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科技演進帶動新興的資訊傳遞模式，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與社群網路的蓬勃發展，也提升了大數

據資料分析的重要性。使用者於社群網站頻繁且大量的交換各類資訊，在重大事件發生之時，資訊將很

快地被散佈在社群網路之中，若災害發生期間，能即時將這些情資加以蒐整，對於災情的掌握應有一定

程度上的助益。本文將說明自社群網站蒐整災情資訊的方法，以關鍵字詞、文章聲量為基礎，使用

2018年 2月 6日的花蓮地震作為範例，呈現情資蒐整的分析與結果。

花蓮地震事件之

與災情蒐整
社群網路

分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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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資訊科技演進與手持式 3C設備普及，帶動新興資

訊傳遞模式，早期網路主要提供網頁給使用者瀏覽之

用，此做法偏向「線上的圖書館」之形式，而現今能透

過社群網路，提供使用者一個互相交換資訊的管道，

大量的資料在網路環境中逐漸產生，間接帶動大數據

（Big Data）資料研究的興起。大數據（Big Data）是近

期熱門的研究議題，資料的基本定義包含 3V的特性 [1]：

(1) 大量（Volume）、(2) 多樣性（Variety）、(3) 即時性

（Velocity）。

社群網路 （Social Web） 已經成為網路使用者最常使

用的服務 [2]，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調查顯示

[3]，台灣網路使用者每天花 3.25小時上網，其中使用社

群服務的佔總時間的 64.32%，成為上網瀏覽項目的第一

名，由此可知社群網路的熱門度。目前廣泛使用的社群

網站如：臉書（Facebook, FB）、推特（twitter）、批踢踢

（PTT）等。使用者發布資訊分享給好友或其他使用者

瀏覽，一般而言，任何使用者都能對於資訊提供回饋與

心得，達到資訊流通的互動性，使用者也能加入社群服

務的社團，定期獲取特定主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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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 EMC Digital Universe Study預測結果顯

示，每年社群網路資料量約兩年成長一倍，到 2020年會

成長至十倍 [4]，表示網路資料成長的幅度。這些資料具備

不同的類型，如： 檔案、影像、多媒體等，具備資料的

多樣性，同時這些資料會隨著時間大量且快速的產生，

要能夠即時性的蒐集與彙整這些資訊，才能產生出應用

的價值，這也是資料的即時性，而我們正是希望能利用

這樣龐大的資訊交流管道，達到災害訊息蒐集的目標。

一般而言，民眾在敘述災情時稍微會潤飾一番，

例如：民眾在網路上談到「路樹、招牌或電線杆掉

落」、「橋梁斷裂無法通行」、「路面淹水深度近腳踝」，

甚至地震災害造成「大樓、房屋倒塌」或「有人遭到

掩埋、失聯」等，一篇文章開始討論當下的災害事件

時，除了原作者敘述的「正文」外，亦有其他讀者的

「留言」，若能從這些訊息中擷取出來，並整理成災情

資訊，也許能成為一個新興評估災害情勢的管道。

然而社群網路上的資訊變動速度較快，考驗資料蒐

整的速度，可靠的資料來源獲取不易，需要投注人力資

源找尋，要有效率地分析潛藏於資訊之中的災情內容，

提供災害決策應變應用尚有許多待解之難處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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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全台災害應變單位或災害應變中心，於災害

應變期間蒐整設置於各地之感測器，將水文、坡地等

觀測資訊作為研判資料，並提供給指揮官做為決策輔

助之用 [8]，根據完整之災情通報流程，這些觀測資料

需進一步人為確認、勘誤後，始能進行資訊發布，其

過程需消耗大量時間與人力資源，相對於社群網路產

生的災情訊息，由於屬民間流言或街坊八卦，內容的

正確性有待證實，且敘述方式之品質參差不齊，但這

類訊息之優勢為：訊息產生速度相當快速、傳遞範圍

亦相當廣泛，每當災害事件發生之時，位於災區之熱

心民眾，會主動將最新資訊散佈於社群網路中，也有

賴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這些消息能在事發後的短時間

內，讓不在場的廣大使用者們也能知曉。

基於以上觀點，本研究針對社群網路作為主要資

料來源 [9]，自使用者對於災情內容所發表的文章、留言

進行初步的分析，並建構「社群網路災情蒐整流程」，

並以關鍵字詞與文章聲量為基礎，針對災害發生時期

的資訊進行分析，藉由探索與攀爬社群網路即時貼文

資訊，呈現災情研判上的實質應用效益，也期望能做

為一套標準化的災情資訊蒐整流程，能即時提供災害

應變情資研判期間新的災情參考資訊。

社群關鍵字詞之趨勢分析

針對使用者於社群網路發布的文章的常見特性，

本文利用社群網路來源及趨勢分析找出社群網路上使

用者的習慣及災情資訊的變化，同時針對災情內的時

空地理資訊進行擷取與綜整 [10]。本文會依次介紹社群

網路災情綜整流程及社群網路來源及趨勢分析、災情

時空綜整機制及案例成果展示，以 2018年 2月 6日深

夜，於花蓮發生之強烈地震（以下簡稱為花蓮地震），

並呈現出社群網路於災情研判上所帶來的助益。

社群網路災情綜整流程

由於社群網站屬於提供給使用者自由發表言論的

管道，其抒發的內容並無多加限制，且沒有統一的格

式，屬於自由文本（Free Text），即無格式、無限制書

寫方式的文章內容存在於網路上，而新文章與新留言

隨著時間與事件的進度（進展）而增加。基於以上特

性，我們應對來自社群網路的資訊須有一些認知：社

群網路上的災害資訊屬即時性，任何重大事件產生的

短時間內即出現大量相關資訊，如同新聞快報般，越

是具有較高的談論價值的內容，產生速度與傳播範圍

隨之提升，其目的為激起民眾熱烈的討論，進而產生

更進一步的詳細、最新資訊。

我們在事件發生階段的第一目標，乃是迅速獲取

災害資訊，並將災情資訊中的「地理資訊」、「時間資

訊」兩種重點項目進行展示，提供給情資研判做為參

考資料。以下將說明一套「社群網路應用於災害情資

蒐整」的流程，藉由常見的訊息處理的方法：先將資

料蒐集匯入後，透過文本分析技術（關鍵字詞分析）

取出重要災情資料，再將災情資訊配合時空資訊彙整

成災情地圖。同時藉由關鍵詞的分析，能觀察災情趨

勢分析來監測災害事件的發展軌跡，圖 1為自社群網

路蒐集資訊並加以綜整的流程圖。

圖 1   社群網路災情綜整流程



Vol. 47, No. 1   February 2020  土木水利  第四十七卷  第一期 89

「新興科技在環境永續及智慧防災之應用」專輯

目前具有各式各樣的社群網站使用愛好者，不同

年齡層與居住地區的使用者，其選擇也不盡相同，歐

美國家盛行使用推特（Twitter）、Reddit，以台灣為

例，臉書、IG（Instagram）與 PTT較為被廣泛使用，

屬使用者族群較多的社群服務。災害期間，在災害發

生地點附近的民眾，透過大多透過智慧型手機，拍攝

或錄製最新的情形，並上傳至社群網站上，發布文

字、圖片與影片訊息，如：「某某大樓倒了」、「某某大

橋斷了」，並附上大樓倒塌的照片。這樣的訊息一旦出

現在社群網站上，其他災區使用者便開始跟進，回饋

更多的災情資訊。

本研究藉由網路爬蟲，以臉書的開放式文章與

PTT作為主要資訊來源，並事先建立既定的資料格

式，將社群網站的資訊，爬取至資料庫中，以提供後

續資料分析使用。這些資訊在不同的社群網站上的呈

現格式不盡相同，我們則是將所有能蒐集的資料一併

進行統整，使用統一的格式儲存這些第一手資訊，為

有效過濾文章，我們以常見災害相關字詞作為搜尋基

礎，從資料庫中挑選可能與災害相關的文章，藉由文

章數量變化作為使用者對於該事件的關注度，同時代

表災害事件的進展，關鍵字詞的過濾蒐尋亦有助於災

情的地理資訊與災害描述資訊的過濾。

以文章數量作為社群聲量高低的標準，除了能凸

顯該社群網站自身的熱門程度，且能代表災情規模或

影響程度，「來源頻道分析」可透過「使用者數量」與

討論各式事件「文章數量」的活躍程度，評價社群網

站的影響力；「災情趨勢分析」可以從討論的相關文

章內容，看出災害造成的嚴重度及時間分布。當相關

文章數量達到高峰，又這些文章提及的地理詞資訊，

顯示充分的時空間資訊，針對資訊內容擷取地理、時

間及災害情資的資訊相對較為順利，整理後以地理分

布、時間排序提供災情綜整資訊。

社群網路來源分布與災害趨勢分析

從社群網路攀爬資料並儲存到單一資料庫的工作

上是一項較困難的工作，攀爬技術需要針對不同社群

網站提供的 API或是網頁結構來進行分析，透過不

同的攀爬策略去擷取相關資訊。資料庫收集各來源網

站，包含：社群網站、各大討論區及個人部落格（如

撲浪、Xuite）等類型網站，並透過索引（Indexing）將

儲存的資料有效管理。關鍵字是常見的過濾機制，以

取得災害相關的社群文章 [7]。配合關鍵字詞的時間分布

的統計，可分析：(1) 社群網路頻道來源分布、(2) 災害

趨勢分析。

社群網路頻道來源分布，以收集的社群網站來源

為基礎，基於災害相關的資訊量，作為該社群網路來源

的指標性評量，計算方法可概略的統計某一種災害類

型，其常見之關鍵字詞（如地震相關事件則常使用「倒

塌」、「震度」、「芮氏規模」、「掩埋」等相關字眼），出

現於該社群網站上的討論文章數量，也可視為此網站在

該災害事件的討論熱度，通常稱為社群網路聲量。

依照來源社群網站於某一組災害關鍵字詞，所獲

得的社群聲量，能凸顯該社群網站可靠度。一般而

言，社群網路來源聲量越大，代表該社群網站的使用

者較多，也表示對於災害議題的討論度可較為熱烈，

重要資訊潛藏在其中的機會也相對較高。我們以花蓮

地震發生後一星期內，根據地震相關字詞過濾後，社

群網路來源分布結果，詳如圖 2所示。

圖 2為花蓮地震後一星期，熱門社群網站之聲量

累積分析，時間區間為 2月 6日當天 00：00至 2月 13

日 23：59，共收集 367,311筆資料。以 FB及 PTT為最

本次事件主要社群類災情資訊來源。從數據上也顯示

大部分的網民經常性使用的社群網站，表示 FB的粉絲

團是使用者主要的資訊交換媒介。

社群網路是一個龐大的資料傳遞管道，使用者主

要發表各類型文章，以求瀏覽者透過留言的方式進行

互動，一個新文章的出現其新鮮度較高時，在短時間

內能匯集較多使用者觀看，討論量也相對較高。

當災害發生之時，首位目擊民眾且將此資訊上傳

至社群網站中時，這訊息如同連鎖反應一般，激起現

圖 2   熱門社群網站（社群頻道來源聲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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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民眾與社群網路上的觀看者熱烈的討論，災區內的

民眾開始爭相發布自己獲得的資訊，活絡此事件的討

論熱度，

圖 3顯示，經地震相關的關鍵字詞過濾後，花蓮

地震發生期間後六小時內，於 FB、PTT等社群網站的

聲量統計。

從圖中可以看到，相關文章數量於 2月 7日的午

夜零時出現最高峰，而花蓮地震實際於 2月 6日晚間

11：50分左右發生，在下一個時間區間，即 2/7的 0：

00至 1：00之間，與相關文章數目急遽升高，顯示社

群網路在此事件發生後的反應結果，雖然社群網路沒

辦法在事發的當下立刻反映討論熱度，原因為此類文

章是依賴使用者主動發布資料迅速與否而定，但我們

估略發生時間並在實際時間後一小時內，獲取足夠數

量的文章數量，作為資訊倉儲或災情分析之用。

首先藉由網路爬蟲，以臉書的開放式文章與 PTT

作為主要資訊來源，並事先建立既定的資料格式，將

社群網站的資訊，爬取至資料庫中，以提供後續資料

分析使用。

來自不同的社群網站的資料經過正規化、統一資

料格式並儲存後，我們以常見災害相關字詞作為搜尋

基礎，從資料庫中抓取災害相關資訊，藉由文章數量

變化作為使用者對於該事件的關注度，同時代表災害

事件的進展，關鍵字詞的過濾蒐尋亦有助於災情的地

理資訊與災害描述資訊的過濾。

現今網路上常用的斷字斷詞工具種類相當之多，

但是支援中文語法斷詞的目前以中央研究院所提供的

斷字斷詞工具，以及結巴斷詞較為人所知，我們使用

後者做為本研究分析文章的應用工具。

過濾文章的部分主要分為兩個階段，(1) 去除

特殊、標點符號與 (2) 去除常見字詞，即停用詞

（Stopwords）。標點符號與特殊符號可藉由事先建立列

表的方式進行篩選，停用詞如：「你」、「我」、「嗎」、

「為什麼」、「應該」等過於口語的字詞，這些不足以做

為關鍵字，但在出現頻率卻是相當之高，但在過濾上較

為困難，因這些詞類數量龐大且較無跡可循，較為常見

的作法為：使用網路上他人建立的停用字列表，或經統

計計算蒐集的文章內容，將在單一文章內的頻率較高且

廣泛出現於各文章的常見字進行過濾，以上兩種做法皆

由其問題存在，前者受制於提供者對於選取字詞的嚴謹

程度，無法保證過濾效果，後者則因為特定類型出現之

常見詞類，如「地震」、「警報」、「震度」等內容，因為

特殊時期造成使用者集中討論於此類事件，導致該時間

區間內此類字詞廣泛出現於文章中，造成這類極具代表

性的詞類卻被捨棄之情形發生。

圖 3   2/6 23：00至 2/7 5：00花蓮地震相關文章統計

關鍵字詞整理流程

由前面所述，使用者於社群網路發布的資訊多以

自由文本，陳述品質不一、用字遣詞較通俗的文章內

容存在於網路上，而新文章與新留言隨著時間與事件

的進度（進展）而增加。較為棘手的是，中文句子需

經過許多事前處理，重要的關鍵字詞才能一一浮現，

此階段的第一目標，為有效篩選句子，將不必要的常

見字過濾，並正確的將句子切割成詞類的集合。

本文將說明自社群網路蒐集資訊，並將關鍵字詞應

用於災害情勢追蹤的流程，藉由常見的訊息處理步驟：

「資料蒐集」、「文本分析」、「詞類比對」等 3個步驟，

並結合災情趨勢分析來追蹤災害事件的發展軌跡，圖 1

為自社群網路蒐集關鍵字詞並加以綜整的流程圖。

圖 4   關鍵字詞整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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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所述，並結合下一階段的權重計算，可使

用以下三種做法，計算詞類的重要程度：(1) TF-IDF、

(2) 卡方檢定（Chi-Square）、(3) 資訊獲利（Information 

Gain）。

做法 (1) 主要計算該字詞於單一文章的詞頻

（term frequency, tf），以及在各文章出現的文章頻率

（Document Frequency, df）倒數的乘積，若 tf越高表

示此詞在單一文章內越重要，df則表示是否過於常

見，可能為停用字之傾向。

而做法 (2) 與 (3) 較偏向計算詞類特徵重要度，

以分布在目標類別的文章與否決定字詞鑑別度，以本

研究為例，我們需要找出常見於地震相關卻不常出現

在其他類文章的字詞，根據詞類出現是否計算分布程

度，藉此取出地震相關的重要字詞。

由圖 5與圖 6的關鍵字變化，可以觀察事件發生

的初期，民眾較為關切的主要為地震本身的相關資

訊，在前幾名的詞類內容可以解讀出：(1) 花蓮受影響

較大、(2) 是否還有餘震的可能、以及 (3) 統帥飯店可

能有人受困等。

而兩天後的關鍵字排序則顯示出，民眾在情勢趨

於穩定後，開始檢討此災難為何造成如此損害，以及

後續的救援，老屋、強震、家園等字眼顯示房屋結構

與抗震之間的關連度，以及各地方人士是否出面，對

於花蓮地區進行捐款或對此事件進行評論等。

花蓮地震案例災情綜整與成果展示

「花蓮地區 6日深夜發生規模 6.0強震，花蓮市震

度達到 7級，各地傳出不少災情。據了解，花蓮市內

有兩棟大樓倒塌，包括花蓮市公園路的統帥飯店一樓

整個坍塌，飯店「二樓變一樓」，另外在商孝街「阿官

火鍋」所在的商旅大樓也整棟傾倒。目前花蓮已經成

立一級應變中心，國軍花東防衛指揮部也動員救災。」

以上節錄自 ETtoday對於花蓮地震的相關報導，短短的

文字蘊含了大量的地理與時間資訊，以下將針對擷取

地理與時間資訊進行詳細說明。

在擷取地理與時間資訊部分，藉由關鍵字詞過濾

出地震相關文章，並針對發文者對於災情的描述內容

中，擷取出時間、地點及災情描述，在擷取社群網站

上文章的時間資訊上，通常分為兩類，(1) 文章中明確

說明事件發生之時間，此類能提供較為精確的事件發

生時間、(2) 此文章被發布在社群網站上面的「發布時

間」，此類時間與實際災害發生的時間會有一定的落

差，但通常與實際發生時間相距不遠。

地點資訊在文章中較為直觀，通常是以文字描述

區域、大眾感興趣的地點（POI, Point of interest）等，

然而要能夠輸入到地理資訊系統中，必須先經正規化

即地點資訊的數值化，將文字轉換為經緯度。因此，

擷取出可能為地理相關的描述資訊後，須透過定位服

務轉換為經緯度再定位至電子地圖上。而災情資訊往

往伴隨描述災害類型（例：倒塌、淹水、土石流等）

及發生的損害等，將這些資訊擷取後呈現在地理資訊

系統上，如圖 4所示。

圖 7中顯示 2月 6日大樓倒塌的畫面，在 2月 7

日晚間 00：06發布到 Facebook上，其地點描述資訊為

花蓮商校街 2號之 1，而災害描述是房屋倒塌。右側的

地圖上顯示透過定位轉換的經緯度資訊，再繪製到地

圖上。

將收集到的災情皆定位至在地圖上，就可以大略介

定地震造成的影響範圍，也成為災情的地理空間分布，

圖 5   2/7 00：00至 01：00花蓮地震的關鍵字詞排名

圖 6   2/9 18：00至 19：00花蓮地震的關鍵字詞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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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顯示花蓮地震造成的災情範圍，可看出集中於花

蓮地區，此類地理空間資訊有助於災害的影響範圍，

對於救災人力的派遣、附近醫院的支援等，具有一定

的參考效益。

自文章取得的災害地點資訊進行轉換、定位之

後，依照時間資訊進行排序，呈現出花蓮地震的災情

綜整，同時將完整的災情展示在社群網路災害綜整平

台，並以瀏覽的方式提供災害時序情資。提供應變期

間災害情資研判之參考依據，能夠讓情資研判時，對

於災害情報的掌握更加齊全，並也能夠過現場的災情

照片更快速的進行災情的判釋，如圖 9所示。

圖 7   花蓮地震災害情資

圖 8   花蓮地震影響主要區域分布

圖 9   0206花蓮地震災情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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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提出自社群網路應用於災害情資蒐整，並以

社群網路聲量為基礎、關鍵字詞作為過濾條件，進行

社群網路來源及災情情勢分析，也呈現出台灣地區使

用者普遍使用的社群網站偏好，以及災情發展趨勢，

後續佐以簡單計算公式，快速計算詞類權重以取得代

表性關鍵字，並觀察隨事件進展之熱門關鍵字對應變

化，這些文字留言與圖片將整併為災情資訊，萃取出

地理與時間的資訊後，以時序圖的方式描繪整起災害

事件輪廓，呈現於社群網路災害綜整平台中。

針對災情時間、地理資訊蒐整，以 2018年 2月 6

日花蓮地震為案例，提供空間及時間的災情資訊，顯

示出社群網路於災情資訊綜整能呈現出該災害事件的

時序。從地理空間的分布上，亦可以看出災害影響的

有效範圍。從此案例可觀察出，社群網路可作為一個

有效的資訊蒐集來源，分析文章並加以蒐整的成果對

於災害防救應用上有一定的價值，對於救災單位在掌

握災情上能做為一項新興的參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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