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助旅遊網站的建置實踐自定行程的規則萃取
林青峰*

楊亨利**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教授**

摘要
隨著日益進步的社會與經濟環境，人們越來越開始重視休閒活動。
在以往旅遊資訊較難取得的時候，人們對於如此資訊的需求，往往得
求助於朋友、書籍或是旅行業者。這個資訊不對稱的狀況，隨著 Internet
的發展，已經有了明顯的改變。自助旅遊隨著資訊的透明化與旅遊網
站的興起，變得有更多人樂於去嘗試了。本研究探討如何建置起一個
能夠提供安排自助旅遊資訊的網站，進而討論如何從獲得的自定行程
資料中找出一些固定的模式或隱藏於其內的規則。這些模式與規則，
可進而幫助經營者提供更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客製化服務。
關鍵詞：Data Mining、Data Mining、自定行程、自助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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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 92/03/04 的資料，民國 91 年至國家風景區旅遊
的民眾超過了 1860 萬人次，這樣的數據較 90 年同期增加了 23%。由
國民家庭消費支出結構看來，娛樂教育與文化支出，也由 1985 年的
9.5%左右增加到 2002 年的 13.3%。這些資料都說明了，隨著社會與經
濟環境的日益進步，有越來越多的人重視娛樂與休閒活動。
根據國內自助旅遊推廣者陳德民(1987)所下的定義，自助旅行就是
從開始計畫行程到經歷整個旅行過程，一直到旅行結束，完全由自己
設計、調配、掌握和實行。想要實行這類的自助旅行，必需先擁有旅
行目的地的詳細資訊。這種關鍵性的資訊，以往的旅行者會求助於對
目的地熟悉的友人、尋找相關書籍資料或是詢問旅行社。隨著 Internet
的發展，自助旅行的資訊在網路上比比皆是，對於旅行者而言，藉由
網路得到旅遊資訊，較舊有的方式來得方便而且經濟。
以目前運作中的旅行網站看來，可以將其分為三類。絕大多數的網
站是由旅遊業者(包含旅行社、飯店業者、民宿、娛樂公司或是如 Eztravel
易遊網類型的旅遊入口網站業者)所經營的商業網站，對於旅行者所提
供的資訊服務，是較單純的「建議行程」或是建議行程的收集，由於
有經營上的考量，各家所提出的建議之中在大同中還藏著小異，如此
一來，過多類似的資訊，往往會造成使用者失去決定的焦點。另一種
較中立的是由旅遊者所建立的情報交換市集。這類旅遊網站是以情報
交換為核心的，主要的經營者可能是因為興趣建立起這個網站，這類
網站的參考價值在於它鎖定討論的區域以及參與討論(問／答)的質與
量。這種網站雖然會有一些較中立的心得分享，但是隱藏於內的旅遊
業者可能會影響到旅行者的決定。最後一種有關旅遊資訊的網站，是
政府觀光局或是公園管理處等政府機構所提供的官方網站，這類網站
會提供較豐富的交通與旅遊資訊。對於行程安排方面，也有「建議行
程」的做法，在規模上雖然較完整，但是因為並未提供關鍵的周邊資
訊，還是無法有效的提供旅行者達到自助規劃行程的目的。
上述的情形說明了，日益增加的自助旅行者雖然因為 Internet 的發
展而得利，但是也遭遇到了資訊過於散亂的窘境。另一方面，從業者
的角度看來，業者也同樣遭遇到一些困難，面對旅行者漸漸採用自助
旅行的方式，旅遊業者更需要了解自助旅行者的行為，進而用以改變
其經營方式或路線，獲得更高的經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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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試著提出專為為自助旅行者打造的一個
旅遊網站模式，這個模式一方面能夠提供旅行者旅遊資訊來協助其進
行自訂行程、交通與住宿的安排，補足現有網站的能力；另一方面經
由對行程資料做旅遊計劃的資料挖掘，找出旅行者在自助旅行排程的
行為模式。旅遊業者可應用找出的規則進行經營方式的改變，而網站
經營者則可使用找出的規則進而提供更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服務。

文獻探討
1.旅遊網站的相關研究
電子旅遊網站的建立是實務界應用 Internet 一個重要領域。近些年
國內的旅遊網站如雨後春筍般不斷增多，而國外的旅遊網站也曾幾次
的進軍台灣，這顯示旅遊業在國內是有發展潛力的。近些年國內對於
旅遊網站相關的研究討論也有慢慢增加的趨勢。
1.旅遊網站的定義
旅遊網站是指透過網際網路，以遊程籌劃、遊程管理、遊程資訊提
供等方式，幫助消費者找出不同類型的直接產品提供者，使消費者直
接獲取資訊，以及比較分析，並做出購買決策的機構或業者(陳瑞麟，
2000)。
2.如何建置一個成功的旅遊網站
對於如何建立起成功的旅遊網站，學者們也提出了許多的討論。黃
文生以分析在網際網路上旅遊的動機與消費行為的改變為出發，且運
用市場區隔的方式，建議旅遊網站應以單一地理區域及自助旅行做為
進入策略。(黃文生，1998)另一方面，吳志伶則是提出旅遊網站經營
六個關鍵的成功要素，分別是「低廉的大眾化商品」、「經營體驗型商
品的專業知識」、「早期進入者」、「先進的科技能力」、「多元化的產品
和服務」與「好的行銷策略」(吳志伶，2001)他並認為網站經營者應建
立起一個整合平台，提供一個由消費者百分之百由自行決定行程、團
費，成為一個同時具有自由行的彈性以及體驗型商品經營能力的銷售
空間。(吳志伶，2001)陳帝仰則是主張網站經營者如依次加強金流、優
良商店標章、資訊流及安全性，將可有效的幫助業者取得較大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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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間接效益。(陳帝仰，2003)
蘇惠捷在其對於自助旅行網站的討論中歸納出自助旅遊者所重視
的內容與功能分別為為旅遊地的基本資料、旅遊地的進階資料、網站
的功能與網站的經營四大類。而他也指出國內目前的旅遊網站總體而
言是偏重於網站的功能與網站的經營兩大部分，對於資料的提供仍稍
嫌不足。(蘇惠捷，2002)
3.旅行網站的經營方法
在過去的文獻中，以討論旅行網站的商業經營方法最多，大概可區
分為兩類，一類是針對於網站行銷方式加以討論的，例如：旅行社網
際網路之行銷策略研究(陳姿雯，2000)、旅行業者對網路行銷績效認
知之研究(黃正一，2001)。另一類則是針對旅行網站中的客戶關係來
做討論，例如：網站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度關聯性之探討 -以專業旅
遊網站為例(黃忠國，2003)、旅遊網站前端功能與電子化顧客關係管
理績效之關係研究(陳帝仰，2003)。

2. Data Mining
隨著資料收集科技與網路技術的進展，大量使用者所產生的資料被
公司或組織有效率的收集起來。但是面對如此巨大的資料量，組織往
往無法分析，或是僅能做粗淺的統計資料計算。這樣的現象引發了近
年來 Data Mining 這個領域的發展。
資料掘取(Data Mining)或被稱為資料庫裏的知識發現(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KDD)是將隱性的、顯然還不知道且具有有用潛
力的資訊經由一種不簡單(Nontrivial)的方式由資料中萃取出來的過
程。而這個知識發掘的過程，會隨著資料庫數量的成長而達到超越人
類處理能力的地步。(Frawley et al., 1991)
Data Mining 領域在九十年代興起，對於所能取得的規則和作法有許
多精彩的討論(Frawley et al., 1991; Han, et al., 1992; Agrawal and
Srikant , 1994; Fayyad 1996 )。
Han 的概念樹學習法(Han,Cai and Cerocne, 1992)是最近很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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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資料掘取演算法。該演算法主要精神是經由各領域專家所建立
概念階層(Concept Hierarchy)開始，這個概念階層代表資料意義的抽象
層級。最高的概念階層是以 ANY 代表的全部概念，其下會有一至多層
的概念層來表達一項資料的抽象層級概念，本文中圖 3 到圖 10 就是概
念階層的例子。在資料掘取的過程中，就是依造這種概念樹來不斷的
向上累計來進行一般化(Generalized)，一直到一般化的個數滿足預設的
一個門檻值為止。最後再整理成人類能了解的邏輯規則。這種方法因
為整合了領域的專家，所以找出的規則並不是單純經由資料比對出來
的零碎資料，而是真正與領域有結合的知識。
概念樹學習法經由不斷的發展，已有十分豐富的文獻討論。利用這
些方法，可以找出的種類豐富的規則。茲將類型與說明整理如下：
a.關聯規則：當資料為一個集合時，該規則代表在某個 item 出現
的條件下，也同時會出現的 item 的狀況。例如「有
75%的客戶在購買牛奶之時，又會連帶的購買麵包。」
(Han and Fu, 1995)
b.特性規則：某特定資料所具備的特性。例如「有 90%的感冒患者，
會出現發高燒、頭痛與流鼻水的症狀。」(Han, Cai and
Cercone, 1993)
c.區別規則：能明顯分辦目標群體和對照群體所具有的不同特性。
例如「區分感冒和水痘的病癥是流鼻水和全身發癢。」
(Agrawal, et al., 1992; Agrawal, Imielinski and Swan,
1993)
d.演化規則：具有特性與區別規則兩種混合的屬性，一方面，演化
規則會討論各階段資料具有什麼樣的特性；另一方
面，演化規則也會討論現在和過去的資料如何區別。
(Han, Koperski and Adhikary, 1996)
f.分群規則：資料庫中依選定的特性做分群。(Chen, Han and Yu,
1996)
e.連續模式：能找出計劃中連續動作的固定模式。例如「飛機航班
之中所降落機場的規模是先降落幾次的小機場，之後
再降落一次大機場的模式」(Han, Yang and Kim,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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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旅遊網站的建立
1. 應該的參與建立者
以目前現有的網站經營者來看，建立者大約可分成三類人物：業界
經營者、有能力的同好者或是政府機構。這三個角色對於旅遊產業來
說，都是有影響力的關鍵人物。但是如果考量可以中立的提供旅遊資
訊服務來說，業界經營者很難把持得住中立性的服務指標。若從將資
料做分析來了解旅行者的行為看來，對於有能力的同好者來說，又沒
有必要性。綜合這二個角度看來，在建置初期，由政府機構成為這個
提供服務又兼促進產業發展的角色，是比由另外二種角色建立來的理
想。但是，以經營這樣的旅遊網站的立場看來，另外二種角色，也是
不可或缺的；如果失去了業界經營者的支持，這樣網站就無法提供如
飛機訂位、旅館訂位等整合性質的服務。相對的，一個旅遊網站如果
缺乏有能力的使用者參與的話，為了持續維持資訊內容的豐富性，網
站經營者將會花上很多額外的力量。所以，要建置和營運一個能夠提
供旅行者完整資訊的網站，是需要這三類使用者相互配合與利益共享
的。

2.建立動態排程服務的架構
1.自助旅行者會遭遇到的問題
對自助旅行的人們來說，最麻煩的事情是要安排整個旅程的行程。
這個包含幾點出發、幾點會到達目的地、用什麼方式到達、在一個景
點要停留多久的行程表(如表 1)，是自助旅行的旅行者很難處理的問題
之一。行程安排者產生困難的地方往往在於：(1)不知道移動到下個預
計行程將花費多少時間。(2)不知道這個行程應該合理的分配多少時
間。(3)對於這個景點沒有完整的旅遊、歷史、交通、餐宿方面資訊。
(4)幾乎沒有費用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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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般自助旅行的行程表
第一天行程表
預計花費

預計到
達時間

預計離
開時間

行程名稱

07:30

08:10

集合、出發
(布袋港)

09:40

10:15

CheckIn

10:45

11:50

山水沙灘

12:00

13:00

午餐

行程描述
團員們由各地至
布袋港集合，搭船
前向馬公
完成 checkin 與
大件行裏的放
置，開始正式行程
山水沙灘有著名
的美麗海灣。人們
又稱它猪落水，相
傳在古早的時
候…
至附近的餐廰吃
飯

移動到下個行程的

項目

金額

交通
方式

預計
花費時間

船費

1100

船運

90 分鐘

住宿費

500

機車

30 分鐘

-

0

步行

10 分鐘

餐費

150

機車

20 分鐘

對於一個能夠幫助旅行者自行排程的網站來說，為了能有效率的幫
助使用者克服上述的困難，應該提供(a)協助使用者順利安排行程的動
態排程功能，並能線上儲存以利後續修改或直接列印出行程表。(b)提
供已排定行程中可能會用到有關住宿、交通的聯絡或連結資訊，以協
助使用者與業者接觸。(c)提供估計的預算花費範圍，以協助使用者了
解支出範圍。如此一來，才能真正的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2.構念架構的建立
為了實踐這樣的功能，如圖 1 所示，本研究設計了一個客製化行程
網站的構念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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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Mining 參數

規則庫

行程儲存庫

Ｂ、Data Mining 模組

Rules

回饋資料

Administrator

行程相關資料

使用者相關資料

管理者

符合的規則

行程資訊

起點

終點

自定行程計劃

建議與提示

Information
距離資訊

行程資訊庫
Request

一般使用者

Ａ、行程自定模組

Map

Ｄ、線上協助模組

自定行程計劃

行程計劃參數

客製化行程計劃表

會員使用

回饋積分

景點資訊

會員
Member

行程資訊 會員資料庫
費用資料庫

設施資料庫

交通資料庫

描述資料庫

情報提供積分

Normal User

會員所提供情報
管理者

Ｃ、行程資料登錄 模組

管理者 收集的情報 Administrato
圖 1 客製化行程網站的概念架構

以下依圖中各符號代號，分別就功能與構成解釋之。
A.參與者：在圖 1 中是以方框表示，可區分成以下三類：
I.一般使用者：對於本系統有興趣的一般使用者，不希望參與討論
或提供情報，只希望能夠使用本系統協助取得資訊。對於這樣的使用
者，系統還是會在其自定行程時對其個人的資訊做較模糊的資料收
集。在本架構中，並不期待這類的使用者會進行回饋或情報提供的動
作。
II.會員：對於本系統不僅有興趣使用，而且會因為某些原因能夠為
系統提供資訊。與一般使用者不同的，會員會提供個人詳細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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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會參與情報提供的討論動作；以及對已儲存的自定行程，會員
會提供回饋資訊來得到累積得分。會員的組成除了是進階的使用者之
外，還可能是旅遊產業的經營者。
III.管理者：是本系統的經營人員，需要輸入大部份的正規情報；對
於會員所提供的情報，管理者會做適當的過濾才使其正式登錄。會員
管理以及其它系統層面的管理事宜都需要管理者來處理。Data Mining
模組的使用，可以幫助管理者了解使用者的行為，進而提供改進系統
的想法。
B.資料庫：在圖 1 中是以立體圓柱圖表示，可區分成四大資料庫：
I.行程資料庫：是主要的內容資料庫，其中包含：
i.Map：用以儲存一區域的地圖，以及各景點在地圖上的位置，
是用來實作點選地圖景點位置即能連接到景點資訊的
功能。
ii.距離資訊：用來儲存一區域中各景點到各景點之間的距離，
這是一個上三角矩陣形式的資料區塊，當該區域中有 N
個景點時，本資料區塊將應該有 N(N-1)/2 筆距離資料。
這個資料，是用以對景點與景點間移動的時間做預估之
用。
iii.景點資料庫：這是旅遊資料庫的核心。其中的描述資料庫，
對該景點的名勝、特點或歷史風情有文字及多媒體的介
紹展示，對於提供使用者了解該景點有直接的幫助。而
交通資料庫，可以幫助使用者了解該景點的交通狀況，
利用什麼方式可以到達該景點，以及交通業者的聯絡方
式和交通資訊聯結(如火車時刻表的聯結)。設施資料庫
則是儲存某景點有提供什麼旅遊服務與其聯絡方式，例
如一般的餐飲、住宿提供，或是如露營地提供、賞鯨之
旅之類的服務。費用資料庫則會配合設施資料庫與交通
資料庫對於各項旅遊項目有個粗略的報價，這個功能可
以提供使用者了解大略的預估費用。
II.行程儲存庫：為了能夠了解使用者自定行程的行為，系統會將使
用者或會員所創作的自定行程儲存在行程儲存庫中，最後這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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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的資料，將成為實施 Data Mining 的原料。行程儲存庫包含三個
部份：
i.使用者相關資料：這部份的資料是針對儲存非會員的一般使
用者資訊所設計的。這個部份要收集的資料有：使用者
的性別、居住地、教育程度、職業以及月收入狀況。在
表 2 中，ProcessId 是主鍵，用以對每一個自訂行程排
班做編號。
表 2 使用者相關資料 Table
ProcessId
P000001
P000002

性別
Male
Female

居住地
台北市
桃園市

教育程度
大專
研究所

職業
資訊相關
教育相關

月收入
50,000
70,000

ii.行程相關資料：這部份是一個旅遊計劃真正的資料內容，也
就是系統經由使用者一連串的設定之後，所產生出的旅
遊計劃實際儲存格式。實體的資料表格設計如下：(在
表 3 Table B 中所表示的 EvenId，是對每個排定的行程
做編號，其內含包括 ProcessId+Day(天數)+Order(順序
數)，如 P000002 的第一天第三個景點的 EvenId 為
P0000020103)
表 3 行程相關資料 Table
Table A:行程基本資料
ProcessId
P000001
P000002
P000003

出發地
台北市
桃園市
台北市

會員 ID
M00001

區域別
太平山
阿里山
澎湖

類別
家庭
個人
團體

人數
4
1
25

日期
2003/8/1
2003/8/5
2003/9/8

天數
3
4
4

Table B:行程計劃資料
ProcessId
Day
Order
景點 ID
到達時間
離開時間

EvenId

述敘
移動時間
移動方式

P000001
01
01
TP0001
20:20
20:50
準備前往
太平山
120
自行開車

P000001
01
02
TP0004
22:50
23:00

P000001
02
01
TP0003
07:30
08:00

CheckIn

起床

-

60
步行

Table C:行程預算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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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01
02
02
TP0008
09:00
23:00
太平山
露營
-

P000001
03
01
TP0015
09:00
09:30

P000001
03
02
TP0099
11:30
-

準備返回

返家

120
自行開車

-

CostID
C0000000000001
C0000000000002
C0000000000003
C0000000000004

EvenId
P0000010101
P0000010102
P0000010202
P0000010202

CostItem
油資(來回)
住宿費
租露營地費用
露營其他費用

CostValue
500
1200
1000
1000

iii.回饋相關資料：這部份的資料，是由會員所提供，會員對於
實行計劃後，對於事後行程的設計評估資料。
表 4 回饋相關資料 Table
ProcessId
P000003
P000008
S000101

最好
景點
PH00038
AL00005
NA

最好
天數
02
03
NA

最壞
景點
PH00012
NA
SC00003

最壞
天數
NA
NA
ALL

自我
評分
75
90
15

WhyGood

WhyBad

……
……
……

……
……
……

III.會員資料庫：用以儲存會員的個人資料以及其供獻度的資料庫。
IV.規則庫：用以儲存利用 Data Mining 所找出來的規則。除了供管
理者了解使用者的行為之外，還可以供線上協助模組提供建議給使
用者。
C.模組：在圖 1 是以橢圓形的方式來表示，包含三大模組：
I.行程自定模組：對於使用者(或會員)所提出的自定行程，行程自定
模組會採用對話填入或圖像選擇的方示來引導使用者建立他的行
程。
II. Data Mining 模組：對於已儲存的使用者自定行程，Data Mining
模組將會找到其中存在的規則。
III.行程資料登錄模組：對於要輸入情報的管理者，情報登錄模組是
一個直接的輸入管理介面；而對於要提供情報或要提出疑問的會員
而言，這個模組具有留言版的功能，管理者對於會員所提供的情報
資訊，會進行資訊的審核及過濾。
IV.線上協助模組：對於線上排程的使用者而言，線上協助模組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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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規則庫內不斷增加的規則對使用者提出排班的建議。

3.3 情境說明
為了明確表達出這個概念架構能為旅行者提供什麼服務，在這裏我
們假設了二個使用者：一個是一般的使用者，另一個是已參與會員的
使用者。在這裏，將說明這個概念架構會提供這二類使用者什麼樣的
服務。
3.3.1 一般使用者的情境
非會員的一般使用者不用登入，即可使用自助旅行的排程系統。首
先使用者要先對自我的基本資料做填選(表 2)。接下來使用者要對這次
的自助旅行做基本項目的選擇(表 3)，利用出發地、旅遊地區與出發時
間的選項，在系統內部將會產生第一天第一個行程(由出發地到目的
地)，使用者只要給定出發時間、前往方式，就可以開始進行正式的旅
遊行程規劃。旅遊行程排定系統是由三個子頁面所構成的，一個是目
前已排定的行程表；另一個是顯示出目前位置與可參觀景點位置的地
圖頁面；最後一個是隨景點點選而變動的景點資訊展示頁面。資訊展
示頁面由於是綜合了多個子資料庫的資訊，所以會有景點的敘述、歷
史由來、周邊的設施、交通狀況的說明、以及到達所需時間(依交通模
式不同)與花費的預估值。使用者可以藉由點選地圖頁面的景點標示，
並參造資訊展示頁面的說明來考慮是否將點選的景點及參加的設施項
目加入行程表中。當使用者決定加入該景點時，系統會詢問使用者交
通模式，來決定到達時間。(如果使用者勾選同一交通模式，系統將不
會詢問，而當天的所有行程將與第一個景點相同。)當使用者每加入一
個景點時，系統就會在行程表頁面增加上一個行程，並且加總行程的
預算。當選擇要新增一個景點時，系統會啟動線上協助模助，對於將
要新增的景點做出交通、時間、食宿或安排上的建議。當使用者認為
安排完一天的行程，使用者可以使用 Call-It-A-Day 的按鍵完結這一天
的排班。(或當是行程表派班已超過該天晚上 24:00 時，系統將自動進
行完結的工作。)在經過幾天同樣步驟的排班之後，使用者就可以完成
排班作業。完成排班作業後，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線上列印，或是使用
線上回寄的功能將排班表寄回指定的信箱裏。
3.3.2 會員的使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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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使用排班系統除了不用填寫個人基本資料之外。(申請會員時資
料庫中已有會員的基本資料。)比一般使用者方便的還有線上暫存功
能，會員可以將目前的排班表暫存在每人一組的暫存區中，待下次登
入後再繼續排班。除了一般使用者可使用的排班系統外，會員還可參
與討論區的討論，會員可以提出問題詢問網站經營者或是其它的會
員。而回答問題以及有情報要提供的會員也可以經由累積點數的功能
來增加自己的點數。點數的累積對於會員的好處除了可經由排名累積
人氣指數外，當網站與業者有進行優惠活動時，具有累積點數的會員
也可以優先換得。會員還有的一個功能是填寫回饋表的功能。這個功
能也可以累積點數。在填寫回饋表(表 4)時會員可以選擇排定行程但未
成行的選項，這個功能是為了得到正確的資料，對於選擇未成行的會
員，累積點數也會很微量的增加。

Data Mining
1.Data Mining 的目標與過程
本研究所使用的 Data Mining 方式，主要是以 Han 在 1992 年所發
展的概念樹學習法。本研究為了發掘發用者的行為模式，用來提供旅
行業者或是旅行者在行程排班的建議。採用以下的運作流程來對全體
或特定的資料做知識的掘取。
評估使用規則

概念樹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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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規則

實施演算法

選定資料範圍

資料前置處理

前端資料收集

圖 2 本研究 Data Mining 的運作流程

以下，將分別說明各個流程的做法。
2.資料的前置處理
經由具有動態行程排班功能的前端系統，我們可以直接取得自訂行
程及與使用者有關的資料。但這些收集到的資料並不一定都有意義；
空值或故意輸入錯誤的資料對於知識發掘一直是一個存在已久的大問
題。為了避免這樣的問題過於干擾知識發掘的結果，我們採取三種策
略來收集以及處理原始資料：
(1)利用防錯機制與好的使用者介面確保原始資料不出現邏輯錯誤
資料的邏輯錯誤是常見的一種資料錯誤，而這類的邏輯錯誤，往往
是資料收集的過程發生系統錯誤所造成的；例如說收集到的資料中：
同一天行程的資料，第一個行程的到達時間，比第二個行程的到達時
間還要來的晚。收集資料不合理的現象，是可以利用較好的使用者介
面或是防錯機制來預防的。要達成如此的保証，除了系統發展者需要
完整的測試之外，應該還要在實際收集資料前先請使用者試用並提供
使用者錯誤回報的機制來確保系統可以達到更正確的地步。
(2)只收集需要、模糊的資料，以降低使用者反彈
另一種難以處理的資料錯誤是使用者故意輸入錯誤的部份。因為使
用者填入的資料格式是正確的，但是內容不是事實，這樣的現象造成
研究者拿沒意義的資料去做分析。從使用者的角度來看，為什麼輸入
錯誤資料的原因不外乎(a)不希望提供較隱私的資訊給它人。(b)題目或
問項太多或類似問題重覆，令使用者過於厭煩，導致使用者用亂數給
答。對於這樣的問題，除了對於使用者說明收集到的資料僅會用來做
增進提供服務的分析之外，另外也應該調整資料的收集項目，不重要
的資料就不要收集，牽涉到太過敏感的資料，也應該做較模糊的收集
即可。如此一來，可以降低錯誤資料被輸入的狀況。
(3)對於明顯錯誤的資料，就完全不採用
就算是經由上述二個策略調整過的系統，還是難免會收集到錯誤的
資料。故意的錯誤也許是難以發現的，但是為了讓研究的準確性提高，
系統發展者會訂定的邏輯關係或規則判斷，一但經判斷出某一筆資料
是錯誤資料，對於該資料，本研究是採以較嚴格的直接刪除方式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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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3.概念樹的建立
概念階層提供了控制一般化過程必備的背景資料。（Han, Cai and
Cercone, 1992）在本研究中，我們建立了以下的概念樹：
(1)使用者基本資料相關的概念階層
ANY

北

中

東

外島

馬組

金門

…

澎湖縣

屏東縣

台東縣

…

花蓮縣

台南縣

高雄縣

…

高雄市

彰化縣

台中市

台中縣

基隆市

台北縣

台北市

…

南

…

圖 3 台灣地域的概念階層

ANY

高

中

低

國小學歷

國中學歷

高中學歷

高職學歷

大專學歷

碩士學歷

博士學歷

圖 4 使用者教育程度的概念階層
ANY

高

> NT.150,000

中

低

NT.40,001 ~ NT.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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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40,000 =>

圖 5 使用者家庭月收入的概念階層

(2)行程資料相關的概念階層

ANY

春

夏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秋

冬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圖 6 日期的概念階層

ANY

風景

古蹟

觀光市集

圖 7 景點類別(以旅行性質來分)的概念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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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夜市

(遊樂園類型的景點)

有歷史意義)

基隆廟口

…

深坑老街

(人為形成的景像具

八仙水上

…

九族文化村

埔心牧場

紅毛城

安平古堡

(天然形成的景像)

海門天險

女王頭

風櫃口

燕子口

…

主題遊樂

…

(以販賣為導向的景點)

ANY

山

海

白河賞蓮

東山河

…

通化夜市

福隆海濱

山水砂灘

七星潭

九份

基隆山

虎嶺步道

…

平地

…

(景點的位置處

(景點的位置處於

(景點的位置不在

於高海拔的山

海邊，可進行海邊

海邊，也不在山區

區。)

的活動。)

的類型。)

圖 8 景點類別(以景點位置來分)的概念階層
ANY

長

一般

> 150 分鐘

150 分鐘～51 分鐘

短

50 分鐘 >=

圖 9 景點停留時間長短的概念階層

(3)回饋相關的概念階層
ANY

很成功

成功

普通

不成功

非常不成功

100 ~ 91

90 ~ 76

75 ~ 61

60 ~ 41

4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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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回饋分數的概念階層

4.選定資料範圍
在運行 Data Mining 演算法前，研究者應該對自己想要找出怎麼樣
的資訊有一個大略的目標。例如說，我要研究在春、夏兩季間旅行者
的景點停留時間長短模式。在這樣的一個問題中，研究者應該先選出
滿足在「春、夏兩季」出遊的資料，再交由演算法找出規則。

5. Data Mining 能找出的規則
在一個這樣的架構之下，運用 Han 的概念樹學習法。研究者可以
找出許多類型的規則，以下對於可以找出的規則類型和用處做一個介
紹：
(1) 行程之間依循的模式
經由分析所給的特定或不特定的資料，我們可以參考圖 7、圖 8 或
圖 9 任一類的概念階層來一般化，得到對應的行程模式。例如說：我
們參造圖 9 來對所有人的旅行計劃進行一般化，經由 Han 的 Plan Mining
演算概念，可以找出如「有 75%的人所排的行程，會有 『[短]-長』 類
型的出現；而有 25%的人所排的行程，會有『中–[長]』類型的出現。」
這樣的資訊，這種由一個個順序的景點排程中所找出的規則，可當做
之後提供使用者動態建議行程服務的基本資料來源，對於增強網站的
能力有正面的幫助。
(2) 旅行者的特性規則
經由分析給定或全部的使用者資料，我們可以找出給定資料的旅行
者特性。例如說：我們可以找出「有 60%使用排程系統的旅行者，具
有中等的收入，而且居住在北部；有 20%使用排程系統的旅行者，具
有高等收入，而且居住在南部；30%的受高等教育的使用者，會在夏季
安排去外島遊玩。」這樣的資訊除了可以了解特定一群使用者的狀況
之外，對於旅遊業者可以針對使用者的特性進行商品的改良以求更適
應使用者的需求。對於網站經營者，這部份的資訊可以用來建置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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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動資訊提供，例如說由上述第三條的規則，當有一個受高等教
育的使用者登入網站之後，系統在夏季將會主動提供外島遊玩的相關
資訊給使用者。
(3) 景點／旅遊行程的特性規則
經由分析給定或全部的行程與使用者資料，我們可以找出一種景點
或旅遊行程所具備的特性。例如說：我們可以找出「有 50%的澎湖自
助行程，他的企劃者具有中等的教育程度；而有 95%有澎湖自助行程，
會選擇在夏季出發。」這樣的資訊可以提供網站管理者建置建議性的
提示服務，例如說有一個使用者指定了澎湖的自助旅行，但是並不是
選擇在夏季出發，這時網站可以對使用者提出冬季並不是澎湖的觀光
季節如此的警訊。
(4) 旅遊者行程項目的關聯規則
經由分析給定或全部的行程與使用者資料，我們可以找出旅遊者旅
遊行為的關聯性。例如說：我們可以找出「有 50%預計前往阿里山的
使用者，當他有排定晨起觀日出的景點時，他也同時有興趣搭小火車
及進行森林步道」這部份的資訊，可當做之後提供使用者動態建議行
程服務的基本資料來源，對於增強網站的能力有正面的幫助。
(5) 旅遊者特性的分群規則
經由分析給定或全部的行程與使用者資料，我們可以將旅遊者分別
歸類成幾個不同的分群。例如說：我們可以找出「預計前往阿里山的
使用者，有 50%是有受過中等教育且居住在北部的，30%是有高收入
的，另外 20%是其它類的」這部份的資訊對於業者而言可以更明白他
們潛在的使用者狀況與分佈是什麼。對於網站來說，也可以當作客製
化主動提供資訊的資訊來源。
(6) 混合規則
經由混合應用各項規則的資料分析，我們可以找出多變化的混合規
則。例如說：我們可以先找出這樣的關聯規則「有 50%預計前往阿里
山的使用者，當他有排定晨起觀日出的景點時，他也同時有興趣搭小
火車」第二階段，我們再針對符合這種關聯規則的資料做特性規則分
析；也就是說第二階段完畢後，我們會找到的規則將是「符合以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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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規則的使用者，它具有怎麼樣的特性？」這個問題的答案。利用多
階段的應用模式，我們將可以找到十分多樣化的規則。
研究結論與貢獻
1.研究結論
本研究試著建立起一個幫助旅遊者排定和運行旅行計劃的網站概念
架構。並且能夠進一步對其前端所收集的資料做知識掘取的動作。藉
由找出來的知識，網站經營者可以更進一步的依使用者類型提供客製
化的資訊服務。也可以對使用者在動態排班上過程中，提出一些建議
與提示。如此一來，網站將更能引吸住使用者。
對於業者而言，藉由與如此的網站同盟，除了一方向可以擁有站上
的客戶之外，另一方面也可以對自助旅行者的行為做更深入的了解。
對於自身商品或路線的改良也可以做為改進的依據，不會再是以往由
業者方的主觀排定旅程。
這樣網站建立，自助旅行者可以很容易建立起自己的行程排班，對
於食、宿、交通、花費等旅遊相關資訊也可很方便的取得。集中而透
明資訊和更符合需求的建議，在這個概念模式下，對使用者而言當然
是一大利多。
2.貢獻
在實務上，本研究提出了一個的自助旅遊網站的概念式架構。對於
有意建立起服務自助旅行者的業者或機構來說，這個配合知識掘取的
架構可以對網站經營者、業者與使用者三者都提供更好的服務。
對於在學術上，本研究探討了一般旅遊網站討論所較不會探討知識
掘取技術，並且應用其中 Plan Mining 的想法，從客戶端所取得的自助
旅遊者排班記錄中找出行程排班間規則。這對於後續學者在研究自助
旅遊者的行為上，提供了一個可以繼續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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