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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本次參賽學生為松山工農學生楊立鼎、李品宏、徐資軒，我們在高二時開始跟

著林敬堯老師去學習如何製作專題題目，以及如何使用我們做出的產品去做講解

報告，並且參加了許多競賽訓練自己的各項能力和累績經驗，而這次我們有幸能夠

參加 2021年臺灣科學展覽會，希望我們能在這次的比賽中取得不錯的成績以及累

積許多可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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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的大型活動，如：校慶活動、新北耶誕城等，缺乏互動性與參與感，其中原因大多

是觀眾時常埋沒於手機中的社交軟體當中所導致。而我們的研究將利用此特性，探討大眾對

於活動的觀點，搭配網路爬蟲抓取使用者的貼文，觀眾只需在 Instagram、Twitter 等社交軟體

中發布文章，系統就會即時推播至活動中的大螢幕上，並且結合圖像辨識快速審核貼文，設

計出一套能改善互動性低落的解決方案。研究中我們探討不同的網路爬蟲演算法、圖像辨識

技術，及問卷調查等來使作品更加精進，且搭配 Line Bot、後臺管理，及常駐貼文等功能來為

各類大型活動量身打造，也能夠運用於政令宣導或文宣廣告等用途上，大幅提升活動的互動

性與精采程度。 

Abstract 

The smartphones, being popularized nowadays,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uman’s life. 

Applications such as LINE can instantly send text, images and other multimedia messages to other users 

without additional cost. Since March 2016, LINE has been used by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worldwide, 

including up to 215 million active users. On the other hand, Facebook, Instagram, and other social 

applications provided platforms where users can either follow other users' posts or share photos and videos 

of life on, which were loved by many users. We developed a system for public events that combines the 

feature of LINE, quickly spread messengers, and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 platforms, instantly sharing of 

multimedia messages. The users can not only post the message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provided by the 

organizer but also post on the social platforms with a hashtag, then it will be automatically posted to the 

system. Furthermore, the event organizer can use the online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based on the web 

page, to manage the posts. Also, with the automated inspection system, even a large amount of posts can 

be quickly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of the open space so that the public can easily see the messages. Hopes 

that the invention can be applied not only to large-scale events but also to all kinds of advertisements and 

government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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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 

現今因應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化，加上 LINE、IG 等軟體能夠即時傳送訊息，因為可以在不

額外增加費用之情形下與其他使用者即時傳送文字、圖片等多媒體訊息，受到許多使用者的

青睞，自 2016 年 3 月以來，LINE 於全球就擁有超過 10 億人使用，其中更有高達 2.15 億活躍

使用者；而 Facebook、Instagram 等等社交應用軟體上，用戶可以在各大平台上分享生活上的

相片及視訊，也能關注其他用戶的貼文，這樣的功能受到眾多使用者的喜愛，如【圖一】、【圖

二】所示，但這也造成活動當中群眾大多時間都在低頭滑手機以及發文來分享現在的情緒以

及感想，使台下與台上間的互動愈來愈冷漠，讓活動中的趣味性及互動性降低。因此我們希

望可以研發出一套系統，能將 LINE 快速傳播訊息的特性，以及結合各大社交平台即時分享多

媒體訊息的優點，設計出一套系統能將群眾所發布的貼文即時轉貼至舞台上的大螢幕系統當

中，希望能夠將群眾的目光從手機上移至活動上，藉此改善群眾在活動中的互動性，讓活動

更加的熱絡。使用者在社交平台上發佈的貼文能同時發佈至系統中，也可經由掃描活動單位

提供的 QRcode 後進行訊息的發送，活動管理單位也能利用建立於網頁上的線上管理系統來進

行訊息內容的控管，使眾多的訊息能快速且正確的顯示於開放空間的螢幕中，進而使大眾可

輕易的閱讀到發信者欲傳達的訊息，且我們希望讓此研究不僅能應用於大型活動中，更能使

用於各類文宣廣告、政令宣導上。 

  

【圖一】Instagram 活躍用戶統計圖         【圖二】Twitter 全球用戶統計圖 

(圖一資料來源：謝蜜絲(2020)。消費者之餐廳 Instagram 態度對消費意願之影響–以泰國之餐

廳 國之餐廳 Instagram 行銷為例。勤益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圖二資料來源：李亭宜

(2017)。運用 Twitter 數據分析消費者情緒與品牌價值關係之研究。中山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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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本作品主要的構想是想創造一個開放的訊息傳遞空間，讓每個人不僅能即時傳遞訊息，

也能在推播螢幕看到所有的訊息。在設計的規劃上，使用者可以經由在社交平台貼文並在文

章裡加入特定文字，上傳完畢便於顯示器顯示貼文，如此就可以將訊息及時轉貼至活動中的

大螢幕上，以增加群眾對活動的參與感。本作品利用現今流行的社交軟體，使用者在發佈貼

文的同時能讓系統擷取貼文，通過審核後立即顯示於螢幕上，如此可以方便使用者不需二度

發文，有效減少使用者與管理者的不便，讓使用者更有意願投稿以融入於活動當中，如【圖

三】所示。 

以下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 

(一) 研究如何提升活動的互動性 

(二) 探討不同的社交軟體使用人數比例 

(三) 探討如何加快審核速度 

(四) 探討網路爬蟲策略比較 

(五) 探討使用互動平台前後的互動性比較 

 

【圖三】系統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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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硬體、軟體及作業系統統整表 

如【表一】所示為本研究所使用到的各項設備及作業系統表。 

【表一】研究設備統整表 

硬體設備 開發軟體 伺服器系統 

伺服器主機 PHP Ubuntu 

智慧型手機 Line Bot MySQL 

大型螢幕 Microsoft Azure SSH Server 

 

(二) 硬體設備介紹 

1. 伺服器主機 

為使系統得以快速執行任務，我們採用如【表二】所示的主機規格，使系統在

活動當中可提供即時抓取、審核並同步貼文至大型螢幕上。 

【表二】伺服器主機規格表 

名稱 型號 

處理器 CPU Intel i7-9700K 3.6GHz 

主機 MB 華碩 TUF Z390-PLUS GAMING WIFI 

記憶體 RAM 金士頓 16GB*2 

固態硬碟 M.2|SSD 三星 Samsung 860 PRO 256G 

傳統內接硬碟 HDD WD 1TB 

CASE 機殼(+電源) 酷碼 MasterBox MB511 

電源供應器 台達 550W  

 

2. 智慧型手機 

為測試使用者在活動當中發布貼文時系統是否能正確抓取，我們以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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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貼文做為測試，如【圖四】所示為智慧型手機示意圖。 

 

【圖四】智慧型手機示意圖 

3. 大型螢幕 

大型螢幕可顯示在活動當中的觀眾貼文，讓大眾的心情得以被其他人看見，以

此來增加活動的互動性與參與感，如【圖五】所示為大型螢幕示意圖。 

 

【圖五】大型螢幕示意圖 

(三) 開發軟體介紹 

1. PHP 

PHP 為 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 的縮寫，PHP 是一種跨平台、嵌入式的伺服

器端執行的 script language。適合於網頁的開發，並可內嵌入 HTML 中。PHP 主要功

能在於伺服器端的 script 程式，因此可以用它來進行任何 CGI 程式可以做到的事，

例如收集表單資料、動態產生網頁或者發送/接收 Cookies，如【圖六】所示。 

 

【圖六】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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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ne Bot 

Line Bot API 提供與顧客間的雙向互動，透過 LINE 介面就能享受店家各項服務

及活動，還能串接資料庫，讓所有服務及資訊個人化，如同每位顧客專屬的線上專

員，如【圖七】所示。 

 

【圖七】Line Bot 

3. Microsoft Azure 

Azure 是開放且彈性的雲端平台，可讓開發者跨 Microsoft 管理的全球性資

料中心網路快速建置、部署及管理應用程式。開發者可以使用任何語言、工具或

架構來建立應用程式，並可將公用雲端應用程式與現有的環境進行整合，如【圖

八】所示。 

 

【圖八】Microsoft Azure 

(四) 伺服器系統介紹 

1. Ubuntu 

Ubuntu 是基於 Debian 發行版和 GNOME 桌面環境。Ubuntu 的目標在於為一般用

戶提供一個最新同時又相當穩定，主要以自由軟體建構而成的作業系統。Ubuntu 目

前具有龐大的社群力量支援，用戶可以方便地從社群獲得幫助，如【圖九】所示。 

 

【圖九】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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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ySQL 

MySQL 是一種開放源代碼的關係型數據庫管理系統（RDBMS），MySQL 數據庫

系統使用最常用的數據庫管理語言：結構化查詢語言（SQL）進行數據庫管理。由於

MySQL 是開放源代碼的，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在通用公共許可證的許可下載，並根據

個性化的需要對其進行修改，如【圖十】所示。 

 

【圖十】MySQL 

3. SSH Server 

SSH Server 可讓管理員不管發生任何狀況，或是要進行系統更新，都不需要回到

主機前面操作系統即可遠端完成。若是發生資安事件也可立即做出反應，將損失降

至最低，如【圖十一】所示。 

 

【圖十一】SSH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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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系統規劃 

1. 系統架構 

本作品發想於現今的廣告聯播網並進行改良。使用者可於社交平臺發文或至網

頁投稿，發布的貼文會經由我們所設計的網路爬蟲進行抓取，並儲存至伺服器中的

MySQL 資料庫。抓取後的貼文會經由 LINE Bot 自動審核，當貼文成功通過審核的

同時，將同步至推播平台。作品相較於現今的聯播網系統更有即時性與便利性，如

【圖十二】所示為系統運作流程圖。 

     

【圖十二】系統架構圖 

2. 系統特色 

本作品希望未來不僅能應用於大型活動中，更能應用在大型商業廣告、政令宣

導等不同用途上，而依此發想的研究四大特色，如【圖十三】所示。目前我們讓使

用者能在 Instagram、Twitter 發布貼文同時讓貼文顯示於系統中，原先是要做 Facebook

爬蟲但因先前發生了嚴重的個資外洩問題，導致 Facebook 已經將大量的 API 關閉，

所以無法利用 API 抓取貼文。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讓不熟悉上述兩個社交平臺的使

用者也能透過特定網站進行投稿，即時將多媒體訊息顯示於大螢幕上，進而達到群

眾互動之效果。而為了避免不當言論及不雅圖片顯示於公眾場合，我們利用 LINE 其

中的群組功能配合 LINE BOT 功能，可以讓多位管理員在群組中同時進行審核，如

此能加速審核訊息更能避免有大量貼文湧入時卻只有一位管理員審核訊息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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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也加入圖像辨識自動審核使審核速度更加快速。訊息通過審核之後便會加

入下一輪的輪播中，以輪播的方式能快速瀏覽不同的貼文，也可以設定特定貼文不

會被後續上傳的貼文蓋過，達到加強文宣廣告、政令宣導之效果，更能為大型活動

量身打造，增加活動的互動性及可看性。 

 

【圖十三】研究特色圖 

(二) 探討網路爬蟲技術 

網路爬蟲是一種「自動化瀏覽網路」的程式，或者說是一種網路機器人。他們被廣泛

用於網際網路搜尋引擎或其他類似網站，以取得或更新這些網站的內容和檢索方式。他

們可以自動採集所有其能夠存取到的頁面內容，以供搜尋引擎做進一步處理，處理成自

己想要的格式。 

1. 深度優先策略 

深度優先是指網路爬蟲會從起始頁開始，一個分支一個分支挖掘資料，處理完這

條分支之後再轉回節點，繼續挖掘下一個分支的資料，並進行深度的搜索，直到該節

點所有的分支都已探索，重複探尋未搜索到的資料，直到找到目標資料或是尋遍所有

節點與分支，如【圖十四】所示為深度優先策略概念圖。 

 

【圖十四】深度優先策略概念圖 

(圖十四資料來源：張華明(2018)。基於網路爬蟲和聲控技術應用於線上音樂點歌之研究。聖

約翰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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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寬度優先策略 

寬度優先策略會從某一網站開始走訪，接著走訪此網站所有相鄰且未拜訪過的

網站，再從這些網站進行先廣後深的搜尋，當每個網站同一深度的節點走訪完，再繼

續向下一個深度搜尋，直到找到目的節點或搜尋全部節點，如【圖十五】所示為深度

優先策略概念圖，先搜尋完同個圈內(深度)的資料後，再擴大深度搜索。 

 

【圖十五】寬度優先策略概念圖 

(圖十五資料來源：張華明(2018)。基於網路爬蟲和聲控技術應用於線上音樂點歌之研究。聖

約翰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3. 聚焦搜索策略 

聚焦搜索策略是根據「匹配優先原則」對數據進行訪問。基於特定的匹配算法，

主動選擇與主題相關的資料，並限定優先級，以引導後續的資料抓取。根據「最好優

先原則」進行訪問，讓程式可以快速有效地獲得更多與主題相關的頁面，如【圖十六】

所示為深度優先策略概念圖，圖中的「聚焦」為指定資料抓取的主題，抓取後會經過

篩選與處理，呈現出使用者所需樣貌。 

 

【圖十六】聚焦搜索策略概念圖 

(圖十六資料來源：張華明(2018)。基於網路爬蟲和聲控技術應用於線上音樂點歌之研究。聖

約翰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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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度優先、寬度優先、聚焦搜索策略比較 

我們的整套系統是利用網路爬蟲抓取使用者的貼文同步顯示於活動中的大螢幕

上，增加活動中的互動性以及趣味性。為了有效的抓取使用者的貼文，我們使用了

以主題優先搜索且更新效率快的聚焦搜索策略。拿我們所使用的聚焦搜索策略來跟

其他兩個搜索策略比較後，發現聚焦搜索策略確實優於其他兩個搜索策略，比如抓

取速度快、主題式搜索等。如【表三】所示為三種網路爬蟲策略比較表。 

【表三】深度優先、寬度優先、聚焦搜索網路爬蟲策略比較表 

      搜索策略 

比較  
深度優先策略 寬度優先策略 聚焦搜索策略 

1 分鐘 172 則 285 則 453 則 

5 分鐘 791 則 1264 則 2079 則 

以主題進行搜索 否 否 是 

 (表三資料來源：自行設計) 

(三) 探討圖像辨識技術 

圖像辨識技術可能是以圖像的主要特徵為基礎的，每個圖像都有它的特徵。在人

類圖像辨識系統中，對複雜圖像的識別往往要通過不同層次的信息加工才能實現。圖

像辨識技術是立體視覺、運動分析、數據融合等實用技術的基礎，在研究等許多領域

可廣泛應用。我們希望透過這項技術來判斷貼文中是否有不雅圖片，對貼文進行審核。 

1. 邏輯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 

相似於線性回歸，同樣是找出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依變數(Variable)的關

係，然而不同於線性回歸，邏輯回歸的輸出(output)二進位的，不是 1 即是 0。邏輯

回歸為最頻繁被使用的分類演算法，時常被應用於風險評估或判斷異常，如下【圖

十七】所示。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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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邏輯回歸概念圖 

(圖十七資料來源：邏輯回歸概念圖-取得影像的特徵點。2020 年 6 月 13，取自：

https://oosga.com/machine-learning/) 

2. 自適應增強(AdaBoost) 

自適應增強整合多種不同的模型來做分類或回歸分析，再根據其正確率去判

斷每一個不同的輸出所佔的比重為何。自適應增強以及其他增強（Boosting）模型，

在提高準確率上非常有效。應用於低成本的方式來做圖片識別。基於自適應增強

的原理，就能設計出特徵點配對(Feature matching)，如【圖十八】所示為利用特徵

點配對判斷特徵示意圖，而特徵點配對的判斷步驟如下： 

(1)關鍵點偵測(Key point detection)：在圖片中取得關鍵點（可能為 edges、

corners 或 blobs）。 

(2)特徵點提取(Feature extraction)：針對各關鍵點提取該區域的 features（稱為

local features）。 

(3)關鍵點篩選並進行特徵點配對。 

 

【圖十八】利用特徵點配對(Feature matching)判斷兔子特徵 

(圖十八資料來源：圖像特徵比對(一)-取得影像的特徵點。2020 年 6 月 13 日，取自：

https://reurl.cc/j72gEp) 

https://oosga.com/machine-learning/
https://reurl.cc/j72g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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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卷積神經網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也是模仿人類大腦的認知方式，譬如我們辨識一個圖像，會先注意到顏色

鮮明的點、線、面，之後將它們構成一個個不同的形狀(眼睛、鼻子、嘴巴……)，這

種抽象化的過程就是 CNN 演算法建立模型的方式。卷積層(Convolution Layer) 就是

由點的比對轉成局部的比對，透過一塊塊的特徵研判，逐步堆疊綜合比對結果，就

可以得到比較好的辨識結果，如【圖十九】。 

 

【圖十九】卷積神經網路概念圖 

(圖十九資料來源：范嘉玲(2020)。使用卷積神經網路促進多車輛計數於嵌入式系統之實現。

國立台北大學：碩士論文。) 

4. 邏輯回歸、自適應增強、卷積神經網路比較 

我們研究中的圖像辨識是用來判斷審核貼文時是否有不雅貼文出現，以防止

在活動中出現不雅畫面時導致活動發生混亂。經由如【表四】所比較的項目，我

們最後選擇使用能利用特徵去判斷圖片的卷積神經網路。 

【表四】邏輯回歸、自適應增強、卷積神經網路辨識方法比較表 

      搜索策略 

比較  
邏輯回歸 自適應增強 卷積神經網路 

平均判斷時間 0.62 秒/則 0.53 秒/則 0.25 秒/則 

平均判斷準確率 84.6% 94.2% 96.9% 

圖片特徵點判斷 否 是 是 

(表四資料來源：自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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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流程圖 

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 php 以及 JavaScript 建構整套系統，使用 php 撰寫伺服器端以

及網路爬蟲的程式碼，像是網路爬蟲、網路後臺等等功能，利用 JavaScript 顯示輪播的

內容。本研究整體運作流程如【圖二十】所示。 

 

 

【圖二十】系統運作流程圖 

 

1. 抓取 Instagram 與 Twitter 貼文 

我們以 PHP 的 Curl 取得 Instagram 或 Twitter 回傳的 Json 格式資料轉為陣列，

並使用用戶資料 API 分別取得每位發文者的頭像以便顯示，最後將取得到的圖片、

內文、帳號等資料存進 MySQL 中，如【圖二十一】所示。 

 

【圖二十一】抓取貼文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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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像辨識訓練 

如【圖二十二】所示為本作品所使用的圖像辨識訓練流程圖，其步驟如下所

述： 

(1) 選出多張圖片輸入訓練模型中。 

(2) 將圖片中人物的特徵描繪出來。 

(3) 讓機器判斷這些圖片那些能通過哪些不能通過。 

(4) 再將正確解答輸入到訓練模型中，讓機器更清楚了解如何判斷。 

(5) 將機器訓練完後，再次輸入多張圖片進行判斷，驗證機器是否能夠正確的判斷

出圖片是否有不雅內容。 

(6) 最後再將訓練模型的判斷過程微調讓機器能夠更準確的審核貼文。 

 

【圖二十二】圖像辨識訓練流程圖 

3. 電視牆取得資料 

這部分我們使用 JavaScript 的 interval 在每輪播放結束前以 Ajax 技術取得最新

的貼文，並偵測貼文種類與圖片長寬比，自動決定每篇貼文的顯示樣式，如【圖二

十三】所示。 

 

【圖二十三】電視牆取得顯示資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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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ne Bot 自動過濾不當貼文 

我們利用圖像辨識去辨識貼文中是否有不當的文字或圖片，如果發現不當貼文

便立即刪除，如果審核通過就將貼文顯示在活動中的大螢幕上，並且搭配 Line Bot 讓

活動單位可以輕鬆觀察審核的結果，如【圖二十四】所示。 

 

【圖二十四】自動審核流程圖 

(五) 實驗與問卷調查 

我們在學校的校慶活動進行實驗，首先我們在活動當中發放問卷，以 Google 表單的

方式觀察群眾對於一般大型活動的感覺，並且回收有效問卷進行統計，以此來討論如何

增加活動的趣味性與作品附加價值。 

觀察後我們決定製作能與群眾互動的貼文推播系統，以及加入常駐貼文進行廣告投

放，增加商業價值。完成後，我們將作品投入至校慶活動當中，再次進行問卷調查，得

知尚未發現的問題後，將觀眾回饋的問題加以修正，精進整套系統，如【圖二十五】所

示為實驗流程圖。 

 

【圖二十五】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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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結果 

(一) 系統功能 

1. 利用社交軟體或網頁平臺投稿 

這套系統使用了最受年輕人歡迎的社群軟體 Instagram 和國際化的 Twitter 作為投

稿平臺，為了讓和上述平臺不熟悉的使用者投稿，所以我們也提供了網頁投稿的服

務，讓投稿方式更加豐富，同時若是使用社交軟體投稿，只需在自己的頁面發文並加

上 hashtag，我們的系統變會自動將此貼文擷取投稿，如【圖二十六】所示。 

 

【圖二十六】各平臺投稿頁面 

 

2. LINE BOT 自動審核 

利用 LINE 群組機器人和網頁作為審核貼文的平臺，以方便多位管理員能夠同步

審核貼文，並加入自動審核讓貼文審核得更快，如【圖二十七】、【圖二十八】所示。 

       

【圖二十七】網頁審核頁面  【圖二十八】LINE 審核頁面 

 #60 科展 #60 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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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訊息輪播在大螢幕上 

審核完的貼文將會進入下一輪的輪播中，讓使用者和大眾分享訊息、感想，不只

加快了訊息的流通，更讓活動主辦方可以和群眾互動使活動錦上添花，我們同時限制

了輪播貼文的最大數量，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看到自己的貼文，不會等了老半天還輪不

到，如【圖二十九】、【圖三十】、【圖三十一】所示。 

   

【圖二十九】Instagram 投稿輪播【圖三十】Twitter 投稿輪播【圖三十一】網頁投稿輪播 

4. 進行廣告與訊息傳播 

除了民眾的投稿以外，系統後臺可以刊登常駐貼文，貼文不會被後面上傳的貼文

覆蓋，可以提供給主辦單位或廠商進行消息的公布或是工商廣告，如【圖三十二】 所

示。 

 

【圖三十二】常駐貼文輪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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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模組化方便主辦方設定主題 

把背景、標題、hashtag 等眾多自訂項目整合到了程式裡，方便活動單位設定各

項主題應用於不同的場合和活動中，如【圖三十三】、【圖三十四】所示。 

 

【圖三十三】登入介面              【圖三十四】管理介面 

 

6. 達到增加活動趣味性的目的和宣傳效果 

總結上述所有功能，加上和主持人與活動的連動，搭配良好的位置與大螢幕，此

系統可以有效地大幅增加活動的趣味性及互動性，如【圖三十五】所示。 

  

【圖三十五】師生參與活動和利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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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核速度比較 

我們對網頁後台人工審核、Line Bot 人工審核、Line Bot 自動審核進行速度比較，以

相同貼文量觀察每則貼文審核所耗時間，發現以網頁後台人工審核方式進行審核不僅耗

費大量人力，且速度不盡理想，後來我們改採用 Line Bot 讓管理員不必守在電腦前也可

審核貼文。從【表五】與【圖三十六】可知，雖然在貼文數少的時候 Line Bot 人工審核速

度稍有增快，但在貼文量多時會因工作人員體力下降而導致平均時間上升。我們最後結

合圖像辨識系統來讓 Line Bot 自動審核貼文，可從【表五】與【圖三十六】看出自動審核

可維持一定速度，適合大型活動採用。 

【表五】審核方式速度比較表 

(表五資料來源：自行設計) 

 

 

【圖三十六】審核方式速度比較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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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卷調查結果 

1. 使用本作品前 

我們在學校的校慶表演的問卷調查約 350 份，回收後的問卷經過確認，有效問

卷約有 308 份，占總發放問卷的 88%，用以確認此次校慶大眾的感覺如何，如【圖

三十七】所示。 

 

 

【圖三十七】使用作品前發放的有效問卷占比 

 

(1) 使用者對活動的整體感覺 

我們於問卷中詢問大家對於活動中的整體感覺如何，且詢問他們在活動當中

花費大多數時間在做什麼事情，如【圖三十八】、【圖三十九】所示。 

 

 

【圖三十八】大眾對於活動的整體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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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大眾在活動中在做什麼事情 

 

(2) 在活動中使用社交軟體的平均發文次數 

我們在問卷中詢問學生在活動當中使用社交軟體的平均發文次數，使我們發

現使用社交軟體的人時常發文以表達心情，且次數大約有 1~5 次或以上，如【圖四

十】所示。 

 

 

【圖四十】在活動中使用社交軟體的平均發文次數 

(3) 是否認為臺上與臺下互動不足 

我們在問卷中詢問他們是否認為活動中臺上與臺下的互動不足，大部分的回

答都給予了回饋，表示目前活動中應增加臺上與臺下之間的互動，如【圖四十一】

所示。 

 

【圖四十一】是否認為臺上與臺下的互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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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 

由上述的問卷調查中我們可以發現：高達 43%的人覺得活動很無聊，表示目前

大多數的活動都急需改變，而另一方面，有高達 66%的人在滑手機，其中更有 63%

的人使用社交軟體超過 2~3 小時以上，導致臺上與臺下的互動性嚴重不足，致使活

動變得尷尬、冷場。 

 

2. 使用本作品後 

我們在問卷的第二階段詢問大家對於使用作品後對活動的感覺，收集一些意見

好看出今年活動是否有所不同，並收集一些使用者的使用習慣，以利用於未來改善

整體作品。我們收集了 350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310 份，約佔總數的 89%，如

【圖四十二】所示。 

 

 

【圖四十二】使用作品後發放的有效問卷占比 

 

(1) 大眾使用後對於活動的整體感覺 

我們在問卷中再次詢問對於活動的整體感覺以及活動當中在做什麼，從圖中

可以看見我們的作品有效地提升了活動整體的趣味性，認為活動無聊的人數也減

少 30%，而與臺上互動的人數更提升了 40%。如【圖四十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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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大眾使用後對於活動整體的感覺 

 

(2) 對於系統和活動連動的滿意度 

我們向使用者詢問這次活動和系統的連動滿意度，雖然 57%的人持正向看法，

但看得出來我們在連動性這塊還有進步空間，我們需要較多配套和方法讓系統更

像活動的一部分，如【圖四十四】所示。 

 

 

【圖四十四】對於系統和活動連動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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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實驗時用在校慶的小型活動中採用人工審核，並且因為我們有三個人，因

此滿意度非常高，有 80%的人覺得非常滿意，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更大型的活動中有

限的人力可能拖慢審核貼文的速度，於是我們加入了自動審核，以解決在大活動中

審核過慢的問題，如【圖四十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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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五】對於審核速度的滿意度 

 

(4) 是否認為臺上與臺下的互動性不足 

從圖表中我們也能看出在利用此作品後大家對於活動整體的熱絡感有明顯的

改善，認為互動性足夠的人數提升 29%，如【圖四十六】 

 

【圖四十六】是否覺得臺上與臺下互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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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發現使用此研究後，活動當中臺上與臺下的整體互動有大幅度的提升，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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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討論 

以前寫 C#時有 Visual Studio 協助我們更加順利撰寫程式，不僅打出關鍵字就可以自動跳

出相關函式，還會以中文提示使用者需要填寫哪些類型的參數。但在 PHP 上使用 Visual Code

就沒有那麼方便了，一開始光是要找如何 Debug 就花了好一段時間，後來還加入了 Ajax 技術

來達成動態輪播，當初引用 jQuery 來寫 Ajax 時遇到了些許困難，包含 Ajax 丟出資料後無法

觸發成功事件(Success)的函數，嘗試了好幾次沒有錯誤(Error)的問題，發送前(Before Send)的函

數也有正常觸發，由此我們推論資料有送出去但沒有遇到錯誤，經過了一下午的測試和查詢

資料，發現是成功事件(Success)函數的名稱拼錯，才導致一直沒觸發，由於是引用 jQuery 撰

寫，也不是內建的 JavaScript 函數，所以引用 jQuery 上的程式出錯時並不會主動提醒，研究這

方面時花費了許多心力與時間。而我們曾經看到網路上有人有做過抓取 Facebook 貼文的功能，

當初我們也想要嘗試抓取 Facebook 的貼文使用在我們的系統中，但一查之下才發現 Facebook

現在不提供全站爬蟲的 API，只能查詢公開的個人塗鴉牆，起因是因為今年 4 月被爆出的劍

橋分析事件：2014 年劍橋大學的一位教授因為製作了一款心理測驗 App，被劍橋分析公司濫

用來竊取個資並販賣。因此 Facebook 關閉了相關功能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也迫使我們

暫時放棄這個想法。我們也花了一些時間來研究如何使抓取貼文更加快速，並搭配自動審核

來讓貼文得以及時上傳到大螢幕上。查詢文獻後，發現網路爬蟲大致上分為三種策略，其中

我們以聚焦搜索策略來實現最快速、有效率的抓取貼文，提升了作品的完整性。 

本研究計畫未來的努力方向和工作，包括以下幾點： 

(一) 研究有沒有其他替代方案可以讓使用者利用 Facebook 進行投稿。 

(二) 套用圖像辨識的 API 來使我們的自動審核更加的完善，能夠自行過濾不當的圖片。 

(三) 模組化的方面能夠更加的完善，希望能達到僅僅一個程式就能設定所有相關參數。 

(四) 發展適用於大型活動的功能，例如在輪播中插入數則廣告，來幫助活動的贊助廠商進行

宣傳，抑或是在輪播中加入主辦方公告的內容。 

(五) 將 LINE 機器人功能發展更加完善，希望未來把網頁後台的功能全數移植至 Line 上面。 

 



 

27 

 

七、 結論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以「利用系統讓活動更有趣」作為主要研究目標而製作「結合社交軟

體建置大型活動之影音廣播平臺」，而後衍伸出「在活動中進行商業活動」和「提供主辦方傳

遞訊息」的主要功能，且想到活動進行時大多是公開場合，因此必須嚴加控管投稿內容，如

此卻又擔心審核過慢，因此想到加入了 LINE Bot 跟網頁後臺審核系統。透過測試及問卷調查，

我們進一步的改良系統，加入了自動審核以及模組化系統，更加入了新的社交投稿平臺 Twitter

來擴大不同的使用客層，並且了解我們的系統必須要更大的螢幕以及良好的位置和配套才能

發揮百分之百的效益。未來我們將持續的修正問題以及應用在更多的活動中，也利用這些數

據提高使用者體驗，使這個研究更趨於完善、穩定。 

以下為本研究實驗結果與結論： 

(一) 探討如何讓活動更加有趣 

我們在學校活動中發現大部分的人對活動及主持人之間都沒有太多互動，而是自己

在臺下聊天或玩手機，因此我們設計了這套系統希望能增加活動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性，

並利用問卷來確認是否能讓活動更有趣。 

(二) 探討出席活動的群眾使用不同社交軟體的比例 

我們觀察網路上的統計資料發現時下年輕人使用 Instagram 的比例大幅增加，因此我

們決定以 Instagram 作為第一個加入系統的社交平臺，之後我們也在學校活動中進行測試，

證實我們的想法正確，並且嘗試加入更多的社群平臺進行投稿，可惜的是在臺灣很多人

使用的 Facebook 因為一些原因無法進行全站的爬蟲所以目前尚未加入系統。 

(三) 探討使用前與使用後的差異 

如研究資料的圖表及數據所示，在使用此系統前僅有 15%的人認為活動是有趣的，

但在使用這套系統之後，認為活動變得有趣的使用者有 80%，且認為整體活動變得有趣

的人也提升到了 53%，我們能從這點看出這套系統在活動中能達到大幅的改變，讓活動

中的人們更沉浸於活動當中。 

(四) 探討如何讓使用者輕鬆的使用這套系統 

我們使用 Instagram、Twitter 和網頁做為平臺，使用者只需在貼文中加入 Hashtag 即可



 

28 

 

使自己的貼文被大眾看見，讓大家都能輕鬆的使用，藉此提升使用者對於活動的參與感，

改善現今大型活動的缺點。 

(五) 探討如何加快審核速度，讓活動與系統即時同步 

我們加入自動審核系統，讓貼文能夠更快顯示到系統上，使用者跟活動的互動可以

更即時，訊息傳播也可以更快速，希望能讓大家更想要與台上互動。 

(六) 探討使用何種圖像辨識技術最具效率 

為使自動審核系統更加快速，我們做了許多文獻探討，發現有邏輯回歸、自適應增

強、決策樹三種圖像辨識技術。經討論與實驗後發現「自適應增強」最符合我們研究的

審核系統，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審核觀眾的貼文，節省人力之外更能提升在活動當中的審

核速度。 

(七) 比較各種網路爬蟲策略，加快網路爬蟲速度 

為了有效抓取使用者發布的貼文，我們在網路上搜尋並找到了三種網路爬蟲策略，

且經過比較後發現「聚焦搜索策略」符合我們系統的需求，更快速的抓取資料，以達成

及時推播貼文的功效。 

(八) 利用 Line Bot 技術為工作人員打造方便易用的管理工具 

本作品利用 Line Bot 的易用性，將貼文內容、審核結果等資訊以 Line 訊息通知管理

人員，並且可在 Line 介面中操作手動通過、刪除、封鎖貼文，使工作人員不必守在電腦

前操作審核系統，更方便地在大型活動中管理大眾的貼文。 

(九) 探討如何更加有效的利用我們的系統 

我們在校園中測試過後發現，此系統必須搭配完善的配套與主持人進行搭配並且放

置於顯眼的位置還要有足夠的螢幕大小，達成上述條件便能讓此系統達到最高效的應用，

未來也希望能以更低的環境需求達到更高的效益。 

(十) 探討此系統的附加價值 

在學校活動中我們發現此系統可以增加更多的功能，例如：訊息公布、工商廣告等

等，因此我們做了常駐貼文功能，提供了迅速的訊息傳播，且提升了此作品商業化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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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190001 

本作品從生活中發想，主題具實用性，研究方法與步驟嚴

謹，除了理論探究與方法設計外，同時透過實驗，實際驗證於校

園活動中，是兼具理論與實務的作品。本作品若能在文獻探討上

參考更多的相關系統與近期的網路爬蟲演算法，將能讓作品更為

完整與優化，也更能提升本作品在科學精神上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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