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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體論為基礎的配對式分群演算法在行動行銷上的應用 

Abstract 
隨著行動電話的普及，促使電子商務機制逐漸擴及手機設備。這些設備的特色，在於能捕捉通話

者的地理位置。一對一地推薦消費者可能接受的產品，不僅可節省消費者在搜尋產品上所需花費

的時間，同時也是一種創造顧客價值而與顧客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的方式。本研究以 Coupled 
Clustering 演算法為基礎，利用行動電話做為輸出入介面的異類產品資訊推薦機制。利用這個機

制，將消費者留言與產品文件進行配對，可以產生類比群，剔除掉其間消費者不喜歡、消費者不

在意的產品屬性後得到產品結構類比關係，並藉由此關係達成異類產品資訊推薦。 
 

壹、緒論  

由於手機的普及率及用戶數比起上網的

普及率和用戶數要高了許多，所以利用手機為

平台進行電子商務被認為極具市場前景。 
本研究提出的機制利用電話客服中心作

為與消費者接觸的管道（access point），在語

音資料轉換而來的非結構化語音資料上進行

分析以掌握消費者的需要。 
然而商店內所販賣的產品，不一定全都是

同類型的，若消費者之前反應意見的產品與此

次查詢的產品類型不一致，這樣情況之下，如

何從對 A 產品的需要推論到異類 B 產品的需

要是本研究欲解決的問題。 

貳、 Coupled Clustering 

結構映射理論（structure mapping theory）
【2】提到，類比（analogy），指的是一種可

以從一個領域（domain）應用到另一個領域的

關聯結構（relational structure），而毋須顧慮實

際上兩邊是否有相關性，例如電子環繞原子核

與地球環繞太陽就是一個類比。 
異類產品，在本研究中的定義為性質、功

能互異的產品，例如電視機與書包、印表機與

雨傘、照相機與隨身聽等，它們彼此的產品屬

性及產品屬性值雖然不同，卻存在結構上的類

比。以下圖為例，燈泡之於檯燈，與風扇之於

電風扇，就是一個結構上的類比；冷媒之於冷

氣機，與筆心之於自動鉛筆，也是一種類比；

手機和電腦，它們雖是不同用途的產品，但卻

皆有輸出、輸入、電力來源等單元（unit），所

以也是一個類比的例子。 
 

檯燈
    燈泡

冷氣機
    冷媒

手機
    發聲器
    收話器
    電池

電風扇
    風扇

自動鉛筆
    筆心

電腦
    螢幕
    鍵盤
    電源供應器  

圖 1 : 產品結構上的類比 

既然異類產品之間存在著結構上的類

比，如何透過自動化的方法找出類比結構？

Marx 等人於 2001 年，發表了配對式分群，並

且在研究中指出，配對式分群符合結構映射理

論的精神。它可以將兩個資料集合（data set）
配對（ couple）成一組一組的群（coupled 
cluster），群內的資料其角色、地位相互平等。

本研究採用配對式分群作為找出產品結構類

比的方法。 
配對式分群利用成本函數（cost function）

計算兩個資料集合（data set）中所分出之群的

效果。成本函數需要兩個輸入變數，一個是分

群組態（clustering configuration）（M）；一個

是相似度矩陣（similarity matrix）（Sab）。 
分群組態的產生，是預先指定群（cluster）

的數目–k 後，再以隨機（random assignment）
的方式指派資料元素（data element）至 k 個

群內；至於相似度矩陣的產生，Marx 等人並

未特別指定方法。 
為了得到最小成本–亦即最大效果的分

群組態，Marx 等人利用 Gibbs Sampler 方法調

整資料元素在各群的位置，方法的精神是將資

料元素重新安置在會使分群組態成本降低最

多的群內，然而隨著時間的經過，資料元素被

重新安置的可能性將愈來愈低，以避免落入區

域最佳解。配對式分群演算法如下： 

表 1 : 配對式分群演算法【4, 5】 

演算法名稱： 
Coupled Clustering。 

輸入： 
1. 以隨機指派資料元素而產生k個群的分群

組態。 
2. 相似度矩陣（Sab）。 
輸出： 

最小成本的分群組態 
方法： 
1. 首先計算分群組態中，每一個群的平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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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各群的平均相似度相加以計算分群組

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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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j

A
j Avgnn ××−∑  ，

其中 j = 1…k。 
3. 計算將一個資料元素 a 指派到第 j 群所產

生的成本變化： M|a,j∆
，並計算將資料元

素 a 指派到第 j 群的發生機率：

}M exp{-1
1

|a,j∆+ β
，其中 j = 1…k；β表

示一正值的數字，隨著時間的經過會持續

地增加值的大小。最後將資料元素 a 指派

到成本變化為正值其中機率最高者的群。

4. 重覆步驟 3，直到產生出最小成本（最大

平均相似度）的分群組態。 

參、研究設計  

一、HPR 架構 

本研究提出的異類產品資訊推薦機制–

HPR （ Heterogeneous Product 
Recommendation）整體架構如下圖所示： 

 

HPR Agent

Voice
Recognition

Text To Speech

Location

Information Filter

Product Database

Coupled Product
Database

Unstructured
Text Database

 

圖 2 : HPR 整體架構圖 

消費者首先利用行動電話撥話至電話客

服中心，留下對產品的抱怨、申訴、意見、建

議等語音留言，這些語音留言經「Voice 
Recognition」辨識成為非結構化文字資料並儲

存至「Unstructured Text Database」。產品資訊

與上述非結構化文字資料透過「HPR Agent」
得出欲對消費者進行推薦的產品，這些欲推薦

的產品資訊會被儲存至「Coupled Product 
Database」。 

行動電話數據通信傳輸服務的應用程式

開發商可以藉助地點資訊開發與地點相關的

服務，這些適地性服務被認為是極具商機的。

本研究中，地點資訊將做為資訊過濾的角色，

當消費者透過行動電話查詢產品資訊時，本機

制將會事先利用消費者身處的地點進行產品

資訊過濾，使得消費者所得到的產品資訊是其

身處地點附近商家所有的，以讓消費者可就近

購買。 
另一方面，欲進行推薦的產品資訊也會

被過濾，以減少消費者記憶的負擔。上述兩種

過濾動作皆由「Information Filter」完成，最

後再藉助「Text To Speech」將文字轉換成語

音後，經行動電話傳遞給消費者。 

二、資料輸出入 

利用 IBM ViaVoice SDK 開發口述式的應

用程式（dictation application），能將消費者的

抱怨、申訴、意見、建議等電話留言辨識成為

非結構化的語音文字資料（speech text data），
這些非結構化的語音文字資料內容大致包含

三部份：產品名稱、產品屬性或產品屬性值、

消費者對產品屬性或產品屬性值的看法。 
一位消費者可能有數則留言，每一則留言

可能只是反應一個產品的意見，也可能是反應

數個產品的意見；一個產品意見所反應的標的

也可能不只一個：有的時候是針對產品的整

體、有的時候是針對產品的單一部份、有的時

候卻是針對產品的多個部份。所反應的喜好也

可能各不相同，整理如下圖。 

反應一個產品

反應多個產品

一則電話留言

反應產品的整體

反應產品的單一部份

反應產品的多個部份

反應產品的整體

反應產品的單一部份

反應產品的多個部份  

圖 3 : 一則電話留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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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留言之間，甚至可能出現消費者針對

同一產品表達意見，卻反應不同喜好等推翻先

前說法的現象出現。 
中文語音辨識後，還須特別針對結果作斷

詞處理，不如英文語音辨識後，字與字之間的

空格（space）即可作為斷字之依據，為了簡

化之故，本研究採用英文（U.S. English）作

為語音輸出入時的語言。 
有了語音辨識系統，再配合電腦及電話語

音 資 訊 整 合 系 統 （ 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 CTI），即可將消費者的電話留言作

為語音辨識的來源。底下以一架構圖總結上述

內容。 
 

IBM ViaVoice
SDKCTI

Unstructured
Text Database

 

圖 4 : 電話語音留言轉成文字資料之架構 

在行動電話的硬體限制下，語音輸出是較

為便利消費者接收產品資訊的方式，故當消費

者日後查詢產品時，可利用 IBM ViaVoice TTS 
SDK，將產品文字資訊轉成語音（Text to 
Speech, TTS）傳遞給消費者。 

欲進行推薦的產品文字資訊，並不會完封

不動地傳遞給消費者，首先消費者所在的地點

資訊將做為過濾的依據，進而得出適地性的資

訊；另一方面為了減少消費者記憶的負擔，會

以 Top-N 的方式將產品資訊擇量傳遞給消費

者。架構圖如下： 

IBM ViaVoice
TTS SDK

Location

Information Filter

CTI
Coupled Product

Database

圖 5 : 產品文字資訊傳遞給消費者之架構 

三、HPR Agent 

本研究利用配對式分群找出異類產品間

的類比關係，然而，Marx 等人並未特別指定

產生相似度矩陣的方法。 
Lin 在 1998 年發表的研究中，定義字與

字之間相似度的衡量，是描述兩字共性時所需

的資訊量與分別描述兩字時所需的資訊量之

比例【3】。 

Lin 並提出了計算相似度的公式，還比較

了幾種衡量相似度的方法。其中 Wu 等人在一

個 conceptual domain 中計算概念（concept）
之間相似度的方法，是視它們在階層

（hierarchy）上接近的情形【6】，以下圖為例： 
 

Root

C1 C2

C3

 

圖 6 : The Concept Similarity Measure【6】 

圖上的每一個圓圈表示不同的概念，C1
與 C2 兩個概念之相似度的計算，是利用下面

的公式： 

)32(21
32)2,1(

NNN
NCCConSim

∗++
∗

=  

圖 7 : 相似度計算公式【6】 

其中 N1 表示 C1 到 C3 的距離，N2 表示

C2 到 C3 的距離，N3 表示 C3 到 Root 的距離，

而 C3 表示 C1 與 C2 共同的概念性字眼中，階

層位置最低者。公式是將 C1 與 C2 共同的部

份與 C2 與 C1 共同的部份相加，這一值相當

於是 Lin 的方法中，「共性」的部份。接著計

算 C1 至 Root 的距離與 C2 至 Root 的距離的

和，這一值相當於是 Lin 的方法中，「描述」

（description）的部份。將「共性」值除以「描

述」值後，就是 C1 和 C2 的相似值。 
本研究採用 Wu 等人的研究並將之視為

ontology-based 的應用以做為相似度矩陣產生

的依據。底下分別討論 ontology 中 object、
relationship、relationship measurement 的內容。 

1. Object 

Wu 等人的方法是以一個 conceptual 
domain 中的 concept 為 object；本研究的

conceptual domain 為產品目錄，故本研究定義

產品類型、產品名稱、產品屬性及值等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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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ontology 上的 object。至於 object 的內容，

則以 Amazon.com 在網站上的產品型錄相關

資料為範本【1】。 
 

2. Relationship 

Wu 等人的方法是在 concept hierarchy 上

計算 object 間的距離，以瞭解彼此相似的程

度。然而同一階層的 object 若很多，將使得另

一階層的 object與這一階層 object的相似度全

部相同，進而影響分群的效果。考慮以下的例

子： 
 

C1 C2 C3  

圖 8 : 一個 ontology 的例子 

其中 C3 與 C1、C2 的相似度是一樣的。

在產品的領域會產生這種現象，因為產品名稱

項下即為各種產品屬性，若採用上述多個

object 於同一階層的設計，可能會使得最後產

品結構類比關係不明顯。譬如上圖的 C1 若為

「CPU」，C2 為「Hard Drive」、C3 為「Bulb」，
按照類比的觀念，「Bulb」應與「CPU」有較

佳的類比關係，但因為 C1 與 C2 在同一階層，

使得它們與 C3 的相似度皆同。故需要特別設

計 object 間的 relationship，以避免上述情況發

生。 
此外，因為一個屬性可能有很多的屬性

值，若多個同一屬性的值於同一階層上，其實

它們各自與其它屬性或屬性值的相似度是相

同的；而且以屬性為主已經可以表示出產品間

的結構類比關係，故本研究雖在 ontology 的設

計上納入屬性值，然而計算相似度及分群時卻

不納入考量。 
本研究定義第一層的物件–產品名稱，與

下一層物件–產品屬性，屬組合（composition）
關係，至於各產品屬性之間，則先由實際

（realistic）到抽象（abstract）、其次由核心功

能（core function）到非核心功能（non core 
function）建構 object 之間的 relationship，圖

示如下： 
 

實際

核心功能

非核心功能

抽象

 

圖 9 : Relationship 建構規則 

以電風扇為例，其 ontology 依照實際到抽

象，可以從 Height 及 Head Size 開始，也因為

它們兩個難以分出誰為較核心之功能，故以平

行排列；Controls、Materials、Watts、Style 則

分別按抽象化程度排列；最後以 price 為終，

因為它最抽象。ontology 如下： 

Height Head Size

Controls

Materials

Style

Watts

Price
1943 Art Deco Design

18 inches 14-inch-diameter

Three-speed control
oscillation control

tilt adjustment
Die-cast metal

heavy
sturdy

72 watts

79.99

Vornado FA1-0003-06 
Silver Swan Deco 

Oscillating Fan, Black

 

圖 10 : 電風扇的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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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lationship Measurement 

一旦有了 object 及 object relation，即可透

過 relation measurement 的設計在 ontology 上

計算 object 之間的相似度。本研究採用 Wu 等

人的研究結果做為相似度計算公式的依據。 

4. Coupled Clustering 演算法之應用 

有了分群組態及相似度矩陣，即可藉由成

本函數計算分群組態的成本，亦即計算所分出

之群的效果。計算成本的公式，Marx 等人在

研究中提出了四個【4, 5】，本研究採用其實驗

驗證有較佳結果之公式。 
為了得知消費者的意見反應是正面抑或

負面，本研究利用「 Adjective Keyword 
Database」，以從非結構化文字資料中查詢出

消費者是讚揚產品還是針貶產品。正面意見反

應的產品與其它產品的相似度計算結果為原

值乘以 10；負面意見的產品與其它產品的相

似度計算結果為原值乘以 0.1（皆為預設值，

可於實驗時調整），使得其相似度變小，如此

分群時，因為相似度小，而造成同一群的產品

屬性會被取到別的群，而有可能僅剩下消費者

不喜歡的產品屬性，演算法如下： 

表 2 : Model 消費者偏好演算法 

演算法名稱： 
Preference Modeling。 

方法： 
1. if (消費者對產品有負面的反應) 
      ConSim  1.0∗
   else 
      ConSim  10∗

除此之外，消費者對同一產品的留言可能

有數則，其中最近的留言應該比稍早的留言有

較高的可信度（reliability）。在本研究中，相

似度矩陣的計算次數與消費者留言的次數相

等，考慮上述因素之後，本研究採用權重的概

念對每一次相似度矩陣的計算給予不同的權

重（預設為 0.99，可於實驗時調整），並利用

指數平滑移動平均（exponential smoothing 
moving average）預測相似度矩陣未來可能之

值，計算如下： 

表 3 : 設定留言權重暨預測值演算法 

演算法名稱： 
Message Weight Calculating。 

方法： 

1. 99.0∗= ConSimConSim 。 
2. ConSim 之預測值 = ConSim + [(1 – 0.99) 

∗  前次 ConSim 之預測值] 。 
結合了上述兩種方法後，演算法如

下： 

表 4 : 動態調整相似度矩陣演算法 

演算法名稱： 
Dynamically Adjusting Similarity Matrix。

輸入： 
1. 消費者的非結構化文字資料。 
2. 產品的 ontology。 
輸出： 
1. 動態調整後的消費者個人化相似度矩陣。

2. 預測的消費者個人化相似度矩陣。 
方法： 
1. 透過「Tokenizer」讀取消費者的第一則非

結構化文字資料，將之斷詞後傳送至

「Retriever/Binder」。 
2. 「 Retriever/Binder 」 同 時 與 「 Product 

Keyword Database」及「Adjective Keyword 
Database」比對出產品名稱、產品屬性、

產品屬性值和與之相對應的形容詞字彙。

3. 若是負面看法，則將其 ConSim 乘上

0.01，產生第一個相似度矩陣。 
4. 讀取下則留言。 
5. 若是負面看法，則將其 ConSim 乘上

0.01，將消費者所沒提到的 ConSim 乘上

0.99。 
6. 利用公式 ConSim 之預測值 = ConSim + 

[(1 – 0.99) ∗  前次 ConSim 之預測值]產
生 ConSim 預測值矩陣。 

7. 重覆步驟 4 至 6，直至處理完所有留言。

肆、實驗方法與結果  

一、實驗方法 

本研究首先假設消費者針對六項產品留

下了六則電話留言，並且欲透過機制接受另一

項產品的推薦。這六則留言所針對的產品及產

品屬性依留言時間先後順序為： 

表 5 : 產品屬性偏好 

產品 產品屬性 喜好 

電風扇 Style Like 

數位相機 Power Dislike 

電視 Controls Dislike 

運輸車 Weight Dis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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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燈 Brightness Like 

床 Filling Like 
而消費者欲接受推薦的產品是：廚具。隨

著每一則留言的輸入，程式將會執行一次配對

式分群演算法，實驗中將比較在執行六次演算

法之下，動態調整相似度矩陣與不調整相似度

矩陣兩種方式，各自透過配對式分群所得到的

結果。 

二、實驗結果 

設定分成三群，不針對留言的先後順序調

整相似度矩陣，也不針對消費者表達偏好的產

品屬性進行權重的設定，可得到以下的分群結

果。其中，畫上底線的產品屬性屬於消費者所

查詢的產品。 

表 6 : 分群結果–1 

Compatibility、Motors、Footprint、Height、

Weight、Chassis、Style、Tube_Ratio、Controls、

Filling、Storage、Resolution、Size、Size、

Controls、Head_Size、Height、Size 

Definition、Expanded、Tires、Speeds、Wheels、

Optics 、 Weight 、 Brightness 、 Materials 、

Screen_Size、Battery、Materials、Price、Fabric、

Design 

Display、Carrying_Capacity、Sound、Watts、

Power 、 Price 、 Power 、 Turning_Radius 、

Performance、Price、Price、Price、Price、Price

由於不考慮消費者對產品屬性所表達的

偏好，也不考慮前後期留言對偏好的影響程

度，故六次的分群結果皆相同。從結果可以看

出，各群之產品結構類比關係大致相等，例如

各產品之 Price 此產品屬性多出現在第三群，

而本研究定義 Price 位於產品結構的最下層。 

若動態調整相似度矩陣，並設定消費者表

達喜歡的屬性其偏好的權重為 10，不喜歡的

偏好權重是 0.1。則六次的計算結果各為： 

表 7 : 分群結果–2 

Style、Size 

Controls 、 Head_Size 、 Expanded 、 Tires 、

Wheels、Optics、Weight、Brightness、Materials、

Screen_Size、Materials、Motors、Footprint、

Height、Tube_Ratio、Storage、Resolution、Size、

Price、Design、Height、Size 

Fabric、Display、Carrying_Capacity、Sound、

Watts、Power、Price、Power、Turning_Radius、

Performance、Price、Compatibility、Weight、

Chassis、Price、Controls、Price、Filling、Price、

Definition、Speeds、Price、Battery 

有別於不調整相似度矩陣的方式，在處理

第一次留言後，消費者表達喜歡的產品屬性–

Style，已能被獨立觀察出來。 

表 8 : 分群結果–3 

Style、Size 

Controls 、 Head_Size 、 Expanded 、 Tires 、

Wheels、Optics、Weight、Brightness、Materials、

Screen_Size、Materials、Footprint、Height、

Tube_Ratio、Storage、Resolution、Size、Price、

Design、Height、Size 

Fabric、Display、Carrying_Capacity、Sound、

Watts、Power、Price、Power、Turning_Radius、

Performance、Price、Compatibility、Motors、

Weight、Chassis、Price、Controls、Price、

Filling、Price、Definition、Speeds、Price、Battery

處理第二次留言後，原在第二群的Motors

被搬移到第三群，而消費者不喜歡的 Power

也在第三群內。 

表 9 : 分群結果–4 

Style、Size 

Controls 、 Head_Size 、 Expanded 、 Tires 、

Wheels、Optics、Weight、Brightness、Materials、

Screen_Size、Materials、Footprint、Height、

Tube_Ratio、Resolution、Size、Price、Design、

Height、Size 

Fabric、Display、Carrying_Capacity、Sound、

Watts、Power、Price、Power、Turning_Radius、

Performance、Price、Compatibility、Motors、

Weight、Chassis、Price、Controls、Price、

Filling、Storage、Price、Definition、Speeds、

Price、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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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完第三則留言，第二群的 Storage

被搬移到第三群，消費者不喜歡的 Controls

也在第三群內。 

表 10 : 分群結果–5 

Height、Style、Size 

Controls 、 Head_Size 、 Expanded 、 Tires 、

Wheels、Optics、Weight、Brightness、Materials、

Screen_Size 、 Materials 、 Footprint 、

Tube_Ratio、Resolution、Size、Price、Design、

Height、Size 

Fabric、Display、Carrying_Capacity、Sound、

Watts、Power、Price、Power、Turning_Radius、

Performance、Price、Compatibility、Motors、

Weight、Chassis、Price、Controls、Price、

Filling、Storage、Price、Definition、Speeds、

Price、Battery 

處理完第四則留言，原第二群的 Height

被搬移到第一群，消費者不喜歡的 Weight 仍

在第三群。 

表 11 : 分群結果–6 

Footprint、Height、Style、Size、Brightness 

Materials、Screen_Size、Battery、Materials、

Price 、 Fabric 、 Display 、 Design 、

Carrying_Capacity、Sound、Watts、Height、

Size 、 Price 、 Power 、 Turning_Radius 、

Performance 

Power、Price、Compatibility、Motors、Weight、

Chassis、Price、Tube_Ratio、Controls、Price、

Filling、Storage、Resolution、Size、Controls、

Price、Head_Size、Definition、Expanded、Tires、

Speeds、Wheels、Optics、Price、Weight 

處理完第五則留言，原第二群的

Footprint連同消費者喜歡的 Brightness一起被

搬移到第一群；原第二群的 Control 、

Expanded、Head_Size、Resolution、床的產品

屬性 Size、Tube_Ratio、Tires、Wheels、Optics、

Weight 被移到第三群；原第三群的 Battery、

Carrying_Capacity、Display、Fabric、電視的

產品屬性 Price、提燈的產品屬性 Power、

Performance、Sound、Turning_Radius、Watts

被移到第二群。 

表 12 : 分群結果–7 

Style、Filling、Size、Brightness 

Materials、Screen_Size、Battery、Materials、

Price 、 Fabric 、 Display 、 Design 、

Carrying_Capacity、Sound、Watts、Height、

Size 、 Price 、 Power 、 Turning_Radius 、

Performance 

Power 、 Price 、 Compatibility 、 Motors 、

Footprint、Height、Weight、Chassis、Price、

Tube_Ratio 、 Controls 、 Price 、 Storage 、

Resolution、Size、Controls、Price、Head_Size、

Definition、Expanded、Tires、Speeds、Wheels、

Optics、Price、Weight 

 最後處理完第六則留言，結果顯示，第

一群多半是消費者表達了喜歡的產品屬性，而

消費者表達不喜歡的產品屬性則聚集在第三

群。 

伍、研究討論  

因為導入了消費者偏好，以致於產品屬性

本應為類比關係者，因為消費者不喜歡而不出

現；也因為導入了權重的設計，使得相似度矩

陣隨著留言的次數會逐漸地改變值。不常提到

的屬性，與其它屬性的相似度會漸漸降低；亦

即消費者愈不在意的產品屬性，其與其它產品

的結構類比關係會因而不出現。加上預測相似

度矩陣的產生，可以預測相似度未來可能之

值，以利日後產品資訊推薦之應用。 
例如在實驗的最後結果中，因為消費者欲

接受推薦的異類產品–廚具，其產品屬性 Size
與消費者表達喜歡的產品屬性：電風扇的

Style、提燈的 Brightness、床的 Feeling 群聚一

起，便可推測消費者相對也會喜歡廚具的

Size，進而推薦予 Size 最多樣的廚具品牌。 
本研究便試圖藉由前述之產品間結構化

的類比關係作為橋樑，進行異類產品資訊推

薦，但有以下幾點限制及假設： 
 消費者以英語進行電話語音留言。 
 消費者在留言中明確提示對產品的喜

好，而沒有模稜兩可或是婉轉的語句。 
 消費者的語音資料業已經過處理，並具

有結構性。 
 不適用於智慧財產，例如圖書、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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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產品 Ontology 的製訂是主觀的。 

陸、結論  

配對式分群會依據事先指定的群數，而隨

機產生分群組態，再調整資料項目在分群組態

中的位置。所以每一項產品文件與消費者的留

言進行配對式分群後，可以紀錄下已調整資料

項目後的分群組態成本，接著利用 Top-N 的

方式排列，主動推薦予消費者；另一種可能是

消費者主動查詢產品，此時將被查詢產品的產

品文件與消費者的留言進行配對式分群，可以

得到導入偏好的產品結構類比關係，再藉此預

測消費者可能會在意所查詢產品的哪一構造。 
將消費者留言與產品文件利用配對式分

群演算法進行配對，可以產生類比群，剔除掉

其間消費者不喜歡、消費者不在意的產品屬性

後產生出的產品結構類比關係，可以應用在新

產品推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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