又基於保健與健康的需求

下，許多食品產業與生物科技業結合下，紛紛轉型進入此新興產業，並針對大眾需求來

研發各式各樣的保健食品(陽光盛，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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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食物工藝學院（IFT）的專家們在「功能性食品－契機與挑戰（Functional 

Food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文中指出，台灣有近70％的人曾經吃過保健食品，

另據食品工業研究所調查，台灣30歲到50歲的成年人，曾購買過保健食品的約有65％，

可見「保健食品」是一般人三餐主食之外最大健康補給來源(台肥季刊，2009)。 

 

據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預估，2015年至2021年全球營養保健食品市場年帄

均複合成長率(CAGR)將可達7.3%，至2021年其規模可達2,790億美元。其中功能性食品

市場規模最大，達31%以上。目前市場以北美為主，但未來亞太地區巿場成長可期，將

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營養保健食品市場。由於人口高齡化和生活型態疾病(如肥胖、糖尿

病)的醫療開支日益增長，以及運動健身及健康減重風潮盛行，預期將成為加速消費者

購買營養保健食品的關鍵動力。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資料探勘技術常被應用在於商業上，尤其在服務業的業態中大多用來探勘出有價值

的資訊，提供決策者來創新服務，在實務上成功的案例，如美國著名超級市場Wal-Mart，

針對其經年累月所累積的銷售資料分析之後發現，每到星期五尿布和啤酒就經常會被一

起購買，於是行銷人員將這兩樣商品放在鄰近的陳列架上一起做促銷，結果兩樣商品得

到了意想不到的業績成長；又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從其客戶資料中，找出既有客

戶申請貸款的時機，並且找出規則，規劃出全新的行銷方案，該方案推出後，美國銀行

的房屋質押貸款接受率立即成長兩倍以上。另外LTV是全美第三大的鋼鐵公司，使用資

料探勘偵測潛在的品質問題，使得不良品減少了99%。可知利用資料探勘技術，可幫助

企業運作的更有效率及效益。 

 

綜合上述所言，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1. 運用S公司的資料，並透過C5.0的分類演算法，探詢可以利用的資料分析結果。 

2. 透過C5.0分類演算法，再利用關聯規則尋找出最佳的銷售組合，提供實務建議，

俾使公司增加營業額。 

貳、 文獻探討 

一、巨量資料 

巨量資料分析這項技術的運用相當多元化，常被用於商業行銷、環境監控、空間資

訊、醫療等領域的策略規劃或研究，且巨量資料分析這項技術的應用逐漸的結合到都市

規劃或交通運輸規劃等方面，因此可以知道巨量資料分析的應用已經逐漸深入政府、企

業、學術等領域(Jagadish,2015)。根據Big data Computing Clouds：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Assunção etc.,2015)對於巨量資料 (big-data)的定義分成五種特性：多樣性

(Variety)-資料的類型很多、大量性(Volume)-資料量非常大、快速性(Velocity)-資料產生

的速度非常快速、真實性(Veracity)-資料的可靠性是否正確、價值性(Value)-資料是否有

分析的價值。本研究即以個案公司105~106兩個年度的營業資料為分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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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的概念最早是由日本提出的，早在1962年日本厚生省的文件中就已經出現

「保健食品」這一名詞。目前各國對於保健食品之定義不大相同，日本於1991年修改原

有法令，增列特定保健食品(Food for Specific Health Use, FOSHU)的條文並定義為「特別

用途食品，為了特定保健目的而攝取，且標示因攝取可期待獲致該保健目的之產品」；

美國於1994年定義膳食補充品(Dietary Supplement)為任何一種經由口攝取，含有膳食成

份包括維生素、礦物質、青草與胺基酸等，可作為補充日常膳食攝取總量不足之用的他

類可供膳食物質。 

 

我國對保健食品之定義仍是模糊不清，僅將食品以二分法來區別，扣除掉非為藥品

的健康食品外，其餘皆為一般食品。並於2006年5月17日修正部分條文中第二條說明：「健

康食品（health food），係指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具有特定之保健功效，特別加以標示或廣

告，而非以治療、矯正人類疾病為目的之食品，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健康食品」

遂成為正式的法定名詞（健康食品管理法，2006）。 

 

本研究個案公司之產品具備「天然」、「有機」、「無毒」、「無添加」、「無污染」、「低

熱量」等特性，大致分為以下幾類「營養補充品」、「無榖雜糧」、「油醋、調味料」、「個

人清潔保養用品」、「天然家庭洗劑」、「綠色商品」等六類。 

 

三、決策樹 

分類(classification)乃是根據已知的資料及其類別屬性來建立資料的分類模型。決策

樹的優勢在於其解釋性高，因為它採用的規則都是淺顯易懂的，可以讓使用者快速判斷

結果。決策樹是以樹狀圖為基礎的方法，具有讓使用者 容易理解的優點。一般來說，

決策樹的準確性是依據資料來源的多寡，如果決策樹是透過了龐大的資料集所建構出來，

則其預測的結果通常是符合期望的(尹相志，2009)。決策樹是由Quinlan於1979年所提出

的，之後Quinlan依照決策樹的概念提出了決策樹ID3演算法，ID3為最早使用的決策樹

演算法之一，ID3的主要核心是以遞迴的方式將訓練資料作切割。在每一次產生節點時，

某些輸入的訓練子集將取出測詴，以資訊獲取量來當作測詴，在選取過後，將以具有最

大資訊獲取量的值當作分支的節點，接下來依照其遞迴的動作選取下一個分支節點，直

到每一個訓練資料都屬於一個分類之中或是符合某個滿足條件。另外，Quinlan學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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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lan, 

1993)。C4.5在決策樹的每個節點上使用資訊獲取量來選擇測詴屬性，選擇具有最高資訊

獲取量(或最大熵壓縮)的屬性作為當前節點的測詴屬性。 

 

本研究所使用的決策樹C5.0是決策樹C4.5的改良版(Quinl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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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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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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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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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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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決策樹所生成的決策規則模型比較

合乎決策者之決策邏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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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使用決策

樹C5.0演算法分析出來的結果會相對的比較有參考價值。 

 

四、資料探勘 

資料是企業或組織的重要資產，但越來越多的資料要如何轉換為有效的資訊，協助

企業或組織從中發現問題，進一步採取行動並不容易，現今資訊科技快速進展，即時處

理大量資料不再是遙不可及，透過資料探勘工具可以協助企業或組織有效率的在大量的

資料中找出有用的資訊（王振彬，2014）。 

常見的資料探勘方法有很多種，像是曾憲雄等人(2012)便將資料探勘常見的模型或

技術分為資料分群分析、資料分類分析、資料關聯分析和一般統計分析等四大類，如下

所述： 

1. 資料分類分析(Classification Analysis)：分類分析為一種監督式學習技術，能夠

從已知類別的資料中，根據資料的特性加以定義分類，通過分類的特徵建立模

式或函數，進而預測其他未經分類或者新進樣本的類別。  

2. 資料分群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分群分析又稱群集分析，有別於分類分析，

分群分析為一種非監督式學習技術，與分類分析不同，其能夠對未事先定義的

資料進行分析，根據資料間的相似性分為若干個群集，使得群集內的資料具有

高度相似性，而不同群集的資料則具有高度不相似性。  

3. 資料關聯分析(Association Analysis)：分析資料彼此間的關係，其優點為可以產

生規則並有相應的結果，常用於零售業者了解顧客的消費行為，使其在如何促

銷或銷售物品上作出決策。  

4. 一般統計分析：為基本的資料分析技術，其主要是以統計學的分析方法為主，

像是敘述統計、迴歸分析等方法。  

 

實際上，上述四類方法都有許多演算法可以應用，包括：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 

NN)、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決策樹(Decision Tree, DT)、模糊分群方法(Fuzzy C-means, FCM) 及粗集合理論(Rough 

set theory, RST) 等(Ramanna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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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參考過去學者的研究經驗以及研究的結果利用資料分類分析中的C5.0決策

樹分類演算法，使用資料探勘技術分析健康保健食品銷售資料，搜尋任何可幫助企業營

運上的行銷策略。 

 

五、資料探勘技術在商業的運用 

Wu Zha& Li(2013)，利用資料探勘技術分析Twitter、Facebook的留言評論，了解披

薩產業的忠誠顧客購買意向的做法，由此可知對於挖掘顧客的意向資訊使用資料探勘方

法是可行的。 

 

翁振益、張德儀、鄭光遠、鐘碧姮與林雅藝(2006)，則運用資料探勘技術中的決策

樹，分析航空業顧客再搭意願，發現吸引顧客的潛在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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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最佳的直銷方式。

故參照過往學者的經驗，使用決策樹進行分析個案公司相關資料。 

 

六、關聯規則 

關聯法則主要在協助尋找資料庫中資料與資料間的相互關係，最早由Agrawal(1993)

等提出，針對超市購物籃分析(Market Basket Analysis)問題提出的，其目的是發現超市交

易資料庫中不同商品的關聯關係。假設在交易資料庫中存在許多筆的交易記錄，每筆交

易記錄皆會紀錄顧客所購買的項目，從這些看似相關卻又不盡相同的交易訂單，發現出

潛藏有用的關聯規則。提供於賣家做為銷售配置與促銷等相關決策，不僅提升顧客對賣

場的滿意度，也提升賣場的銷售利潤。 

關聯規則的形式為X → Y，X為前項項（antecedents, lhs ,left hand sides），U 為後項

（consequents, rhs , right hand sides），其中有兩個重要參數，支持度（Support）、信賴度

（Confidence）與增益(Lfit)為衡量指標。 

支持度（Support）： 

支持度衡量在所有交易紀錄中，出現{ X , Y}項集所佔的比率。 

Support( X → Y) = P(X ∩ Y)  

信賴度（Confidence）： 

信賴度衡量在購買項目 X 的條件下，也買項目 Y 所佔的比率。 

Confidence( X → Y) = P(X|Y) =
𝑃(𝑋∩Y)

𝑃(𝑋)
 

增益(Lift) ： 

增益衡量含有項目 X 的條件下，同時含有項目 Y 的比率，與 Y 整體發生的比率。 

Lift( X → Y) =
𝑃(𝑌|𝑋)

𝑃(Y)
=  

𝑃(𝑋∩Y)

𝑃(𝑋)P(Y)
 

如果 Lift(X→Y) >1，為正相關，是有效的規則。 

如果 Lift(X→Y) <1，為負相關，是無效的規則。 

如果 Lift(X→Y) =1，表示 X 與 Y 相互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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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度衡量關聯規則的信心度，支持度衡量關聯規則在全部交易中，具有一定的顯

著性，增益衡量關聯規則的資訊價值。關聯分析主要有 3 個步驟： 

1. 首先設定最小支持度與最小信賴度。 

2. 進行資料庫搜尋，找出大於所設定的最小支持度的高頻項目集（ frequent 

itemsets）。 

3. 將找出的高頻項目集（frequent itemsets）產生關聯規則，如果該規則大於設定

的最小信賴度且增益大於 1，則該關聯規則為有效規則。 

 

七、Apriori 演算法 

1994年由Agrawl & Srikant 提出的Apriori演算法，是目前常用之關聯性規則。Apriori

演算法採用一種逐層搜尋的疊代方法(Level-wise Search)先找出滿足最小支持度的頻繁

項目集所形成的關聯性規則，當Aprior演算法找出滿足使用者設定的最小支持度

(Minimum Support)及最小信賴度(Minimum Confidence)的關聯性規則，這個規則才算成

立。 

找出Frequentk K-1，k>1，若為Ø ，則停止執行。(2) 由(1)中找出任兩個有k-2 項目

相同的Frequentk-1，組合成Itemsetk。(3)判斷由(2)所找出的Itemsetk，其所有包括的

Itemsetk-1之子集合是否都出現在(1)中，假如成立就保留此Itemsetk，否則就刪除。(4) 再

檢查由(3)所擷取的Itemsetk是否滿足最小支持度，假如符合就成為Frequentk，否則就刪

除。(5) 計算Frequentk可能形成的關聯規則，若滿足最小信賴度，則成立，否則就刪除。

(6) 跳至(1)找Frequentk+1，直到無法產生高頻項目組為止。 

 

參、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S公司，主要銷售主軸為保健食品，因此資料集為離散型資料。研究流程為

五大步驟，第一步驟先將Access資料集轉換至Excel之中，第二步驟將繁雜的資料做預處

理，第三步驟利用R語言系統，協助本研究對資料集進行決策樹C5.0分類分析，及關聯

規則當中的Apriori 演算法，第四步驟歸納出分析之結果，最後是依照分析之結果給予

業者建議。 

 

二、個案公司之簡介 

個案公司於1980年成立，臺灣營養保健觀念尚屬萌芽階段，當時沒有足以生產天然

營養補充品的相關設備與技術，特別委請美國藥廠研發，以FDA製藥標準生產保健食品，

在台灣以直營連鎖行銷的方式推廣優良產品，提供會員以優惠價格買到優良商品。 

個案公司成立至今已經超過30年，目前在全台有近百家商店，預計在三年內將拓展

到200個銷售據點。個案公司會持續將全省「悠活連鎖店」提升為「品牌專賣店」，讓消

費者更直接瞭解個案公司營養補充品的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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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前置處理 

本研究來自台灣某健康保健食品的原始資料集，資料集相關描述如表1所示。 

表 1：原始資料描述 

 S公司資訊資料集 

資料集名稱 S公司資訊資料集 

資料集所屬公司 某S公司資訊資料集 

資料集時間範圍 2016年01月04日起至2017年12月29日 

資料筆數 共135,722筆 

資料欄位 共11個欄位，銷售日期、銷售地區、會員編號、年齡、性別、

產品編號、產品名稱、產品類別、數量、單價、金額 

資料集來源 台灣某健康保健食品公司資料集 

接下來我們將分別對原始資料集進行資料整合、資料清理、資料轉換等步驟如圖2

所示，各步驟分別敘述如下。 

 

圖 2：資料前置處理 

1. 資料整合(Data Integration) 

在原始資料中，資料整合的主要工作有兩項，第一消除資料不一致，第二消除資料

重複性，接下來原始資料集需先匯出至Excel中，因為本研究主要的探勘軟體是應用R語

言系統，因此先需匯出成Excel資料檔(.csv)，以便進行資料探勘。 

2. 資料清理(Data Cleaning) 

本階段重點在於確認資料的完整性與正確性，資料完整性包括:每一筆的銷售紀錄，

所記錄的資料是否正確，以及是否有些欄位為空值，針對這些資料進行初步審核，以確

認資料合理性，若有錯誤筆數，將予以汰除，避免影響結果，另外將沒有使用的資料欄

位也一併移除，因此我們移除相關缺失資料及資料欄位共135,722筆，剩餘112,614筆紀

錄。 

3. 資料轉換(Data transformation) 

資料轉換的主要目的是將資料內容轉換成更容易探勘或是探勘結果可信度更高的

狀態，由於原始資料集中欄位資料內容並未統一格式，因此我們必須將資料欄位內容統

資料整合

整合後
的資料

清理過
的資料

資料轉換

準備進行探
勘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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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式，才不會影響分析結果，資料轉換格式如表2所示。 

 

表 2：資料轉換之代號 

原欄位名稱 預處理後欄位名稱 欄位內容 

月份 Season 

1 第一季 

2 第二季 

3 第三季 

4 第四季 

地區 
Area 

 

宜蘭 Yilan 1  

台北 Tapei 2 

桃園 Taoyuan 3 

台中 Taichung 4 

台南 Tainan 5 

高雄 Kaoshiang 6 

會員 Member 
0 非會員 

1 會員 

性別 Gender 
0 女生 

1 男生 

產品 Product 
0 机能性食品 

1 營養補充品 

數量 
Quantity 

 
數量範圍:1~360 

 在季節欄位的資料部分，本研究的季節區分，1-3 月為第一季，4-6 月為第二季，7-9

月為第三季，10-12 為第四季。  

 

肆、 研究結果 

本研究使用 R 語言資料分析軟體來進行分析。R 程式語言於 1993 年，由奧克蘭大

學的 Ross Ihaka 與 Robert Gentleman 所開發，現在由「R 開發核心團隊」負責開發。

主要用於統計分析、繪圖、資料探勘，R 語言以免費且開放的釋出原始碼，也能在各種

帄台運作，R 賦有很大的彈性和互動性，R 可以依照每一步的結果而決定下一步該如

何處理，採用版本為 R-3.4.0 並運行於 Windows 7 作業系統。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如何從

每季每個地區當中找出熱賣品，所以 output 欄位，選擇地區的欄位，因為如果要創造出

更多的業績，能從季節當中探詢出什麼季節適合賣什麼商品，進行一系列的行銷及顧客

管理策略，帶來更多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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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決策數 C5.0 每季節分析結果 

 

圖 3 所示為利用 C5.0 演算法分析每一季決策數圖，因為本研究主要是要找每季每

個地區銷售紀錄，所以本研究的結果門檻值設定在 0.5，本研究依照各節點所顯示出來

的結果歸納出以下幾點： 

1. Node23:購買養補充品，且購買數量大於二，銷售地區別為高雄，銷售季節則

為第一季。 

2. Node43:購買机能性食品，且購買數量大於一，銷售地區別為台北，銷售季節

則為第二季。 

3. Node47:購買机能性食品，且購買數量大於一，銷售地區別為台中、高雄，銷

售季節則為第一季。 

4. Node52:購買机能性食品，且購買數量大於二，銷售地區別為台南，銷售季節

則為第一季。 

5. Node62:購買營養補充品，且購買數量大於三，銷售地區別為高雄，銷售季節

則為第一季。 

 

一、關聯分析 

使用 R 語言的關聯分析 Apriori 演算法去分析 105、106 年第一季顧客交易記錄，

如圖 4 所示，我們提取該資料的資訊，可以發現共有 1894 筆交易紀錄，12 項商品種類

項目(紅框)，列出最頻繁商品項目（橙框），女性,銀寶什穀粉出現 815 次;營養補充品出

現 815 次;女性,蔓越莓 C+E 出現 481 次;女性,PC/PE 卵磷脂出現 320 次。共有 1347 筆交

易購買 2 件商品；546 筆交易購買 3 件商品（藍框）；4 筆交易購買 1 件商品。帄均值

2.289（綠框）表示所有的交易帄均購買 2.289 件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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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5 年第四季交易資料 

接著我們設定最小支持度為0.01，最小信賴度為0.1 的情形下，得出21條規則，接

著進行刪除冗餘規則，如圖5所示，第二條規則女性,蔓越莓C+E=>營養補充品(lhs)和後

項商品(rhs)有包含第三條規則男性,蔓越莓C+E,高雄=>營養補充品，並且兩條規則的增

益(lift)小於或者等於第三條規則，都皆為3.468864，則代表第三條規則是第二條規則的

冗餘規則刪除冗餘規則後得到9條規則，如圖6所示。 

 

 
圖 5：未刪除冗餘規則 

 

圖 6：已刪除冗餘規則 

依提升度(Lift)排序提出規則。根據表3所示，可以發現男性,蔓越莓C+E的商品同時

購買營養補充品的商品機率為3.43%；女性,蔓越莓C+E的商品同時購買營養補充品的商

品機率為2.53%；男,PC/PE卵磷脂,營養補充品同時是高雄地區的機率為2.21%；男,蔓越

莓C+E同時是高雄地區的機率為3.43%；男,銀寶什穀粉,營養補充品同時是高雄地區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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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8.97%；女,PC/PE卵磷脂,營養補充品同時是高雄地區的機率為1.68%；女,蔓越莓C+E

同時是高雄地區的機率為2.53%；女,銀寶什穀粉,營養補充品同時是高雄地區的機率為

4.3%；營養補充品同時是高雄地區的機率為2.88%。 

表 3：商品關聯規則摘要表 

商品之間關聯規則 支持度 信賴度 增益 

男,蔓越莓 C+E =>營養補充品 

 

 

3.43% 1 3.46 

女,蔓越莓 C+E =>營養補充品 

 

2.53% 1 3.46 

男,PC/PE 卵磷脂,營養補充品 =>高雄 2.21% 1 1.05 

男,蔓越莓 C+E =>高雄 3.43% 1 1.05 

男,銀寶什穀粉,營養補充品 =>高雄 8.97% 1 1.05 

女,PC/PE 卵磷脂,營養補充品 =>高雄 1.68% 1 1.05 

女,蔓越莓 C+E =>高雄 2.53% 1 1.05 

女,銀寶什穀粉,營養補充品 =>高雄 4.3% 1 1.05 

營養補充品 =>高雄 2.88% 1 1.05 

 

伍、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對象為健康保健食品公司為例，以S公司105、106年度資料庫，透過資料探

勘的決策樹C5.0產生規則，及關聯規則當中的Apriori 演算法，詴圖由營業資料中，找

出可利用的資訊，提供業者擴展客源或相關行銷策略的解決方案。 

 

根據本研究結果可以結論出，透過決策樹分類規則，主要是利用 Node23 分類結果

再利用關聯規則的結果，從中探詢出地區別為高雄的顧客，研究發現只要是高雄的顧客

在第一季的時候會購買蔓越莓 C+E、PC/PE 卵磷脂、銀寶什穀粉此三項產品，其增益都

有大於 1，表示此關聯規則是成立的，因此建議店家可以把這幾項商品組合銷售，或是

在這個季節舉辦特賣活動，提升商店更多的業績。建議企業可以參照本研究之結果，可

以地區性針對該商品擬定相關的銷售策略，提升顧客的購買意願、以及存貨周轉率。 

 

學術上，我們發現企業決策可取決於資料與分析，並可結合兩種數據分析方式，以

得更詳細的結果；實務上，建議企業決策者除了可以利用本研究所提供的組合行銷，也

可以利用網路商店的促銷專案，提升業績。本研究僅以某品牌健康食品公司為個案研究

對象，無法囊括所有健康食品專賣店，未來研究延伸至同業的其他公司，或不同產業/

產品的其他公司為對象，突破單一個案公司的侷限性，進行多年度資料更詳細與完善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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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troduction of consumer’s awareness of health, and the average age becomes higher, 

health food and vitamins are increasingly required by both aged population and general 

customers who cares about their own health.  We analyzed two years’ sales data of one 

health food company to find specific data patterns through decision tree C5.0 and Apriori 

algorithms, in order to find the practical solutions to increase sales and profits.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customers would purchase at least two out of these products (cranberries, 

Lecithin, or mixed cereal powder) in southern city of Taiwan.  We suggested that company 

can promote product portfolio of these 3 varieties for better sales and profits.  Our case study 

is limited in the data analyzed and need to expand to more products, more companies in the 

same industries, and more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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