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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儘管企業會員資料庫的建置日趨完善，但仍有可能因為缺少部分重要變

數，而無法發揮資料庫最佳效用。因此如何利用其他相關調查資料或輔

助資料庫，增加會員資料庫之內容資訊，以提升其價值，為本研究之主

要想法。本研究採用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九十六年至九十九年

「台灣寬頻網路調查」之整合資料，並從中模擬抽取網路公司會員資料

庫，以函數映射方法增加資料庫中「是否常使用社群溝通網站」變數，

藉此了解顧客網路使用行為並豐富資料庫之資訊。 本研究先將資料依

90：10 之比例分為內部模型建立與外部效度驗證兩個資料集，再將內部

模型建立資料以 80：20 的比例切割為訓練資料集以及測試資料集。在



建模部分，以訓練資料集的全部資料建立全模型。以拔靴法對訓練資料

集進行 100 次重複抽樣，建構出 100 個單一模型，再以平均數、最大值

與眾數等三種方法建立三種整合模型。接著將全模型與此三種整合模型

代入測試資料集，評估模型之預測能力，選擇較適模型，再將較適模型

代入外部效度驗證資料集，藉由錯差矩陣驗證函數映射方法之有效度與

準確度。 研究結果顯示經由函數映射方法有效預測的能力達七成以上，

表示可藉由變數之連結將輔助資料正確且有效的增加至目標資料庫中。

因此企業只需執行有效的抽樣調查，透過少部份會員調查資料建立預測

模型，並映射回會員資料庫中各觀察值，增加會員資料庫的資料與訊

息。不僅提升調查工作的附加價值，同時也能幫助企業決策管理，進而

增加公司獲利。  

摘要

(英) 

Despite the gradual perfec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porate member database, 

any lack of critical variables might probably hinder the database from yielding the 

best contribu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make use of other 

related survey results or auxiliary database, to help the member database 

generating more information and to enlarge the value of the member database.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integrated data of “Survey on Broadband Usage in 

Taiwan” between 2007 and 2010, simulates and extracts member database of 

network companies and utilizes functional mapping to amplify the variable 

“frequent usage of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in the database in order to 

manifest customer’s Internet usage behavior and increase the revealing 

information. First, the acquired data are divided into two datasets as internal 

model establishment and external validity verification by the proportion of 90:10. 

Then, the established data in the internal model are dispatched into training 

dataset and testing dataset by the proportion of 80:20. For model construction, all 

data in the training dataset are to build the full model. Bootstrap is used to 

perform 100 times of resampling of training dataset, producing 100 single models; 

three integration models are then developed by mean, maximum and mode. The 

full model and the three integration models are brought into testing dataset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in order to indicate the most 

accepted model. Afterwards, such accepted model is put into the external validity 

dataset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nd accuracy of functional mapping by means 

of confusion matrix.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functional mapping’s 

effectiveness of prediction is higher than 70%, suggesting the link of variables is 

able to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unite the auxiliary data with the target database. 

Therefore, a corporation only needs to do effective sample survey, builds a 

prediction model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its few members, maps back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member database, and becomes capable of disclosing more 

details of the survey. In such a way, not only is the added value of survey being 

highly raised but also the decision making of a corporation is greatly assisted and 

the profits of a corporation are henc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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