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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全球政經局勢動盪，變化萬千，國內外大小事都影響著金融體系運作，也引

發人們對金融市場的恐慌及不安；另一方面，社群媒體每天都有成千上萬的貼文及討論，

其中不乏就有與財經政治相關的議題，或多或少都可能影響實際社會的金融情勢。 

本研究蒐集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文本，藉由文字探勘，及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並以

網絡分析軟體 NodeXL 視覺化呈現，由恐慌指數富邦 VIX 作為衡量台灣金融市場風險

的指標。研究發現人們在社群媒體上對於金融相關議題的討論及關注，對於實際金融市

場風險之恐慌指數有些許關聯性。 

 
關鍵詞：社會網絡分析、NodeXL、社群媒體、恐慌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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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are 

turbulent and changing. Any issue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may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financial systems in each country and cause people to feel panic and uneasy about the 

financial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thousands of articles and discussions on social 

media every day. Some of them are related to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and they 

approximately may affect the circumstances of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real world. 

The study collects the texts from Facebook fan pages-by using text mining technologi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NodeXL, a network analysis software which can visualize the 

result of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by social network graph, through the Fubon VIX as a 

represent of volatility index in financial market risk of Taiwan. My study found that people's 

discussion and attention on financial related issues in social media are somewhat related to the 

panic index of actual financial market risks.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 NodeXL, Social Media, Volatil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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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與恐慌指數關聯分析-以富邦 VIX 為例 

壹、 導論 

隨著網路資訊的蓬勃發展，各國之間的邊界越來越模糊，全球局勢變化越來越快速

複雜，也加大各國之間關係的連動性，各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及政經發展皆影響著全球

各國金融局勢的動盪，而人們會因為這些不確定性及不安穩的跡象進而引發對金融市

場的恐慌。全球金融系統性風險隨著各國政經變化而日益增加， 2018 全球風險報告

(Global Risks Report 2018)指出，面對系統性挑戰的急迫性比過去一年更加劇烈，而且

所涵蓋的風險比以往更加劇烈。 

根據社群網站的使用行為：創市際調查報告(2016)對於台灣社群服務網站使用概況

之市場分析顯示，近年來使用者在社群網站類的瀏覽頁數相當突出，為社群服務使用

率中最高者，而社群網站中又以 Facebook 獨大。社群網站的普及加上人們對他的重度

依賴，使得人們在網路上社群媒體之相關行為都將可能會影響現實社會的狀況，

Yigitcan Karabuluty (2013)發現透過衡量 Facebook 上的討論聲量及使用者的情緒所計算

出之 GNH 指數能夠預測美國股市日收益率和交易量的變化。因此本研究想藉由觀察人

們在社群網站上討論及所關注的議題進行文字探勘，分析人們在社群媒體上的行為與

活動是否對於實際金融市場之風險有影響力及關連性。 

與金融市場風險最直接相關的就是恐慌指數或市場波動率指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VIX 指數(Volatility Index)，而在台灣第一檔追蹤波動率期貨指數 ETF 正是富邦 VIX，

因此本研究將以富邦 VIX 作為恐慌指數衡量指標。 

由於人們常在社群媒體上關注及討論國內外大小時事，不論是否為財金或政治相關

領域的議題，都可能或多或少影響著金融市場的風險，因此本研究蒐集台灣較多人關

注、較有名的財金相關 Facebook 新聞媒體之官方粉絲專頁的文本，並藉由文字探勘相

關資訊技術，結合社會網路分析方法，把難以量化的非結構文字資料，轉化成為社會

網絡圖視覺化呈現，將社會網絡圖視為人們在社群網路媒體上行為之縮影，探討人們

在社群網路上對於政治、經濟等相關議題之討論背後所代表的特徵與意義，進一步了

解人們對金融市場的風險意識如何在社群媒體中進行傳遞。再結合富邦 VIX 作為台灣

金融市場的風險及恐慌指標，探討社群網路所形成的社群金融與金融市場的風險是否

存在影響力及關聯性，以及是否能夠透過字詞所構成的社會網路圖來找出其中所隱含

的意義。 

將社群媒體、社交平台上人與人之間討論之文本以文字探勘技術處理後，以 LDA
主題模型將這些文本中的字詞分類出主題，再進一步畫出不同主題的社會網絡圖，並

由這些網絡圖所構成的詞意網來進行社會網路分析，探究人們在社群媒體上對金融相

關議題的討論與金融市場之恐慌指數的關聯性，透過不同主題產生的詞意網絡圖來了

解不同主題、不同事件在社群媒體的討論情況對實際金融風險的影響性。 

故本研究欲探討以下幾點：使用 LDA 主題模型方法是否適用於金融市場風險之文

字探勘?在社群媒體上討論之財經相關議題可分為哪些主題類別?這些主題所形成之社

會網路欲傳達的內涵及其與金融市場風險之恐慌指數的關係分別為何?社群媒體所構成

的社群金融是否會與實際金融市場風險有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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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文獻探討 

一、LDA 主題模型 

LDA 主題模型建立在所有文章共享所有主題之基礎下，符合財經文本有多主題的

特性，根據林育龍(2014)及劉羿廷(2015)的研究結果，其所建立出來的主題模型分群分

布平均，加上群體中的字詞所探討的方向有極高的相關性，便於歸納出該群體所代表

之主題，因此本研究將使用 LDA 主題模型來做主題分類。 

隱含狄利克雷分佈主題模型(Latent Dirichlet Model, LDA)，是由 Blei & Ng & Jordan
於 2003 年提出，其模型假設所有主題是被所有文章共享，每一篇文章是由多個主題依

照機率分布隨機組合成的多項式產生，另外主題則是由字詞所組合而成，所有字詞皆

被所有主題所共享。 

LDA 主題模型透過超參數(hyper-parameter) α 和 β 來控制機率分布，α 影響主題於

文章中的機率分布，而 β 則影響字詞在主題中的機率分布。α 和 β 之值預設分別為

α=50/K、β=0.1，α、β 對於主題模型中的文章中的主題、主題中的字詞機率分布具有很

大的影響，故須不斷的調整與修正 α、β 變數來使主題模型效果最佳化(劉羿廷, 2015)。
除了 α、β 外，也藉由不斷調整主題數量來產生不同的 Perplexity 值，使 Perplexity 值收

斂，得到最佳的主題模型效果。Perplexity 算法如以下公式，M 為文本數量，P(Si)為文

本所有字詞在主題中的出現概率。 

	 2  

1
	  

LDA 主題模型透過吉布斯採樣迭代計算主題於文章中機率分布和字詞與主題中機

率分布，其概念為蒙地卡羅馬可夫演算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在未知母體機率

分布但已知樣本機率分布的情況下，透過大量的抽樣以及迭代運算，使樣本機率分布

產生收斂並趨近母體的機率分布。其藉由持續改變各主題已知的條件機率分布而產生

新的變量並改變主題組合，最後再從各主題組合中進行採樣，其採樣中的主題機率分

布會趨近母體主題機率分布(Wikipedia: Gibbs Sampling 2015)。 
 

二、社會網絡分析 

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意味著在一個群體當中每個個體之間存在著特定的連帶

(ties)關係，而藉由每個個體彼此之間的連帶關係所構成的結構，可瞭解並解釋群體中

每個個體的社會網絡中行為(Mitchell, J. C. , 1969)。社會網絡可經由許多點與線的連結

圖示化方式呈現、代表著社會網絡的各種結構、特徵與關係。Moreno (1934)以節點

(nodes)呈現於網絡圖中，代表著社會網絡中的參與者主體；而網絡圖中的線(edges)則
代表行為者之間互相的連結及關係，以線將節點彼此之間的關係串連、組織起來，建

立出不同樣貌的網絡圖，而行為者之間的關係透過路徑(path)直接或間接地表示行為者

彼此之間於網絡中之關係及型態。社群網絡也可以是由金融交易、資金流、國際貿

易…等，從個人到群體，組織到國家，每個節點所代表的角色都不盡相同，節點與其

他節點之間的關係也不一樣，由各種複雜的串聯結構構成(郭迺鋒、林崑峯、熊漢琳、

方文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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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為分析一群人或組織間關係及訊息流通的網

絡結構及關連，探究其中的結構與模式，進一步分析各種角色與特徵。社會網絡分析

常針對網絡的結構與節點間的關係進行分析與解釋。早期多用於社會學、人類學與心

理學領域應用中，近年來也廣泛地延伸到經濟學、管理學、政治學、生物學與資訊科

學等各種不同領域學門之研究及發展(Scott, 2002)，在經濟學領域方面，社會網絡模型

多於產業、經濟結構、全球金融趨勢以及各國經貿關聯及資產流動情況等方面琢磨，

例如 Sheheryar Malik and TengTeng Xu(2017)探討在全球系統重要性銀行及全球系統重

要保險機構的相互連通性關係。 

在社會網絡分析裡，網路密度及網絡中心性(centrality)是很重要的觀察指標，可以

衡量個體在社會網絡中的影響力與控制範圍的大小，也就衡量是個體在社會網絡中的

重要程度(Wasserman & Faust, 1994)。其中常見的有程度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緊密中

心性 3 大指標。 

1. 程度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 
主要計算欲觀察的個體及其相鄰其他個體的數目(degree)，可衡量該個體

在社會網絡中的區域中心程度，若一節點與網絡中較多的節點有所關聯，程度

中心性就會愈高，代表其所處位置越在網路中心，影響力也較大(Degenne & 
Forse,1999)。 

1
 

( 為節點(行為者)， 為 的程度，m 為整個網絡節點數量) 

2. 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 
主要是衡量節點在兩節點之間的重要性(Freeman, 1979)，有著類似守門員

或仲介者(borker)的角色，是控制節點間資訊流動交換接收的重要角色，關係

到兩節點之間的路徑是否能夠成立，若少了此節點，將會造成其他節點間資訊

溝通斷裂的情況，若中介中心性程度越高，表示該節點為網絡中其他節點之間

互動必須經過的點，因為其具有「中介」的角色，故其在網絡中為關鍵。 
∑ /

1 2 /2
 

3. 緊密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 
又稱為接近中心性，是衡量一個體與其他個體之間關係的緊密程度，其

所代表的意義是一個體接收到訊息的程度容易與否，若一節點在關係網路中到

所有節點的最短路徑和平均所花費的時間越小，即表示該節點與其他多數節點

越緊密，則緊密中心性越高，意味著其越容易與社會網絡中其他連結有所溝通

聯繫(Freeman, 1979；Degenne & Forse,1999)，可較快速取得資訊。 
1

∑ ,
 

( , 為兩個節點(行為者)之間的距離) 

4. 社會網絡密度(density): 
可以衡量在社會網絡中行為個體間彼此聯繫的緊密程度，密度越高就表

示社會網絡中個體和其他個體之間的關聯性高，也就代表個體之間的溝通是緊

密的，意味著個體之間的互動程度越高(Wasserman & Faust, 1994)。 

Density  

(E 為網絡中連線的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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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性所包含的方法則可以用來計算與定義各節點之角色定位。因此本研究將利用

社會網路分析方法中的特性與指標，結合主題模型，找尋篩選字詞之間於網路架構中

的關係程度。 

利用社會網路分析軟體 NodeXL 計算各個字詞之間的程度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及接

近中心性等中心性指標，來衡量不同字詞之間相依程度的強度，並將這些中心性指標

轉化成社會網絡圖(詞意網)視覺化呈現。網絡圖中的字詞為這個社會網絡圖中的節點，

而節點之間的連線，則代表字詞與字詞之間的關係。 
 

參、 研究方法 

本研究流程圖如圖 1，其細節將逐一詳細說明。 

 
圖 1 研究方法流程圖 

一、資料蒐集 

本研究利用 Rfacebook 透過 Facebook Graph API 進行資料擷取，抓取台灣最多人

討論、按讚、追蹤之財經相關新聞媒體之官方 Facebook 粉絲專頁，包含 cnYES 鉅亨網

財經新聞、工商時報、經濟日報、東森財經等 Facebook 粉絲專頁，分別抓取這些粉絲

專頁 2017 年 1 月 1 日至 2018 年 2 月 28 日之文本資料。其中格式包括發布日期、發布

人、文本內容等等。 

二、文本前處理 

（一） 中文斷詞 

本研究採用較易自行擴充詞庫的 Jieba 斷詞系統進行中文斷詞，並藉由自行擴充財

經相關議題詞庫，來降低人工斷詞的必要性。將蒐集取得的 Facebook 文本資料，透過 
Jieba 斷詞系統，將文本以字詞為單位斷開。 

（二） 停用字過濾 (Stop Word Filtering) 

停用字(stop words)廣義來說包含了各種高頻率但是卻對後續分析沒有實際貢獻的

字詞。停用字的過濾，主要就是要去除這些高頻率出現，但無法提供重要資訊的字

詞。由於 Jieba 斷詞系統所提供的常用停用詞庫並無法滿足本研究所需，因此本研究除

了基於 Jieba 斷詞系統外，也自行擴充建立一個停用字詞庫，將字詞過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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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主題模型 

將先前斷詞及停用詞處理後的字詞，透過使用 LDA 主題模型分類方法建立主題模

型，來將文本字詞進行分類，產生各主題字詞群，接著再將劃分出來的字詞群定義主

題名稱。 

根據前章文獻探討所提到的，透過不斷調整 α、β 和主題數量參數設定，進行多次

的 LDA 主題模型運算，透過吉布斯採樣迭代計算出各個字詞於各主題中的機率分布，

直到找出分群效果最佳的結果，進而找出各字詞分別對應的主題，建立出 LDA 主題模

型。如圖 2 所示。 

 
圖 2  LDA 主題模型建立流程圖(本研究整理) 

經由 LDA 主題模型分群後，再分別將各主題定義主題名稱，如圖 3 所示。 

 
圖 3 判斷文本主題示意圖(範例) 

接著再依照各主題下之字詞群分別利用 NodeXL 畫出社會網絡圖(詞意網)，即可藉

由這些社會網絡圖進行社會網絡分析，並進一步深入探討其所隱含的意義。 

四、社會網路分析 

（一） 計算字詞頻率 
計算各字詞於文章中的詞頻(Term Frequency, TF)與逆向文件詞頻(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IDF)，並將 TF 和 IDF 兩值相乘得出 TFIDF 值，以量化與分析不同字詞於文

件中的重要性。若一字詞的 TFIDF 值越高，代表該字詞對於特定文章的重要程度越

高。 

, 	 ,

∑ ,
 

, 指的是字詞 在文章 中出現的總數 , 佔該文件中所有字詞數量之加總∑ ,

的比重。 , 可用於衡量一字詞在一文章中的重要程度，當字詞出現的頻率就會越

高，代表其重要性越高，TF 值也會越高。 
| |

1 | : ∈ |
 

則是將所有文章數量| |除以包含字詞 的文章數量，其中為了避免若該詞不

包含在所有文章中會導致分母為零，所以在分母的地方加上 1 來避免此狀況。IDF 可

用來衡量一字詞於所有文章中的普遍重要性，若一字詞在越多文章中出現，代表該字

詞越普通，IDF 值就會越低。  

, ,  
而 TFIDF 可用來衡量一字詞對於某篇文章的重要性，透過一個高權重的 TFI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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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果該字詞在某篇文章中出現的次數很高，但在其他文章出現次數很低，即可代

表該字詞對於特定文章有較高的重要性，TFIDF 值越高(林育龍，2014)。 

接著將字詞於各篇文章中的 TFIDF 值建立 Document-Term-Matrix(文件與字詞間關

係之矩陣，如表 1)，並透過矩陣運算得出 Term-Term-Matrix(字詞與字詞間的關係矩

陣)，即可透過 NodeXL 計算中心性指標，並利用 NodeXL 以中心性指標繪製社會網絡

圖，以進行相關分析。 

表 1  TFIDF 所構成的 Document-Term-Matrix 文件字詞矩陣 
 Document1．．．．．．．．．．．．．．．．．Documentn 

Term1 

．．． 
．．． 
Termn 

TFIDF ．．．．．．．．．．．．．．． TFIDF 
TFIDF ．．．．．．．．．．．．．．． TFIDF 
TFIDF ．．．．．．．．．．．．．．． TFIDF 
TFIDF ．．．．．．．．．．．．．．． TFIDF 

 
（二） NodeXL 計算中心性及繪製社會網絡圖 

引用前章文獻探討中之社會網路分析特性及指標為基礎，本研究將使用 NodeXL
社會網路分析軟體進行資料分析，並透過視覺化呈現資料處理結果。NodeXL(Network 
Overview,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for Excel)為一網絡分析軟體，可以計算各節點之間

的程度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接近中心性等網絡中心性指標，並將其轉換成社會網絡

圖以視覺化作呈現，有助於進一步進行社會網絡之深入探討與分析。 

本研究將各主題字詞群，以 NodeXL 網絡分析軟體計算出各字詞(節點)之間的程度

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接近中心性等網絡中心性指標，並利用網絡分析軟體 NodeXL
畫出各主題之社會網絡圖(詞意網)視覺化呈現。藉由這些不同主題字詞群所構成的詞意

網絡圖，進一步探討分析不同主題的差異與關連性，深入探究人們在財經相關新聞媒

體官方粉絲專頁上的討論與金融市場風險的關係。 

而藉由字詞關聯所構成的社會網絡圖中，每個字詞代表一個節點，節點之間的線

代表關聯性。Edge weight 值越大，相關程度越高，在圖中顯示的線條愈粗，顏色也愈

深，代表字詞節點彼此間的關聯性愈高。藉由 NodeXL 的圖形編輯視窗功能可自行調

整節點與線條之屬性設定，例如線條之顏色、寬度、透明度等等之設定，將線條之寬

度、顏色依節點間關係強弱調配，若線條越粗、顏色越深，則代表節點之間關係較強

(詹智盛、林崑峯、郭迺鋒，2012)。 

根據 LDA 主題模型的結果，分別畫出不同主題的詞意網絡圖，比較不同主題的社

會網絡之差異及分別欲傳達的內涵。除了依不同主題畫社會網絡圖外，也將依照不同

期間畫圖，進一步檢視、比較不同時期人們在社群網站上所討論的議題之變化，並分

析、探討不同時期財經相關新聞媒體官方粉絲專頁在社群媒體上所討論的內容，以及

其與實際金融市場風險間的關係。 
 

肆、 研究結果 

一、 資料蒐集結果 
本研究抓取台灣最多人討論、按讚、追蹤之財經相關新聞媒體之官方 Facebook 粉絲

專頁，包含 cnYES 鉅亨網財經新聞、工商時報、經濟日報、東森財經。表 2 為所蒐集的

文本統計結果，分別統計出上述 Facebook 粉絲專頁小編貼文數及網友回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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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Facebook 粉絲專頁文本統計結果 
時間 2017 年 1 月 1 日至 2018 年 2 月 28 日 

粉絲專頁 cnYES 鉅亨網財經新聞 工商時報 經濟日報 東森財經 Total 
小編貼文數 945 927 846 864 3582 
網友回覆數 13057 8515 21904 39517 82993 

 

二、LDA 主題模型分群結果 

將 Facebook 粉絲專頁所蒐集的文本經由斷詞前處理後，所過濾出的字詞群，經由

LDA 主題模型後可分為 4 個 Topics，並檢視 4 個 Topics 當中各自的字詞群所代表的內

涵、意義及所探討的方向，加以歸納整理定義出主題名稱。從結果可發現，4 個 Topics
各自的字詞群所探討的主題及方向具有一致性及一定的相關性，證實 LDA 主題模型方

法適用於金融市場風險之文字探勘。接著再經過歸納後，整理、定義出 4 個 Topics 名
稱分別為，傳統投資市場風險、國際產業情勢風險、民生相關議題風險、國內政治與

政策風險，其結果如表 3:  

表 3  LDA 主題模型分群結果 
Topic 1：傳統投資市場風險 

台股 投資 股市 市場 台積電 美股 美元 股票 外資 鴻海 影響 升息 股價 基金

重點 新台幣 分析 金融 獲利 投資人 財經 萬點 台幣 利率 法人 上漲 趨勢 央行

黃金 營收 匯率 通膨 上市 工業 新高 盤後 散戶 貨幣 資產 殖利率 進場 
Topic 2 : 國際產業情勢風險 
美國 中國 國家 大陸 經濟 日本 企業 川普 蘋果 產業 國際 機會 手機 世界 
全球 活動 科技 成長 技術 比特幣 產品 交易 全世界 價值 關係 三星 經營 歷史

品牌 中華民國 開放 台商 智慧 北韓 臉書 兩岸 電動車 競爭力 競爭 電池 
Topic 3 : 民生相關議題風險 
工作 銀行 員工 勞工 老闆 油價 年輕人 中油 理財 董事長 薪資 價格 薪水 超過

增加 成本 漲價 執政 賺錢 加薪 金管會 郭董 房市 房價 保險 現金 人才 努力

消費 商品 股東 網路 業者 需求 收入 月薪 教育 汽油 勞基法 商店 稅改 交流

所得 年終 
Topic 4 : 國內政治與政策風險 
政府 人民 民進黨 總統 政策 發電 下台 社會 不好 政治 退休 臺灣 蔡英文 停電

政客 物價 國民黨 垃圾 官員 無能 地方 詐騙 選舉 抗議 台電 利益 厲害 公務員

立委 軍公教 改革 意外 彭淮南 污染 老百姓 保護 世大運 公平 法官 建商 空污 
 

三、 社會網絡分析結果 

（一） 文字雲與矩形樹狀圖 

將 4 個 Topics 從綜觀全局的角度來看，使用文字雲的方式把所有字詞都呈現出來

(詳見附錄圖 1)，可發現人們在社群媒體上對於金融相關議題的探討中，最常被討論到

的前 25 個字詞為政府、台股、投資、中國、美國、大陸、老闆、經濟、人民、日本、

工作、員工、市場、民進黨、總統、企業、勞工、股市、台積電、股票、鴻海、政

策、川普、美元、美股等，而這些字詞出現次數也高於 500 次，代表著平均每天會被

談論到兩次以上的頻率，由此可見社會大眾這一年來對於政經局勢的變遷的關注，及

金融市場影響力最為關鍵的議題主要都環繞在兩岸發展、美國政經情況及台灣就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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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勞工問題及相關政策等方向為主軸。 

將各主題之字詞出現頻率分別統計後，分別以文字雲及矩形樹狀圖方式呈現，表 4
將詳細說明各主題之統計結果: 

表 4 各主題文字雲及矩形樹狀圖結果 

Topic 1：傳統投資市場風險: 

由圖 4 及圖 5 可發現，因為 Topic1 跟傳統投資市場最為相關，所以高頻出現的字詞

都環繞在台股、投資、美股、外資、股票、股市、美元、市場、鴻海、台積電、股價、

升息等等投資與股市相關的字詞，也可看出在投資市場中最常被議論的不外乎就是股市

相關的題材。 

圖 4 Topic 1 文字雲結果 圖 5 Topic 1 矩形樹狀圖結果 

Topic 2 : 國際產業情勢風險: 

由圖 6 及圖 7 可看出，Topic2 出現頻率最高的字詞為美國、中國、大陸、川普，可

見台灣社群媒體最常討論的國際產業相關議題便是跟美國與中國相關脈動，由此可見，

目前影響台灣最大，便是美國及中國兩個世界強權為主，同時這兩個國家也扮演著目前

影響全球經濟趨勢最主要的角色。 

圖 6 Topic 2 文字雲結果 圖 7 Topic 1 矩形樹狀圖結果 

Topic 3 : 民生相關議題風險: 

Topic3 主要是與台灣人民的生活相關的問題，由圖 8 及圖 9 可看出，最頻繁被議論

的不外乎工作、員工、勞工、老闆、薪資、薪水等等與人民工作最直接相關的題材，正

好也是近一年多來吵得沸沸揚揚的火熱議題；另外在油價、中油、價格、房價等與民生

物價相關、也是最接近人民生活必需的話題被討論的次數也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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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Topic 3 文字雲結果 圖 9 Topic 3 矩形樹狀圖結果 
Topic 4 : 國內政治與政策風險 

如圖 10 及圖 11，可發現 Topic4 中政府、民進黨、人民、政策、總統等字詞的高頻

出現，表現出社群媒體多圍繞在探討政府施政方針及政策走向所衍生出的相關問題，又

因民進黨為執政當局，所以也跟總統一同呈現高頻率出現的情況。其中，政府一詞恰好

也是所有主題中出現次數最高者，而媒體監督在民主國家為第四權，政府一詞在社群媒

體的高頻出現，也代表著社群媒體為監督政府的重要角色之一。 

圖 10 Topic 4 文字雲結果 圖 11 Topic 4 矩形樹狀圖結果 

 
（二） NodeXL 社會網路圖 

接著再分別將 LDA 主題模型分出的 4 個主題底下的字詞群，分別計算 TFIDF 值，

得出字詞與文件的關係矩陣，再經由矩陣運算得出之字詞與字詞之間的關係矩陣，並

透過 NodeXL 計算字詞之程度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與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等中心性指標，即可透過 NodeXL 繪出社會

網絡圖。 

從 NodeXL 所繪出的社會網絡圖可發現，在不同主題底下由不同字詞所構成的社

會網絡圖中，某些字詞(nodes 節點)與其他之詞之間所連結的 edge 較多較密集，代表其

重要性較高，與其他字詞之間有高度的密集關聯性，代表者其在該主題中有較大的影

響力及為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將以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當作主要指標，

擁有較高中介中心性的字詞代表其為其他字詞之間的必經關鍵，代表要有該字詞的出

現，才有其他字詞的產生，因此以中介中心性最為調整節點顏色、大小的依據，給予

較大的節點及較深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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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將詳細說明各主題之社會網絡分析結果: 

表 5 各主題之社會網絡分析結果 
Topic 1：傳統投資市場風險 

由圖 12 之左圖可看出在 Topic1 傳統投資市場風險中，很明顯台股、美股、外

資、法人等等字詞跟其他字詞之間的連結較多、較密集，也擁有較粗的線條，表示

這些字詞為關鍵節點，代表著他們彼此之間互相有較大的影響力；其中台股與美股

之間有較強烈的連結，代表著在現實社會的金融狀況中，台灣股市受到美股的影響

很大。另一方面，由圖 12 的左圖可發現，台積電與鴻海兩家公司為台灣投資市場中

影響力較大的，因此在社群媒體中被討論的頻率較高，導致在社會網絡圖中呈現較

具關鍵性的角色。 
而由圖 12 之右圖可看出美元、台幣、股市、投資、升息、通膨之間有較強的連帶

關係，意味著台灣的股市及投資市場受到美國財經相關政策，包含升息、匯率等等國

際情勢的影響，其與現實金融市場的情況一樣，由此可看出人們在社群媒體中的討論

明顯可以反映出現實金融市場的相關性，而這些在社群媒體中所討論的議題背後的風

險也跟實際金融市場之風險有著密切相關。 

圖 12 Topic 1：傳統投資市場風險社會網絡圖(本研究整理) 
Topic 2 : 國際產業情勢風險 

由圖 13 可看出在 Topic2 國際產業情勢風險中，國際情勢如中國、大陸、兩岸、

開放等等兩岸關係相關議題，以及美國、川普、北韓、日本、國際等全球局勢相關

議題為主要關鍵；很明顯都是當今影響台灣金融市場風險最主要的風險因子，從圖

中 edge 粗細及顏色深度可發現，當中影響最大的議題為兩岸經濟發展相關的，包含

中國、開放、大陸、經濟、國家、台商等等也是近一年來網路上人們常在議論的兩

岸情勢發展，包含執政當局與對岸的政策走向及相關經濟往來，彰顯出人們對政經

不確定性產生的風險意識。而影響力位居其次的則為川普、日本等國際性金融議題

所帶來的金融市場之不確定性風險。 
而產業方面如企業、產業、競爭、產品、蘋果、手機、智慧、科技、電動車等發

展議題為主要關鍵，都是近一年來最夯、最熱門的議題，也是影響著金融市場風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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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因素。從社會網絡圖可以看出在產業情勢中 edge 線條相對較粗、較深的就是蘋

果、手機與三星三者之間的關聯性，而他們又與智慧、科技等有較強的連結，再延伸

出去則是產業、企業、技術、產品等等字詞，由此可印證在全球化的產業鏈中兩大智

慧手機陣營所延伸出去的相關技術確實為當今全球金融市場的關鍵指標，影響著整體

產業界的發展，而其背後帶來的金融市場的相關風險，也進而使人們對於未來的產業

發展動向產生不確定性，因此成為人們在社群媒體上討論的對象。 
而從圖 13 中右下部份也可以看出，在電動車、AI 人工智慧、比特幣等相關議題

之發展也漸漸成為當今國際產業局勢朝流，值得注意的是，從社會網絡圖可發現這些

議題跟「美國」一詞成為一個獨立的社會網絡，其背後所表達的是美國目前仍然是這

些產業的主要領導者的角色，其未來發展趨勢與金融市場風險的關系不可輕忽。 

圖 13 Topic 2：國際產業情勢風險社會網絡圖(本研究整理) 
Topic 3 : 民生相關議題風險 

由圖 14 可看出在 Topic3 民生相關議題風險中，與國內民生最相關的莫過於人民

工作及生活狀態等相關議題，包含員工、老闆、勞工、勞基法、工作、賺錢、收

入、薪資、薪水、所得等等民生經濟及生活基本需求，同時也或多或少反映政府在

相關政策執行方面仍有待加強，因此這些字詞成為此 Topic 出現次數最高、最熱門的

主軸，顯現出大眾在社群媒體上對於民生經濟的不安及恐慌。而人才、年輕人等字

詞的突出加上與其他字詞間的關聯性，表達的是人才的流失及年輕人就業問題等對

未來國家的發展及找不到好工作等問題的不確定性，都是大家所關注的重點，也是

左右金融市場風險的一環。 
再結合價格、漲價、成本、油價、中油等字詞表現出人們對於原物料成本的持續

飆漲，進一步引申出「甚麼都漲，但薪水卻沒漲」的社會現象，都恰好反映著人們對

基本生活、需求面的不安及風險，也是人民面對金融市場變化最險峻、最關鍵的難題，

因此在社群媒體中不斷被探討、關注，不可輕視。 
另一方面，需求、理財、保險、年終、現金、銀行等議題，凸顯著人們因為市場

的風險而需要在個人投資、理財及儲蓄方面下工夫；房市、房價等字詞也反映出房價

高漲眾多人買不起房而影響生活基本需求面的問題，所以相關議題常在社群媒體上被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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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Topic 3：民生相關議題風險社會網絡圖(本研究整理) 
Topic 4 : 國內政治與政策風險 

由圖 15 可看出在 Topic4 國內政治與政策風險中，總統、蔡英文、人民、政策、

政治、社會、臺灣、無能、官員、不好、老百姓、詐騙、下台等字詞，表現出人們

對國內政治與政策議題透露出些許的反感，從網路圖中可以發現蔡英文、總統、下

台、無能等字詞間之 edge 較粗、顏色較深，表示這些字詞有較高的關聯性，代表著

人們對於政府的不信任。 
而停電、台電、發電、政府、垃圾、民進黨、空污、汙染等字詞，反映出 2017 年

8 月 15 日全台大停電及人民對於民生需求之不確定性及恐慌，也可看出空污議題成為

近年來常在社群媒體上被議論；另一方面軍公教、國民黨、政客、選舉、改革、退休、

抗議、公務員、公平、利益等字詞，則反映出軍公教對於年金改革後對其生活的影響

將產生的不確定性及風險與恐慌。 

圖 15 Topic 4：國內政治與政策社會網絡圖(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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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市場風險關聯評估結果 

本研究發現，依照時間演進將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討論金融市場風險相關字詞之

次數統計，其相關字詞之出現次數當作討論聲量，不管是在日資料或週資料的累計結

果，於社群媒體上之討論度聲量與金融市場風險指標富邦 VIX 指數之成交量存在有些

許相關性，(詳見附錄圖 2 與附錄圖 3)；另外，經過相關係數假設檢定，日資料及週資

料的 p-value 值皆小於 0.001；日資料的 correlation 值為 0.316；週資料的 correlation 值

為 0.428。 

每當有較多金融風險相關議題在 Facebook 上被討論時，富邦 VIX 的成交量也會跟

著變高，尤其在 2017 年 8 月 15 日大停電及 2018 年 2 月 6 日股災、花蓮地震及後來的

衛生紙漲價引發的搶購潮事件，都有造成明顯的波動，富邦 VIX 的成交量大增的同時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對於金融風險相關議題的討論度也增高，而且 Facebook 上的討論

度在兩個高峰都明顯略落後於富邦 VIX 的成交量。其中在 2018 年 2 月剛好幾件較大的

事件集中發生，且又是發生在過農曆年前後，所以不管是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的討

論度跟富邦 VIX 的成交量，都呈現 2017 年 1 月初富邦 VIX 上市後至 2018 年 2 月底的

最高峰。而 2017 年 8 月的高峰則是屬於次高的，當時除了有 815 大停電導致社群媒體

相關討論沸沸揚揚之外，也恰好是美朝對峙的升溫時間，川普與金正恩互相之間的較

勁的開端，國際情勢的鎮盪造成 VIX 成交量的大增。而比較不同的地方在 2018 年 1
月，社群媒體上的討論度相當熱絡，1 月除了是新的一年開始，也是各公司發年終及尾

牙的時間，又恰逢一例一休的二次修法，國際間如美國川普、中國、南北韓相關議題

也浮出檯面，導致政經相關議題在社群媒體上的討論聲量也隨之變高，由此可見人們

在社群媒體的討論與實際金融市場風險存在著相關性，受到事件發生而產生波動及影

響。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發現，將 LDA 主題模型所劃分的 4 個 Topics 各自的字詞群，

依照時間演進所統計之討論聲量增減變化趨勢，4 個主題彼此之間有強烈正相關(詳見

附錄圖 4)，每個主題都隨時間變化一同增減，而透過相關係數假設檢定之各組間的

correlation 值也都高達 0.9，這點也印證了 LDA 主題模型有不錯的效果，字詞在不同

Topics 的分布均勻，主題內部字詞呈現的關聯性也不錯，字詞之間的討論方向有一致

性，再次證明 LDA 主題模型可以用來作為財金領域文字探勘的工具。而從附錄圖 4 也

可看出，Topic1 在財經相關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討論聲量相對稍多於其他主題，其

次則為 Topic2。 

伍、 結論與未來研究 

從本研究的結果中可發現，目前台灣的財經新聞相關社群媒體主要探討的方向，

除了股票、投資相關財經議題外，仍然以國內發生的事件其相關新聞議題為主，其次

則是兩岸議題，然後才是美國所帶動的全球產業趨勢及金融動向，及其衍伸的相關金

融市場、股票投資相關新聞的討論。國內政治經濟相關新聞事件多環繞在與政治、政

策相關的議題，如一例一休、年金改革等等，都是最直接影響老百姓工作、生活等與

民生相關的政治政策事件，表現出大眾對於政府政策的關心，代表著人民期待政府能

有更好的作為，並讓台灣的未來有更好的發展，在這同時也反映出人們對於大環境的

不穩定及不確定性。舉凡工作、薪資等相關議題，加上政府政策搖擺不定，以及與對

岸的關係發展，到全球金融體系運作的連動性，都影響大眾對於金融市場的風險所產

生的恐慌及不安。而這些現實社會中發生的事件，進而造成人們在社群媒體上討論相

關金融風險事件的頻率增加，也或多或少跟風險指標有些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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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前是將各粉絲團小編的貼文及每篇貼文底下的回覆皆視為同一層次進行

文字探勘分析，未來可將各粉絲團之貼文及每篇貼底下之網友回覆分開來分析，以網

友回覆做為反映大眾對所關注之事件的看法，相信將會有另外不同的發現。除此之外

若能再搭配一些政府或政治人物的粉絲專頁資料進行文字探勘分析，相信也會有更多

的發現，例如總統、行政院、國民兩黨及各黨派常在新聞中出現的重要政治人物或單

位機關的官方粉絲專頁每天都會有很多發文及網友的回覆討論，若能將這些資料整理

分析，將可從不同面向探討政治、政策面對於財經相關情勢的風險及發展之影響力，

及其當中人們透過社群媒體所想表達的正面及反面情緒，並從中挖掘更多資訊分析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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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圖1 所有財金相關字詞不分主題之文字雲結果 

 

 
附錄圖2  Facebook討論度與富邦VIX成交量-日資料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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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圖3  Facebook討論度與富邦VIX成交量-週資料統計結果 

 

附錄圖4  Facebook各主題討論度日資料統計結果 


	林瑋_ICIM研討會_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