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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嘗試開發出一套可快速分析粉絲專頁中粉絲立場的系統。本論文以

三位政治人物粉絲專頁為例，透過 Facebook API 撈取粉絲留言，並建置支持與

不支持的詞彙列表，試圖快速地篩選出在一粉絲專頁中支持與不支持的留言粉

絲與其留言。建置詞彙列表的方法為，透過人工標記判斷一留言為支持或不支

持，並從該留言中擷取可作為詞彙列表的詞彙，評估方法為觀察準確率與召回

率之變化。本研究透過抽樣詞彙列表判斷的結過給予人工進行標記，以來判斷

該系統之品質。 

實驗結果顯示，在支持方面，本研究所建立的詞彙庫能夠判斷出 97.57%的

朱立倫支持粉絲數，最少的是蔡英文粉絲團，僅能夠判斷出 67.41%的支持粉絲

數；在不支持粉絲數方面，則是蔡英文的最多，能夠偵測出 32.58%，僅能偵測

出朱立倫粉絲中的 2.43%為不支持粉絲。比起支持詞彙列表，不支持詞彙列表

的建置過程較為困難，原因為表達不支持的方式與詞彙較多，較不能如同支持

詞彙般明確且較為固定。另外，不支持的留言往往會運用反諷的方式，留言中

雖有支持的詞彙出現，但其語句意思實為不支持，因此提高了不支持詞彙列表

增建的困難度。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和提出未來研究相關建

議。 

 

關鍵詞：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媒體、民眾留言行為、資料分析、資料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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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an agile system that can screen out the stands of fans 

who commented under the post of Facebook fanpage fast. The system contains data 

collection using Facebook API, data storage in MySQL and process of building supportive 

and non-supportive keyword lists. This research takes three politicians Facebook fanpages 

for example, by building up keyword lists from the result of annotation, we can quickly 

filter out the stands of fans and comments. This research uses recall and precision rate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keyword lists, and uses annotation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is 

syst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u’s supportive keyword lists performs the best, and 

Tsai’s supportive keyword lists is the opposite. But when it comes to non-supportive 

keyword lists, Tsai’s keyword list outstands than others. We can refer that the building 

process of non-supportive keyword lis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han building up a 

supportive one. The reasons are the use of ironic wording and the way to express non-

supportive stand varies.  

Advice is given for the reference of future studies.  

 

Keyword: roles on Facebook fan page, roles on social media, text mining, data mining 

 

 



 I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4	

第四節	 預期貢獻	.......................................................................................................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6	

第一節	 Facebook 粉絲專頁	.......................................................................................	6	

一、	 Facebook 粉絲專頁特性	.....................................................................................	6	

二、	 Facebook 粉絲專頁使用者相關研究	..................................................................	7	

第二節	 網路媒體回應行為	........................................................................................	9	

一、	 電子公佈欄	.......................................................................................................	9	

二、	 社交媒體	.........................................................................................................	11	

第三節	 社群網站數據分析	.......................................................................................	12	

一、	 國外研究	...........................................................................................................	14	

（一）	 Facebook	.......................................................................................................	14	

（二）	 OkCupid	.........................................................................................................	16	

二、	 國內研究	...........................................................................................................	17	

（一）	 QSearch	.........................................................................................................	17	

（二）	 OpView	..........................................................................................................	18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	19	

第一節	 研究方法	.....................................................................................................	19	

一、	 Facebook 圖形 API	............................................................................................	19	

二、	 Python2.7	..........................................................................................................	21	

三、	 Django	................................................................................................................	21	

四、	 MySQL	................................................................................................................	22	

五、	 Sqlite	..................................................................................................................	22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23	

第三節	 系統流程與系統架構	..................................................................................	26	

一、	 資料蒐集	...........................................................................................................	26	

二、	 資料分析	...........................................................................................................	28	

（一）	 列表建置	.......................................................................................................	28	

（二）	 使用者資料庫建置	.......................................................................................	37	

 



 

三、	 成果評估	...........................................................................................................	38	

第四章	 研究結果	...........................................................................................	45	

第一節	 語料庫判斷結果	..........................................................................................	47	

一、	 第一類型錯誤	...................................................................................................	48	

二、	 第二類型錯誤	...................................................................................................	50	

第二節	 第三類型錯誤	..............................................................................................	52	

第三節	 貼貼圖、圖片	..............................................................................................	54	

第四節	 跨粉絲專頁比較	..........................................................................................	5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56	

第一節	 結論	.............................................................................................................	56	

第二節	 未來建議	.....................................................................................................	58	

參考文獻	..............................................................................................................	60	

附錄	.....................................................................................................................	63	

 



 VI 

圖次 

圖	 三-1	FACEBOOK	GRAPH	API 介面示意	..................................................................................................	20	

圖	 三-2	MTV 架構示意	..........................................................................................................................	22	

圖	 三-3	 蔡英文每則貼文獲得留言數統計折線圖	..............................................................................	24	

圖	 三-4 柯文哲每則貼文獲得留言數統計折線圖	..............................................................................	25	

圖	 三-5 朱立倫每則貼文獲得留言數統計折線圖	..............................................................................	25	

圖	 三-6 本研究的系統流程圖	..............................................................................................................	26	

圖	 三-7 本研究 MYSQL 資料庫實體關聯模型	.....................................................................................	27	

圖	 三-8	 蔡英文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	31	

圖	 三-9	 蔡英文不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	32	

圖	 三-10	 柯文哲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	33	

圖	 三-11	 柯文哲不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	33	

圖	 三-12	 朱立倫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	35	

圖	 三-13	 朱立倫不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	35	

圖	 三-14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圖	............................................................................................................	38	

圖	 三-15 受試者標記網站架構	............................................................................................................	41	

圖	 三-16 受試者標記網站登入畫面	....................................................................................................	42	

圖	 三-17 受試者標記網站首頁	............................................................................................................	42	

圖	 三-18 受試者標記網站標記頁面	....................................................................................................	43	

圖	 三-19 受試者標記網站歷史已標頁面	............................................................................................	44	

圖	 三-20 受試者標記網站登出頁面	....................................................................................................	44	

圖	 四-1 柯文哲每日留言總數圖	..........................................................................................................	46	

圖	 四-2 朱立倫每日留言總數圖	..........................................................................................................	46	

圖	 四-3 蔡英文每日留言總數圖	..........................................................................................................	47	

 

 

 



 VII 

 

表次 

表	 三-1 本研究撈取項目與屬性列表	..................................................................................................	20	

表	 三-2 各個政治人物粉絲專頁頁面 ID、粉絲數與所屬黨派	...........................................................	23	

表	 三-3 各個粉絲專頁之貼文、留言與平均留言數	..........................................................................	24	

表	 三-4 抓取貼文存進資料庫之資料欄位設定	..................................................................................	27	

表	 三-5 抓取留言存進資料庫之資料欄位設定	..................................................................................	28	

表	 三-6 使用者標記各個粉絲專頁之貼文結果	..................................................................................	29	

表	 三-7 各粉絲頁面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數量	..................................................................................	30	

表	 三-8 蔡英文支持與不支持詞彙列表增加梯次與其準確率與召回率	...........................................	31	

表	 三-9	 柯文哲支持與不支持詞彙列表增加梯次與其準確率與召回率	..........................................	32	

表	 三-10	 朱立倫支持與不支持詞彙列表增加梯次與其準確率與召回率	........................................	34	

表	 三-11 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詞彙舉例	............................................................................................	36	

表	 三-12 使用者資料庫資料欄位與種類	............................................................................................	37	

表	 三-13 第二、三、四階段受試者資料	............................................................................................	41	

表	 四-1 粉絲專頁與其總留言數、總粉絲數與留言多於一次之留言數、留言多於一次之粉絲數45	

表	 四-2 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語料庫判斷結果	..................................................................................	47	

表	 四-3 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錯誤	...................................................................	48	

表	 四-4	 蔡英文第一類型錯誤的留言中出現在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之次數	..................................	48	

表	 四-5	 柯文哲第一類型錯誤的留言中出現在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之次數	..................................	49	

表	 四-6	 柯文哲第一類型錯誤的留言中出現在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之次數	..................................	50	

表	 四-7 各粉絲頁第二類型錯誤支持、不支持與無法判斷統計（單位：人）	...............................	51	

表	 四-8 語料庫判斷支持與不支持數目、第二類型錯誤判斷支持與不支持數目與留言中支持的粉

絲數數目（單位：人）	..............................................................................................................	51	

表	 四-9 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與可偵測之留言支持與不支持粉絲數目與百分比	...........................	52	

表	 四-10 支持語料庫判斷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與受試者標記知結果	.............................................	53	

表	 四-11 不支持語料庫判斷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與受試者標記知結果	.........................................	53	

表	 四-12 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只留貼圖或圖片人數與同時留過文字與貼圖、圖片使用者數目	.	54	

表	 四-13	 蔡英文與朱立倫粉絲專頁粉絲重複立場與數量	................................................................	55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社交網絡平台（Social Networking Site, SNS）的興起，越來越多民眾使用

社交網絡平台進行資訊瀏覽與發表言論（Fuchs et al., 2013），因此，社交網絡

平台就成了存在豐富個體資訊、社會現象（Fuchs, 2010），適合進行社會監督

（social surveillance）的場域（Trottier & Lyon, 2012）。因為在社交網絡平台上有

越來越多的使用者，越來越多產業透過社交網絡平台進行行銷宣傳（Fuchs et 

al., 2013），例如成立 Twitter 帳號或是設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Williamson & 

Debra A, 2011），又 Facebook 上的使用者日建眾多，根據數位時代在 2016 年 7

月的報導，Facebook 的月活躍用戶已達 1800 萬人，由此可知，在台灣民眾經常

且習慣使用 Facebook 作為社交工具。 

許多團體或個人借力於社群媒體廣大的觸及率與擴散快速的特點，進行訊息

推播與擴散，政治人物也不例外。但如何知道接收到訊息的對象與欲推播的對

象是否一致？如為一致，如何用更貼近這群推播對象的推播方法或調整訊息的

文字內容，達到更高的效益？透過監督（Surveillance），可以從這些粉絲專頁

中觀察到的社交網路的蹤跡，例如留言、按讚等等，除了可以讓我們更了解是

哪一些人會在這個粉絲專頁上活動，更可以了解這些人在使用社交網絡平台

時，分別會有什麼特性或習慣。因此，本研究欲以 Facebook 為研究對象，產生

一個可以進行快速評估粉絲專頁內留言民眾角色的系統機制，以快速了解一粉

絲專頁之民眾留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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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在簡明牛津英文字典的定義為「仔細地觀察一位嫌疑人」。但隨著科技

的發展，有學者提出新監督的定義，其為透過各種科技的方法去萃取或創造個

人的資料，並更注重在關係上的模式（Marx, 2002），例如 Facebook 會利用其用

戶的資料或是用戶自行創造之資料，例如點擊「讚」、加入某粉絲團等等的資

訊，進行判斷要投放給該使用者什麼樣的廣告或貼文（Andrejevic, 2012）。除了

Facebook 官方可自行獲取資料外，研究者也可透過使用 Facebook Graph API 進行

資料的撈取，因此易於進行社會監督。 

而在眾多粉絲專頁中，政治人物的粉絲專頁會受到粉絲長期的關注，且台灣

的政治人物擅長使用社群媒體進行傳播（王泰俐，2013）。由於在粉絲專頁

中，經營粉絲頁面的經營者可與「粉絲」進行直接的溝通，「粉絲」也可以透

過這種管道直接地與粉絲專頁的經營者溝通，例如，由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必

須設為公開頁面，任何人只要登入 Facebook 即可直接在粉絲專頁的貼文留下評

論（comment）、直接與貼文或是其他留下評論的民眾進行即時互動，或是使用

表達情意（reactions）的功能，給予以下情緒的按鈕：讚（Like）、喜歡

（Love）、哈哈（Haha）、驚訝（Wow）、傷心（Sad）、生氣（Angry）等

等。因此，政治人物的粉絲專頁中蘊藏著大量且長期的使用者互動的資料。 

過去將 Facebook 粉絲專頁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主要是透過語意分析探討貼

文與民眾留言之間的關係（Groshek & Al-Rawi, 2013），雖然在各領域中，舉凡

電子商務(Cvijikj & Michahelles,2013；Zheng,2015)、人物（王泰俐，2013；

Gustafsson, 2012；Vitak et al., 2011）或是傳播媒介(Hille & Bakker, 2014; Ju, 2014）

皆設有粉絲專頁，也有許多研究探討民眾在這些粉絲頁面上的行為與品牌忠誠

度、真實世界中的行為或是留言品質的關聯，但除了利用按讚、分享及留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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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問卷法來測量外，雖然可以看得出來一粉絲的參與度，但卻不知道其立場

為何，更無法將民眾做跨粉絲專頁的比較。 

而過去關於探討監督的論文，其研究對象有電子資料庫、網路資料庫與社群

媒體網站（Trottier & Lyon, 2012）。針對社群媒體網站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其

主要目的是探討在社群網站上進行監督，對使用者所帶來的影響，其方法為訪

談法（Trottier, 2012），透過訪談的方式試圖找出在社群媒體上進行監督所可能

會產生的行為模式的改變、隱憂與使用者如何有意識地保護自己的資料。近年

來監督在社群網路上的應用與關注逐漸提高，其中之一的原因為人們的社交生

活因為社群網路而變得透明化，其應用的方法可以為一種社會監控的方式，另

一種應用為確保用戶的使用環境安全（Trottier, 2012）。在進行社會監控方面，

Flaherty（1988）認為，資訊社會即為監控社會，構成監控社會的基礎為許多自

動存儲個體資訊的資料庫，例如瑞典即為一例子。Barnes（2006）則針對美國透

過社群媒體進行社會監控進行研究，發現美國的青少年很容易在沒有察覺的情

況下就把自己的資料給與政府，成年人則會對在社群媒體中的隱私問題較為警

覺。該研究最後提出了三種方法以確保用戶的使用安全，一為透過社會出發的

方法，即為積極透過社會介入教育使用社群網路時的隱私觀念；其二為從科技

出發的方法，即為從社群網路公司的的觀點出發，與跟青少年健康或是問題的

相關單位合作，或是透過推播對青少年有益的資訊或功能設計，透過監控的方

式確保用戶的身心安全狀態；其三為從法規出發的方法，透過建立完善的法

規，規範在進行利用社群媒體監控時的相關責任與權責。 

因此本研究透過量化的方式，試圖建立出一個可以快速對一粉絲專頁進行留

言民眾角色的系統，方法為透過分析民眾的留言去判斷在粉絲專頁中有哪些角

色，評估 Facebook 粉絲專頁是否具有多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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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透過資料探勘技術，建立一個快速分析粉絲專頁網民角色的系

統，用以評估粉絲專頁之組成成分，以政治人物的粉絲專頁為例。具體而言，

本研究目的如下： 

1. 建立一個從資料蒐集、資料清理、資料儲存及詞彙列表建立到判斷一粉

絲專頁留言民眾組成分析的系統，了解留言民眾角色組成差別及其角色

特性。 

2. 評估該系統之判斷結果，透過分析不同粉絲專頁，觀察其中是否有跨粉

絲專頁進行留言的留言者，並判斷其角色是否一致。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衍生出了以下研究問題： 

1. Facebook 政治人物粉絲專頁中，從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民眾留言部份各有哪些角色及其角色特性為何？  

2. 網民角色在個別粉絲專頁中及跨粉絲專頁中立場是否一致？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為對 Facebook 政治人物粉絲專頁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之貼文的民眾留言進行分析，並區分民眾的角色，判斷在政治人物粉絲專頁

中，民眾的角色為何。其研究限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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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本研究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對留言行為進行分析，因此留言內容如為

Facebook 貼圖或圖片，其圖像內容所表達的意義將不納入分析素材中，但

使用者之留言次數與留言內容為貼圖次數屬於本論文的分析素材。 

2. 由於本研究為挑選特定政治人物之粉絲頁面進行資料擷取，因此研究結果

無法推論到相同立場的政治人物粉絲專頁與不在這個時段中的貼文。 

3. 本論文抓取留言的限制為 2000 則，因此研究結果無法完全代表粉絲專頁的

實際狀況。 

第四節 預期貢獻 

本研究試圖建立一套快速分析的系統，分析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留言，找

出不同民眾在此粉絲團中擔任的角色。以下將由粉絲專頁經營者與研究粉絲專

頁的研究者的角度出發討論。 

從經營 Facebook 的角度而言，透過分析 Facebook 粉絲團中顯而易見、人人皆

可取得的相關數據，本研究可提供除了 Facebook 洞察報告以外的衡量粉絲團經

營品質的指標。 

從研究 Facebook 粉絲頁的角度來看，本研究試圖建立一個系統，透過快速分

析由粉絲團中實際取得之資料，判斷與區別不同的角色特色。此研究方法透過

建立詞彙列表的方式，快速地進行角色判斷，可協助進行自然語言處理之研究

者初步篩去些許立場顯而易見的語料，減輕人工標記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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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觀察的對象為 Facebook 政治人物粉絲專頁中的民眾留言，因此第一節

先就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機制與跟政治人物粉絲專頁相關研究做介紹，第二

節為深入了解民眾在網路媒體上的留言行為與演變，第三節為對國內外進行社

群網站數據分析之平台與機構之研究做介紹，最後一節為整理對社群媒體使用

者分類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Facebook 粉絲專頁 

一、 Facebook 粉絲專頁特性 

Facebook 在 2007 年時推出「粉絲專頁（Page）」的服務，不同於個人頁

面，Facebook 粉絲專頁是一個公開的資訊頁面，商家、組織或是個人都可以依

照自身的類別設立粉絲專頁。根據 Facebook 粉絲專頁設立的說明，透過將關於

店家的詳細資訊與最新消息更新到頁面上，就可以讓機構組織達到維護現有使

用者並發掘潛在使用者的目的；亦可以透過指定使用者之特徵，例如居住地、

興趣與年齡，針對特定族群進行活動推廣或是行銷。 

Facebook 粉絲專頁為一個具有即時性與公開性的平台，Facebook 的使用

者，不管是此粉絲專頁之粉絲與否，皆可到粉絲專頁上進行瀏覽或是留言。不

同於在 Web2.0 以前，民眾幾乎無法向新聞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只能進行由媒

體到民眾的由上到下的單向的溝通。而 Facebook 粉絲專頁提供了雙向的訊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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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傳遞管道（Quandt, 2011），民眾只要登入了 Facebook，就可以自由地瀏覽

與回覆。 

另外，Facebook 也是透過社交圈之間的分享，建立一個讓使用者較為信任

的空間。因此，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形象塑造與傳播，除了可以將欲推

廣之資訊或是內容推播到更廣大的族群外，更可以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雙向

互動的特性，建立與 Facebook 使用者的信任。 

二、 Facebook 粉絲專頁使用者相關研究	

自從 Facebook 粉絲專頁於 2007 年創立以來，由於其所跨足的產業相當多

元，因此以其做為研究對象的論文越來越多，例如在商業領域，舉凡以電子商

務、品牌的粉絲專頁作為研究對象；在傳播領域，舉凡以報紙、媒體平台等的

粉絲專頁作為研究對象；在人物方面，舉凡以藝人、政治人物等的粉絲專頁作

為研究對象。 

在電子商務、品牌粉絲專頁研究中，多半的研究為以行銷為主，探討在粉

絲專頁中粉絲對品牌的忠誠度與粉絲在粉絲專頁中參與度的關係(Cvijikj & 

Michahelles,2013；Zheng,2015)，其參與度(participation)為個體在以品牌為主的社

群媒體中參與及提倡的行為(Zheng，2015)，其中一個測量的方法為計算按讚、

分享、留言次數與互動持續時間的長度(Cvijikj & Michahelles,2013)，另一種計算

方法為用問卷測量。其研究結果發現，如貼文的內容種類為娛樂性質較高的貼

文會有較多的按讚數、分享數、留言次數與互動時間較長，例如貼文內容為影

片、照片，其粉絲的參與度會較高(Cvijikj & Michahelles,2013)；另一篇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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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粉絲可以從貼文中得到利益，則粉絲的參與度會提高，但為獲得利益的

過程中所造成的花費則不會影響使用者的參與度(Zheng,2015)。 

在傳播領域，如報紙與媒體的粉絲專頁的研究中，大部分在探討與評估新

聞媒體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效益。Hille & Bakker（2014）評估了在新聞媒體

網站與粉絲專頁上民眾留言的質量與數量，探討使用 Facebook 登入的具名留

言方式與直接在新聞網站中的匿名留言方式的差異。而隨著越來越多新聞媒體

會用社群媒體傳遞內容訊息，Ju 等人（2014）同樣也評估了社群媒體在新聞傳

播界中扮演的角色與效益。Thomas Baekdal，設計雜誌 42concepts 與新媒體雜

誌 baekdal 的創辦人，就曾說到，將網站的留言系統從 Disqus 改為以 Facebook

登入的方式，其留言數量增加了 800%。關於民眾評論角色部分，Hille & Bakker

（2014）辨認出了有一種使用者會回覆不與貼文議題相關的內容，例如回覆貼

文中的拼字錯誤。 

對於研究 Facebook 政治人物粉絲專頁相關的研究則較少（Johnson & 

Perlmutter, 2010），其主要研究目的多半為觀察線上行為與線下行為之間的關係

（王泰俐，2013；Gustafsson, 2012；Vitak et al., 2011）或是研究使用者在

Facebook 中的留言內容（Halpern & Gibbs, 2013）。關於研究線上行為與線下行

為之間的關係的論文，其想要了解在社群網站上參與與政治相關團體或是活

動，是否會影響到使用者在真實世界中的投票行為或是政治參與的行為。其分

析方法為焦點團體訪談（Gustafsson, 2012）與問卷法（Vitak et al., 2011；王泰

俐，2013），獲取使用者在線上與線下的使用習慣，並沒有使用到在社群網站

中使用者所留下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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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析使用者留言內容的研究，其研究目的為則是用到了人工編碼，觀察

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的意見達成一致的過程是如何形成的（Halpern & Gibbs, 

2013）；運用內容分析法去觀察。 

第二節 網路媒體回應行為 

關於回應行為，過去研究（劉于瑄，2011）分為口語回應與文字回應兩類。

口語回應為電視或電台的 call-in，文字回應則為讀者投書、部落格、新聞網站

及社群媒體上的留言。而本研究是根據民眾在社群媒體上回應行為進行角色分

析，因此著重在文字回應部分的文獻探討。 

現今網路的發達，民眾可以在媒體提供新聞資訊的空間中匿名地自由發表言

論，相較於以往不受「守門人（gatekeeper）」的限制，這種線上的留言是未經

編輯過的、即興地、具有攻擊意味的，甚至是衝動的言論（Reich,  2011）。本

節將回顧從網際網路發明以來，網路媒體回應行為的主要形式，將分別介紹電

子公佈欄（Bulletin Board）、部落格與社交媒體。 

一、 電子公佈欄	

最早具有網路回應功能的平台為電子公佈欄（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由於平價電腦、大型網絡系統與便於取得的溝通渠道的出現，電子公

佈欄越來越流行，其提供了張貼訊息的功能，且此功能可讓較多的民眾閱讀，

並做出即時的回饋（James et al., 1995）。相較於以往媒體具有「守門人」的機

制，電子公佈欄模仿了在真實世界中公佈欄的功能，讓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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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與閱讀公佈欄上的消息，但電子公佈欄為不為實名制，一位民眾可以有一組

到多組帳號，進行貼文或是留言的發布。電子佈告欄中會依不同的主題開設不

同的版面，民眾可以根據在面板中的其他人的貼文進行留言。民眾留言的排序

方式是按照時間來遞減排序，由發佈時間晚的留言排序到發布時間早的留言在

台灣，電子公佈欄並沒有隨著科技的推移而被淘汰，人數反增不減（李紹良，

2011）。台灣最大型，且更為全世界最大的電子公佈欄即為「ppt 實業工坊」，

由臺灣大學電子布告欄系統研究社進行維護。目前累計約有 150 萬人的註冊使

用者，其資訊與資料量也相當龐大，有超過 2 萬個不同主題的看板與每日超過

2 萬篇新文章及 50 萬則推文被發表。而其回應形式為留言者需引用作者的文章

或留言，並指明發言者（劉于瑄，2011）。回應共有三種方式，分別為推文、

虛文與無意間，且發文內容具有字數限制，為三行間有 20 個字。 

蔡昇峰（2008）針對電子公佈欄在台灣依舊盛行的現象進行研究，發現電

子公佈欄上具有龐大的資訊量，且也有許多為第一手的資訊，較為信賴可靠。 

對於其眾多的使用者與每日龐大的資訊量，有研究者針對其「匿名性」對

於發布文章與留言的意願是否有影響進行研究（陳尚群，2011）。該研究者認

為，由於匿名的特性，所以成員不需負擔如同實名制（例如，Facebook）的言

論責任，因此可以更促進社群中的討論，並具有較多的貼文與回覆數量。但研

究結果卻顯示，「匿名性」對於民眾想要發布文中的意願不會造成影響，因此

此研究者推測，「匿名制」已不成為現今民眾參與一個網路社群最主要的原

因。其他針對電子公佈欄進行民眾留言行為的分析，則為對女性主義連線版進

行貼文主題分類與言說分析，探討在電子公佈欄中貼文與回應的運作形式（方

念萱、蘇彥豪，1998），其研究結果，針對議題與留言的部分，作者提到由於

與以往具有守門員制度的媒體不同，因此議題的呈現較無邏輯可言；就留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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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言，作者觀察到有些文章的留言長度較長，討論時間甚至可以持續幾週以

上，有些文章卻沒有留言。其認為這些在文章中出現的社會議題是被建構出來

的，引用了 Hilgartner 與 Bosk（1988）所提出的「公共場域模式（Public Areana 

Model）」來解釋這個現象，認為公眾的關注是一個稀少的資源，各種社會議題

必須要相互競爭、排擠才能獲得關注。因此，獲得較多討論的文章獲得了更多

的關注，而獲得較少討論的文章則得到更少的關注。 

二、 社交媒體	

關於社交媒體的回應方式，以下列舉由 statista.com 針對 2016 年 7 月所進行

的全球社交網絡每月活躍使用者調查中，具有社群媒體功能的平台，分別為使

用量排名第一的 Facebook（1650 百萬人）、排名第六的 Instagram（500 百萬

人）與排名第七的 Twitter（310 百萬人）。而本研究非研究與圖片相關之議

題，因此以下只介紹 Facebook 與 Twitter 的回應方式。當人們使用 Twitter 或是

Facebook 時，其所想要達到的目的並不相同，因此這兩種社群媒體的功能也不

盡相同。Facebook 較像是一個可以讓大家相互進行討論的場域；而 Twitter 因其

有字數限制，所以較常作為一個發布訊息的場域。 

民眾在 Facebook 中可以透過數種不同方式與他人、媒體或者其他粉絲頁進

行互動。使用者可以針對一粉絲頁的貼文進行各種不同的回饋，像是前述所提

之留言與點選「喜怒哀樂驚」之情緒表達按鈕。除了使用者本身可以給與回

饋，也可以看到其他使用者對於這篇文章所給予的回饋。但情緒表達功能只可

針對粉絲團的貼文選按，對於其他使用者的留言還是只能點選「讚」的功能。

至於 Twitter，相較於 Facebook 在貼文上沒有文字字數的限制，Twitter 有 14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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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且所有的推特（tweet）必須設為公開。當民眾在瀏覽時，可以選擇回

覆及點選「喜歡」。回覆的功能為直接回覆給發文者，其回覆內容不會張貼於

自己的 Twitter 版上，也不會出現在對方的版上；喜歡的功能就如同 Facebook 的

「讚」的功能一樣，但是無法看到有哪些人喜歡這篇文章。因此，相較於

Twitter，在 Facebook 上的資訊較為顯而易見，一個人對於某個粉絲專頁的喜好

可由其留言內容中察覺出來，甚至可以利用該使用者留言的內容，建構出該使

用者完整的輪廓。因此，透過撈取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資料，比起 Twitter 更可

以完整地了解使用者的喜好與輪廓。 

 

第三節 社群網站數據分析 

近年來有各種社群網站開始透過分析使用者的資料，更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與輪廓，以便提供更好的服務與功能。在過去，當研究者想要了解人們的想法

時，不外乎是透過訪談、填問卷或是觀察法，但這卻牽涉到研究者的主觀思

維，研究者與研究者間少有一個固定的評量標準。而現今社群網站除了提供人

與人，甚至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之間的溝通互動外，亦能打破傳統的階級制

度，提供另一項溝通管道，使民眾得以與政府官員或是明星藝人等的粉絲頁面

直接溝通、表達想法。另外，使用者還可以透過各種給分評等或是回饋功能，

讓使用者的想法可以轉變為數字或是文字 ，讓研究者得以從新的觀點與視野進

行研究（Lazer et al. 2009；Rudder, 2014；Bond and Messing, 2015）。例如線上交

友網站 OkCupid 透過讓男女對彼此的外表評分，用來判定男女彼此覺得對方的

長相如何；Facebook 則是透過情緒表達功能，讓使用者可以表達六種不同的情

緒—哈哈（Haha）、憤怒（Angry）、難過（Sad）、驚訝（Wow）、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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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讚（Like）。另外，傳統訪談、問卷或是觀察法， 難保受試者的回

答不受社會期望所影響，盡而使受試者根據社會期望回答問題，造成研究者所

蒐集到的數據具有社會期望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Rudder, 2014）。例

如 Bond and Messing（2015）曾提到，由傳統問卷方式來蒐集人們的政治意識是

非常不可信的數據，因為自由派的人通常會不太願意表明自己是自由派 。又例

如，在「我們是誰？大數據下的人類行為觀察」中，作者也提到，當人們回答

關於一些爭議的議題時，例如種族、性行為、吸毒時，人們通常不會按照自己

的想法回答（Rudder, 2014）。但是在這些社群媒體中，由於網路具有利於溝通

的特色-- 異步性、匿名性、逃避現實、沒有中央權威（Rudder, 2014），因此使

用者可以依照自己真實的想法跟喜好表達對人、事及物的看法與意見。 

相較於過往由民調中獲得之資料為在短時間內抽樣多人之橫斷性資料

（cross-sectional data），由社群網站中所獲得之資料為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意即長時間觀察同一對象所得到的資料。相較於橫斷性資料，縱貫性資

料可將時間列為變項之一，並可觀察一現象的隨著時間的改變。另外，縱貫性

資料可將「時間」列為變數之一，適合觀察一件事件的長時間的變化，並能透

過過去資料預測未來（吳齊殷、張明宜、陳怡蒨，2008）。 

基於以上兩項相較於傳統民調的優點，透過蒐集這些數據並根據研究問題

分析，可以讓研究結果在更迅速、更準確地反應人們真實的想法。數據分析在

近年來蔚為流行，以下分為兩個小節，分別介紹國內與國外關於社群網站數據

分析的機構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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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外研究	

（一） Facebook	

Facebook 為最廣泛被人們使用的社群媒體平台，尤其在美國，在 2016 年，

約八成的上網人數擁有 Facebook 帳號，其中，在美國約有 86%的人會使用網路

（Pew Research, 2016）。換句話說，Facebook 幾乎能大約呈現全美的人口樣

貌。因此，在 Facebook 上做數據分析，就幾乎等同於對全美人口做抽樣分析，

且比起對全美人口做抽樣分析，又來得更省時、全面且低成本。 

關於 Facebook 團隊做過的研究，除了可以用來驗證過往缺乏大量樣本實證

的理論外，還可以用來觀察在社群媒體上資訊的轉變（Adamic et al., 2016）現

象。由於社群媒體可以快速地傳遞資訊，但資訊在傳播的過程中，往往缺乏前

後一致性，較晚被人們傳播的資訊可能與剛開始傳播的版本不同，造成此種情

況的原因為各種不同理念的人。是與人口分布的變異息息相關的 ，出現不同版

本的資訊代表有存在不同理念的人口存在。例如 Facebook 針對文化模因

（meme）演變，做出針對由「沒有人應該為…而死。」所組成之動態與不同政

治傾向的使用者會分享哪一種不同版本的文化模因語句研究。Facebook 蒐集了

由 2009 年 4 月進行至 2011 年 10 月，共 18 個月的人們的動態貼文資料，探討

文化模因的演變。雖然 2009 年 4 月的時候，Facebook 還沒推出「分享」的功

能，使用者卻也因此可以透過逐字輸入或是整段複製，將這些句子貼在自己的

牆上。文化模因與人口的族群成分組成，有兩個類似的元素，分別為複製與變

異，意即，理念、想法相同的人們會透過複製來傳遞訊息；有著不同理念與想

法的人們會透過改變原本的訊息，再去傳遞。而在重新打入或複製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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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出現不小心的拼字錯誤，或是有意的改寫。這麼一來，透過抓取到的資

料，可以觀察到使用者複製與貼上的過程，也可以觀察到分享出去的文字是否

被無意或是有意地修改過。從最一開始的版本是支持歐巴馬的健保政策的語句

「沒有人應該要因為付不起健康保險而死；沒有人應該要因為生病而破產。如

果你同意，請你在今天之內在你的動態上貼出這則貼文。」 發展到最後，出現

了反對歐巴馬健保政策的版本，例如「沒有人應該要因為政府徵收的稅而破

產」。總共出現了 4087 種版本，且每一種版本至少有 100 次以上的複製量。透

過擷取使用者在自己檔案上所呈現的政治傾向，將出現前 100 名的政黨進行由-

2 至 2（-2 代表偏向自由派，2 代表偏向保守派）的政治光譜標記，再將此標記

對照到所分享出的文化模因語句，就可判斷出不同政治傾向的使用者會傳播什

麼版本的文化模因語句。 

關於驗證以往缺乏大量樣本實證的理論，Facebook 在 2014 年針對使用者所

看到的即時動態更新（News Feed）內容的正負向情緒，分析是否會產生情緒感

染（emotional contagion）（Kramer, Guillory, 2014）。由於情緒感染過去缺乏大

樣本的實證支持，縱使 Fowler and Christakis 在 2008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使用了

12067 位使用者的資料，時間橫跨了 20 年之久，但其結果卻被認為是有爭議的

（Kramer, Guillory, 2014）。因此，Facebook 進行了為期一個星期的實驗，透過

控制約 60 萬名操作介面為英語的使用者的動態時報所呈現正向或是負向內容的

貼文，分析情緒感染在社群網絡中的影響。但 John Grohol（2014）卻認為這個

研究的實驗設計不太理想，因為此研究所用來判斷正負向貼文的方法為利用

LIWC2017 的軟體，但此軟體較為擅長分析較長的文本，對於 Facebook 中較短

的文本可能會有誤判的情況。但是該研究也證實了，正面字詞較多的貼文，會

讓使用者留下較多正面情緒的留言，反之亦然。另外，情緒感染可以只透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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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進行，且與社會比較理論相反。該研究也認為，線上的訊息會影響我們的情

緒，甚至會影響我們現下的行為。 

（二） OkCupid	

創辦於 2004 年，Okcupid 是一個最受歡迎之一的線上交友網站，扣除無法

註冊之年紀人口，大概每兩個單身美國人，就有一人已經註冊。此網站以演算

法計算出使用者彼此的速配程度而著稱。如果使用者想要越精準地讓演算法去

計算配對程度，他們必須回答 OkCupid 上的一些問題，例如，「你可以跟非常

邋遢的人約會嗎？」。由於交友網站的使用者一般來說都想找到跟他速配的伴

侶，因此 OkCupid 也蒐集到了許多使用者真實回答問卷的資料、使用者的基本

人口變項資料，例如種族、身高、所在地區、身高與使用者上傳的照片、在自

己檔案中的自我介紹等等。且 OkCupid 也具有線上聊天功能，因此也擁有這些

人們在線上聊天的對話與互動紀錄。 

擁有這麼多資料，OkCupid 在 2014 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是誰？大數據下

的人類行為觀察」，書中透過大量的真實數據來驗證過往在學術論文中以

WEIRD 研究--代表白人（white）、受過良好教育的（educated）、來自以工業化

地區的（industralized）、富有的（rich）且民主的（democratic）族群為樣本的情

況。這些 WEIRD 研究的樣本，通常只能代表大約全球 12%的人口。另外，本書

也透過各種統計分析應用，驗證出各種在男女互動交往中，有趣的現象。例

如，男女彼此互相評分，結果發現男性給女性的分數呈現常態分佈，但女性給

男性的分數卻呈現右偏的分佈，說明了女性給男性的標準較為嚴苛。但說的跟

做的可能不一定相同。OkCupid 在書中提到，他們透過結合另外一項新推出的

應用程式「瘋狂盲目約會」（Crazy Blind Date），來比對人們在看不到對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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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時的互動行為。結果發現，長相對約會成功與否完全沒有影響。關於對文字

進行分析部分，OkCupid 透過區分不同種族、性別與性取向並計算出其所最常

用的字數，分析了其在自我介紹時的文本，找出了某個特定族群才會使用的字

詞，並依照同樣的演算法，找出了某個特定族群不會使用的字詞。這項分析結

果透過數據告訴了我們不同種族、性別與性取向之間實際的差別為何，再也不

是以往我們用捉摸不定的標準與感覺來判定對方屬於哪一些群體。 

Facebook 與 OkCupid 皆透過大量人們在網路上的互動數據，分析與驗證過

往研究中樣本數不足或是偏頗的理論、潛藏在我們認知中的既定印象或是具體

化了在社會上存在的群體之間的界線。 

二、 國內研究	

由於目前主流的社群網站平台皆為國外所有，因此國內的研究一般無法取

得如 Facebook 或是 OkCupid 一樣完整的資料。但是透過利用官方 API，並結合

爬蟲程式進行資料抓取或是利用授權資料分析，同樣可以分析出令人驚豔的結

果。國內目前進行社群媒體資料分析的平台如以下介紹。 

（一） QSearch	

QSearch 為一台灣的社群數據公司，成立於 2014 年，以分析 Facebook 粉絲

團的數據為主。在 2014 年透過社群媒體議題分析，協助台北市長參選人柯文哲

進行政策決定，進而使其順利當選台北市市長（吳韻萱，數位時代，2014）。

在 2017 年時，與天下雜誌共同發表了一篇由計算立委與國民黨、民進黨主席之

間在 Facebook 上共同粉絲互動數重疊的數量，進而算出立委與兩黨主席之間的

親密程度關係，並分析出了是「統獨與否」與「同婚立場」將藍、綠立委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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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來。此研究共蒐集了兩大黨主席與其餘立委，扣除無官方臉書帳號與在資料

蒐集期間無發文者，共蒐集了 109 位政治人物粉絲專業之資料。其中，QSearch 

對「互動」的定義為，在資料蒐集的兩個月內，一粉絲在ㄧ粉絲專頁上所選按

的情緒表達功能數量。Facebook 一共有六種表情符號，QSearch 並未將六種表情

符號分開處理，而是將其合在一起處理，原因為有些表情符號難以區分支持與

否，例如「哇（Wow）」與「哭（Sad）」。 

（二） OpView	

為一台灣的社群口碑資料庫，除了收錄了 Facebook 粉絲團的資料以外，還

收錄了各大新聞媒體網站、社交平台（如 Plurk、Dcard 等等）與論壇（如愛評

網、伊莉討論區、PTT 等等）之資料。 

透過蒐集這些資訊，OpView 可以對一議題進行在各個不同論壇上被討論的

次數，並利用文字探勘找出相關或是潛在影響的議題。例如，近期在台灣募資

成功的月亮杯案例，OpView 透過計算月亮杯在不同時期、不同平台的聲量，分

析出月亮杯成功募資的原因與策略。除了進行商業分析以外，OpView 還透過社

群平台在台灣普及的特點，以輿情分析（public opinion analysis）了解民意走

向，協助高雄市政府進行政策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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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使用者互動資料，建構快速分析該

粉絲專頁中粉絲的角色組成，本研究以撈取台灣政治人物的粉絲團專頁為例，

利用建置詞彙列表的方式分析回饋民眾的角色。詞彙列表的效能評估部分為比

對受試者標記的結果，如詞彙列表的結果與受試者標記的結果相符，則判斷為

詞彙列表判斷正確；如不同，則判斷為詞彙列表判斷錯誤。本研究使用

Python2.7、Facebook Graph API 進行粉絲專頁的資料抓取、清理與分析；利用

MySQL 建置資料庫；利用 Django 與其附帶的 Sqlite 資料庫建立使用者互動介

面，並與 MySQL 進行串接以查找資料。以下依序介紹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 

一、 Facebook 圖形 API	

根據 Facebook 的官方說明，Facebook 圖形 API 為 Facebook 在 Facebook 平

台存取和輸出資料的主要方法，可以讓使用者以程式設計方式來查詢資料、發

佈新動態、管理廣告、上傳相片以及執行各種應用程式可能實作的工作。其

中，圖形 API 是以社交關係圖的想法命名的，在社交關係圖中，會有節點、關

係連線與欄位，如同在粉絲專頁中，可以把每一個粉絲當作一個節點，粉絲跟

粉絲之間的關係為共同對同一篇貼文留言或是進行情緒表達的回饋。  

本研究透過 Facebook 圖形 API 去撈取粉絲頁面的資料。在撈取之前，必須

先取得 API 的金鑰，才能進行撈取。其介面如圖三-1 所示，可以輸入粉絲頁面

的 id，選取想要下載的欄位，例如下圖是選取「post」、在「post」中的

「comment」、「reactions」與「created_time」。按下「summit」後，其所抓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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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就會在右方的藍色框框中呈現。預設每一次抓取的筆數為 25 筆。之後可透

過下方的「Get Code」獲取資料網址，並結合 Python 的爬蟲程式抓取資料。本

論文共撈取了粉絲頁面之貼文、貼文之下的留言與情緒反應項目，抓取方式

為，先抓取一粉絲頁面的所有貼文，在篩選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間的貼文 id，在用此貼文 id 去爬取粉絲留言與該貼文的情緒反應。值得注

意的是，當留言內容為貼文或是圖片，撈取下來之資料為空值，因此本論文將

不予以分析，但會納入留言次數中。撈取的欄位如表三-1 所示： 

 
圖 三-1 Facebook Graph API 介面示意 

表 三-1 本研究撈取項目與屬性列表 

撈取項目	 貼文	 留言	

撈取屬性	 貼文 id	 留言 id	

貼文時間	 留言時間	

貼文連結	 留言者 id	

分享數	 留言者姓名	

	 留言獲得留言數	

	 留言獲得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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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ython2.7	

Python 為一動態的開源程式語言，其特性為優雅與簡潔，常被用在處理資

料分析上，也可用在網頁開發上。本論文用 Python2.7，為在 2010 年 7 月 3 號發

佈的 Python 版本，並結合 Facebook Graph API 進行資料爬取、再利用 Python 進

行資料分析 MySQL 存放資料與結合 Django 進行架設實驗網站。 

三、 Django	

Django 是使用 MTV（model, template, view）結構的網站框架，可用 Python

為腳本，串接前後端介面與資料庫，主要架構包含串接資料庫的模型

（model）、前端頁面設計的模板（template）與和前端所及資料庫所需執行功能

控制與整合的視圖（view）。其架構如圖三-2 所示，由瀏覽器傳送需求，URL

將其導覽至適當頁面，並根據視圖中的程式碼，執行此頁面需執行之事項，有

時會需要連接至資料庫，則必須透過模型進行連接。本論文使用的 Django 版本

為 1.11。 

關於設計方面，前端設計結合使用 Pure.UI 進行前端介面設計；後端資料庫

串接使用 Django 自帶的 Sqlite 與架在伺服器中的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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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2 MTV 架構示意 

四、 MySQL	

MySQL 為一具有免費版本的開源關連式資料庫，架構為由許多列組成表

格，再由許多表格組成一個資料庫。本論文用以存取由 Facebook 爬取回來的資

料，並透過使用 MySQL Workbench 進行管理與執行指令。另外，由於標記的實

驗網站與資料分析皆是用 Python 撰寫，因此使用了 mysql-connector-python 套件

連接。 

五、 Sqlite	

同樣也是免費開源的資料庫，其架構與 MySQL 相同，都由列組成表，再由

表組成資料庫。但相對於 MySQL，Sqlite 是個較為輕量的資料庫，不用透過架

設伺服器進行資料存取。適合運用在資料量不大及不需支援多台電腦連線的時

候。本論文所使用的 Sqlite 資料庫為 Django 套件預設的，存放 Django 所用到的

系統資料，例如當使用者登入後，Django 會根據使用者取出該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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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s，或是當使用者切換網站頁面時，Django 必須將該使用者的 session 存進

資料庫中。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論文之研究對象為台灣政治人物的 Facebook 粉絲頁面，其中關於台灣政

治人物方面，選取為較具討論性的政治人物，例如蔡英文、柯文哲、朱立倫等

等。選取時特別選擇了民進黨、國民黨與無黨籍的政治人物各一，以平衡立場

與互相比較。關於政治人物粉絲頁面名稱、粉絲專頁 id、粉絲數列表及其政治

立場或是所屬黨派如表三-2 所示，其中以蔡英文的粉絲數最多，其次依序為柯

文哲、朱立倫。粉絲頁面資料抓取時間為 2017 年 5 月 18 日。粉絲頁面貼文、

留言與情緒反應爬取時間為 2017 年 5 月 9 日與 5 月 10 日，所設定的爬取區段

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表 三-2 各個政治人物粉絲專頁頁面 id、粉絲數與所屬黨派 

政治人物粉絲頁面名稱 粉絲頁面 id 粉絲數 所屬黨派 

蔡英文 46251501064 2,205,592 民進黨 

柯文哲 136845026417486 1,538,076  無黨派 

朱立倫 10150145806225128 876,594 國民黨 

表三-3 呈現各個粉絲頁面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所爬取到

的貼文數量與回覆數量。每一則貼文的留言量最多爬取為 2000 則，其中以柯文

哲所發佈的貼文數量（231）最少，蔡英文有最多的貼文數量（531）朱立倫則

次之。計算每個粉絲頁面每則貼文所獲得的留言數量，以 200 則留言為一個單

位，得到三位政治人物由 0 則留言至 2000 則留言的計數表，如表三-3 所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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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每個粉絲專頁的數值製做成折線圖，如圖三-3 至三-5 所示，其中可以觀察

到，三位政治人物在獲得留言數 600 則至 900 則的區間內皆為 0，蔡英文的粉絲

專頁在獲得留言數 2000 則的篇數最多，顯示有較多貼文獲得 2000 則以上的留

言數，反觀柯文哲，其貼文所獲得的留言數則是在 200-400 的區間內，朱立倫

則又更低，為在 0 則至 200 則的區間內。 

表 三-3 各個粉絲專頁之貼文、留言與平均留言數 

獲得留言數 蔡英文貼文篇數 柯文哲貼文篇數 朱立倫貼文篇數 

0 2 30 203 

200 40 74 45 

400 45 21 16 

600 0 0 0 

800 0 0 0 

1000 45 18 18 

1200 33 6 11 

1400 30 10 15 

1600 16 8 7 

1800 14 5 3 

2000 80 33 20 

 
圖 三-3 蔡英文每則貼文獲得留言數統計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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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4 柯文哲每則貼文獲得留言數統計折線圖 

 
圖 三-5 朱立倫每則貼文獲得留言數統計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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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流程與系統架構 

本研究的系統流程，可分為三部分，分別為資料搜集、資料分析、成果評

估三階段，如圖三-3 呈現。以下分別說明三個階段。 

 

圖 三-6 本研究的系統流程圖 

 

一、 資料蒐集	

利用 python2.7 與 Facebook 圖形 API 擷取從 2016 年 1 月 1 日開始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止，特定政治人物與四大報粉絲頁面中與之所有貼文、第一層回覆與

情緒反應數據。其研究流程如圖三-3 所示：首先透過 Facebook Graph API 獲取金

鑰，並用 Python 撰寫爬蟲程式，依序爬取粉絲頁面之貼文、留言，並存為

JSON 檔。爬取完成後，根據如圖三-4 所示之實體關係模式（Entity-Relation 

Model）進行資料庫設計。其中，分別有四個實體，分別為粉絲頁面、貼文、使

用者與留言。「粉絲頁面」可以透過「發佈貼文」的功能進行貼文發佈，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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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頁面本身具有兩個屬性，一為每個粉絲頁面皆不同的頁面 id，另一為自行取

名的頁面名稱；貼文則有三個屬性，分別為每則貼文皆不同的貼文 id、貼文的

內容與貼文的時間。粉絲頁面可發佈許多貼文，其關係為一對多的關係。「貼

文」之下會有許多「留言」，其關係為一對多的附屬關係。留言也具有三個屬

性，分別為每則留言皆不同的留言 id、留言內容與留言時間。留下這些留言的

是不同的使用者，使用者與留言的關係為多對多的關係。使用者具有三種屬

性，分別為每個使用者皆不同的使用者 id 及自行選擇呈現的姓名。 

 
圖 三-7 本研究 MySQL 資料庫實體關聯模型 

在存進資料庫前，由於爬取回來的資料為 JSON 格式，須先用 Python 進行

資料清理與整理為可存進資料庫之格式。資料清理完成後，分別將貼文、留言

與情緒反應存成如表三-4、表三-5 的資料表。 

表 三-4 抓取貼文存進資料庫之資料欄位設定 

抓取資料名稱 貼文 種類 

資料表欄位名稱 post_id text; PK 

page_id text 

message text 

ur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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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_time datetime 

post_id text 

post_time datetime 
表 三-5 抓取留言存進資料庫之資料欄位設定 

抓取資料名稱	 留言	 種類	

資料表欄位名稱	 user_id	 text	

user-name	 text	 	

comment_id	 text;	PK	

comment	 text	

comment_time	 datetime	

page_name	 text	

page_id	 text	

 

二、 資料分析	

（一） 列表建置	

由於本論文的研究對象主題較為特殊，如欲快速篩選出一留言的立場，就

需自行建置支持與不支持詞彙的列表。列表建置完成之後，便可透過從 MySQL

資料庫撈取留言的語料並進行判斷。本論文的判斷方法為檢查每一則貼文中是

否含有在支持與不支持列表中的詞語，如果有的話就判斷為支持或是不支持；

如果這一則留言中同時出現支持與不支持的詞語，則會被同時判斷為支持與不

支持；如果一則留言中沒有詞語出現在支持與不支持的列表中，則不標記。 

關於列表建置部分，首先先選取明顯可辨識為支持的詞彙新增至列表中，

為了要驗證詞彙列表中的詞彙的準確度，每新增完一批詞彙，就會將已由受試

者標記判斷過後的語料交由詞彙列表進行判斷，如詞彙列表判斷出的結果與受

試者判斷結果相同的數量越多，才代表詞彙列表的建置越完整。詞彙列表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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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以準確率及召回率評估。其中，除了明顯可辨識為支持與不支持的詞彙

外，其餘詞彙皆由觀察民眾留言所擷取而來，三個粉絲專頁共進行了多次新增

的過程，各階段新增的詞彙可見附錄。 

關於給受試者先行標記的語料來源為，每個粉絲專頁的留言數量前 100 多

使用者的留言進行隨機篩選出 300 則。標記的受試者人數為三位，皆為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畢業之畢業生，每人共標記 900 則留言，每個粉絲專

頁有 300 則，共有四種標記選項，分別為「支持」、「不支持」、「中立」與

「無關」。標記者可以依據留言內容選擇這篇留言對於該粉絲專頁的立場為

何。三位標記者之中，只要有其中兩位答案達成一致，及判定該留言為標記者

所標記的立場，如三位皆不一致，則歸類為無法判斷的項目。 

其標記結果如表三-6 所示，各個粉絲專頁被判斷出來的支持數與不支持數

目皆不同，在這 300 則語料中，蔡英文的粉絲專頁被判斷出不支持的數目最

多，朱立倫最少；而相反的，朱立倫的粉絲專頁被判斷出支持的數目最多，蔡

英文則是支持數最少。 

表 三-6 使用者標記各個粉絲專頁之貼文結果 

 蔡英文 柯文哲 朱立倫 

判斷為支持數 28 9.33% 35 11.67% 155 51.67% 
判斷為不支持數 128 42.67% 60 20.00% 19 6.33% 

判斷為無關數 121 40.33% 178 59.33% 111 37.00% 
判斷為中立數 5 1.67% 15 5.00% 3 1.00% 

無法判斷數 18 6.00% 12 4.00% 12 4.00% 

就「明顯可判斷為支持或是不支持的詞彙」而言，以柯文哲的粉絲專頁為

例，假設在一則留言中，如出現「市長加油」這一組詞彙，就能馬上判斷這位

使用者是傾向支持柯文哲；但是如果出現「柯腦皇」等關於柯文哲的負面詞

彙，就能馬上判斷此留言為不支持柯文哲的使用者所留的。另外，由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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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中，許多使用者也會使用表情符號表達情緒，不同於 Facebook 內建的

貼圖，這些表情符號可轉為 unicode，例如「 」會被轉為「U+1F604」並被

爬取下來，因此在語料庫中，也會使用表情符號作為判斷支持與不支持的依

據。例如在留言中出現「 」即可判斷為支持；若出現「 」就可判斷為

不支持。 

「透過觀察民眾留言新增的詞彙」部分，為透過觀察無法被語料庫判斷的

留言，挑選出關鍵字。其中，大部分的關鍵字都與事件有關，由於政治人物常

常會受政治事件的影響而與某些詞彙產生關聯，因此透過觀察無法被語料庫判

斷的留言，可大概抽取出這些因事件而產生的詞彙。例如以蔡英文的粉絲專頁

為例，「菜 8 趴」即為諷刺蔡英文的執政滿意度只有 8%。 

本論文的列表形式為 Python 的列表，每個政治人物粉絲頁面皆有兩組分別

為支持與不支持的列表，其詞彙列表最終的詞彙數量如表三-7 所示。 

表 三-7 各粉絲頁面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數量 

粉絲頁面名稱 支持詞彙列表詞彙量 不支持詞彙列表詞彙量 

蔡英文 45 80 

柯文哲 73 20 
朱立倫 71 14 

以下呈現各個政治人物的支持與不支持詞彙列表建置過程中的召回率與準

確率。其中，三位政治人物的不支持詞彙列表的召回率皆相當低，觀察得到的

原因為，不支持留言的表達方式很多，較不能建置如同支持列表般顯而易見的

詞彙。蔡英文的支持與不支持詞彙列表建置部分，各階段的的召回率、準確率

與詞彙列表的數量如表三-8 所示，其 PR 圖如圖三-5、三-6 所示。支持部分的召

回率在第三次新增後停止成長，但到第八次與第十次新增召回率皆有上升，觀

察剩餘未被詞彙列表判斷出的語料後，可增加的詞彙有限，因此停止新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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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詞彙列表的部分，在九次新增方面準確率皆為 100%，雖然召回率在每一

梯次持續提升，但在第八次新增完後成長停止，觀察其剩餘無法被詞彙列表判

斷的語料中所用的語彙無法被截取出新增置詞彙列表中，因此停止新增。 

表 三-8 蔡英文支持與不支持詞彙列表增加梯次與其準確率與召回率 

列表增

加梯次 

支持 

召回率 

支持 

準確率 

詞彙

數量 

不支持 

召回率 

不支持 

準確率 

詞彙

數量 

1 7.10% 100.00% 5 3.90% 100.00% 7 

2 14.30% 80.00% 12 4.70% 100.00% 10 

3 17.90% 71.40% 18 4.70% 100.00% 29 

4 17.90% 71.40% 21 5.50% 100.00% 38 

5 17.90% 71.40% 22 5.50% 100.00% 50 

6 17.90% 71.40% 23 9.40% 100.00% 66 

7 17.90% 71.40% 26 19.50% 100.00% 72 

8 25.00% 77.70% 28 25.80% 100.00% 76 

9 25.00% 77.70% 43 25.80% 100.00% 79 

10 32.10% 81.80% 46    

 

 
圖 三-8 蔡英文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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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9 蔡英文不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柯文哲的支持與不支持詞彙列表建置部分，各階段的的召回率、準確率與

詞彙列表的數量如表三-9 所示，其 PR 圖如圖三-7、三-8 所示。 

支持部分的召回率在第四次新增後無成長，雖然分別又在其後新增了六次

詞彙，但但召回率沒有成長，準確率反而還下降，觀察詞彙列表後，發現造成

下降是由於詞彙列表將其中兩則被受試者標記為「無關」的留言判斷為「支

持」。在不支持詞彙列表的部分，在第三次新增後召回率停止成長，但仍從語

料中挑出可新增至詞彙列表的詞彙新增，直到沒有可新增的詞彙後才停止新

增。除了第一次新增的詞彙準確率為 0%外，其餘新增次數的準確率皆為

100%。 

表 三-9 柯文哲支持與不支持詞彙列表增加梯次與其準確率與召回率 

列表增

加梯次 

支持 

召回率 

支持 

準確率 

詞彙

數量 

不支持 

召回率 

不支持 

準確率 

詞彙

數量 

1 0.00% 0.00% 8 0.00% 0.00% 2 

2 0.00% 0.00% 11 3.30% 100.00% 7 

3 5.70% 100.00% 18 26.70% 100.00% 11 

4 31.40% 100.00% 30 26.70% 100.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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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1.40% 91.70% 38 26.70% 100.00% 17 

6 31.40% 91.70% 43 26.70% 100.00% 20 

7 31.40% 78.60% 51    

8 31.40% 78.60% 57    

9 31.40% 78.60% 59    

10 31.40% 78.60% 73    

 
圖 三-10 柯文哲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圖 三-11 柯文哲不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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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的支持詞彙列表建置部分，各階段的的召回率、準確率與詞彙列表

的數量如表三-10 所示，其 PR 圖如圖三-9、三-10 所示。 

在第七次新增後，召回率成長緩慢，但仍從尚未被詞彙列表判斷出之語料

中提取出可被新增至詞彙列表的詞彙，直到無法提取時，停止新增，共新增了

十一次。在不支持詞彙列表的部分，在十一次新增中準確率皆為 100%，召回率

在第五次新增後趨於平緩，但仍可從語料中提取出可被加入詞彙列表的單詞，

因此新增至無法再提取詞彙，之後停止新增，共新增了十一次。 

表 三-10 朱立倫支持與不支持詞彙列表增加梯次與其準確率與召回率 

列表增

加梯次 

支持 

召回率 

支持 

準確率 

詞彙

數量 

不支持 

召回率 

不支持 

準確率 

詞彙

數量 

1 7.70% 70.60% 9 0.00% 100.00% 1 

2 9.00% 73.70% 15 5.30% 100.00% 2 

3 10.30% 76.20% 18 5.30% 100.00% 3 

4 12.30% 79.20% 24 5.30% 100.00% 4 

5 12.90% 80.00% 33 10.50% 100.00% 5 

6 12.90% 80.00% 36 10.50% 100.00% 6 

7 58.70% 85.00% 39 10.50% 100.00% 7 

8 63.20% 85.20% 42 10.50% 100.00% 10 

9 63.20% 84.50% 55 10.50% 100.00% 12 

10 63.20% 84.50% 70 15.80% 100.00% 13 

11 72.90% 84.30% 72 26.30% 100.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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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2 朱立倫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圖 三-13 朱立倫不支持詞彙列表之 PR 圖 

政治人物的部分語料庫與實際留言舉例如表三-11 所示，只要留言中含有一

個或以上的辭彙出現在語料庫中，即會被評斷為支持或不支持。其完整語料庫

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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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1 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詞彙舉例 

粉絲專頁名 支持語料庫 支持留言舉例 

蔡英文 小英當選、蔡英文

加油、新政府加油 

小英加油 

(10152419666556065_10152420040461065) 

柯文哲 柯 P 好棒、柯 p 辛

苦了、連任成功、

白色力量加油、送

進總統府、市長加

油 

小建議：不要常把以前在急診室 or 醫院怎

樣怎樣掛嘴邊，對有些人來說很刺耳，會

想著「這裡又不是急診室」「你以前苦難

道現在要把其他人弄的一樣苦嗎？」諸如

此類諸如此類會讓焦點轉移的話。如果改

成「如果.....我們可以（把事情變得更好/

更有效率/更....）」這種句型似乎會更洽當

點，至於經驗是不是來自於過去在醫院的

經歷，讓大家自己去想就好。 市長加

油！ 

(564904723611512_564907536944564) 
朱立倫 朱立倫加油、挺立

倫、永遠支持您、

市長好帥、用心施

政、財經專家 

朱立倫加油做就對了別管跛腳馬及藍皮綠

骨的奸"王”好好為台灣百姓打拼吧

(10154663643780128_10155270598130128) 

粉絲專頁名 反對語料庫 反對留言舉例 

蔡英文 白賊英、菜桶、女

版馬英九、菜英文 

水嘎！菜英文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因

為菜英文有種菜味，菜味，菜味，陳水扁

男啵萬，非常棒！ 

(10153063518041065_10153064587941065) 

柯文哲 白癡市長、柯屁、

嘴砲、柯皇、柯文

哲下臺、白目的力

量 

要會建設, 不是到處亂拆. 網軍也該睡覺

了. 柯屁辦公室沒電腦, 他看不到的 

(567971709971480_568403949928256) 

朱立倫 砂石倫、剪綵、悲

傷朱立夜、丟臉 

「朱主席怎麼會是第一次變裝呢？ 從三

環三線的『唬爛市長』，到淡水輕軌的

『剪綵市長』， 最後變成做好做滿的

『落跑市長』！ 主席根本是實至名歸的

變裝王啊！」

(10156407725400128_1015640892480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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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者資料庫建置	

一旦留言可被判斷為支持或是不支持後，便可獲知這位使用者對於這個粉

絲頁面的立場。於是本論文依此結果建置一個使用者資料庫，資料表架構如表

三-8 所示，以 user_id 為主鍵，如為支持一粉絲頁面，則將其立場寫為 100，如

為不支持，則寫為-100，如沒有立場，則留為空值。 

表 三-12 使用者資料庫資料欄位與種類 

列名稱	 立場	 種類	

user_id	 1011851178863500	 text;	PK	

Tsai_stand	 100	 int	

Ke_stand	 null	 int	

Chu_stand	 -100	 int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圖如圖三-11 所示，共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資料庫層

級、功能層級、初步結果層級與應用層級做說明。 

「資料庫層級」存放著由 Facebook Graph API 抓取下來之原始資料，清理後

之資料庫存放著篩掉留言為空值與使用者留言次數小於一次之留言。「功能層

級」為詞彙列表辨別留言為支持或是不支持的立場之功能，詞彙列表的建置需

透過「初步結果層級」的結果增減，「初步結果層級」包含了詞彙列表可辨別

出立場與無法辨別出立場之兩種類別，透過觀察無法辨別出立場之留言內容，

可新增在「功能層級」中詞彙列表中的詞彙，以提高可辨識率。可辨識出之留

言，則可透過將相同的留言者合併，製作出「應用層級」中的使用者資料庫，

由此資料庫可看出在一粉絲專頁中支持的使用者數量與不支持的使用者數量，

並可進行跨粉絲專頁之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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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4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圖 

 

三、 成果評估	

成果評估部分，本論文透過算出詞彙列表可辨別多少語料庫中的留言，計

算一詞彙列表的可辨別率，並結合使用者標記與語料庫判斷之結果，計算準確

率。這種測量方法是最被廣泛運用於評估檢索效能的方法，準確率是用來評估

一系統成功檢索到相關文件與的比率（Blair, Maron, 1985）。 

在本研究中，可辨識率為判斷在一個粉絲專頁中，詞彙列表可成功判斷的

結果。可辨識率越高，代表其語料庫的詞彙能涵蓋越多相關主題的內容。準確

率為透過給受試者標記已被詞彙列表判斷完結果之留言，判斷詞彙列表之結果

是否正確。準確率越高，代表詞彙列表可以正確辨識之語料越多。其中，由詞

彙列表判斷後可能會出現以下三種錯誤類型，可由這三種錯誤類型改善詞彙列

表的品質： 

1. 第一類型為一則留言被同時判斷為支持與不支持，其造成原因為，在詞

彙列表中的詞彙會出現在支持與不支持語料中。例如「支持蔡英文就是

支持空心菜」，這個留言為不支持的留言，但是語料庫判斷結果中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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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時標記為支持與不支持。原因為，在這句子中，由於「支持蔡英

文」這個詞是屬於支持語料庫的，但「空心菜」卻是屬於不支持語料庫

的，所以在判斷時，會被同時標記為支持與不支持。	

2. 第二類型為，同一位留言者的留言有一些被判斷為支持，有一些被判斷

為不支持的，導致一位留言者兼具支持與不支持的角色。由於本論文的

資料搜集時間約兩年，在兩年內，一位留言者的支持與不支持傾向應不

會有巨大的改變，因此，一位留言者所有的貼文的支持傾向應固定「支

持」或「不支持」。因此，當一位留言者的留言中具有同時被判斷為支

持與不支持，那可能是支持該粉絲專頁的留言者在反對該粉絲專頁留言

者會用的詞彙前加上否定詞彙，反之亦然。例如，在柯文哲的粉絲頁面

中，會有支持的使用者留「比起那些愛嘴砲的立委，柯 P 才不是土皇

帝」，這個留言中同時含有在不支持語料庫中的「嘴砲」與「土皇

帝」，因此，這樣這一類型的留言會被判斷為不支持的粉絲，但其實這

位使用者為柯文哲的支持者。這一類型的錯誤可直接透過分析語料庫標

記結果而得知，並透過觀察這位使用者多半留言的支持傾向來判斷這位

使用者為支持或是不支持。透過計算第二類型錯誤，可算出詞彙列表可

以判斷出多少的使用者，進而得知詞彙列表之判斷效率。	

3. 第三類型為，語料庫將貼文的支持與不支持判斷錯誤。這一類型的錯誤

必須透過人為標記來檢驗。本論文將每個政治人物的語料庫判斷支持、

不支持的結果各抽 50 則讓受試者進行標記。	

可辨識率與準確率的公式如（1）、（2）所示，公式中的變數如下所示： 

ALL：所有留言數 

A：留言的人工標記結果 

 



 40 

C：語料庫判斷結果 

可辨識率：
!
"##

	 (1)	

準確率：
"∩!
!
	 (2)	

第三類型錯誤需進行使用者標記之介面，本論文透過給予三位受試者進行

標記，判斷該留言的支持傾向，並透過一致性檢定，確保受試者的標記一致

性。其中兩位受試者只要答案相同，便可判斷該留言為受試者標記的立場，如

兩位受試者之答案不同，則納入第三位受試者之答案進行判斷，如三位受試者

答案皆不同，則可推斷其語意不清或是無法判斷其政治傾向，因此不列為本論

文分析之項目。 

本論文利用 Django、Sqlite 與 MySQL 進行實驗網站架設，網站架構如圖三

-12 所示，受試者登入後會進入歡迎頁面，可自行選按要開始進行標記、查看歷

史已答列表或是登出。在「開始標記」頁面中，受試者會看到留言內容、此留

言所在之粉絲團名稱與四個分別為「支持」、「反對」、「中立」或是「無

關」的標記選項，使用者可以挑選一項進行標記，標記內容會回傳到 MySql 

server 中，之後當使用者點擊「OK」鍵後，頁面旋即跳往第二頁；使用者也可

點選「上一篇」修改已回答之內容。在「歷史已答列表」中，受試者會看到他

們已經標記的留言的相關資訊，例如此留言所屬之粉絲團名稱、受試者所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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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與留言者之相關資訊。點選「登出」即可登出頁面。

 
圖 三-15 受試者標記網站架構 

受試者標記的語料內容為抽樣詞彙列表判斷的結果，每一個粉絲專頁的支

持與不支持結果各抽 50 則，判斷語料庫標記之正確性，受試者資料如表三-13

所示。 

表 三-13 第二、三、四階段受試者資料 

受試者編號 年紀 教育背景 職業 

1 25-30 師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在學生 學生 

3 25-30 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畢 公務人員 

3 25-30 師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在學生 上班族 

網站使用流程說明圖如下所示： 

1. 首先，使用者會先進入登入畫面輸入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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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6 受試者標記網站登入畫面 

2. 進入歡迎畫面，可選擇「登出」或是「開始抓賊」（開始標記）。	

 
圖 三-17 受試者標記網站首頁 

3. 點選「開始抓賊」後，會看到呈現留言與標記選項的頁面，此頁面呈現

了該留言在此標記中的編號、該留言屬於哪一個粉絲專頁、留言的內

容、標記選項（支持、反對、中立、無關）與上一頁與確認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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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的選項。使用者須根判斷這則留言為支持或是反對該粉絲團。

標記完後點選「OK」，即可進入第二則標記內容，亦或是可以點選

「上一頁」修改標記」。	

 
圖 三-18 受試者標記網站標記頁面	

4. 在上方的功能欄中，使用者可以點選「歷史標記列表」查看以往標記過

的項目、該留言的留言者 Facebook 名稱與判斷結果。其中，如果該留

言被標記為「反對」，則會用「賊」來顯示；標記結果為「支持」，則

會以「自己人」呈現；標記結果為「中立」，則會顯示為「路人」；標

記結果為「無關」，則會顯示「顧左右而言他」。點選「登出」後即可

登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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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9 受試者標記網站歷史已標頁面	

5. 點選登出後，頁面跳到登入畫面	

 

圖 三-20 受試者標記網站登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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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論文所選擇的分析資料為三位政治人物，分別為蔡英文、柯文哲與朱立

倫之粉絲專頁，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粉絲留言資料，由先

前基本統計計算得出的結果而知，柯文哲與朱立倫之粉絲專頁少有貼文留言是

多於 2000 則，雖然蔡英文的留言大部份皆多於 2000 則，但抓取時間為一年，

觀察時間較長，因此採以每一則貼文抓取 2000 則留言。表四-1 呈現在這段時間

內的留言總數與總留言粉絲數。關於本論文對「粉絲」的定義，如果在這一年

多的時間區間內，留言卻只有一次，那可推論該位使用者並不是頻繁或固定地

瀏覽該粉絲專頁，因此本論文的語料庫判斷結果所用之資料，為扣除這群留言

只有一次使用者之留言。下表呈現了只留過一次言的粉絲數與其總留言數。 

由表四-1 可得知，三位政治人物的留言多於一次的粉絲數比例不一，其中

以蔡英文的比例最高（36.64%），柯文哲的比例（25.22%）最低，但該結果可

能受到留言抓取量為 2000 則的限制。 

表 四-1 粉絲專頁與其總留言數、總粉絲數與留言多於一次之留言數、留言多於一次之粉絲數 

粉絲專頁名稱 全部留言數 總留言粉絲

數 

粉絲留言多於

一次之留言數 

留言多於一次之

粉絲數 

蔡英文 356077 103382 289098(81.19%) 37875(36.64%) 
柯文哲 104344 50952 66042(63.29%) 12849(25.22%) 

朱立倫 107722 37461 82084(76.20%) 11851(31.64%) 

 由於本論文所選的時間區間較長，因此可觀察長時間以來，在粉絲專頁上

留言的趨勢圖。下圖的每一個點為每一天的日期，其縱軸數值為該粉絲專頁在

當天所獲得的留言量。 

由三位政治人物的圖表（圖四-1、圖四-2、圖四-3）可見，在 2016 年 1

月，其所獲得的留言數目皆為較多，推測其可能的原因為總統大選，因此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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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留言者留下留言與政治人物貼出更多貼文。其中，柯文哲除了在 2016 年初

有較高的留言數外，在 3 月至 4 月所獲得的留言數也皆落在 4000 至 5000 之

間；而朱立倫的圖形則顯示了，除了在 2016 年 1 月外，其每一日的留言數皆較

少；而蔡英文每日所獲得的留言數，大部份皆介於 4000 則至 5000 則之間。 

 
圖 四-1 柯文哲每日留言總數圖 

 
圖 四-2 朱立倫每日留言總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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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 蔡英文每日留言總數圖 

 

第一節 語料庫判斷結果 

支持與反對詞彙列表判斷後之結果，如表四-2 所示。其中，朱立倫之詞彙

列表可辨識率最高，為 40.96%，意即該詞彙列表可辨識 40.96%的留言語料。

柯文哲之詞彙列表次之，可辨識率為 9.65%，再來才是蔡英文，可辨識率為

3.63%。其中，朱立倫的支持詞彙列表的可辨識率最高，為 40.06%，再來為柯

文哲（7.16%）、蔡英文（3.63%）。至於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錯誤（表四-

3），則以蔡英文的詞彙列表最好（0.04%），再來則為柯文哲（0.12%）、朱

立倫（0.15%）。以下將詳細討論第一類型錯誤與第二類型錯誤。 

表 四-2 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語料庫判斷結果 

粉絲專頁名稱 全部留言數 可辨識之留言數 支持數 不支持數 

蔡英文 289012 18318 6.34% 10493 3.63% 7825 2.71% 
柯文哲 66042 6376 9.65% 4731 7.16% 1645 2.49% 

朱立倫 82084 29078 40.96% 32882 40.06% 741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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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 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錯誤 

 

一、 第一類型錯誤	

關於第一類型錯誤，為該留言同時被標記為支持與不支持，可能原因為該

留言含有在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中出現的詞彙。意即，有一些在詞彙列表中的

詞彙會導致誤判的情形，可依結果考慮是否將該詞彙從詞彙列表中刪除。 

從結果中可知，蔡英文的粉絲專頁中，詞彙列表的第一類型的錯誤最低，

朱立倫的最高。以下分別就各個粉絲專頁進行分析，並列出各則留言中出現次

數多於一次以上，在支持詞彙列表與不支持詞彙列表中的詞語。 

1. 蔡英文	

蔡英文共有 22 則第一類型錯誤，由表四-4 可看出出現在這 22 則留

言中的支持詞彙與不支持詞彙，在這 22 則留言中，有一些為留言者筆

誤，將支持留言中的「蔡英文」寫為「菜英文」，但由於「菜英文」為

不支持與料庫中的詞彙，幾乎只有不支持蔡英文的留言者會使用這個詞

彙，因此造成詞彙列表判斷為同時支持與不支持。另外，大部分第一類

型錯誤之留言為「反諷」類型之留言，雖然包含支持詞彙，但其意思卻

為不支持，例如「菜英文竟然把自己和撒切尔夫人相提并论，不得不让

我更加大力支持蔡英文凍蒜…」(comment	id:	

10153105660791065_597606157045613)，該留言中同時包含支持詞彙

「凍蒜」與不支持詞彙「菜英文」。	

表 四-4 蔡英文第一類型錯誤的留言中出現在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之次數 

粉絲專頁名稱 全部留言數 第一類型錯誤 第二類型錯誤 

蔡英文 289012 22 0.008% 120 0.04% 
柯文哲 66042 29 0.04% 80 0.12% 
朱立倫 82084 113 0.14% 12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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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詞彙 出現次數 不支持詞彙 出現次數 

返鄉投票 6 菜英文 7 

凍蒜 5 陰魂 5 

總統加油 4 空心 3 

小英加油 3 貼紙建國 1 

民進黨加油 2 爛總統 2 

高票當選 2   

我支持你 2   

2. 柯文哲	

柯文哲共有 29 則第一類型錯誤，由表四-5 可看出出現在這 29 則

留言中的支持詞彙與不支持詞彙，不同於蔡英文與朱立倫，些許柯文

哲的支持者在留言時同時也會加入不支持的詞語，例如「無能市長加

油ㄚ！不要整天只會臉書治國出國玩做秀」。另外也具有反諷的留

言，例如「市長加油！你有一堆不要臉的網軍，人民沒有，好好和網

軍合作，用五大屁案，一起把台灣搞爛。」(comment	id:	

770986033003379_1734501173482526)。	

表 四-5 柯文哲第一類型錯誤的留言中出現在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之次數 

支持詞彙 出現次數 不支持詞彙 出現次數 

市長加油 20 無能 14 

總統大位 3 作秀 9 

支持柯 3 柯屁 5 

柯 P 加油 3   

好市長 3   

柯 p 加油 2   

當選總統 2   

3. 朱立倫	

朱立倫共有 113 則第一類型錯誤，由表四-6 可看出出現在這 113 則

留言中的支持詞彙與不支持詞彙，其中不支持詞彙列表中的「剪綵」一

詞出現的次數最高，觀察留言後發現，該詞彙也會被支持朱立倫的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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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單只是不支持朱立倫的粉絲留言使用而已。而如同蔡英文粉絲

專頁情況一般，反諷類型的留言也居多，例如「辛苦了，剪綵拍照&虛

榮衝刺點閲率之餘，市府債留 1 千多億元負債給少子化年輕納稅人？」

(comment	id:	10157232184415128_10157232701060128)，之中包含支持

詞彙「辛苦了」及不支持詞彙「剪綵」。另外由於持支持立場的留言者

在使用「剪綵」一詞時往往會連帶使用「朱市長」來稱呼朱立倫，因此

「朱市長」的次數也相當多。	

表 四-6 柯文哲第一類型錯誤的留言中出現在支持與不支持語料庫之次數 

支持詞彙 出現次數 不支持詞彙 出現次數 

加油 58 剪綵 71 

朱市長 51 賄選 26 

讚 30 丟臉 9 

幸福 16 孬種 5 

辛苦了 9   

投你 3   

永遠支持你 2   

支持朱立倫 2   

早安 2   

市長早 2   

 

二、 第二類型錯誤	

第二類型錯誤為，一位使用者的許多留言中，同時有至少一則被標記為支

持，有另外至少一則被標記為不支持，導致一位受試者具有兩種支持身份。由

表四-3 中可知，詞彙列表判斷的三位政治人物的第二類型錯誤率都非常低。 

本研究又更近一步地去觀察導致一位使用者被判斷為同時具有支持與不支

持立場的留言，並根據該使用者，提取出該使用者所有留言的詞彙列表判斷結

果，如果該使用者被判斷為支持的留言較多，則將其判斷為支持者；如果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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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被判斷為不支持的留言較多，則將其判斷為不支持者。判斷結果如表四-7

所示： 

表 四-7 各粉絲頁第二類型錯誤支持、不支持與無法判斷統計（單位：人） 

粉絲專頁名稱 支持 不支持 無法判斷 總計 

蔡英文 76 31 13 120 
柯文哲 53 22 5 80 

朱立倫 101 12 7 120 

如欲知道在該政治人物粉絲專頁中有多少支持者，則須將語料庫判斷為留

言為支持的粉絲數與第二類型錯誤中的判斷不支持與無法判斷粉絲數相減；如

欲計算該政治人物粉絲專頁中有多少不支持者，則須將語料庫判斷留言為不支

持的粉絲數量與第二類型判斷錯誤中的支持與無法判斷粉絲數相減。計算結果

如表四-8 所示： 

表 四-8 語料庫判斷支持與不支持數目、第二類型錯誤判斷支持與不支持數目與留言中支持的

粉絲數數目（單位：人） 

粉絲專

頁名稱 

語料庫判

斷留言支

持粉絲數 

第二類型

錯誤判斷

支持粉絲

數 

留言支

持粉絲

數 

語料庫判

斷不支持

粉絲數 

第二類型

錯誤判斷

不支持粉

絲數 

留言不

支持粉

絲數 

蔡英文 4170 76 4126 2145 31 1994 

柯文哲 2555 53 2528 535 22 477 
朱立倫 7394 101 7375 292 12 184 

因此，就可取出在留言中的不重複留言粉絲數，推算出在各個粉絲專頁

中，被詞彙列表判斷出的留言民眾支持與不支持比例，結果如表四-9 所示，其

中，本研究所建立的詞彙庫能夠判斷出 97.57%的朱立倫支持粉絲數，最少的是

蔡英文粉絲團，僅能夠判斷出 67.41%的支持粉絲數；在不支持粉絲數方面，則

是蔡英文的最多，能夠偵測出 32.58%，僅能偵測出朱立倫粉絲中的 2.43%為不

支持粉絲。 

 



 52 

從上面結果檢討而言，自建詞彙來偵測支持與不支持粉絲的情形，以支持

的詞彙較容易建立，不容易建立不支持的詞彙，可能的原因為比起支持詞彙，

民眾在表達不支持時，會有較多種表達方式，例如用句子陳述、用反諷的方法

或是諧音等等，不如表達支持詞彙般可以容易地用一組一組的詞彙表達出來。

而朱立倫的不支持粉絲僅能夠偵測出 2.43%的粉絲，主要是本研究在自建詞彙

的過程中，由隨機挑取 300 篇給予受試者先行標記的語料中，只有 19 則被受試

者標記為不支持，因此詞彙來源有限，造成可以偵測出的不支持朱立倫的數量

偏少。 

表 四-9 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與可偵測之留言支持與不支持粉絲數目與百分比 

粉絲頁名

稱 

不重複的留

言粉絲數 

留言支持粉絲 留言不支持粉絲 無法判斷 

蔡英文 6120 4126 67.41% 1994 32.58% 13 0.21% 

柯文哲 3005 2528 84.13% 477 15.87% 5 0.17% 

朱立倫 7559 7375 97.57% 184 2.43% 7 0.09% 

第二節 第三類型錯誤 

第三類型錯誤為詞彙列表判斷的結果與受試者所標記的結果不同，本研究

透過受試者標記，檢測詞彙列表之準確率。本研究各將每個政治人物粉絲頁面

抽取出被判斷為支持與不支持的語料各 50 則，交由受試者進行標記。其標記及

與詞彙列表比較結果如表四-10、四-11 所示，正確數為詞彙列表標記結果與受

試者標記結果相同的數目，錯誤數為詞彙列表標記結果與受試者標記結果不同

的數目，無法判斷為三位受試者標記皆不相同，因此不列入討論。 

其中，蔡英文的支持詞彙列表與不支持詞彙列表之準確率皆最高。值得注

意的是，造成語料庫誤判的情況有很大的比例是由於留言為無關的留言，例如

在蔡英文的支持項目中，無關的留言為含有「加油」或是「謝謝」的留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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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皆非蔡英文；柯文哲的則為留言的事件本身跟柯文哲無關，但粉絲卻提及

了柯文哲相關的詞彙，例如總統大選；朱立倫的無關留言則為留言者回應另外

一位留言者的訊息，但留言中使用了在支持的詞彙，例如「感恩」，或留言為

問候類型的留言，例如「午安朱市長」、「祝全天下母親快樂辛苦了」。 

表 四-10 支持語料庫判斷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與受試者標記知結果 

粉絲專

頁名稱 

語料庫標記支

持之正確數 

語料庫標記支

持之錯誤數 

語料庫標記支持之

受試者無法判斷 

準確率 

蔡英文 44 5（無關：4；

不支持：1） 
1 88% 

柯文哲 39 11（無關：7；

不支持：4） 
0 78% 

朱立倫 43 7（無關：6；

不支持；1） 
0 86% 

在不支持詞彙列表方面，蔡英文的三個無關的留言，皆為與蔡英文不太相

關的事件，留言本身對蔡英文沒有明確的立場，因此受試者標記為無關。造成

朱立倫判斷錯誤的詞彙為「剪綵」，觀察留言發現由於支持朱立倫的粉絲同樣

也會用「剪綵」這個字詞，因此造成誤判。 

表 四-11 不支持語料庫判斷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與受試者標記知結果 

粉絲專

頁名稱 

詞彙表標記不

支持之正確數 

詞彙表標記不

支持錯誤數 

詞彙表標記不支持

受試者無法判斷 

準確率 

蔡英文 47 3（無關：3） 0 94% 
柯文哲 46 4（無關：2；

中立：2） 
0 92% 

朱立倫 41 9（無關：3；

支持：6） 
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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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貼貼圖、圖片 

在 Facebook 的留言功能中，使用者可以選擇要輸入文字留言，或是貼上貼

圖或是圖片。由於 Facebook Graph API 的限制，因此雖然可以抓取到除了文字

以外的留言內容，但其抓取下來的內容為空值。雖然無法判斷其留言內容為支

持或是不支持，但使用者留下貼圖或是圖片也為一種角色的特性，即，該種類

的使用者會使用貼圖回覆留言，甚至偏好使用貼圖勝於文字。 

因此，本研究計算了個別使用者在單一粉絲專頁中留言的空值次數（意即

留下的是貼圖或是圖片）與其文字留言的次數。由於本論文在此為比較貼貼圖

或圖片與留文字留言之間的比例，因此所使用的資料也涵蓋了留言只為一次的

使用者，其結果表四-12 所示，在蔡英文與柯文哲的版面上，僅有少數百分比的

民眾會只留下貼圖或圖片，但在朱立倫的版面上，其比例高達 25.94%。另外，

同時留過留言與貼圖的人數在三位政治人物的版面上皆占較少比例，其百分比

皆低於 3 以下。 

表 四-12 各政治人物粉絲頁面只留貼圖或圖片人數與同時留過文字與貼圖、圖片使用者數目 

粉絲專

頁名 

總使用者(文

字與貼圖) 

同時留過留言與

貼圖或圖片人數 

只留貼圖或圖

片人數 

只留過留言的

人數 

蔡英文 105307 2429 2.31% 2350 2.23% 100528 95.46% 
柯文哲 52068 700 1.34% 1232 2.37% 50136 96.29% 

朱立倫 50536 1377 2.72% 13111 25.94% 36048 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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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跨粉絲專頁比較 

由於本論文所選的三位政治人物彼此為不同政黨，但可能會有支持某一個

政黨的粉絲到另外一個跟其支持政黨對立的候選人粉絲專頁留下不支持的留

言，因此本論文在完成建置使用者資料庫後，便可查出哪一些粉絲具有跨粉絲

專頁留言的行為。 

針對粉絲的支持與不支持立場，本論文計算出了各粉絲在不同頁面之間的

支持與不支持行為數量，如表四-13 所示。其中，柯文哲與蔡英文的粉絲沒有重

複，可能是由於民眾留言只能抓取 2000 則的研究限制。但蔡英文與朱立倫的粉

絲互相重複了 220 位，其中 125 位為支持蔡英文也支持朱立倫；18 位為支持蔡

英文並且不支持朱立倫；1 位為不支持蔡英文也不支持朱立倫；76 位為反對蔡

英文並且支持朱立倫。由此可知，在朱立倫粉絲專頁上留言並支持的民眾，也

有較大的比例會去蔡英文的粉絲專頁上留下不支持的留言。 

表 四-13 蔡英文與朱立倫粉絲專頁粉絲重複立場與數量 

	 支持蔡英文	 不支持蔡英文	

支持朱立倫	 125 76 
不支持朱立倫	 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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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透過建置一判斷粉絲專頁中留言民眾組成分析之系統，其方法

為透過建置支持與不支持詞彙列表，快速判斷在各個政治人物粉絲專頁上之留

言民眾立場，減低後續自然語言處理人工標記之負擔。經歷上述實驗設計與結

果分析後，本章敘述所得之研究結果以及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政治人物粉絲頁面為例，利用 Facebook API 爬取粉絲頁面上之留

言，透過建置詞彙列表的方式判斷留言之立場，從而可得知留言民眾的角色，

並藉由人為標記檢視詞彙列表之品質。 

根據研究目的一「建立一個從資料蒐集、資料清理、資料儲存及詞彙列表

建立到判斷一粉絲專頁留言民眾組成分析的系統，了解留言民眾角色組成差別

及其角色特性」，本研究為每個粉絲專頁分別建置了兩個詞彙列表，一為支持

詞彙列表，一為不支持詞彙列表，列表之品質分別以「可辨識率」與「準確

率」進行評估，分別由以下說明： 

1. 可辨識率為詞彙列表可以從爬取到的留言中，辨識出多少留言。研究結果

顯示朱立倫的詞彙列表的辨識率最高，蔡英文詞彙列表的最低。朱立倫之

辨識度較高可能原因為其粉絲專頁中的留言詞彙相對於蔡英文的較不多

元，因此只要透過觀察留言建立詞彙列表，就可成功辨識 40.96%的留言；

蔡英文的粉絲專頁則相反，儘管透過觀察該粉絲專頁的留言建立詞彙列

表，辨識率仍然只有 6.34%，因此推測該粉絲專頁之留言內容所用之詞彙

較為多元。 

 



 57 

2. 準確率為詞彙列表判斷結果之正確性，本研究之檢測方法為將詞彙列表判

斷為支持與不支持之留言隨機各抽 50 則給受試者進行標記，並計算共有多

少百分比的留言為受試者同樣判斷為語詞彙列表相同的立場。其結果為，

蔡英文的詞彙列表在支持與不支持方面，準確率皆為最高；支持列表準確

率最低的為柯文哲；不支持列表準確率最低的則是朱立倫。造成此一現象

的原因可能為粉絲留言的風格不同，例如支持朱立倫的粉絲同樣也會用不

支持朱立倫粉絲會用的詞彙來稱呼朱立倫，造成支持朱立倫的留言被判斷

為不支持的立場。造成柯文哲準確率較低的原因為有許多留言為「無關」

之留言，但其中含有支持之詞彙，造成詞彙列表誤判。 

 

根據研究目的二「評估該系統之判斷結果，透過分析不同粉絲專頁，觀察

其中是否有跨粉絲專頁進行留言的留言者，並判斷其角色是否一致」，所得的

結論如下： 

1. 角色部分具有「支持者」、「不支持者」與「喜歡留貼圖、圖片」的民

眾，其中，在朱立倫的粉絲頁面上具有最高比例的支持者，蔡英文則為最

低，顯示了在朱立倫的頁面上較少有不支持朱立倫的使用者去留言。相反

地，蔡英文的的支持者與不支持者比例相差不遠，說明了在蔡英文的粉絲

專頁中，也同時有不支持蔡英文的留言，但也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導致在

蔡英文的板上充斥著許多無關的留言。 

2. 各個角色的特性不同，其中，喜歡只留貼圖與圖片的使用者在蔡英文或是

柯文哲的粉絲專頁上佔所有使用者的極少數，但在朱立倫的頁面卻多達四

分之一，可能原因為，有固定一大群人會到朱立倫的粉絲專頁上留下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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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因為無法判定貼圖所表達的為支持或是不支持，因此這群人可能為支

持朱立倫的網軍或是不支持朱立倫的網軍。 

另外，在各個粉絲專頁上，支持者具有不同特性。在朱立倫的頁面上，支

持朱立倫的粉絲也會用不支持朱立倫的粉絲會稱呼朱立倫的綽號，來表達

對朱立倫的支持，例如「剪綵王加油，有剪綵代表有政績」；在柯文哲的

粉絲專頁，有一部分支持的粉絲則會利用反諷的方式來表達支持，例如

「快下台！去選總統啦！」；在蔡英文的頁面，由於所吸引的留言較多，

因此粉絲的留言內容會涵蓋無關的主題，例如提及兩岸統一、國民黨黨產

等等的話題。 

3. 在個別在個別粉絲頁面方面，雖然有些粉絲會透過不支持或是支持的詞語

的反諷方式表達支持與不支持，但他們的立場依舊是相同的。在跨粉絲頁

面方面，只有蔡英文與朱立倫的粉絲有互相重疊，其中支持朱立倫但不支

持蔡英文的粉絲數多於支持蔡英文但不支持朱立倫的粉絲數，由此可知，

有一部分在朱立倫粉絲頁面上的支持粉絲也會去蔡英文的專頁上留下不支

持的留言，蔡英文的則較少。 

第二節 未來建議 

關於資料方面，由於本研究抓取粉絲專頁留言上限為 2000 則，雖然所抓取

到的各個政治人物的粉絲專頁留言筆數眾多，但由於本研究所要進行的是角色

分析，因此如可提高抓取留言上限，可抓取到更多民眾的留言數，應可再判斷

出更多角色種類。 

關於詞彙列表設計方面，由於反諷類型的留言含有支持與不支持的詞彙，

導致詞彙列表在判斷時將其判斷為同時支持與不支持，導致第一類型錯誤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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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此，未來研究應盡可能地辨別出反諷類型的留言的立場，避免詞彙列表

誤判情形發生。 

  

 



 60 

參考文獻 

方念萱，蘇彥豪（1998）。網路傳播中的對話與對峙-以女性主義連線版的言說為例。

新聞學研究，56，183-218。 

王泰俐（2013）。 臉書選舉？2012 年台灣總統大選社群媒體對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

東吳政治學報， 31(1)，1-52。 

李紹良（2011）。十五萬人的 BBS 是如何煉成的：批踢踢實業坊技術演變歷程之研究

（1995-2008）。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系學位論文。 

陳尚群（2011）。 網路匿名性對虛擬社群成員發佈文章之影響--以 Facebook 與 BBS 為

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學位論文，1-79。 

蔡昇峰（2008）。PTT 鄉民現象。上網日期：2017 年 4 月 20 日。 

http://castnet.nctu.edu.tw/view.htm?ar_pk=161。 

劉于瑄（2011）。個人圖資部落格回應行為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學位論文，1-114。 

Adamic, L. A., Lento, T. M., Adar, E., & Ng, P. C. (2016). Information evolution in social 

networks. In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pp. 473-482). ACM. 

Andrejevic, M. (2012).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urveillance studies, 91-98. 

Barnes, S. B. (2006). A privacy paradox: Social net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Monday, 11(9). 

Blair, D. C., & Maron, M. E. (1985). An evaluation of retrieval effectiveness for a full-text 

document-retrieval system.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8(3), 289-299. 

Bond, R., & Messing, S. (2015). Quantifying social media’s political space: Estimating ideology 

from publicly revealed preferences on Faceboo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9(1), 

62-78. 

Flaherty, D. H. (1988). The emergence of surveillance societ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Toward the 

year 2000.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5(4), 377-387. 

Fuchs, C., Boersma, K., Albrechtslund, A., & Sandoval, M. (2013).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Vol. 16). Routledge. 

Fuchs, C. (2010). Social software and Web 2.0: Their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implications.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web 2.0, 3.0, and X. 0: technologies, business, and social 

applications  (pp. 763-789). IGI Global. 

 



 61 

Gandy, O. H. (1989).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reaucratic social 

contro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9(3), 61-76. 

Grohol, J. M. (2014). Emotional contagion on Facebook? More like bad research methods. World 

of Psychology. 

Groshek, J., & Al-Rawi, A. (2013). Public Sentiment and Critical Framing in Social Media 

Content During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1(5), 563-576. doi:10.1177/0894439313490401 

Gustafsson, N. (2012). The subtle nature of Facebook politics: Swedish social network site user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4(7), 1111-1127. 

Halpern, D., & Gibbs, J. (2013). Social media as a catalyst for online deliberation? Exploring the 

affordances of Facebook and YouTube for political express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3), 1159-1168. 

Hilgartner, S., & Bosk, C. L.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Problems: A Public Arenas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 53-78. doi:10.1086/228951 

Hille, S., & Bakker, P. (2014, 04). Engaging the Social News User. Journalism Practice, 8(5), 563-

572. doi:10.1080/17512786.2014.899758 

James, M. L., Wotring, C. E., & Forrest, E. J. (1995, 01).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perceived 

benefits of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use and their impact on other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39(1), 30-50. 

doi:10.1080/08838159509364287 

Johnson, T. J., & Perlmutter, D. D. (2010). Introduction: the Facebook elec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3(5), 554-559. 

Ju, A., Jeong, S. H., & Chyi, H. I. (2013, 04). Will Social Media Save Newspapers? Journalism 

Practice, 8(1), 1-17. doi:10.1080/17512786.2013.794022 

Kramer, A. D., Guillory, J. E., & Hancock, J. T. (2014).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massive-scale 

emotional contagion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24), 8788-8790. 

Lazer, D., Pentland, A. S., Adamic, L., Aral, S., Barabasi, A. L., Brewer, D., ... & Jebara, T. 

(2009). Life in the network: the coming age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Science ,  323(5915), 721. 

Marx, G. T. (2002).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Surveillance"? Classifying for Change and 

Continuity.  Surveillance & Society,  1 (1), 9-29. 

Rudder, C. (2014). Dataclysm: Who we are (when we think no one's looking). Random House 

Canada. 

 



 62 

Trottier, D. (2016). Social media as surveillance: Rethinking visibility in a converging world. 

Routledge. 

Trottier, D., & Lyon, D. (2012). Key features of social media surveillance.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 89-105. 

Vitak, J., Zube, P., Smock, A., Carr, C. T., Ellison, N., & Lampe, C. (2011). It's complicated: 

Facebook us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2008 elect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3), 107-114. 

Quandt, T. (2011, 04). Understanding a New Phenomenon.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Guarding 

Open Gates at Online Newspapers, 155-176. doi:10.1002/9781444340747.ch9 

Reich, Z. (2011, 04). User Comments.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Guarding Open Gates at Online 

Newspapers, 96-117. doi:10.1002/9781444340747.ch6 

Williamson, Debra A. (2011), “Worldwide Social Network Ad Spending: A Rising Tide”, 

eMarketer.com. Retrieved 26-02-2011 from [http://www. 

emarketer.com/Report.aspx?code=emarketer_2000692]  

 	

 



 63 

附錄	

1. 蔡英文支持詞彙列表：	

• 第一階段新增：	

• '小英姐加油',	'蔡英文加油','小英加油','蔡主席加油','總統加油'	

• 第二階段新增：	

• '小英一定要當選','蔡英文總統好','小英當選','英仁配當選','凍蒜','支持

②','高票當選'	

• 第三階段新增：	

'蔡總統我支持你',	'支持蔡英文','支持小英','我支持您','我支持你','我支

持妳','全家支持'	

• 第四階段新增：	

'我挺蔡英文','我挺小英','做小英後盾'	

• 第五階段新增：	

'我愛小英'	

• 第六階段新增：	

'蔡總統謝謝您'	

• 第七階段新增：	

'民進黨加油','新政府加油','新政府請加油'	

• 第八階段新增：	

'出來投票','返鄉投票'	

• 第九階段新增：	

‘😁’,'😃','💪','💝','🍀','❤','👏,','👍','🎉','��','😘','💕','😍','♡' 

• 第十階段新增：	

'富二代','小蠅','小蠅','蔡老太'	

2. 蔡英文不支持詞彙列表：	

• 第一階段新增：	

'爛總統','空心','蔡英文爛死了','菜英文','祭央乂','罷免總統','罷免你' 

• 第二階段新增：	

• '總統下台','蔡英文下台','菜英文下台' 

• 第三階段新增： 
'亡國小英','雙面蔡','蔡渣','菜陰蚊','蔡大妈','女版陳水扁','18趴小英','菜豬

','蔡日狗','蔡省长','白賊英','武則英','女版馬英九','蔡桶','菜桶','菜老英','菜

老板','餿掉的菜','喪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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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階段新增：	

'蔡英文你要不要臉’,'貼紙建國','假愛台灣','日杂绿畜','日畜','台巴子','台

独狗','英文的英文','老处女', 

• 第五階段新增：	

'自自冉冉','台奸蔡英文','英英美代子','8.2趴的總統','蔡英文八七分','菜8

趴','蔡后','菜政府','爛執政黨','爛總統','綠腦包','蔡英文政府倒闭' 

• 第六階段新增：	

• '蔡大妈','陰魂','女版陳水扁','18趴小英','菜豬','蔡日狗','蔡省长','白賊英','

武則英','女版馬英九','蔡桶','菜桶','菜老英','菜老板','餿掉的菜','喪犬' 

• 第七階段新增：	

'泯盡洞','小陰','綠蠅','陰蚊','刪留言','綠蛆' 

• 第八階段新增：	

'富二代','小蠅','小蠅','蔡老太' 

• 第九階段新增：	

‘👎','🐽','🐷', 

	

3. 柯文哲支持詞彙列表：	

• 第一階段新增：	

'柯P好棒','柯p好棒','柯Ｐ好棒','柯P最棒','柯P讚','柯p讚','柯Ｐ讚','市長好

棒' 

• 第二階段新增：	

'柯P辛苦了','柯p辛苦了','柯Ｐ辛苦了''	

• 第三階段新增：	

'醫龍國','台北有你真好','謝謝市長', '謝謝柯P','謝謝柯p','謝謝柯Ｐ','謝謝

柯市長' 

	

• 第四階段新增：	

'白色力量加油','柯Ｐ加油','柯P加油','柯市長加油','柯p加油','市長加油','

加油柯市長','加油柯P','愛柯P','市長加油','白色力量加油','柯P繼續加油'	

• 第五階段新增：	

'支持柯','支持市長','支持你連任','連任市長','我們支持你','我挺你','市長

連任','連任成功'	

• 第六階段新增：	

'好市長’,'愛民如己','市民之福','這樣的市長那裡找','很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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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階段新增：	

'市長很棒','雙北市長','總統大位','把你送進總統府','把你送去總統府','前

進總統府','當選總統','你當總統',	

• 第八階段新增：	

'市府的用心','市長我愛你','加油！柯市長！','柯市長，加油','很棒的市

長','全家的票' 

• 第九階段新增：	

 '務實的市長','生日快樂' 

• 第十階段新增：	

'😁','😃','💪','💝','🍀','❤','👏,','👍','🎉','❤','😘','💕','😍','♡' 

 
4. 柯文哲不支持詞彙列表：	

• 第一階段新增：	

'白痴市長','白癡市長' 

• 第二階段新增：	

'柯屁','柯文哲下臺','柯文哲下台','柯Ｐ下台','柯P下台' 

• 第三階段新增：	

'無能','屁話','放屁', '作秀' 

• 第四階段新增：	

'眼高手低','土皇帝','看笑話' 

• 第五階段新增：	

'柯皇','柯文哲不要臉','白目的力量' 

• 第六階段新增：	

'最爛台北市長',' ','柯p頭殼壞去' 

 
5. 朱立倫支持詞彙列表：	

• 第一階段新增：	

'挺立倫', '朱市長讚','感謝市長','謝謝市長','謝謝朱市長','辛苦了','感謝有

你','祝福市長','市長慈悲', '感謝您' 

• 第二階段新增：	

'市長真的好棒','優秀市長','好棒的新北市長','市長最棒','市長好棒','市長

太棒了' 

• 第三階段新增：	

'市長辛勞了','您辛苦','市長辛苦' 

 



 66 

• 第四階段新增：	

'永遠支持您','永遠支持你','我選你','投你','我支持你','支持朱立倫' 

• 第五階段新增：	

'新北市民有你真幸福','新北市民最幸福','幸福的城市','新北市因你而美

麗','新北有您真棒','您真好','你真好','新北最棒','您真棒' 

• 第六階段新增：	

'暖男','市長好帥','市長最可愛' 

• 第七階段新增：	

'讚','幸福','加油' 

• 第八階段新增：	

'早安','市長早','晚安' 

• 第九階段新增：	

'用心施政','為民服務','腳踏實地','執政愛民','平易近人','宅心仁厚','有情

有義','國運昌榮','國泰民安','國家平安','聖誕快樂','平安喜樂','冬至快樂' 

• 第十階段新增：	

'😁','😃','💪','💝','🍀','❤','👏,','👍','🎉','❤','😘','💕','😍','♡' 

• 第十一階段新增：	

'朱市長', '財經專家' 

 
6. 朱立倫不支持詞彙列表：	

• 第一階段新增：	

'剪綵' 

• 第二階段新增：	

'換掉柱柱姐' 

• 第三階段新增：	

'丟臉' 

• 第四階段新增：	

'懦弱的朱立倫' 

• 第五階段新增：	

'悲傷朱立夜' 

• 第六階段新增：	

'亡黨主席' 

• 第七階段新增：	

'飯盒','作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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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階段新增：	

'收割完畢','砂石倫' 

• 第九階段新增：	

'騙肖欸','孬種' 

• 第十階段新增：	

'朱粉' 

• 第十一階段新增：	

'賄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