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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結案報告針對社群網路上的發文與互動活動進行互動式視覺化工
具的研究，主要包含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針對facebook單一粉絲
頁在特定時間中發文的熱度與趨勢的視覺化探索工具，藉由將發文
相關的多維度屬性降維成二維散佈圖做為全局的導覽，透過傘型圓
餅圖呈現不同時間區段的趨勢變化，並提供比較不同文章群集的關
鍵字頻率分佈，使用者可方便地圈選感興趣的文章群集進行探索與
分析。第二個部份針對社群使用者在社群網路文章上的互動行為進
行研究，設計視覺化工具，藉以探索社群互動過程中造成資訊擴散
以及傳播路徑，並發掘意見領袖。本研究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
部分為單一篇文章的分享路徑視覺化，基於階層化邊線綑綁
(Hierarchical edge bundles)方法，根據控制點的引導將鄰近邊線
進行綑綁，透過邊線捆綁舒緩資料量過大時造成之視覺混亂(visual
clutter)問題。第二部分為粉絲專頁文章視覺化，分析多篇文章中
具有多次分享、留言行為之使用者，呈現整體社群中積極活動的使
用者以及其相關文章的視覺化。最後提供即時互動操作介面，以並
列方式呈現出資料的廣度和深度，本研究的貢獻為提供一套視覺化
工具，協助使用者探索臉書社群網路中的資訊散播過程以及發掘積
極活動的臉書使用者。

中文關鍵詞： 資訊視覺化、社群網路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focus on the visualization tool to explore the
activities on the social media. In part one, we proposed a
visual explore tool to compare and discover the trend of
posts of a fanpage for a given period. Based on a dimension
reduction scatter plot to present an overview of the posts,
we design a series of the sun-burst diagram to reveal the
trend of posts. An interaction mechanism is proposed to
compare the keyword for the pair of selected post cluster.
In part 2, we design a visualization tool, “Shareflow,”
for observing the user activities in social media posts,
and to explore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propagation path
caused by the information diffusion. Our approach contains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 visualization of propagation
path for a post on Facebook fanpage. Based on hierarchical
edge bundles, we optimize the layout to reduce visual
clutter caused by excessive information. The second part is
visualization for a summary of posts on Facebook fanpage.
It provides a tool for analyzing the active users through
their sharing and comments activities; also, we offer a
real-time interactive interface, which demonstrate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information concurrently.

英文關鍵詞：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本結案報告主要包含兩個部份。一個是針對 facebook 單一粉絲頁在特定時間中發文的熱度與趨勢的視覺化探索工

具。第二個部份針對期中報告提出的 facebook 社群網站互動行為的視覺化進行分析與研究。 

 

第一部份 社群媒體上發文趨勢變化之視覺化探索工具 

1. Introduction 

在 Facebook 上，使用者對於一篇貼文的行為主要可以分成三種，分別是按讚、分享以及留言。在按讚的部分，在臉

書一共提供了讚 (Like)、大心 (Love)、哈 (Haha)、哇(Wow)、嗚 (Sad)以及怒 (Angry)六種情緒，Facebook 使用者可

以透過選擇其中一種情緒圖案來傳達對於一篇貼文所產生的情緒。在分享行為上，Facebook 使用者可以透過分享的動作，

將貼文分享到自己的塗鴉牆上來表達對於一篇貼文的認同，同時將貼文分享在自己的塗鴉牆上也可以使自己在 Facebook

上的好友發現該篇貼文的存在，進而產生資訊的流動；換句話說，一篇貼文的分享數可以代表了該篇貼文在 Facebook 上

流動的程度。最後，在留言的部分，Facebook 使用者可以針對貼文留下自己的評論，透過一篇貼文所獲得的留言量可以

快速地了解到這篇貼文在 Facebook 上受到 Facebook 使用者討論的熱烈程度；然而在一篇受到熱烈討論的貼文中，必定

會有多個方向的言論。Facebook 使用者也可以透過對單一則留言進行回應來表達對於該留言的贊同或是反對。因此在

Facebook 上的一篇貼文是否受到 Facebook 使用者高度關注，可以透過觀察該篇貼文獲得較多的按讚數、分享數以及留言

數，反之亦然。透過 Facebook 使用者在 Facebook 上的三種行為，我們發現在 Facebook 上的一篇貼文可以透過觀察按讚、

分享以及留言三個大方向了解一篇 Facebook上的貼文受到 Facebook 使用者的關注程度。 

本篇研究要解決的問題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如何將大量的多維度資料集可以有效率地觀察出資料與資料之間的差

異性，將相似度較高的資料分類成同一個群集；接者，觀察出相似或相異資料之後，如何深入的了解為什麼資料與資料之

間的相似或相異的原因。首先，針對第一個問題，我們將透過降維演算法(Dimensionality reduction)將多維度資料降

低為二維度資料，藉此將資料散佈在二維空間中，資料與資料之間的距離間接代表了兩者之間的相似度的高低，距離越

遠表達了各個屬性相似度越低，反之亦然；透過觀察二維空間的散佈圖即可以有效率地呈現出哪些資料之間的相似度高

低。另外，將資料依照固定的時間長度，切割成多個子資料集，分別視覺化子資料集，觀察不同時間區間的資料相似程

度，看出哪些時間區間的資料是相似的。透過上述的視覺化結果所觀察出相似的資料群集並且選定它們，我們會將該資

料集的細部資料進行視覺化的呈現；首先，計算出資料群集的詞彙在群集中出現的次數，觀察出現次數較多的詞彙所屬

的貼文資料受到 Facebook 使用者關注的程度；並且透過互動機制，深入的了解哪一種類型或是主題的貼文會容易受到

Facebook 使用者的關注。 

2. Related Work 

2.1.社群媒體資料視覺化 

近年來由於社群網站不斷地興起，例如 Facebook、Twitter、Google+、Plurk 等網站。已有許多研究社群媒體中使

用者的行為進行分析研究。近年來由於社群網站不斷地興起，例如 Facebook、Twitter、Google+、Plurk等網站。已有許

多研究社群媒體中使用者的行為進行分析研究。Google針對 Google+提出了 Ripples 服務[Viégas et al. 2013]，一種

節點圖結合 circular treemap 的表示圖，提供一種能直觀地呈現 Google+文章被分享的情形，採用 balloon treemap 除

了可有效的利用空間，也能藉由 balloon treemap 也能觀察這篇文章上每個使用者的影響力範圍，由此可知社群媒體上

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影響力。SentenTree[Hu et al. 2017]將社群媒體 Twitter上的推文內容進行整理，將一段時間內最

為常見的字詞進行視覺化的呈現，以文字的大小作為出現頻率，文字與文字之間的連線代表了文字的出現順序，達到傳

統文字雲無法表達句子結構的效果。由於每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具有不同的想法導致行為模式會有所不同，

TargetVue[Cao, Nan, et al. 2016]透過視覺化社群媒體上的使用者的行為，以及使用者之間互動的連結，觀察社群媒

體上使用者之間不同的使用習慣，輔以非監督式模型方法 TLOF基於定義良好的特徵，發現社群上活動模式異常的使用者。 

2.2 時序性資料視覺化 

時序性的資料是普遍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像是每日每個交通幹道的車流量變化、每年各個地區的房價變化等等…，



都已經有專用的視覺化工具對於各種資料進行視覺化的分析。目前已經有許多針對時序性資料進行視覺化的視覺化技術，

其中有許多種視覺化技術是定義在特殊的資料集。以 Time Curves [Bach et al.2016]，針對 Wikipedia 的文章編輯紀

錄、影片中每個影格的變化，或是一段時間的氣候變化種種的時序性資料，依照每個時間點的相似程度，將相似的時間點

聚集起來形成一條時間曲線。藉由時間點的分佈觀察出時間點的聚集程度以及時間的流向，了解到整體時間的變化。

 一般來說，隨時間變化的動態網路的視覺化方法有 Small MultiPiles 或是 Animation，一旦時間點過多使得資料量

過於龐大，每個時間點的圖形便會變小，導致使用者不好觀察每個時間點的差異程度。Small MultiPiles[Bach et al. 

2015]提出將每一個時間點的資料所形成的矩陣，進行相似度的分群，相似的時間點會被分類到同一個群體中，群體中的

時間點之間的差異性，相較於不同群體的時間點比較起來較小。再透過時間軸把矩陣 裡的資料變化呈現出來。 

2.3多維度資料視覺化 

一個資料集中的每一筆資料，彼此之間會有關係存在，例如都市與都市之間的距離關係、家族之間的親緣關係，或

者是某個會議中作者與作者之間的合作關係等等…。使用樹狀圖雖然可以有效表現出階層化的結果，對於原始資料中隱

藏的資訊卻比不上 Heat Map 等視覺化技術來的明顯。Dendrogramix [Blanch et al. 2015] 透過選定的 Distance函數

將每筆資料間的距離放置在矩陣中，其後將矩陣進行排序，矩陣中的上三角會和原始的樹狀圖結果一致。由於階層化的

資料呈現在螢幕上會佔據視窗的大半部分，可能會導致細節的模糊化，透過在 Overview 和 Detail 之間設計互動式操作，

可以有效的解決當資料量過於龐大時而導致的縮放問題[Chen et al. 2009]。 

一般來說資料中包含的屬性通常不會只有一個，如果資料隱含兩種屬性可以透過二維空間去配置資料的位置，三種

屬性則可以將資料分佈在三維空間上。一旦超過三個屬性就沒有辦法直接在我們熟悉的空間維度進行資料的配置。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 Wickelmaier 2003] 演算法是一個經常用來處理多維度資料的方法之一，原始的多

維度資料透過 MDS 演算法透過分析美一筆資料的相似程度代表資料與資料之間的關係，再透過相似程度把資料配置在二

維空間上。二維空間上的點和點之間的距離，代表的就是資料與資料之間的相似關係。 

Scatterplot matrix[CUI et al. 2006] 則是選擇在多維度的資料中任選兩個維度，根據被挑選的兩個維度將資料

配置在二維空間上，也就是說如果資料集總共有四個維度，Scatterplot matrix 就會六種組合六種空間的配置。雖然過

多的維度可以透過 MDS 演算法將資料配置在二維空間中，如果資料集裡的資料量過於龐大，配置在二維空間中的資料，

很難觀察出資料的細部差異。Dimension projection matrix/tree[Yuan et al. 2013]一樣利用 MDS演算法將資料配置

在二維空間上，但允許使用者將二維空間上資料的聚集結果進一步地去探討細部資料，透過將降低資料集的大小可以有

效得觀察到資料的細部差異。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根據 Facebook 的貼文架構進行了分析與探討，並且希望能夠設計出具探索能力的視覺化工具，以下四點將

說明本系統在視覺化的設計理念： 

R.1 由於 Facebook 上的貼文具有多個屬性，例如：按讚數、分享數、留言數、發布時間…等。要在大量的 Facebook

貼文中判斷出具有相似屬性的貼文是有難度的，我們透過降維演算法將相似的貼文群聚再一起並且放置於散

佈圖中，讓使用者可以輕鬆了解到相似的貼文群集。 

R.2 大量的 Facebook貼文會涵蓋的時間非常的長，透過將時間軸切割成多個時間區塊(Time Block)，縮小觀察範

圍，讓使用者可以在一定時間範圍內找出預期的現象。 

R.3 為了清楚的表達出單日發佈的貼文數量與其獲得的按讚、分享以及留言比例，將時間區塊(Time Block)中的貼

文，讓使用者可以快速的知道最受歡迎的貼文或是 Facebook 使用者於粉絲團的討論積極度。 

R.4 透過互動了解貼文於散佈圖的意義，並且搭配上不同的 Time Block 可以在散佈圖中得知貼文於散佈圖的位置

加上時間曲線，判斷該 Time Block 的貼文依序是如何在散佈圖中流動，得知 Facebook 使用者的反應積極程

度。 

我們將 Facebook粉絲專頁上撈取下來的大量貼文視為一種具有時間遞移性質且多維度型態的資料集；因此，在視



覺化設計和呈現的部分，為了要能夠有效率的在此貼文資料集中觀察出貼文與貼文之間的差異性，我們將視覺化設計和

呈現分成兩個部分；分別針對多維度資料進行視覺化呈現，藉此表達大量貼文的分群結果；以及能夠同時呈現出時間遞

移性質以及貼文中各個屬性變化的時序性資料視覺化，兩部分視覺化設計如下： 

 多維度資料視覺化：根據 Facebook 上貼文的架構，可以觀察出每一篇貼文具有基本的屬性，像是按讚數、分享數

以及留言數等…多種屬性，因此我們將 Facebook 上的貼文視為多維度資料，並且透過降維演算法使得貼文依據彼

此之間各個屬性的相似度散佈在二維空間中，能夠直覺性地看出相似亦或是相異的貼文分群結果。 

 時序性資料視覺化：本研究將一個具有大量 Facebook貼文的貼文資料集依照一個固定長度的時間區間分割成多個

子貼文資料集，針對每個子貼文資料集採用 Cyclic的方式以順時鐘的排列依序時間區間的每一個日期，接者將一

天所發佈的貼文以堆疊的方式依照發佈時間的先後順序堆疊成一個 Pie，同時透過 Pie的半徑的長度來表達貼文中

各個屬性的比例，透過此種視覺化的呈現進一步地觀察出相似的時間區間。 

最後，在多維度資料視覺化以及時序性資料視覺化兩者之間設計直覺性的互動式操作，讓使用者能夠透過互動的方式在

大量的貼文資料集中探索並找出受到 Facebook 使用者高度關注的 Facebook 貼文。 

 

3.1.多維度資料視覺化 

由於 Facebook 上的使用者常常會以按讚的方式來表達看過或是瀏覽過一篇貼文的此種習慣，也因此我們會發現某些

貼文會有過多的按讚數，這些擁有過多的按讚數的貼文會間接的影響到所有貼文降維後的結果，導致某幾篇貼文成為了

二維空間中的孤立點，而會有大量的貼文集中在一起的現象產生，而無法進一步地了解孤立點以外的貼文與貼文之間的

差異。為了避免按讚數過高所導致的孤立點產生，我們將每個屬性進行 Normalization，藉此確保每個屬性的數值可以在

相同的範圍內，讓每個屬性可以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降維，避免了有過高的按讚數所導致的孤立點產生。 

本論文採用 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t-SNE)演算法[MAATEN et al. 2008]，是一種降維

演算法，在資料從高維空間降低成二維空間時，同時能夠最大限度地保留資料之間的關係。由於 t-SNE演算法是以隨機

的方式產生最初的座標點，所以每一次進行降維過後的貼文座標點並不會一模一樣，我們希望同一筆貼文資料集經過降

維過後的結果能夠產生固定的座標點；相較於原始的 t-SNE演算法採用隨機的方式進行貼文資料集的座標初始位置，我

們先將貼文資料集進行 MDS的降維演算法，得到在每篇貼文二維空間的位置，並且將此 MDS 產生出來的位置視為 t-SNE

的初始座標點，藉此確保 t-SNE的結果可以維持同一筆貼文資料集能夠產生出同一種貼文散佈結果。 

在觀察 Facebook上面的一篇貼文時候，我們發現使用者常常會先著眼於一篇貼文有多少按讚總數、分享總數、留

言總數以及貼文內容，最後再細細的看到貼文中其他較為細部的屬性，像是六種情緒的數量、留言的內容甚至留言下的

回應。因此在進行 t-SNE演算法之間，首先，我們先將使用上述所提到的 11個維度中 10個維度並且分成兩個組別，一

個為大面向的維度組，也就是使用者最先著眼於的屬性，分別有按讚總數、分享總數、留言總數、貼文字數；另一個為

小面向的維度組，即為較為細部的屬性，分別有 Like以外的五種情緒，分別為 Love、Haha、Wow、Sad、Angry 的數量

以及平均一則留言具有幾則回覆數；由於一篇貼文的按讚總數通常是由 Like主導的，所以在我們沒有將 Like 放入小面

向的維度組。接者，以大面向的維度組透過 MDS演算法算出貼文資料集在二維空間中散佈的初始位置。最後，將 MDS得

到的初始位置以及小面向的維度組作為 t-SNE的輸入，進一步的計算出二維空間中每一篇貼文的座標點，如圖 3.1。本

論文大量蒐集了 Facebook粉絲專頁發佈的貼文資料集，透過 t-SNE演算法將具有多維度資料集轉變成僅具有二維資料

集，接者散佈至二維空間，如圖 3.2，並且與時序性資料視覺化的呈現結果，搭配上互動機制提供使用者對於貼文散佈

圖進行探索以及分析。 

 

圖3.1 MDS + t-SNE 降維流程圖 

 

圖3.2 Greenpeace 綠色和平(台灣網站)於 2016 年所有貼文透過

MDS + t-SNE 降維散佈圖 



3.2.時序性資料視覺化 

本論文將涵蓋一段長時間的貼文資料集在固定的時間長度下切割成數個字貼文資料集，針對切割過後的子貼文資料

集；我們以圓餅圖表示每一個子貼文資料集，依照每一個子貼文資料集涵蓋的天數將圓餅圖進行等比例切割成數個傘型

圓餅，因此一個傘型圓餅代表一個日期；傘型圓餅的排列方式採用順時間的方向代表日期的推移，接者將傘型圓餅依照

當日發佈的貼文數量進行切割，傘型圓餅上的一個小區塊代表一篇貼文，並且以推疊的方式表達貼文在當天發佈的先後

順序，靠近圓心的區塊代表的是粉絲專頁發佈該貼文的時間在當天較早的時間點，依此類推。我們將此種視覺化設計稱

為時間區塊視覺化，如圖 3.3。若將傘型圓餅僅以單日發佈的貼文數量進行切割，雖然可以看出粉絲專頁發佈貼文的頻率，

但是卻無法看出貼文中各個屬性的數值，也無法進一步觀察出一天之內粉絲專頁累積的屬性數值；為了讓使用者能夠在

時間區塊上觀察出上述的特性，我們將貼文的屬性數值加入傘型圓餅上小區塊的設計上；一個小區塊中具備者外圓周以

及內圓周，為了實現上述的目的，我們將外圓周減去內圓周的差值等於各個屬性的數值，如圖 3.4。經由將每一篇貼文的

屬性加入傘型圓餅的圖形設計中後，我們不僅能夠從單一時間區塊中觀察出該時間區間粉絲專頁發佈貼文的頻率，也能

夠觀察出單日所累積的屬性數值的總和。 

 

圖3.3 單一時間區間之視覺化設計 

 

圖3.4 傘型圓餅加入該貼文的屬性數值 

最後，我們將完整的時間軸切割成多個時間區間並且進行時間區塊的呈現；因此，我們可以透過肉眼輕易的觀察

出多個時間區間的差異性，並且透過 Tooltip功能可以告知該區塊的細節，例如：時間區塊的開始時間以及結束時間。

透過觀察每一個時間區間之間的差異性，能夠發現粉絲專頁在每一個不同時間區間發佈貼文的頻率，以及當日累積的屬

性數值所造成的趨勢變化，並且透過互動機制的設計使得時間區塊視覺化能夠與貼文的散佈圖進行互動探索，深入的探

討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如圖 3.5。 

 

圖3.5 Greenpeace 綠色和平(台灣網站)—2016 年 12 個時間區塊視覺化 

3.3.互動機制設計 

在互動機制的設計上，我們希望能夠使用者在貼文散佈圖以及時間區塊兩者之間進行互動式的探索，藉此在大量的

Facebook 貼文中找出受到 Facebook 使用者高度關注的貼文群集，並且能夠在這些群集中找出 Facebook 使用者特別關注

的原因，圖 3.6 為整個系統的 Overview。探索式的互動設計分成兩個部分，由貼文散佈圖開始進行探索，另一個設計由

時間區塊作為探索起點。 

貼文散佈圖的互動設計中，使用者可以透過 Brush 行為在散佈圖中圈選出一個區塊，系統會計算出該區域中所有貼

文各個屬性的平均值，使用者透過觀察數值升降能夠了解貼文在散佈圖中所在位置的意義，例如：集中散佈圖中右上角

的貼文具有較高的留言數、按讚數…等等的特性，並且能夠同時圈選出兩個區塊比較兩塊貼文群集的差異性。系統同時

針對圈選出來的兩個區塊進行關鍵字的統計，由上述的互動設計令使用者了解了貼文散佈圖中貼文關注度高低的分布情

況，再透過關鍵字的統計觀察出出現次數高的關鍵字屬於貼文散佈圖中哪一個區域的貼文，了解到 Facebook使用者是否



對此關鍵字具有高度的關注度，如圖 3.7。 

 

圖3.6 系統 Overview 

 

圖3.7 貼文散佈圖中透過 Brush 行為判斷貼文分布的意義 

另外，Brush 行為同時可以與時間區塊產生互動，系統會將 Brush 區域中的貼文同步地在時間區塊對應的位置進行

Highlight 的呈現。透過上述的互動設計，使用者可以在觀察貼文散佈圖中貼文分布意義之外，同時的了解到同一群貼文

在哪一個時間點發布的，接者選擇在時間區塊被 Highlight 的單篇貼文系統會找出散佈圖中該篇貼文的上一篇貼文以及

下一篇貼文，在散佈圖中繪製出三篇貼文的時間曲線，可以令使用者了解到在發佈時間相近的貼文受到 Facebook 使用者

關注程度的差別。在了解關注程度差異外，系統會將此三篇貼文的細部資料進行呈現，提供使用者閱讀三篇貼文的文字

訊息，藉此使用者可以透過文字訊息可以了解到造成連續的三篇貼文受到關注程度一致或是不一致的原因。 

 

4. 結論 

本研究對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發佈的貼文設計了一款具有廣度以及深度的探索式工具；透過 Facebook 提供的 Graph 

API進行貼文資料的搜集，將蒐集到的貼文資料集視為多維度以及時序性資料，接者進行視覺化的呈現；首先，透過降維

演算法將貼文散佈到二維空間中，依照貼文與貼文之間的距離判斷彼此之間的相似程度，清楚得表達貼文與貼文之間的

相似程度。接者，本系統將時間軸依照固定的時間長度切割成多個時間區間(Time Block)，根據時間區間上的日期以及

該日期發佈的貼文，建立成一個具有時間性質的階層化架構，並且將 Time Block 進行視覺化的繪製與呈現，透過傘型圓

餅圖中的半徑差表達貼文中各個屬性的比例，透過堆疊表達出屬性累積的效果，令使用者可以在視覺上達到找出最受關

注的貼文以及發佈最多貼文和累積最多關注的日期；最後，設計互動式的操作，將兩個視覺化結果結合起來，提供一個操

作平台，令使用者方便在兩個視覺化的結果中進行探索與分析，探索出資料的深層價值。 

本系統透過降維演算法將貼文散佈在二維空間中，依照貼文之間的距離表達彼此之間的相似程度，並且搭配上互動

操作，給予自由地讓使用者在貼文散佈圖中進行探索；但是，由於降維演算法將貼文中的各個屬性進行濃縮，一般使用者

在第一次的操作無法直覺的掌握貼文散佈圖中貼文群集中每篇貼文的各個屬性的比例，導致在探索過程中花費了較多時

間。在 Time Blocks 中的貼文以半徑差的方式表達該貼文各個屬性的比例，一但貼文的屬性數值較小相對應的傘型圓餅

的面積也會比較小，導致在在操作上有點擊不易的現象產生，此原因也導致在第一次操作此系統的使用者有了重複點擊

同一篇貼文而導致探索時間加長。在互動操作的部分，使用者會因為操作過於複雜，無法記住操作的流程或意義，而導致

會有重複動作的部分。最後，由於 Facebook 上的貼文具有多種屬性，系統也在細節的部分將貼文的屬性進行的數值的呈

現，導致有部分使用者認為每一次的操作獲得的資訊量過多，需要短時間的思考，接者下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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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社群媒體訊息散播行為視覺化

1. Introduction 

近年來社群網站非常盛行，使用者利用不同理念、品牌或組織而成立的群組中互動，而本研究分析某些貼文中留言、

分享等互動行為，並將這些資料視覺化成圖表以了解社群網站使用者對一些熱門議題的反應程度。本計劃要解決的問題

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篇貼文的擴散路徑視覺化，第二部分為多篇貼文的擴散視覺化；在第一部分，點線圖用來

呈現社群網路的結構，節點代表社群使用者，邊線代表使用者之間的關係，然而邊線相交頻繁時，會導致視覺混亂(visual 

clutter)；則採用邊線綑綁(edge bundling)將多條鄰近的邊線綑綁成束，也較易觀察資訊擴散。基於資料擴散可轉換成

階層式的樹狀結構，本研究參考階層化綑綁技術(Hierarchical edge bundles)，將資料依其來源分類，並透過階層式的

關係影響綑綁程度。而從屬的階層關係只透過靜態的圖呈現，是無法完整呈現真實資料情形。第二部分，由於多篇貼文間

沒有階層關係，以積極使用者建立社群使用者和貼文關係，本研究透過 Rotating Cluster Layout 的形式呈現積極使用

者以及貼文間的資訊傳遞關係，更深層的資訊傳遞路徑。 

本研究的方向主要分為以下三大部分，各部分的內容摘要如下： 

 呈現單一篇文章的分享傳播路徑，並且以階層式視覺化強調造成後續分享擴散的意見領袖。 

 探討多篇文章之間的積極活動者，以積極活動者為媒介，呈現多篇文章共同關係之視覺化。 

 將上述兩種視覺化整合，提供一個具廣度與深度的社群網路行為探索工具。 

在第二節中，介紹相關研究：社群網路視覺化、圖形簡化以及邊線捆綁。在第三節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與步驟：資料

撈取、資料分析與資料整合、局部資訊擴散路徑、積極使用者視覺化。第四節則是實驗結果的呈現與分析，其中包含個案

研究、使用者評估以及評估結果。第五節是結論與未來研究。 

 

圖一、ShareFlow 示意圖，左側散佈圖呈現迪士尼皮克斯(Disney Pixar)粉絲專頁，並利用邊線捆綁技術搜尋積極分享

者。右側散佈圖呈現主要的意見領袖和其跟隨者，也呈現從意見領袖的訊息擴散路徑延伸至複數階層關係。 

2. Related Work 

2.1 社群網路視覺化 

近年來許多社群網站興起，例如 Facebook、Google+、Twitter、Plurk 等網站都是知名的社群網站，因此有許多研

究針對虛擬社群的使用者行為分析並且視覺化。Google+提出了 Ripples[1]，其中使用者可以觀察到文章訊息被分享的擴

散情形，視覺化呈現為節點圖結合 circular treemap，透過 Google+ Ripples 可發掘其中重要的意見領袖；並了解該篇

文章分享的趨勢消長以及部分意見領袖在時序上的影響情形。Ho 等人以噗浪(Plurk)定義一套測量資訊傳播能力的方法

[2]，此測量方法可分：吸引參與話題的人數、話題的傳播速度、地理範圍上的傳播程度，並建立資訊傳播模型，其

Plurpagation 的影響樹呈現中心使用者與其追隨者之間的傳播關係，搭配 Google Map 表示出該主題在地理範圍上的傳

播程度，以及發呈現特定主題在微網誌上的傳播情形。2012年 Nan Cao等人提出 Whisper[3]，針對全球熱門社群網站推

特(Twitter)的轉推訊息(retweet)的擴散行為做即時追蹤並且視覺化，Whisper 以向日葵散播種子的概念譬喻社群媒體

訊息散播之情形。從 Twitter API 撈取資料，追蹤使用者感興趣的事件，以時間軸和地域性的角度呈現該事件的擴散情

形，並且分析不同地區分享者對於該事件的情緒反應，以了解不同地區的人們對於該事件的看法。Whisper 也對視覺混亂



情形提出一套基於電場通量線(flux line)對鄰近通量線會產生排斥的繪圖方式，因此 Whisper 提供一套結合地域性、時

間性的社群網路活動視覺化，表現出每一條轉推訊息的資料多種特性(社群使用者的情緒、地理資訊、時間資訊)。2014

年 Ren等人提出 WeiboEvents[4]，以分析微博(Weibo)上的事件為對象的視覺化分析系統（PKUVIS），PKUVIS中的視點圖

是將每一條微博訊息轉換成節點，依據訊息轉發的關係建立連線，透過視點圖來表示特定事件在微博上轉發的過程，另

外提供多種視覺化的模式(帆狀圖、樹狀圖和圓環圖)以及一些互動操作功能，以不同的層面檢視資料，為一個功能完善

的微博事件視覺化平台。 

 

2.2 圖形簡化 

當點線圖顯示大量節點以及節點間彼此相連的關係緊密，容易造成節點重疊、邊線大量互相交錯之現象，增加了點

線圖的複雜程度，也就是視覺混亂（visual clutter），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可以透過改變節點位置、減少節點和邊線

的數量或是結合互動操作[5][6]的方式減緩視覺混亂，Edge Plucking 提供一套互動工具，在不改變節點位置以及保留點

線關係的情形下，藉由改變邊線的彎曲程度減少邊線重疊之情形，一般而言，為了維持原始資料的完整性，會盡量維持節

點、邊線的數量。force-directed placement [7]是一種基於物理模擬的點線圖佈局演算法，該演算法模擬彈簧伸縮之

效果，在圖的架構上加入吸引力和互斥力的要素，使每個節點間保持一定距離，透過該方法可在不減少資料點的情形下

減少視覺混亂，然而有些原始資料的節點具有地理意義，改變節點位置時可能會喪失部分的資訊。Flow map[8]針對具有

方向性、地域性的資料提出一套佈局演算法，在盡量維持節點之間的相對位置下，對節點位置進行微調，以減少邊線交

叉、重疊之現象，以及採用 Binary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方法，將具有相同目標且鄰近的邊線進行合併，根據 Binary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所取得的空間資訊作 edge routing，edge routing 是藉由調整 route 的位置以避免邊線交錯

之機制；也有許多研究只針對邊線進行處理，即針對邊線進行綑綁以達到圖形簡化，本研究的單一篇文章視覺化即採用

邊線捆綁技術。 

 

2.3 邊線捆綁 

本研究將透過邊線來處理視覺混亂問題，邊線綑綁（edge bundling）是將點線圖中鄰近的邊線綑綁，在不減少節點

和邊線數量的情況下，盡可能地減少邊線的交叉重疊情形，透過此方法可解決視覺混亂之問題外，同時保留住資料的細

節資訊，也能將重要資料的特徵凸顯出來。 

Hierarchical Edge Bundles(HEB)是邊線綑綁的經典演算法之一[9]，針對具有階層式關係的資料，將鄰近的邊線

進行綑綁，資料的階層關係會影響綑綁程度，除了顯示出父子節點直接關係，也凸顯父節點之間相鄰的關係。HEB演算法

只適用於階層化結構的圖，因此 Geometry-Based Edge Bundling（GBEB）提出一種可針對無階層結構的圖進行邊線綑綁

的演算法[10]，首先，針對點線圖產生一個均勻的輔助網格，計算出每個網格內每個邊線的平均向量：接著將位置相鄰且

邊線向量方向一致的網格進行合併，透過這些合併後的網格可產生一個控制網格，控制網格和原本點線圖相交即為控制

點，強迫和控制網格相交的邊線只能從控制點通過，藉此達到邊線綑綁的效果。由於 HEB 只能處理具有階層架構的資料

才能進行綑綁，以及 GBEB 進行綑綁前需要先建立控制網格，Force-Directed Edge Bundling（FDEB）提出一種自組織

(Self-Organization) 的邊線捆綁方法[11]，將邊線視為具有彈性的彈簧，邊線對彼此存在吸引力，當兩條邊線達到一

定條件則進行綑綁。然而，GBEB 和 FDEB 演算法的計算量都非常大；GBEB 需要對圖產生一個複雜的輔助網格並且將邊線

分成多段，然後必須計算每個網格的平均方向，才能求出可作為綑綁引導的控制網格；而 FDEB 的複雜度更高，需要對全

部邊線兩兩互相計算彼此彈簧引力，在針對大量的資料處理時得花費相當的時間。Multilevel agglomerative edge 

bundling 可解決對大量資料綑綁的效率問題[12]，也允許處理無階層結構的點線圖，其綑綁演算法類似快速聚合分群技

術，根據圖的節點位置建構出邊線的近似關係圖，以此對邊線之間的相似度進行建模，以階層式邊線聚合的方式進行綑

綁，以邊線為基礎的覆蓋像素數作為衡量綑綁過程是否有效率的標準，能夠在數分鐘內捆綁百萬條邊線。另一方面，GBEB

和 FDEB演算法忽略了邊線的方向性、權重值以及圖的連貫性，Selassie 等人提出 Divided Edge Bundling[13]，此研究

提出一種針對有向圖邊線捆綁方法，以類似於高速公路分隔島的形式，將相同節點的邊線中不同方向的邊線分隔開來，

並賦予邊線權重值，保原有資料的方向性，以顯示出資料整體的流向。 



 

3. Methods 

3.1系統架構 

整個系統流程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從 Graph API 取得貼文公開資料，使用 Node.js 資料撈取、前後端溝通；

接著根據擴散來源，將資料轉化為點線圖，並建立具階層關係之視覺化原型。 

 

圖二、系統流程圖。 

第二、第三部分使用 D3.js函式庫繪製圖形介面以及互動機制，其中第二部分為單篇貼文視覺化其中屬於意見領袖

的使用者，採用階層化邊線綑綁繪製圖形，解決擴散路徑過多造成的視覺混亂。第三部視覺化粉絲專頁貼文和積極使用

者，蒐集並整合多篇貼文，找出粉絲專頁內的積極使用者，圖形呈現採用 Rotating Cluster Layout[14]顯示粉絲專頁內

所有貼文、期間內的積極使用者及其相關貼文，最後整理出粉絲專頁內的貼文趨勢及積極使用者者關心的議題。 

 

3.2資料撈取、整合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我們之前計畫實作的 Pagedata 工具， Pagedata 是一個針對臉書粉絲專頁撈取大量文章資訊之工具，前

端提供一個介面讓使用者輸入粉絲專頁 ID以及查詢期間等欄位，後端則是透過 Node.js的 fbgraph 等套件進行資料撈取

以及前後端的溝通，在取得使用者的授權後，使用者可透過該工具從 Facebook Graph API 撈取臉書資料，並且在 Pagedata

上呈現期間內該粉絲專頁所發佈的文章資料，以表格的形式呈現文章類型、文章建立時間、文章 ID、文章訊息、按讚次

數、分享次數、留言次數。在使用者提交粉絲專頁 ID以及查詢區間後，Pagedata會自動批次撈取這期間內該粉絲專頁的

多篇貼文，當多篇貼文撈取完作資料整合，以一篇粉絲專頁貼文為單位，將所撈取的多篇粉絲專頁貼文彙整成一個 json

格式的檔案作為粉絲專頁貼文視覺化之輸入資料。根據累積貼文擴散次數取前 1%的使用者即為積極使用者，排序積極使

用者，並建立積極使用者與其互動的貼文之間的關係成樹狀階層架構，第一階層為粉絲專頁，第二階層為積極使用者，第

三階層是積極使用者參與的貼文資料。 

 

圖三、Pagedata，一個從社群網站進行資料撈取的工具。 

 

3.3階層化邊線捆綁 

根據使用者與意見領袖的關係建立一條擴散路徑，如果可建立超過一條的擴散路徑，則表示該文章存在間接擴散行

為；擴散關係也表示資料的階層關係，因此適合採用階層化邊線捆綁方法[9]，將相鄰的邊線捆綁，以解決當資料量過大

時，所造成的視覺混亂問題。 

階層化邊線綑綁技術[9]的原理，以原有的樹狀結構為基礎，根據階層化的樹狀輸入資料進行鄰近邊線綑綁，藉由某



兩節點階層上的相鄰關係，沿途所經過之路徑即為仿樣曲線(Spline curves)的 control polygon，假設 P0和 P4有關係

存在，在 P0 和 P4 之間連接一條直線，以 P0 為起點延伸到 P4 為止，接著該直線對應於階層樹狀架構上，根據此兩節點

各自向上尋找最小共同祖先的路徑，此路徑所經過的節點即為控制點，此例的控制點從起點開始依序為 P0、P1、P2、P3、

P4，最小共同祖先控制點為 P2，期間經過的控制點整合起來即為 control polygon，control polygon 會影響此兩個節點

相連的仿樣曲線的曲率，最後的仿樣曲線即為視覺化呈現之邊線。 

繪圖的仿樣模型(Spline Model)採用 cubic B-spline，比起 Bezier 曲線，cubic B-spline 有局部控制(Local 

Control)的效果，局部控制即是適合針對曲線的局部進行修改，而不會影響到曲線的其他部分，並且計算複雜度較低。階

層式邊線捆綁方法提供兩種方式來調整仿樣曲線，第一種是透過階層樹狀結構上經過的控制點𝑃𝑖來控制 control polygon，

調整後的控制點𝑃𝑖
′如下： 

𝑃𝑖
′ = 𝛽 ∙ 𝑃𝑖 + (1 − 𝛽) (𝑃0 +

𝑖

𝑁 − 1
(𝑃𝑁−1 − 𝑃0)) 

N 表示控制點的數量，i 表示每個控制點之索引值，β表示綑綁強度，β∈[0,1]，使用者可透過β值決定控制點對

control polygon 的修改程度，此 control polygon 即產生新的仿樣曲線。 

第二種方法為針對新生成的曲線中每個仿樣點(Spline point, S(t))作調整，調整後的仿樣點𝑆′(𝑡)如下： 

𝑆′(𝑡) = 𝛽 ∙ 𝑆(𝑡) + (1 − 𝛽)(𝑃0 + 𝑡(𝑃𝑁−1 − 𝑃0)) 

 

t 是仿樣曲線參數，t∈[0,1]，可透過 t 值決定仿樣點對仿樣曲線的影響程度多寡，階層式邊線捆綁以上述兩種方式來調

整仿樣曲線，進而影響邊線捆綁之佈局結果，其中，β值越高則表示綑綁程度越強，另一方面，本研究後續的單篇貼文擴

散路徑視覺化中的β值皆為 0.7。 

 

3.4單篇貼文擴散路徑視覺化 

整體佈局以圓形的點線圖為主，節點表示參與這篇擴散行為的使用者，邊線表示使用者之間的直接擴散關係，將使

用者節點平均放置在圓形外圍的輪廓上，以圓形的正上方為起點，順時針方向的填入使用者節點。基於階層式綑綁的原

則，會依照不同的意見領袖來進行分類為主，會優先將同一類的使用者節點一起填入圓環，透過順時針的先後順序可了

解同一群內的使用者擴散的優先順序。該佈局下，圓環上的使用者節點不是全部依照使用者擴散貼文的時間點順序進行

排序，而是先根據分群結果排序，原因是該佈局以階層為導向進行邊線捆綁。 

與樹狀結構相比，樹狀結構呈現眾多子節點時，容易受限於畫面篇幅大小，使部分的子節點無法一併顯示，採用圓環的方

式的優點在於能有效率的利用畫面空間，能在同一畫面呈現全部子節點，較不受畫面的大小影響，能讓使用者一覽整個

圖形的樣貌。 

針對階層化邊線捆綁方法，輸入資料必須是具有階層化的 json檔案，針對貼文的擴散關係資料進行前處理，在每位

使用者的名稱前附加意見領袖的名稱，例如"意見領袖.貼文擴散之使用者"的格式，將擴散使用者和意見領袖的使用者們

定義成節點，並且根據其分類進行節點、邊線著色，強調出不同意見領袖的擴散路徑，最後透過該階層關係以利於後續的

階層化邊線綑綁。 

為加強直接資訊擴散與間接資訊擴散之間的差異，賦予每位意見領袖不同顏色，接著根據其意見領袖之分類關係以

不同的顏色繪製邊線，使用者可藉由顏色直觀地看出該篇文章是否存在間接資訊擴散，也較易看出意見領袖的數量，透

過著色邊線的輔助，強調不同分群間的使用者之差異，百分比軸助於發掘文章中較具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透過顏色可

強調出意見領袖的重要性，但是圖形還沒能表現出資料的方向性，基於意見領袖可透過其他要素顯示(節點名稱、意見領

袖百分比軸)，本研究將以賦予圖形的方向性為目標，藉由線段的顏色來表示出分享路徑的先後順序。資訊擴散是經由不

同的角色分享而向外擴散，因此資訊擴散是具有方向性的。本研究以線條寬度和線條顏色表現資料的方向性，以線段的

寬度由寬至窄顯示其單一個意見領袖內的擴散關係，寬的一端表示意見領袖，窄的一端表示其追隨者；根據分享深度的

不同，線段顏色由白色漸層至深藍色，可透過顏色的漸層來看該圖的發展順序，以及在這過程中重要意見領袖的參與順

序為何。 



 

3.5粉絲專頁視覺化 

根據粉絲專頁階層關係以 Rotating Cluster Layout[14]的佈局呈現，每個階層之間都會有邊線相連，以表示其相

關資料之關聯性。粉絲專頁視覺化根據天數作順時針排序，以圓環中心的 12點鐘位置為起點，依照順時針方向所經過之

文章皆符合文章發佈時間的先後順序，已呈現出資料的時序性。在節點上顯示文章的基本資訊，像是節點的半徑是依照

該篇文章所獲得的擴散數量增加，藉此觀察該粉絲專頁期間內各篇貼文的發展情形，幫助使用者發掘粉絲專頁期間內的

熱門文章，而節點顏色則表示貼文的類型。透過節點顏色可了解該粉絲專頁偏好於發佈的文章類型，以及發現較容易受

到使用者關注的文章類型。 

本研究以在多篇貼文間粉絲專頁中的積極使用者為媒介，建立多篇貼文間的關聯性。然而，考量畫面空間以及關注社群

積極活躍的特定族群，記錄每位使用者在期間內所擴散的貼文以及擴散次數，根據其擴散次數取 1%作為閾值，如圖四該

圖形的佈局為在圓環正中心顯示了目前所查詢的粉絲專頁對象”懶人時報”，處於圓環中間位置的文字則分別代表了不

同的積極使用者，沿著線段延展到圓環外圍的節點，表示該積極使用者所擴散的文章來源。 

 

圖四、懶人時報中積極評論者的評論資料視覺化。 

關於積極使用者的佈局呈現，依照全部積極使用者數量取四分位數進行分類，將積極使用者分成三類：第一類為擴散次

數前 25%的積極使用者(Q1)，第二類為擴散次數前 25%~50%的積極使用者(Q2)以及第三類為 50%~100%的積極使用者

(Q3+Q4)，依序以橘色、淡藍色以及白色顯示出分類差異，以及透過提示框的互動機制了解這些積極使用者所擴散的文章

議題偏好程度。 

3.6 互動機制 

本研究以粉絲專頁貼文為研究對象，原有資料存在不少文字訊息，為維持圖形的佈局，將粉絲專頁貼文以及積極使用者

詳細的文字訊息隱藏，改以互動機制的方式顯示，首先是粉絲專頁貼文視覺化與單篇貼文擴散路徑視覺化的整合，以粉

絲專頁視覺化外圍的文章節點為媒介，當使用者選擇某個文章節點，則顯示對應文章的擴散路徑視覺圖，如圖五所示，左

圖圓環上的橘色節點代表目前使用者所選擇之文章節點，右圖即顯示該篇文章的擴散路徑視覺化，另一方面，當使用者

選擇某個文章節點，使左圖圓環同時出現兩個以上的橘色節點時，則表示該篇文章被不只一位的積極使用者資訊擴散，

透過該方式可觀察出該篇文章是否存在共同的積極使用者參與。 

 

圖五、左側示意圖顯示整個粉絲專頁的概觀，並在右側示意圖顯示左側示意圖中所選取貼文(橘色節點)的資訊傳播路

徑。 

在粉絲專頁視覺化上的每個文章節點皆存在詳細的文章訊息，基於版面限制考量，以提示框的方式呈現詳細訊息，選取

外圍文章節點即顯示該粉絲專頁貼文的基本訊息，藉此了解每個文章節點的實質意義，幫助使用者探討熱門文章、積極

使用者所關注的議題。 



4. Result and Discussion 

4.1 實作與實驗環境 

本研究使用的語言以 Javascript 為主，並使用 D3.js函式庫繪製圖形架構。在實驗環境上，作業系統為 Window 7 

64 位元作業系統，使用的機器之 CPU 為 Intel(R) Core(TM) i5 -4430 CPU@ 3.00GHz，記憶體大小為 16.00GB，顯示卡為

NVIDIA GeForce GTX 670。 

 

4.2個案研究 

在此節將針對國內和國外粉絲專頁作個別討論，大致分成兩小節，首先觀察單一粉絲專頁”懶人時報”發佈的文章

以及在懶人時報上活動的臉書使用者。針對 2015 年 11 月巴黎恐怖攻擊襲擊事件在不同粉絲專頁上的比較，觀察不同粉

絲專頁的積極活動者所關心的事件議題，發掘值得關注的活動者以及相關粉絲專頁文章。 

 

4.2.1 單一粉絲專業觀察(以懶人時報為例) 

懶人時報從 2015年 8月 1日到 2015年 9月 15日的發佈文章分享情形，總共有 973 位臉書使用者參與分享行為，

積極分享者有 13位，477位臉書使用者參與留言，積極留言者有 5位。選擇一篇文章作深度的分享路徑探索(橘色節點)，

該篇文章的分享路徑視覺化透過邊線捆綁的佈局以及顏色的分類，可觀察出在該篇文章的分享擴散過程中，有造成後續

分享行為的臉書使用者有四位，分別是懶人時報、反黑箱服貿協議、經濟民主連合以及我反服貿、全臺聲援大串聯，其中

又以懶人時報和反黑箱服貿協議兩個臉書使用者在這篇文章的分享傳播過程中佔了八成以上的分享比率。 

 

圖六、使用 Shareflow 工具所呈現之視覺化示意圖。 

系統提供臉書粉絲專頁上有興趣的文章進行探索，可以觀察這期間內分享積極的臉書使用者，除了圖形的點線關係

了解該臉書使用者分享的文章，可以點選臉書使用者名稱一覽該使用者所分享的粉絲專頁文章的標題。臉書使用者 C 傾

向於分享中國天津氣爆事件的相關文章，而使用者 L 則傾向於分享臺灣財經、產業相關的新聞文章，我們可透過這些訊

息快速了解積極分享者分享的文章議題，進而探討積極分享者對於特定議題文章的偏好程度。 

  

4.2.2 單一事件觀察(以 2015 年 11月巴黎襲擊事件為例) 

我們以 2015 年 11 月巴黎恐怖攻擊襲擊事件作為案例，呈現 Shareflow 可從中發掘到的粉絲專頁的文章留言資訊，

該事件發生於 2015 年 11月 13 日，我們抓取日期設定為 13 日到 16日之間，其中因為 CNN 以及 BBC每天發佈的文章數量

龐大，即使只取整體資料中的百分之一的資料顯示，目前的圖形仍然無法容納，因此 CNN 以及 BCC 的抓取資料日期改為

13 日到 15日之間；我們針對該期間國外知名媒體粉絲專頁的文章上的留言訊息作討論，如圖八所示，以五個國外媒體粉

絲專頁為觀察對象，由左而右依序是 CNN、BBC News(BBC)、Reuters(路透社)、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華爾街日報)

以及 Agence France Presse (法新社)，在積極者留言情形圖下方為該研究對象的名稱、抓取的時間區間、期間內在粉絲

專頁上留言的臉書使用者總數以及積極留言者數量，我們可以透過圖形的整體樣貌粗估該粉絲專頁的規模、影響力，像

是在這五個粉絲專頁中，CNN 和 BCC的積極留言者數量明顯大於其他三個粉絲專頁，進而推斷出該粉絲專頁的粉絲在社群

平台上的活躍程度。 

 



 

圖七、在使用者前側中的三種不同的視覺化呈現。(a)Shareflow。(b)Cluster Dendrogram。(c)Treemap。 

 

 

圖八、使用 Shareflow 所呈現國際新聞媒體中積極評論者的視覺化呈現。每個視覺化示意圖下方均示意粉絲專頁名稱、

所有積極評論者的數量和積極使用者的數量。 

 

4.3 Pilot study 

使用者測試的簡易流程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第一階段為 Shareflow 的介紹，簡述本研究之目的、所處理的資料

意義以及圖形大致的佈局、功能介紹，除此之外，也會針對群聚樹狀圖和 Treemap的佈局進行說明，確認受測者沒問題

後則開始進行第二階段。 

 

 積極分享者佈局 

Q1. 所有文章中分享數最多的文章？ 

Q2. 總共有幾位積極分享者？ 

Q3. 積極分享次數最多次的使用者是誰？ 

Q4. 積極分享次數最多次使用者的分享文章篇數？ 

 積極留言者佈局 

Q5. 積極留言者中按讚數最多的留言？ 

Q6. 總共有幾位積極留言者？ 

Q7. 積極留言次數最多次的使用者是誰？ 

Q8. 積極留言次數最多次使用者的留言篇數？ 

 

 單一文章分享路徑佈局 

Q9. 該篇文章的最長的分享深度？ 

Q10. 該篇文章的分享過程有幾位意見領袖參與？ 

Q11. 該篇文章中影響力最大的意見領袖是誰？ 

Q12. 受意見領袖 A 的影響的臉書使用者有幾位？ 

 積極活動者佈局比較 

Q13. 所有文章中分享數最多的文章？ 

Q14. 總共有幾位積極分享者？ 

Q15. 積極分享次數最多次的使用者是誰？ 

Q16. 積極分享次數最多次使用者的分享文章篇數？ 

Q17. 整體美觀性：三種佈局的外觀 

Q18. 整體可讀性：三種佈局所提供資訊易讀程度 

表一、使用者前側中的問卷內容 



 

圖九、受測者針對問卷第一題至第八題的答題情形。 

第二階段為受測者實際操作階段，請受測者根據問題(Q1~Q12)的需求進行實際操作，並且在操作過程中在問卷上

寫上答案，實驗提問的主題依序為積極分享者、積極留言者和單一文章分享路徑佈局，此外，根據佈局的不同各自進行

三次實驗，其中群聚樹狀圖以及 Treemap 沒有提供單一文章分享路徑相關的資料，因此該兩佈局只詢問積極分享者和積

極留言者的相關問題。 

 

使用者初步測試目前參加人數為 8位，皆為政治大學學生，關於積極分享者和積極留言者的問題(Q1~Q8)正確率，其

結果如圖九，其中差異較大的部分是 Q3，在 Treemap 的佈局下，受測者較不易以區塊的數量判斷出積極分享者的影響程

度，而群聚樹狀圖和我們的佈局的正確率相似；三種佈局整體上正確率偏高，尤其是關於積極留言者的問題(Q5~Q8)，原

因是該案例的留言資料量過少，以致受測者在三種佈局皆易於發掘，較無法看出三種佈局的差異。 

 

 

圖十、使用者針對三種不同視覺化工具的偏好程度。 

 

圖十一、受測者針對問卷第九題至第十二題的答題情形。 

接著是三種佈局的整體評估，請受測者根據操作過程中的問題再加上整體的評估，從三種佈局選擇出最適合解決該

問題的佈局，在問卷上填寫其佈局的代號(Q13~Q18)，其整體評估結果如圖十，大部分評估問題，我們的佈局皆較具優勢，

其中，關於尋找所有文章中分享次數最多的文章(Q13)問題 Treemap 佈局較具優勢，初步推斷原因是 Treemap以面積的方

式顯示其分享次數，在佈局上有較大的空間呈現該方面的特性。 

最後是單一文章分享路徑佈局的評估，圖十一顯示問題(Q9~Q12)的正確率，其結果顯示受測者在辨識路徑的深度

(Q9)和受意見領袖影響的使用者數量(Q12)上有較高的正確率，而在意見領袖的數量上正確率只有 57.14%，原因是部分

受測者忽略了原創者(粉絲專頁)本身也屬於意見領袖。 

 

4.4 User study 

以線上問卷的形式測試，除了讓受測者比較不同積極活動者的佈局間的差異性，也在單一篇文章分享路徑的視覺化

上新增不同的風格比較，以及將使用者作答所花費的時間個別記錄下來，測試方式為讓受測者根據三種不同的佈局進行

個別操作以及答題，測試主要分成四個部分，前兩部分是針對粉絲專頁視覺化的測驗，其比較對象同初測，後兩部分則是

針對單一篇文章分享路徑視覺化的測驗與評估。 



 

圖十二、分享路徑視覺化的三種風格比較。(a)無變化風格，邊線顏色和寬度無變化，邊線透明度為 1。(b)單色漸層風

格，邊線顏色隨階層變化(由白色轉變至藍色)，邊線寬度隨方向性變化(由寬至窄)，邊線透明度為 0.7。(c)多色漸層風

格，邊線顏色隨階層變化(順序為紅、黃、綠、藍)，邊線寬度隨方向性變化(由寬至窄)，邊線透明度為 0.7。 

 

本次使用者測試的受測者有 30 位，其中 20 位是男性，10 位是女性，在研究領域方面，其中有 23 位為資訊工程領

域人士，2 位為新聞傳播領域人士，1 位是兩個領域皆有涉略，4 位是兩個領域皆無接觸，年齡範圍從 21 歲至 31 歲；以

下針對其測驗結果討論，首先，我們想要了解不同佈局的圖形所呈現的資訊差異，測試受測者對圖形是否能正確解讀以

及花費的時間，其測試作法為，請使用者找出圖形中最具有指標性的特徵，讓使用者透過互動操作圖形找到答案，這一部

分 30 位的受測者的答案皆為正確，而有差異性的地方在於操作過程中所花費的時間。第二部分是使用者議題的可讀性的

測試，請使用者從圖形中尋找問題指定的使用者，並且觀察該使用者所涉及的文章，進一步推測該使用者議題選擇上的

偏好，其測試結果如圖十三，可觀察出受測者對使用者議題的解讀相當一致，三種佈局皆能顯示出使用者議題的傾向。 

 

圖十三、針對三種不同視覺化工具對使用者在不同議題貼

文的可讀性。 

 

圖十四、三種不同顏色佈局的訊息傳播路徑階層。 

第三部分是分享路徑的階層性測試，圖形以三種不同風格的方法呈現資料，如圖七，無變化風格是初始的階層化邊

線綑綁方法所採用的方式，在邊線的顏色、寬度以及透明度上無變化，單色漸層風格和多色漸層風格則根據分享階層的

深度，其邊線顏色、寬度會隨著階層數變化，此部分的測試結果如圖十二，三種佈局能成功表示初階層層級的比例皆有七

成以上，其中又以單色漸層風格效果最佳，而無變化風格基於沒有顏色漸層以及寬度變化，在階層層級的表現上較沒有

另外擁有顏色漸層的兩種風格好。 

最後一部分是分享路徑視覺化三種不同風格的整體評估，首先在整體美觀方面的測試結果，如圖十五所示，顏色漸

層有助於不同的階層的辨識，而階層的產生原因即是來自意見領袖，因此受測者仍能透過不同顏色來判別不同的意見領

袖。因此，我們透過使用者測試的結果得知，顏色漸層變化以及線條寬度有助於表達圖形的方向性以及層次性。 



 

圖十五、針對不同顏色對整體佈局的影響分析。 

 

4.5 Limitation 

目前視覺化工具所能呈現的資料規模有限，當資料規模過大時會導致無法在瀏覽器上有效呈現該筆資料視覺化。其

中可能原因有：查詢的時間區間過長、粉絲專頁發布的文章數量過多以及臉書使用者在粉絲專頁上的互動次數頻繁。經

實際測試圖形所能顯示的最大數量約為 2500個資料點(即外圍的文章節點數量)，該次測試對象為 CNN，時間區間為 5天，

共 225位積極留言者以及 2517 篇文章。 

隨著臉書 2.0改版，基於保護個人隱私關係，臉書使用者從粉絲專頁分享後的文章屬於個人資料，因此 Graph API

不再提供分享後文章的細部資料，因此，在積極分享者的模式下，圓環外圍的文章來源指的是粉絲專頁所發佈的文章，而

非積極分享者分享後的文章。 

當觀察的粉絲專頁規模大、發佈文章的頻率高加上查詢的時間區間長的時候，容易使資料量規模過大，在圖形佈局

空間有限的情形下，容易使圖形上的臉書使用者文字、文章節點產生重疊。 

5. Conclusion and future work 

本研究針對社群使用者在社群網路上的文章互動情形做整理與分析，提出一種針對社群使用者在臉書(Facebook)文

章互動的視覺化，首先以單一篇文章為觀察對象，藉由分享者與意見領袖之間的關係，以意見領袖為核心建立具有階層

式的關係結構，以階層式邊線捆綁佈局呈現，顯示出該篇文章的分享行為活動情形，藉由著色分類、互動等機制幫助使用

者發掘促使訊息擴散的意見領袖。 

本研究提供三種模式呈現：粉絲專頁視覺化、積極分享者、積極留言者，整合 Graph API 所取得的多篇文章資料，

分析並定義出積極分享者以及積極留言者，篩選後繪製呈現積極活動的社群使用者群以及他們所關心的文章議題，使用

者可從粉絲專頁的佈局提示中，發掘具有間接分享行為之文章，再進一步到單一篇文章視覺化進行探索；本研究藉由視

覺化幫助使用者以廣度、深度層面觀察資料，廣度層面為期間內該社群網路中積極活動的社群使用者以及相關熱門的議

題，深度層面為呈現文章的分享傳播路徑，以助於了解社群網路上促使訊息擴散之關鍵人物以及其影響後續擴散的程度。 

社群使用者的互動的時間資訊對於社群活動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參考指標，針對社群網路活動視覺化之研究如

Google+Ripples[1]、Whisper[3]以及 WeiboEvents[4]等都有提供時間軸顯示事件的發生之先後順序，呈現社群網路活動

在時序上的長期變化，本研究目前只提供即時性的資料，沒有針對某特定對象進行定時的資料蒐集，未來針對時序性的

資料進行蒐集，呈現出使用者在社群平台上之互動行為在時間上的變化。  

目前 Shareflow 能呈現的資料規模有限，當查詢的粉絲專頁的文章互動資料過大、發佈文章的頻率高以及查詢的時

間區間過長，受限於圖形的佈局空間大小，容易造成視覺混亂現象，因此希望能針對圖形的佈局以圓環向外延展，增加原

有圖形的階層，以提供更大的佈局空間。 

目前研究的目的是以單一個粉絲專頁為對象，透過期間內臉書使用者的社群活動(分享、留言)次數，找出其中積極

活躍的人以及他們所偏好的文章議題，但是，如果臉書使用者對某一領域有興趣，可能不會只在一個粉絲專頁進行社群

活動，我們希望能觀察相同性質的粉絲專頁的比較下，找出其中共同的臉書使用者們之比例，以及這些臉書使用者們各



自所偏好的議題；因此研究未來希望從單一粉絲專頁的等級擴展到多個粉絲專頁，允許使用者輸入多個粉絲專頁查詢，

顯示出在這些粉絲專頁中，都有進行社群行為的共同臉書使用者群，以利進行層面更廣的社群網路活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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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差旅心得報告 

 

一、參加會議經過 

ACM SIGGRAPH ASIA 2016(第九屆亞洲電腦圖學和互動技術會議及展覽)是對於電腦圖學以及

相關互動技術的研究員及產業人員最為關注的國際會議之一。除了在美國每年舉辦的會議和展覽

外，自從 2008 年起，在太平洋也開始每年年底舉辦 SIGGRAPH ASIA 年會，同樣吸引全球電腦圖

學相關的學者和廠商熱烈參與。 

本次會議舉辦地點在澳門威尼斯人飯店的會議廳，會議、工作坊和課程分別在 12 月 05-08 有多

個不一樣的議程進行，並且於隔日開始，一連三天由廠商擺設攤位，發表與分享科技產品。而會

議主題由 technical paper, technical briefs, posters, symposium on education, symposium on mobile 

graphics and interactive applications, symposium on visualization, art gallery, emerging technologies, 

computer animation festival, courses, feature sessions, key events, keynote, VR showcase, workshops and 

exhibition 這幾個議程所組成，有 60 多個國家參與，近 6000 名學術界學者與業界專家齊聚於此亞

洲電腦圖學盛事。今年很榮幸透過科技部補助以及代表國立政治大學科技部計畫- 3D 列印於中小

學教育的創新應用與關鍵軟體技術開發以 A Detachable Mortise-Tenon Structure in 3D Cubic Style 

Modeling System 為主題參與 poster 議程，並於會議中與產學研專家交流。 

 

二、與會心得 

今年的 keynote speech 非常特別，針對虛擬實境的議題邀請兩位講者，由 Google VR 的資深主

管工程師 Paul Debevec 由 rendering 的角度講述在電影、遊戲中的前沿技術，以及由 Facebook 擔任

工程部主管的 Brian Cabral 由環場影像取像角度介紹 facebook 的開放硬體計劃，兩位演講者都對於

即時影像處理及相關的互動技術有深入的研究和豐富的經驗。Paul 從 2011 的 Final Fantasy: the 

Spirits Within 開始陸續對於人臉相片寫真動畫有相關的研究，並且探討如何讓動畫中的人臉寫真繪

圖技術看起來栩栩如生。其中也透過光場的掃瞄系統和演員的動態捕捉合成動畫技術，進而開發

出一套以 light stage 為基礎的即時掃描演員動態並合併進動畫中的系統，讓電腦動畫和真人互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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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寫實的結合。Brian 的團隊約在一年前左右，構思了用於開源分享的環場攝影機，並且發布了一

些環場影像規範。經由他們的努力，facebook 的環場攝影機總共整合開發超過 20 種以上的計算攝

影演算法，且透過傳感技術使得它們的環場攝影機具備移動性。 

在 SIGGRAPH ASIA 中有許多 course 與 education program 會請到專業領域人士來上課，可以學

到非常多實用的技能與知識。其中一場利用手機相機截取人像，並且即時做出影像編輯。而且該

軟體已有非常多的使用者在使用，它將會擴張更多的使用介面，可能會有更多好用的濾鏡、編輯

功能、風格化以及 AR/VR 上的應用，算是一個手機軟體的概述，教學內容還算清楚，但較少提及

他們所使用的演算法和更深入的技術。另外一場工作坊教授 3D 掃描以及大範圍場景在 VR 中的定

位技術及其它應用，講師主要介紹了一些 3D 掃描的基本原理和目前最新的技術和設備，而且解釋

了在 VR 的世界中要做到大規模的空間定位是一個難題，其困難不只有軟體面還包括整個 VR 系

統，並提及了一些可行辦法，最後也展示了一些 VR/AR 的應用：數位遺產、數位博物館、數位試

衣系統等，這場演講的視覺效果頗為豐富，看到很多有趣的應用。 

今年有一個特別的協同平行議程 Symposium on Visualization 包含兩場演講和六場論文議程，突

顯視覺化議題的重要性，也與本計劃密切相關。透過視覺化技術強化敘事與表達能力是個重要研

究方向，香港科技大學的 Animated Narrative Visualization for Video Clickstream Data，針對線上影片

的點擊資訊，設計一套整合四種視覺圖表的動態視覺化方式，並透過非線性的映射突顯使用者感

興趣的時間區塊。另外，KAIST 的 HoloStation，提出 augmented presentation 的概念，藉以在虛擬

空間的視覺化展示做為真實空間講者的協助與擴充，並針對不同互動的情境做出概念設計。 

   在 poster session 中，本次發表海報的型式、模型列印件和與會者互動。我們的主題是藉由提供

實例教材和方法，讓使用者能輕鬆在積木風格為主的三維模型系統中建立卡榫關節，使用的系統

主要是從 2015 年我們團隊所提出的積木風格建模系統這篇 poster 中，於小學推廣時，實際利用拆

解積木模型的關節，並透過設計卡榫讓積木模型兼具多樣化姿勢和其特殊組合性，反觀傳統一體

化的模型列印而更添創意和樂趣。在會場有接觸一些使用者，了解到真實的回饋以及建議，以方

便未來做程式的更新與修改。在兩天的 poster session 交流過程中，參訪者對於此軟體於中小學生

的 3D 教育表示認同，並且對於孩童藉由此軟體學習 3D 建模及增加卡榫和關節能引發創意表示贊

同，也建議本軟體可以做更深入的推廣，除了針對台灣的中小學生之外，亦可考量各國的年幼使

用者。後續也希望將建模的協同互動情形，加以記錄分析，以視覺化工具呈現。 

除了議程之外，交流討論也是參與會議最重要的收獲。除了大會舉辦的晚宴之外，SIGGRAPH 

Taipei chapter 也舉辦了 Taipei reunion，與旅外的華人學者一同聚餐分享研究的心得。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A Detachable Mortise-Tenon Structure in 3D Cubic Style Model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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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fabrication has spread out fast over the world, numerous users and makers are eager 

to design 3D models and fabricate them as well. However, there are few projects which 

are designed for people who have no prior knowledge about 3D modeling and fabrications. 

Some projects, like cubic modeling system [Hu et al. 2015], proposed an intuitive 

sketch-based system for an easy-use modeling. Due to our experiences of teaching 3D 

modeling to the teenagers, a regular demand is to create a detachable model from multiple 

components. In this study, we segment a 3D cubic style model into components with a 

simple sketch stroke, and develop an interface to design the mortise-tenon structure that 

suggest users the compatible combinations. Consequently, our system enables users to 

generate the convenient and detachable mortise-tenon objects which are possible to 

perform different poses by detaching the mortise-tenon pairs. 

  

四、建議 

首先，感謝科技部的補助，使得這次會議順利成行，並可帶領研究生參與國際頂尖的會議，

藉由會議的參與可以直接聆聽到國外專家學者的研究報告，並有機會和國外學者互動。這次會議

中，可看出隨著資料分析的需求，視覺化的技術與研究越來越受重視。另外，因為今年頭戴式 VR

設備技術漸趨成熟，帶來相關的應用與研究機會，特別是在環場影像上，標準制定與背後相關的

縫補，合成、壓縮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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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差旅心得報告 

 

一、參加會議經過 

ACM IMCOM 第十一屆普及資訊管理和通訊技術會議是對於資料處理管理以及網路通訊技術

等相關的學者和研究員所關注的國際會議之一。這個會議的核心思想是有鑑於現代資訊科技主要

由三個技術分野：半導體技術、網路通訊技術和資訊處理軟體技術；在這過去二十年中，這三個

技術不斷與時並進且趨同取得巨大的進展，而使得我們更加接近資訊社會的長期夢想，任何人都

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廉價的獲得所有人類知識並互相交流。然而，於第二次會議的開發了

一個論壇，使其可以讓任何人在其中交流想法和資訊並培養合作研究的機會，也促進亞太地區關

鍵技術的溫床和研究人員之間的深度交流，以此達成普及計算和應用環境的資訊處理和網路通訊

技術等的夢想。 

本次會議舉辦地點在日本九州大分縣的別府市，選擇此會議地點緣由據大會方所述，希望參與

者不僅可以參與會議交流，也可以在閒暇之餘在此溫泉鄉中享受泡湯的樂趣。會議主要有三天，

分別在 01 月 05-07 舉行多個 paper session 和 poster session 等，此會議主要有兩大主題：資訊處理

管理和網路通訊，而在這兩大主題下又囊括了許多的小主題，其中本次會議主要由以下這些小主

題構成： 

- Ad-Hoc Networks 

- Carrier Networks 

- Networking/Telecommunications 

- Wired and Wireless 

- Cloud Computing 

- Interaction Systems 

- Network Softwarization 

- Security 

- Authentication 

- Social Analytics 

- E-Learning 

- Social Intelligence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Computer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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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 Machine Learning 

- Interactive Computing 

- Potpourri 

-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 Performance, Algorithm and Measurement 

今年很榮幸代表國立政治大學科技部計畫- 應用於社群網路訊息傳播的階層式時序資料的視覺化技

術以 TopicWave: Visual Exploration for Topics with Hierarchical Time-varying Data 為主題參與 Social 

Intelligence 議程，並於會議中與產學研專家交流，會議參與經驗可以幫助計畫研究之執行。 

二、與會心得 

IMCOM 請了 Prof. Hiroyuki Kitagawa, Prof. Dong-Hee Shin 和 Prof. Jin Woo Kim 等三位學者來

演講。Prof. Hiroyuki Kitagawa 以真實世界中的大數據蒐集和分析熱門議題的研究和挑戰為題進行

演講，由於大數據技術對於人類的活動和社會各個層面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更甚之還會改變社會，

而這個契機成為他們研究的主要動力，因此近年來在日本已經有許多研究和開發項目在推動大數

據分析並應用於真實社會中。兩年前左右他的團隊針對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和科技等層面進

行研究和開發，取得的成果也非常豐碩。其中藉由分析而得到了大數據的幾個 V 特徵：Volume(容

量), Variety(多樣性), Velocity(速度), Veracity(真實性) and Value(價值)，並在最後呈現他們團隊在多

樣性和速度的問題上取得很大的改善。Prof. Dong-Hee Shin 以使用者網路體驗品質為基礎的的適應

性模型為題，其中由於近年來在網路服務指數增長而使得探討使用者對於使用網路功能並期待改

善的指標越來越重要，而這個指標又以體驗品質為適應性的數據變成是一個代表性的指標數據。

他的研究考察了使用者體驗和網路服務之間的關係並開發了以個人資訊為體驗依據的理論模型，

依照使用者的族群分析並觀察可以特徵化服務量表並給予主觀評價，並且也展示了他們的模型可

以套用在穿戴式設計的使用者上進行研究和分析。Prof. Jin Woo Kim 以數位夥伴：結合 HCI 和 AI

的生命伴侶為題，在過去，我們的生活周遭有許多人類同輩陪伴我們、跟我們分享活動、也結合

了很多社會關係並且對我們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夥伴的不只有侷限在夫妻、兄弟姊妹以及老朋

友們。然而，由於許多文化和經濟因素，人類同伴變得不太可靠。而缺發生活伴侶的社會問題而

出現了許多抑鬱症和自殺現象。為了彌補缺乏人類伴侶的缺陷，提出了用數位夥伴例如他們團隊

開發的兩套機器人 Pepper 和 Jibo，而他們的概念模型包括七種核心技術並結合 HCI 和 AI 等應用，

並且以影片介紹未來數位伴侶的可能性。 

在 ACM IMCOM 2017 中，參加 Computer Vision 這個 paper session，此 session 共有四篇論文。

Lumen Boundary Detection in IVUS Medical Imaging using Structured Element 中，由於臨床醫生無法

清楚檢測動脈疾病的醫學成像，因此使用了 OTSU 閾值、型態運算和經驗閾值在 IVUS 檢測的影像

中自動分割的方法而有效的檢測動脈內的影像，並且參照其他相似的醫學影像分析方法，他們的

方法能得到清晰檢測動脈疾病的影像。Real-time Background Subtraction Based on GPGPU for 

High-Resolution Video Surveillance 中，在自動影像監控的需求量增加，為使監控攝影機能自動檢測

和防止危險發生，其中的影像分析相對的重要，此研究提出了一種對光照變化和陰影面積計算的

背景模型，能應用於高解析的影像而實作 GPU 運算，其結果在 NVIDIA GTX 660 上的表現能達到

228.2FPS。Syntactic Pattern Recognition of Car Driving Behavior Detection 中，基於汽車駕駛人的視

線資料而組成的駕駛數據、行車速度、方向盤角度和信號指示等訊息去分析駕駛行為而改善自動

駕駛的安全性，此模型的辨識率平均為 84.3%，而能給予足夠的時間警示駕駛前方道路是否有任何

的危險。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Easily Fold-able Processes for Computer-aided Orig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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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了一個摺紙教學內容建構的方法，該系統提出了記錄折疊過程的指令模型，簡化並最佳

化摺疊步驟和圖示，標準化各種摺紙創作者複雜的操作步驟，也對使用者提示了預摺痕的操作，

最後，在系統中也提供教學數據的累積和編輯系統，方便教學者能提供更省時更易理解的摺紙教

學方法。此 session 主要以影像辨識和演算法為主，而最後這篇摺紙的論文也得到了最佳論文獎，

可見他對於分析問題、演算法計算和結果呈現都非常到位，因此是一個很值得校仿的對象。 

   在 poster session 中，以海報的型式、視覺化網頁和與會者互動。我們的主題是藉由提供視覺化

工具讓使用者可以選擇有興趣的FB貼文進行分析並在網頁上利用圖像產生留言者和回應者之間互

動情形。視覺化工具透過結合 ThemeRiver Graph(時變資料視覺化)與 Sunburst(階層資料視覺化)，

將一篇貼文上的評論結果呈現出來。使用者可以很清楚又快速地瀏覽一篇貼文之評論情形概況，

立即發掘評論情形其中獲得顯著聲量之評論意見領袖，其評論內容與回覆者所形成之議題探討，

並探討評論情形中在不同時間點造成何項議題開始被廣泛討論，藉此達到觀察一篇貼文之評論

中，各種意見之勢力消長情形。使用者也可藉由直覺式互動功能在與時變資料視覺化互動時觀察

階層資料視覺化所對應的變化，呈現將兩種不同視覺化合而為一的結果。此種視覺化工具對於傳

播或其他相關研究者可以分析相關大事件發生的各種因素和社會現象，可以從中掌握一些關鍵的

因素。根據部分參訪者互相交流的過程中，對於此主題較有興趣的使用者，以資料分析和情報處

理相關的學者為主，其主要建議為增加部分提示讓圖形視覺化可以更為直覺且易讀。 

   在 Social Intelligence 中，總共有八篇論文以 poster demo 的方式呈現，除了我們呈現的圖像視覺

化技術外，其他的論文都主要以分析網路或是資訊社群間的訊息內容，也有透過取得實際行為資

料再做資料分析和處理。A Trajectory Analysis System for Social Media Contents using AsterixDB 中，

使用 AsterixDB 反映於即時處理大量社群媒體內容的特徵，此社群媒體內容軌跡分析系統根據他們

的實驗可以有效的提取關鍵字的軌跡。Internet of Family: Increasing Social Presence of Family 

Members via Sharing Ambient IoT Usage Data 中，此研究設計一個分析家庭關係和社會存在的結

構，透過他們所開發的 Starry-Starry 系統定性研究家庭成員如何和他們的系統產生互動，而得到社

會存在、自我反省、聚會缺席和好奇心等有趣的行為，因此表明潛在的家居元素需要有社會認同

和信息抽象且該系統有成為未來居家智能系統的可能性。Design of a Trivia Game for Traveling and 

Domestic Enjoyment in Japan 中，設計了一個日本旅遊和美食的遊戲，可以推薦使用者一些旅遊景

點和日本美食地圖，主要透過半自動生成四個菜餚選項和維基百科連結提供給使用者選擇，讓使

用者依其喜好在日本使用維基百科和網路資源推薦來享受旅遊和美食。Information Diffusion on 

Facebook: A Case Study of the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in Taiwan 中，提出在社交網站上的許多

訊息是被隱含的，而使用 FB 的粉絲專頁收集公開數據用來分析太陽花事件的訊息傳播，可透過這

些收集的訊息分析這些使用者對於這個社會事件的反應行為。Identifying Major Contents among Web 

Pages with Search Engine Suggests by Modeling Topics 中，解決了網路搜尋引擎建議相似內文關鍵字

而不相關網頁的問題，其方法是透過參數化搜尋引擎建議頻率和文檔相似的程度進行評估，也透

過人工標記的數據進行評估，而能有效過濾掉大量不相關的網頁。 Effectively Mining 

Time-Constrained Sequential Patterns of Smartphone Application Usage 中，分析智慧型手機使用者的

操作行為模式，從其序列模式找到相鄰兩個應用程式之間最大的間隔時間，並計算出使用者最大

滿足於該應用程式的時間和使用順序，充分了解使用者在使用應用程式上的行為模式。A Method of 

Collecting Know-How Knowledge based on Question-Answer Examples and Search Engine Suggests

中，從問答網站和網路資源撈取一個混和檢索有用訊息的技術，主要可以自動化生成一組知識問

題的框架，撈取有用的訊息或提供感興趣類別的問題，提供給使用者一個多數網路資源認知為正

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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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opicWave: Visual Exploration for Topics with Hierarchical Time-Varying Data 

 

Opinion leaders have great influence in social networks. When influential events occur, 

experts may be concerned with the opinion flow of the event from social networks. 

Therefore, the trend of events during a time interval should be explored using a specific 

visualization tool. However, designing an intuitive and interactive visualization tool from 

a time-varying data is still a challenge. For example, major topics are commonly edited by 

opinion leaders on social networks, and people attracted by opinion leaders join the 

discussion by commenting on the post. This process is involved in hierarchical level 

commentary, which increases/decreases in volume with time. Nevertheless, exploring 

commentary properties using traditional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is also a challenge for 

user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TopicWave, a visualization tool that combines 

ThemeRiver Graph (time-varying visualization) and Sunburst (hierarchical data 

visualization) to visualize the trend of comments on a post in Facebook. TopicWave can 

also clearly present hierarchy and time-varying trend of comments on a Facebook fan page 

and provide an intuitive and interactive visualiz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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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首先感謝國立政治大學科技部計畫-應用於社群網路訊息傳播的階層式時序資料的視覺化技術

的補助，使得這次會議順利成行，藉由會議的參與可以直接聆聽到國外專家學者的研究報告，並

有機會和國外學者互動。這次會議中，投稿的是技術論文，然而主辦單位卻因為議程時間安排的

關係，將會議中部份論文以 poster session 的方式進行呈現，且會議的使用空間相當有限，只有兩

間會議室和一間會議廳，每間會議室能容納的座位頂多 40-50 人，而會議廳也大約只能坐兩百人，

利用報到櫃檯前的空間當作 poster session 的場地和 café break 的時間同時進行，空間是比較狹小較

難一次對多人解釋，聲音干擾嚴重。不過我們的海報除了閱讀簡易且還提供互動介面讓使用者體

驗，所以使用者的評價都非常好，印象中有一位學者建議可以在時間軸上多加一些資訊，會給予

使用者更多動機去和這個視覺化工具互動。 

此外，這次有碰到資料處理相關的研究學者，互相交流了一些心得，雖然這個會議和資訊視覺

化沒那麼有關係，但是聽到一些有趣的資料分析和處理資料的演算法，這些學習和交流對於開拓

研究視野有很大的幫助，今後將以此動力積極投入研究並發表paper的方式參與視覺化相關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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