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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個人化網路行銷的用意是透過使用者個性屬
性（user profile）的蒐集、分析，作為網路行銷
的決策依據。本論文利用資料庫及人工智慧技術
建立線上使用者個性輪廓資料庫，並配合資料探
勘（data mining）技術，以達到個人化網路行銷
的目的。其中有關個性屬性之蒐集部分，重點在
於提供互動式智慧型問答機制，使用漸進式、彈
性的問答方式，得到可信度高、具時效性的使用
者個性屬性。另一方面我們採用資料探勘技術去
分析個性輪廓資料庫，回饋給智慧型問答機制使
它能更有效的蒐集使用者資訊。另外我們所設計
的系統提供了圖形化的問卷設計工具；其中包
括：問題編輯器、個性屬性編輯器及問題法則編
輯器。本論文的主要貢獻除了提出此一智慧型問
答機制的架構外，另外也具體的將它應用於一個
實際的網站中，結合網站的其他機制以驗證其可
行性。
關鍵字：個人化網路行銷、個性輪廓分析收集、
資料探勘、個人化人機介面、網際網路服務

1. 簡介
1.1 個人化網路行銷
在網際網路蓬勃的發展下，網路行銷已經成
為不可忽視的行銷方式，網路行銷有兩大理論基
礎，一是關係行銷，一是一對一行銷[1]。網路之
於大眾媒體有兩大優勢，一是互動能力，二是資
料收集[2]。前者可以因為互動而產生關係，因為
關係而可以建立社群。因此關係行銷、口碑行銷
可以藉由社群而達成；後者則可以幫助瞭解消費
者的個人習慣及消費行為，而為其量身訂作各式
各樣的商品與服務，發揮一對一行銷以及一對一
客服的優勢，善用這兩大優勢才是網路行銷可以
成功的策略。
給顧客的產品或服務，不見得要是最好的而
是最符合它們心理想要的[3]，這說明了個人化和
行銷的重要關係。給顧客他想要的，這便是個人
化的目的。正如同以提供個人化服務而著名的
Broadvision 網站[4]針對電子化企業（e-business）
所提出的 Personalized e-Self-Service，此服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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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習的機制，透過網路的互動去記住顧客，
了解顧客現在想要的是什麼，經過處理（Transact）
後，回饋資訊給系統紀錄改變，於下次顧客再次
登入時提供更合適的服務。
如何知道什麼是顧客心理想要的，一般而言
有兩個方法，一是根據顧客過去行為的歷史資料
去推論，另一是參考與顧客個性嗜好相符之其它
顧客的喜好而去預測[5][6]。然而不管用哪一個方
法都必須存有顧客的行為資料方可分析，顧客的
個人行為資料在網路上必須可以容易的被取得。
因為在網路上網站伺服器（Web Server）會記錄
下每一個使用者的瀏覽紀錄，儲存於歷史紀錄檔
（Log File）中。透過分析此檔而去了解一個使用
者的瀏覽行為，進而去推論顧客的喜好，這樣的
做法是最常見的分析方法[7][8]。在本論文中將有
別於這樣的方法，我們所採用的是個性屬性（user
profile）的收集來分析顧客的喜好，而不使用網
站伺服器的歷史紀錄檔；因此我們並須自行設計
資料收集機制。我們認為採用個性屬性資料來分
析顧客喜好行為，將更直接、更準確的提供網路
行銷的決策依據。

1.2 個性屬性資料收集
個性屬性資料的收集是要達到一對一行銷的
關鍵步驟。基本的個性屬性描述了一個人的年
齡、性別、國籍、經濟力、興趣、習慣、購買力…
等等；廣義的個性屬性包含了各種商業的消費性
問題，在這些屬性資料中往往可以反映出這個人
消費的行為。然而多少資料才可以準確的描述一
個人？我們可以收集到的資料有哪些？個性屬性
資料的質與量將影響一對一行銷的成功與否。為
了得到高品質的個性屬性資料，我們使用了互動
式的問答、客制化的問題、及智慧型的問題篩選
機制，來提高使用者個性屬性的可信度及時效性。
另一方面，個性屬性資料的整合也是一項重
要的議題。在網路上多樣化的服務中，有些資料
是共通的，有些資料是特有的。為避免重複及剔
除不合適的資料，在收集的過程中有適當的整合
是必要的；如同 Microsoft Passport[9]單一登入服
務，便是以整合顧客資料為目的。在我們的互動
式問答機制中，對於個性屬性資料也建立排除不
合適及重複性收集的機制，並將多樣化服務所需
的個性屬性資料整合於個性輪廓資料庫中，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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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輪廓資料庫的分析與篩選，進而提供網路行
銷所需要之資料。

1.3 本文貢獻
本文的貢獻在於實現了一個互動式智慧型的
問答機制，使用漸進式、彈性的問答方式，得到
可信度高、具時效性的使用者個性屬性；並採用
資料探勘技術去分析個性輪廓資料庫，回饋給智
慧型問答機制，使它能更有效的蒐集高品資的使
用者資訊。
我們在開放式的架構下，設計與實現圖形化
的問卷設計工具，其中包括：問題編輯器、個性
屬性編輯器及問題法則編輯器。另外我們也設計
了一套個性屬性分析工具，配合前端友善的人機
介面，分析、擷取最適當的資料以提供個人化行
銷之依據。

方法也將在稍後的小節加以說明。代理人模組負
責將問題傳送至客戶端以及收集客戶端回傳的答
案並且將個性屬性資料儲存回資料層之個性輪廓
資料庫。
客戶層則為 Web base 之圖形化使用者介
面，使用瀏覽器呈現並採用動畫式的問答介面以
一問一答的方式呈現代理人模組所傳送過來的問
題，並將蒐集後之問題答案回傳給代理人模組，
而達到個性屬性蒐集的目的。
客戶層

2. 互動式問答機制
2.1 系統架構
互動式問答機制採用三層式（3-Tiers）的系
統架構，如圖 1 所示。資料層負責系統中資料庫
的儲存與管理。應用層則負責商業邏輯（Business
logic）及程式邏輯的運作。客戶層提供友善的圖
形化人機介面（GUI）。
資料層之資料庫系統包含個性輪廓資料庫、
問題庫以及知識庫。個性輪廓資料庫記錄個性屬
性資料；問題庫則記錄問答機制中的所有問題；
知識庫負責記錄各問題間、問題與屬性間的關係。
應用層包含網站伺服器與應用程式伺服器。
網站伺服器提供網頁資料要求的服務；應用程式
伺服器內有問題挑選機制、代理人模組及屬性分
析模組。問題挑選機制負責問題的選擇，其選擇
的依據在之後的小節中將提出加以說明。屬性分
析模組負責個性屬性的分析，並將結果回饋給問
題挑選機制，進而改變問題的挑選程序，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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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文架構
第二節中我們將說明我們所提議的互動式問
答機制的系統架構，並探討系統中之核心技術元
件、問題挑選機制的運作方式與依據以及屬性資
料間關係的分析方法。其中重點在於屬性資料分
析後的結果如何反應在問題挑選機制上，進而更
有效的收集高品質的個人化屬性資料。第三節描
述互動式問答機制實現的平台，將說明個性輪廓
資料庫系統的規劃與相關維護編輯程式之設計，
並在以 Java 為基礎的應用伺服器上，實現互動式
問答機制中的各項核心元件。第四節為成果展
示，並提供一個運作實例說明系統的動作流程。
第五節則是就本文做一個簡單的結論以及提出未
來的研究方向。

應用層

JDBC or ODBC

問題庫

知識庫

屬性分析
模組

圖 1：互動式問答機制系統架構

2.2 問答介面與代理人模組
本系統互動式問答機制中，採用互動的方式
進行資料的收集以增加回答意願，並採少量的問
題及漸進的收集方式來提高資料收集的品質。客
戶端之問答介面採一問一答的方式，完成代理人
模組所傳送過來的“含有規則”之問卷。所謂含
有規則之問卷是指在問卷中的單一問題被提出有
其必要的條件及順序，例如當有一問題“請問你
是男生還是女生？”被提出後，依據回答答案的
不同，下一個問題將有所區別，當回答為“男
生”，下一個問題也許是“請問是否已當過
兵？”；但若回答為“女生”，則應選擇問卷中
其它適當的問題。問答介面必須有解讀這樣規則
的機制。
另一方面應用層代理人模組則需要能夠組合
出問答介面可解讀的含有規則之問卷。含有規則
之問卷是採用決策樹（Decision tree）結構（如圖
2），問卷中每一個問題項目包含三個部分：[no]
為問卷中問題序號、[question]為問題本身的描
述、[(ans1,no1),(ans2,no2),…]為可選擇的答案及
其下一個問題序號。代理人模組傳送給客戶端問
答介面的問卷則為此決策樹之結構，問答介面便
根據決策樹的規則去解讀，而使用一問一答的方
式完成問卷。最後當客戶端問答介面完成答案的
蒐集後，回傳給代理人模組。代理人模組必須將
每個問題的答案轉換為對映的個性屬性值，存回
資料層個性輪廓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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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之決策樹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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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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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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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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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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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問卷之決策樹結構

2.3 問題挑選機制
互動式問答機制對於問題的挑選主要的依據
為屬性的優先權，屬性的優先權又分為屬性的原
始優先權與個別會員的屬性優先加權，其定義如
下：
1.

對於某一屬性 Ai 的原始優先權定義為 Pi b 。

2.

對於某一會員ｕ在屬性 Ai 中的優先加權定義
為 ∆Pi u 。

3.

對 於 會 員 ｕ 在 屬 性 Ai 的 優 先 權 定 義 為
Piu = Pib + ∑ ( ∆Piu ) j ，其中 j 為該會員在屬性 Ai
j

上的優先加權項目的指標。
問題挑選的方法，首先篩選該會員ｕ空白未
填入的屬性，然後在空白屬性中挑選優先權最高
的屬性（ Am | Pmu = max( Pi u ) ），之後挑選問題庫中
可以得到此屬性的問題，再根據問題找出會問到
該問題的問題組。最後傳送給應用層的代理人模
組將此問題組轉換成含規則之問卷，並傳送至客
戶端，透過問答介面完成屬性之蒐集。
在問題挑選機制中，針對提出後會員不想回
答之問題，在該屬性的優先加權中會記錄一筆負

tribute）我們採用的方法為事先分割成區段，然
後將它視為明確的屬性，而關於區段切割的做法
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在個性屬性的分析上，我們關心的是哪些屬
性的屬性值會導致得到我們想要的「目標屬性
值」；例如，我們想要知道誰有意願會購買 A 產
品，則我們去找出已經購買 A 產品的人，並定義
目標屬性值為[是否購買 A 產品 = 是]，然後去分
析他們的共同性，也就是去分析這些已經購買 A
產品的人有哪些屬性的屬性值有集中相同的情
形。有集中情形的屬性之屬性值我們稱它為「關
係 屬 性 值 」， 我 們 就 將 那 些 關 係 屬 性 值 當 作
“因”，而目標屬性值即為“果”。也就是說因
為有了那些關係屬性值所以會得到我們想要的目
標屬性值。如此對於已經符合“因”而尚未購買
A 產品的人亦即尚未符合“果”的人就是我們想
要去做行銷的對象。
根據以上的說法我們還須解答一個問題，也
就是如何判斷一個屬性的屬性值有集中的情形。
在本論文中我們所探討的是明確性屬性（數值性
屬性已經事先分段成為明確性屬性）
，也就是說每
個屬性都有數個答案的可能性。例如 A 這個屬性
有(a1,a2)兩個可以選擇的答案，而 B 這個屬性有
(b1,b2,b3)三個可以選擇的答案，假如我們有 100
筆要分析的會員資料，結果有 75 筆資料 A=a1、
25 筆資料 A=a2，50 筆資料 B=b1、30 筆資料
B=b2、20 筆資料 B=b3。我們如何判斷 A=a1 與
B=b1 何者較為集中，依表面的數據看來 A=a1 有
75 筆而 B=b1 只有 50 筆，似乎 A=a1 較集中，其
實不然，因為 B=b1 雖然只有 50 筆，不過 B 屬性
的值域個數為 3，而 A=a1 雖有 75 筆，但 A 屬性
的值域個數為 2，故這樣的評斷方式因為基準的
不同而無法作明確的比較，因此我們必須將得到
的結果正規化（Normalization）。
正規化方法：
假設符合「目標屬性值」的會員數為 x 個人，
屬性 Ai 的答案 Bi = {bi1 ,..., bin } 共有 n 個，要計算

的優先加權（即加入一筆 ∆Pi u ， ∆Pi u <0）
，使屬性
的優先權降低，而不會導致屬性因優先權高又未
被填入而重複不斷的出現該會員不想答的問題。
另外針對個性屬性資料分析的結果也會反映在屬
性的優先加權上，關於這個部分於下一節中將提
出說明。

集中率的屬性值 Ai = bik （其中 bik ∈ Bi ）有 y 個
人選擇。我們將屬性值 Ai = bik 寫做 ( Ai , bik ) ，而

2.4 個性屬性資料分析

其中分子項的意義為選擇該屬性值 ( Ai , bik ) 的人
數大於平均人數的差值，分母項的意義為分子項
最大可能的值，集中率 Cik 的範圍為：-100% ~
100%。而所有集中率大於給定的最小值 Cmin 之
屬性值 ( Ai , bik ) ，即為「關係屬性值」。假設關係
屬性值 R 為多個屬性值 ( Ai , bik ) 的集合，其定義為
R = {( Ai , bik ) | Cik ≥ Cmin }。為了方便說明我們將屬

個性屬性資料分析的目的在於分析屬性間的
相關性，進而預測一些未知屬性之屬性值。在資
料探勘領域中有一部分的研究報告，正是利用關
聯式規則來分析屬性資料[10][11]。在本文中個性
屬性資料的分析只探討明確的屬性（Categorical
Attribute），對於數值性屬性（Quantitative At-

它的「集中率」, Cik , 定義如下。
屬性值 ( Ai , bik ) 的集中率 C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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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x )
n × 100%
x − (x )
n

於關係屬性值 R 之 ( Ai , bik ) 定義為 rik 。
在挑選出集中率大於 Cmin 的相關屬性值 R
後，由於每一個 rik ，也有相關程度上的差異，所
以我們賦予每個 rik 權重 wik （ wik = f (Cik ) ）用來
區分相關程度上的差異。在我們的互動式問答機
制中，將會依照每個 rik 及其權重 wik 去計算每一
個會員滿足相關屬性值 R 的程度，其滿足率 S Ru 的
計算方式如下：

個性屬性編輯器：
個性屬性編輯器（如圖 3）提供了友善的圖
形化輸入介面，使得對於系統中想要收集的個性
屬性可以方便地去定義，這個編輯器不但可將屬
性分類以有助於管理及維護，並且可賦予每個屬
性優先權，以改變資料收集之順序。每筆個性屬
性的資料定義包括：屬性代碼、屬性名稱、屬性
類別、屬性型態及屬性值等。

假設會員 u 的所有屬性資料為 Au = {( Ai , bik )} ，
滿足率 S Ru

=

u
∑ ( wik |rik ∈A )

i ,k

∑ max( wik )
i

根 據 滿 足 率 S Ru 去 評 估 有 哪 些 會 員 滿 足
“因”而未達到“果”，對於滿足率大於我們設
定要求值 Smin 的會員將在他的目標屬性的屬性
優先加權上紀錄一筆正的加權值（即加入一筆
u

∆Pi ， ∆Pi = f ( S R ) > 0 ）
，使得會問到該屬性的問
u

u

題會優先被提出。對於每個會員的屬性優先加權
項目，我們採用插入 Filter 的方式動態調整加權
值。因此我們可以隨時依需求插入，在不需要時
也可以很容易的取消，使得可在短間內快速的得
到我們想要的可能滿足目標屬性的資料，也就是
可能會購買 A 產品的顧客。

3. 實現平台

圖 3：個性屬性編輯器
問題編輯器：
問題編輯器（如圖 4）提供了方便的問題輸
入介面，只要將所需要的問題輸入並選擇所對映
要收集的屬性，便可以使互動式問答介面問出你
想要問的問題。另外並將所有的問題分類方便於
管理及維護。每個問題的資料定義包括：問題代
碼、問題描述、問題類別、問題型態、對映的屬
性代碼、問題答案及對映的屬性值等。

3.1 個性輪廓資料庫之設計與維護
互動式問答機制資料層之個性輪廓資料庫設
計分為三個模組：
「個人化屬性資料模組」
、
「屬性
及問題模組」
、及「問卷及問卷規則模組」。其中
個人化屬性模組記錄了屬性資料以及個人屬性優
先加權等個人化的資料。屬性及問題模組則是記
錄了系統中所有要收集的個性屬性及相對映的問
題，一個問題可以問出一個個性屬性資料，一個
個性屬性資料可由不同的多個問題問到。問卷及
規則模組則記錄問卷及問卷規則資料；一個問卷
是由多個問題組成，並且包含了問題的順序以及
問題被提出的條件之相關資料。而問卷規則列舉
了一個問卷是否在某些個性屬性為特定值時，將
會有排斥作用而不會被提出的規則資料。
另外我們也設計了資料庫維護編輯程式，使
得個性輪廓資料庫的維護更加的方便。個性輪廓
資料庫維護編輯程式讓使用者可以很方便的定義
所要收集的屬性及想要問的問題，並可有彈性的
隨時增減屬性資料或問題。當屬性及問題都定義
好後，前端的互動式問答機制便會將問題提出，
並收集屬性資料。其中維護編輯程式包含了：個
性屬性編輯器、問題編輯器、問題群組編輯器及
問題規則編輯器，說明如下。

圖 4：問題編輯器
問題群組編輯器：
問題群組編輯器（如圖 5）主要的功能是在
零散的問題中挑選出我們所需要的問題組成問
卷，而問卷中的問題可根據前面問題回答的答案
不同而有不同的下一個問題選擇。問題群組編輯
器可以容易的增加一份問卷資料並挑選屬於這問
卷的問題，每一個問卷中問題的資料定義包括：
問題群組、問題序號、問題代碼、問題答案及對
映的下一個問題序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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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規則編輯器：
問題規則編輯器（如圖 6）提供了圖形化的
問題規則編輯環境。問題規則的定義是當某個屬
性的屬性值為某一特定值時，設定的特定問卷將
不會被提出來發問；例如當“性別”這個屬性值
為“男生”則關於“化妝品喜好”這個問卷將不
會被提出來發問。每一筆問題規則資料的定義包
括：規則代碼、問題群組代碼、屬性代碼、條件、
屬性值等。

輸出的問卷格式如下：
一個問卷的範例：
G0001&)1@^Q0001@^請問你是男生還是女生？@^C@^女生**13#]男生
**2&)2@^Q0002@^哦...那帥哥你今年幾歲了？
@^Q@^0:18**3#]19:24**6#]25:45**9#]46:100**12&)3@^Q0003@^您還在唸
書摟？@^C@^不是**5#]是ㄚ**4&)4@^Q0004@^喔...那請你好好用功
摟!@^N@^null&)5@^Q0005@^哦...那是我搞錯
了..@^N@^null&)6@^Q0006@^那你現在是在當兵嗎？@^C@^不是**8#]是
ㄚ**7&)7@^Q0007@^會很辛苦嗎？加油喔！@^N@^null&)8@^Q0008@^我
知道了..謝謝！@^N@^null&)9@^Q0009@^ 那你在工作摟？@^C@^失業中
**11#]是ㄚ**10&)10@^Q0010@^工作要認真喔！
@^N@^null&)11@^Q0011@^那你無所是事摟！
@^N@^null&)12@^Q0012@^那你有點年紀摟！
@^N@^null&)13@^Q0013@^小姐..妳今年貴庚？
@^Q@^0:20**14#]21:30**15#]31:50**16&)14@^Q0014@^你真年輕！
@^N@^null&)15@^Q0015@^請好好享受人生最精華的階
段...@^N@^null&)16@^Q0016@^正是最有魅力的年紀ㄚ！@^N@^null&)

代理人模組將如上的問卷以標準的 HTTP 協定傳
送給客戶端問答介面解讀，以呈現互動式問題。
並且在完成問卷後將答案傳送回來，最後代理人
模組將依據問題答案與屬性的對映關係將屬性值
透過 JDBC Driver 傳送到資料層，存入個性屬性
資料庫的適當欄位。
另外對於應用層的問題挑選機制則是依照屬
性的優先權去挑選問題，其挑選方式如下：
圖 5：問題群組編輯器

圖 6：問題規則編輯器

While ( have any attribute in ATTR and not in the member`s PROFILE ){
total user_priority = Σ user_priority in this attribute;
priority = base_peiority+total user_priority;
if (priority > max_priority){
max_priority = priority;
selected_attribute = this attribute;
}
}
question=select question from QUESTION where attribute = selected_attribute;
q_group= select q_group from Q_GROUP where question = selected_question;

q_group 即為要問的問題組，問題組選定後問
題挑選機制將該問題組傳送給代理人模組，代理
人模組便將問題組轉換成含規則的問卷傳送給客
戶端。
屬性分析模組實現了 2.4 節中個性屬性資料
分析的功能要求，如圖 7。此程式可動態的提昇
特定會員的某些問題的優先權，挑選適合該會員
的問題組，以針對不同的會員提出適當的問題，
進而收集到高品質又具時效性的會員資料。

3.2 以 Java 為基礎的應用程式伺服器
我們在本系統之應用層採用 Java[12]技術，架
構於 Apache[13]網站伺服器加上 JServ[14]應用程
式伺服器使用 Java Servlet 完成程式邏輯的開
發。我們實現了三個程式模組：代理人模組、問
題挑選機制及屬性分析模組，並使用 JDBC Driver
連接資料層資料庫。
代理人模組的作用是將問題挑選機制所挑選
出來的問題組，轉換成含有規則之問卷，然後將
它傳送至客戶端問答介面。所謂含有規則之問
卷，如同 2.2 節所描述，問卷中每個問題項目的
格式包含三個部分：問題序號[no]、問題描述
[question]、問題可選擇之答案與下一個問題序號
[(ans1,no1),(ans2,no2),…]。將每個問題項目表示
成 Q{[no],[question],[(ans1,no1),(ans2,no2),…]}，
而問卷即為多個 Q 的集合。代理人模組在實作上

圖 7：屬性分析模組

3.3 Web base 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本系統之客戶端使用 Web base 之圖型化使用
者介面，以 Java applet 技術展示友善的圖形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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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顯示資料庫中被挑選的問題，如圖 8 所示。
採用一問一答的方式進行，並根據使用者回答答
案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問題組合，具有解讀含規則
問卷之機制，最後並將所有的問題答案收集匯整
後傳送回應用層之代理人模組。由於採用 Web
base 之圖型化使用者介面，所以使用者只須使用
瀏覽器（如 Internet Explorer）即可，不須另外在
安裝額外之程式。

問題序號「1」
、問題代碼「Q0001」
、下一個問題
序號「女生,13;男生,2」（問題答案，下一個問題
序號）。

圖 10：問題輸入

圖 8：互動式問答機制之客戶端程式

4. 成果展示
4.1 問卷設計
利用個性輪廓資料庫維護編輯程式可容易的
設計問卷，並即時的反映在互動式問答介面上。
問卷設計的步驟，首先先決定有哪些個性屬性要
收集，利用個性屬性編輯器將它輸入，如圖 9。
例如：屬性代碼「A0001」、屬性名稱「性別」、
屬性類別「基本屬性」、屬性型態「C」（C 為選
擇性屬性，Q 為數值性屬性，I 為輸入式屬性）
、
優先權「90」、屬性值「男;女」。

圖 11：挑選問題組成問卷
如上述步驟建立好問題之間的關係後，即產
生了一個「G0001」的問卷。在下一節中我們將
展示前端問答介面如何將此問卷呈現出來。

4.2 互動問答
當一個問卷被建立完成後，前端的問答介面
便會將它呈現出來，如下圖：

圖 9：屬性資料輸入
將問卷中所有要收集的屬性輸入後，再利用
問題編輯器輸入問題，如圖 10。例如：問題代碼
「 Q0001」、 問 題 描 述 「 請 問 你 是 男 生 還 是 女
生？」
、問題類別「基本問題」、問題型態「C」、
屬性代碼「A0001」
（即為該問題會得到的屬性代
碼）
、問題答案「女生,女;男生,男」
（問題的答案，
屬性值）
。問題編輯器中問題的輸入與要得到的屬
性將會建立關係。
將所有的問卷中的問題輸入完後，再利用問
題群組編輯器建立問題間的關係進而組成含有規
則的問卷，如圖 11。例如：問題群組「G0001」、

選擇「男生」後，

輸入「21」

6

權重 53；易受廣告影響=是，權重 42；年齡=31~40
歲，權重 36；年齡=21~30，權重 33。

選擇「是」

若性別選擇「女生」

輸入「21」
圖 13：關係屬性列表
步驟二：

客戶端的問答介面會依據回答的答案不同而
出現不同的性一個問題。

接下來根據之前所找到的關係屬性值去搜尋
評估會員的滿足率，假設我們訂定最小的滿足率
Smin =60，可得到要提高目標屬性優先權的會員
列表，如圖 14。我們將以插入 Filter 的方式來提
升符合會員的優先權。

4.3 屬性資料分析
屬性資料分析的目的是為了要了解屬性間的
關係，尋找哪些相關屬性值會導致目標屬性值的
發生。再根據這些相關屬性值找出可能會填入此
目標屬性值之會員，提昇他們目標屬性的優先
權，進而達到蒐集具時效性屬性資料的目的。其
步驟分成三的階段：1.由目標屬性值找關性屬性
值、2.由關係屬性值找符合率高之會員、3.將選定
之會員目標屬性優先權提高。
步驟一：
假設我們要利用本系統為某 E 廠牌手機蒐集
顧客行銷資料，現在訂定目標屬性值為 A0039（手
機使用品牌）= ERICSSON，如圖 12。

圖 14：符合最低滿足率之會員列表
步驟三：
設定插入的 Filter 名稱與屬性優先加權的權
重，提昇符合會員的目標屬性優先權。如此當被
提升目標屬性優先權的會員登入後，會得到目標
屬性的問題組將會優先的被提出來，圖 15。

圖 12：加入目標屬性
目標屬性值定好後，經過分析找出關係屬性
值的列表，如圖 13。假設我們訂定最小的集中率
Cmin =30，則找出的關係屬性值包括：性別=男，

圖 15：問題組被提出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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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不同的目標屬性要同時進行資料
收集時，可依照時間的急迫性設定不同的優先加
權權重，進而達到要求。若同一會員同時滿足多
個目標屬性收集條件時，則會根據目標屬性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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