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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式大量增加，其中最受

注目的焦點就屬於遊戲類的 APP。手機遊戲的 APP 長久位居熱門下載排

行榜，適合用來探討 APP 為何能夠持續的保持在熱門排行榜上的特性。

加上近年來大數據分析的流行，許多成功決策行銷的案例都有應用到

此技術，而大數據分析便是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對龐大的資料集進行分

析。因此本專題的研究打算透過資料探勘技術分析各種手機 APP 遊戲

排行榜較高的使用者之行為，便可探討出手機遊戲使用者行為特性當

中的資訊，以利將來能夠依此減少行銷成本並提高行銷的效率。而資

料探勘技術中分類分析的決策樹 ID3 是一種用來分類的方法，其演算

法能夠依照欄位重要的程度，來分類出資料集中的資訊，提供 APP 開

發者或 APP 代言廠商更好的決策方向，以利獲取更多商業利潤。本研

究依照調查影響熱門手機遊戲 APP 之因素結果，透過決策樹的分析，

得知 2015 年 1 月份前五名之熱門遊戲，使用者所重視的熱門遊戲關鍵

因素。 

關鍵詞：資料探勘、決策樹、熱門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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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網路使用日益普及，手機不再只是打電話傳簡

訊的簡單工具。智慧型手機的推出，搭配電信公司的網路方案，讓我

們可以隨時隨地的上網，即時得知我們要的資訊。像是等公車有 APP

可以查詢下一班公車抵達時間；電影的 APP 可以查詢院線影片播放時

間與即時訂票；餐廳的 APP 可以查詢優惠訊息。這些都是智慧型手機

所帶來的商機，也增加了民眾在消費上的便利性，但這些都需要大量

的資料庫或是有經營者經驗能彙整出來的訊息。手機遊戲就是脫穎而

出的熱門商機，手機遊戲並不需要店面或是大型的資料庫，只需要一

些不錯的點子就可以讓大家口耳相傳。 

資料探勘是近幾年熱門的科技，被廣泛運用在利用大量的資料進

行分析，從資料中發掘出有價值的潛在訊息，不再依靠人力去整理找

尋資訊。也可以用於快速整理資料的應用差異分析。不少資料分析的

研究人員投入到資料探勘的領域，希望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在其他領域

上開創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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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主要是透過資料探勘中決策樹 id3 的方法來分類熱

門手機 APP 遊戲的使用者特性，分析出不同的熱門 APP 手機遊戲之使

用者以及會在遊戲內消費的使用者擁有哪些特性。 

研究熱門遊戲之使用者特性，能夠應用分析出熱門 APP 手機遊戲

使用者都擁有哪些特性，以便只需要向擁有特定因素的手機使用者進

行遊戲軟體推銷達到銷售成本最佳化。研究會在遊戲內消費的使用者

擁有哪些特性，能夠應用分析出會在熱門 APP 手機遊戲中進行消費的

使用者擁有哪些特性，以利只需要向有這些特性的使用者進行促銷，

便能達到最佳的營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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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資料探勘 

資料探勘是從大量資料以及數據中去找尋有用的資訊和知識，以

及有結構的模式，以提供相關人員分析管理的參考資訊。目前已經有

效地應用在許多領域中(Huang et al., 2009)。即使在資料庫當中運

用各項分析方法與技術，可將之前所累積的大量歷史資料，進行分析、

歸納、預測以及整合，挖掘出有利於公司價值資料且尚未發現，能加

以分析統整有效以及可能有用的方法，提供公司管理階層，做為決策

的參照。由此可知當使用者在進行資料探勘時，選擇對象不同，需要

用不同的技術去做處理(Han & Kamber, 2000; Labib & Malek, 2005；

黃宇彤與陳罡熙，2009)。 

賴谷鑫、周照偉與陳嘉政學者在西元 2009 年，指出資料探勘是將

許多企業內所儲存龐大的資料庫內容，透過人工智慧、統計方法、機

器學習等或者其他各項的演算方式，以利找尋資訊的隱藏性訊息、值

得收集的學習知識，並且有效率地蒐集有價值的資訊。企業收集了大

量資料，名單，客戶，競爭公司，及供應商，和未來可能會流行的趨

勢等，但卻因為資料的龐大，讓企業無法充分利有現有的資料，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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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決策者產生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情況，因此，可以透過資料探勘技術，

從複雜及龐大中的資料中找出可靠的，有用的資訊，協助企業在市場

競爭的環境當中具有獨特性與競爭性，由此可知資料探勘能為企業帶

來不錯的優勢(Berry & Linoff, 1997；賴谷鑫等，2009)。 

Frawley 學者對資料探勘的定義是從資料庫中挖掘出不明確、前所

未知以及潛在有用的資訊過程(Frawley,1991)。Grupe&Owrang 學者

認為資料探勘是指由以存在的資料中採擷出新的事實及發現出專家還

不知道的關係(Grupe&Owrang,1995)。Fayyad 學者從大量資料中選取

適合的資料，進行資料處理，轉換等工作，之後在進行資料探勘與結

果的過程(Fayyad, 1996)。Berry&Linoff 學者則認為資料探勘就是使用

自動或半自動的方式，其中包含了統計學、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等，

對大量的資料做分析，以找出有意義的關係或法則(Berry & Linoff, 

1997)。 

資料探勘是尋找和分析資料的一個過程，主要為找出隱蔵在資料

庫裡面有用的資料(Shaw & Subramaniam & Tan& & Welge., 2001)。資

料探勘是指從大型資料庫中萃取出有價值所在的資訊或樣式的過程。

亦可視為知識發掘（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KDD）其中

一項重要的分析步驟（Han & Kam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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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探勘屬於資料庫知識發掘(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 

KDD)裡的其中一項步驟。資料探勘藉由演算法，將資料完成分析與應

用，並且以找出其模式 (Model) 與特徵 (Pattern) 的程序 (Brada & 

Shmilovici, 2002)。資料探勘是一種能從大量且繁雜的資料庫當中，找

尋有意義且有價值的資訊，提供分類、預測、推論學習等分析技術，

達到協助企業進行各類決策時，以利提供參考資料的技術 (Dunham, 

2003) 。 資 料 探 勘 (Data Mining) 是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KDD)過程，目的是為了瞭解大量資料，呈現實用性的一面。

在資料庫知識探索過程當中，則使用特殊的資料挖掘技術(如電腦演算

法)，達到資料型態的挖掘與萃取，並且對一組資料組做最為完整詮釋

規則或者決策樹(Bellazzi & Zupan,2008)。 

表 1 相關學者定義 

相關學者 定義 

Frawley(1991) 從資料庫中挖掘未知及潛在

等有用的資訊 

Grupe&Owrang(1995) 從已存在的資料裡發現新的

事實 

Fayyad(1996) 從大量資料中選取適合的資

料，進行資料處理，在進行資料

探勘與結果的過程 

Berry &Linoff(1997) 使用自動以及半自動方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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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資料分析、判斷，進而找

出有意義的關係或方法 

ShawSubramaniamTan& 

Welge(2001) 

資料探勘是尋找以及分析資

料，主要為找出隱蔵在資料庫裡

面有用的資料 

Han&Kamber (2001) 是指從大型資料庫中萃取出

有價值所在的資訊或樣式的過

程。 

Brada&Shmilovici(2002) 資料探勘藉由演算法，將資

料完成分析與應用，並且以找出

其模式與特徵的程序。 

 

Dunham(2003) 資料探勘是一種能從大量且

繁雜的資料庫當中，找尋有意義

且有價值的資訊，提供分類、預

測、推論學習等分析技術，達到

協助企業進行各類決策時，以利

提供參考資料的技術。 

Bellazi&Zupan (2008). 目的是為了瞭解大量資料，

呈現實用性的一面。並且對一組

資料組做最為完整詮釋規則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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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樹。 

 

  



18 

 

 

資料探勘的模型主要有以下四種： 

1. 資料分類(data classification) 

分類(classification)能依照所做分析的對象屬性，分門別類加以定

義，以建立模組，也是資料探勘中最常被應用的一種模型。舉個例子：

以學生的程度做區分，我們分為高分組、中分組以及低分組三種組別。

以上模型可以用來對一些已經分類的資料來研究其特徵，再根據種種

特徵來對其他未進行分類，或者新的資料庫做預測。通常資料都來自

現有的歷史資料，來找出特徵加以分類資料，或者是對一個完整的資

料庫做部分取樣，再藉由模型做預測(Han & Kamber, 2000)。 

2. 資料關聯(data association) 

關聯主要是探討資料項目間的關係，找出在某一事件或者資料中

同時會出現頻率較高的項目，並且分析種種規則是否有用，因此也叫

做關聯規則探勘（Association 

rules）。舉例來說：有一個學生具備Ａ間學校的入學條件，而他選擇

Ｂ校就讀的機率是７０％。關聯法則探勘主要的優點在於找出更多條

規則，並且每一條規則都可以找到一個相對應的結論。而缺點就是需

要耗時很多時間，並且產出來的規則不能夠像標準模型，好比說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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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或是類神經網路，即可以直接用於預測(Agrawal & Imieliński & 

Swami,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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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分群(data clustering) 

分群可以自動將資料庫區分為幾個特性相似的資料群集，將特性

較為相似的資料予以劃分同一群，其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將群集與群集

之間的彼此差異性找出來，也同時可以將同一群中相似性的成員找出

來，群集分析(clustering)與分類(classification)不同之處再於你不曉得

它會分成多少群或是根據甚麼特徵來做分群，因此必須要解讀分群之

後所代表的意義。而群集分析會將性質相似的、特性可預測的資料組

織至群集中。一般來說，這些相似的特性可能基於某些因素而被隱藏，

或者是非直覺可察覺的 (Efrain,Ramesh & Dursun,2010)。例如：有一

群學生，他們在加法表現不佳，在乘法表現不好，在分數的表現也不

好。透過觀察這些資料是為何被群集在一起的，可以更了解資料間的

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將會如何影響預言的結果。 

4. 循序樣式探勘(sequetial pattern mining)。 

循序樣式探勘用在分析一些與序列相關的資料，而這些資料也包

含離散的序列。通常在序列中的屬性值都具有特定的次序，例如學生

學習概念的順序。在這些包含次序的資料中進行關聯法則探勘，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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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先後順序的關聯性，這即是循序樣式探勘的目的。且循序樣

式探勘所得到的結果，往往可以用來作為趨勢預測的依據之一，例如：

以現在學生在功課 A 的學習表現，預測在下一個課程 B 的學習表現，

以便教師做補救教學的準備(Han, 2001)。 

如果能夠建立並且充分運用以上的模型，即能探勘出潛藏的資訊。 

Curt 學者在 1995 年指出資料探勘是一種資料轉化的過程，先由

沒有組織的數字與文字所集合而成的資料，轉換成為有用的資訊，再

將資訊轉換為知識，最後產生決策(Curt, 1995)。 

 

圖 1 資料採礦資料轉化過程(Curt, 1995)。 

 

Michael 等學者定義資料探勘是為自動或半自動的方法，可對大量

資料做分析，以找出有意義的關係或法則 Labib & Malek, 2005)。

Frawley 學者在 1991 年提出從資料中找尋出隱含的過去未知的價值的

潛在訊息(Frawley, 1991)。面對資訊爆炸時代到來，電子化資料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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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繁雜，累積形成龐大資料庫。從資料庫中利用新的技術及工具，結

合智慧化及自動化處理資料，轉換成有用的資訊及知識，愈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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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料探勘的方法 

資料探勘技術的分類，Berson 等人將資料探勘以學習的角度分為

了 監 督 式 學 習 (supervised learning) 以 及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unsupervised learning) (Berson & Smith & Thearling, 2000)，

目前資料探勘方法常用的分為六種，對資料探勘提出了六個功能

(Berry & Linoff, 1997)。 

1. 監督式學習 

利用現有的資料、變數建立模型，需要從資料集去確認某一個目

標，對於想要去探勘的內容必須有一定的了解稱為監督。 

常用的有三種功能 

(1) 分類(Classification)，分析新事物的所有特性，指派到現有的群

集裡，只要在於定義資料的特性，並依照特性建立出模型。 

(2) 推估(Estimation)，推估則是善於處理連續型的數值，藉由輸入資

料則可以推測未知的連續型變數。 

(3) 預測(Prediction)，推估與預測是相當相近的一種方式，預測是去

推估未來的數值，經過修正後，通過已經知道的變數數值來找出結

果，用來推估未來的數值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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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監督式學習 

非監督式學習，從已經有的資料中做分析和整理，找出變數中存

在著什麼樣的相關性，非監督式主要為三種功能： 

(1) 關聯規則(Association Rule)判斷哪些事物會同時發生，以及計算

事物間彼此的關聯性，這些關聯性通常會以規則表示，能夠去了解

彼此的關聯性和各項資料中的相關性。 

(2) 群集化(Clustering)，將一群不同的群體區隔為同性質較高的群集，

在作業中，則不需要事先定義如何去分類，是依照自身的相近性來

群集在一起的。 

(3) 描述(Description)，描述有哪些現象，幫助決策者了解狀況，能

從複雜的資料去解釋一種狀況，能夠協助讓客人流程有更多的認知，

能帶給別人更為詳細的解釋，提供決策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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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探勘是資料庫知識發現(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 

KDD)的一個步驟。Frawley 學者在 1991 年從資料庫中，利用資料探勘

挖掘出潛在、明確的資訊(Frawley,1991)。根據 Fayyad 學者等人的敘

述，資料探勘與知識工程的整合過程可以分為以下架構(Fayyad, 

1996)： 

1. 資料蒐集與資料庫之建置(Data Collection & Data Warehousing)： 

藉由利用資料庫系統將全部資料彙集在一起，再經由系統內部轉

換，把資料形式規格化，並且建立統一窗口、將多種方式儲放且採開

改式的架構來將巨量資料依題材、時間序列整合起來儲存與管理。 

2. 資料選擇與處理(Data Selection & Pre-Processing)： 

以特定應用領域及與使用者需求，並由資料庫系統中篩選適當的

資料，再經由特定的前置加工處理之後，形成規模較小、為特定主題

量身訂做的資料市場(Data Mart)。 

3. 資料轉換(Data Transformation)： 

資料缺漏資料(Missing Data)與雜訊(Noisy Data)進行處理與淨

化，並且可以將不同的資料格式依特定主題，或者以某些資料探勘技

術運作的需求做轉換處理。 

4. 資料探勘： 

依據所處理問題的特性，選取適當之資料探勘技術，進行智慧型

資料分析、尋找大量型資料內隱含之邏輯規則與知識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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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釋與評估(Result Interpretation & Evaluation)： 

由領域專家(Domain Experts)共同參與決定，所擷取到的規則及

知識樣模之呈現方式及解讀，來做決策之應用。在提供決策之前，應

該要有適當且充分的檢測程序來做評估與驗證確實性。 

牛田一雄、高井勉與木暮大輔學者在西元 2006 年，運用人工智慧

技術與統計方法處理大型資料，進行發掘具有意義的新模型或是傾向

的過程。其中用來關心有用的結果，是實際的應用跟改善現有的現狀

(牛田一雄等, 2006)。 

Davenport 學者在西元 2006 年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一篇研究當中，觀察出目前有許多企業公司都採用各種分析

工具，針對公司從日常交易與活動中採集各項資料，來進行客戶、供

應商、企業流程以及供應鏈充分的理解，這樣的做法能促使供應鏈達

到最佳化、報酬率最大化跟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等。因此能運用在大

量資料中，以及可以找到先前未知的模式或關聯，並且可以對企業營

運進行改善的研究方法，就極符合資料探勘的精神(Davenport, 2006)。 

David 與 Yong 學者在西元 2008 年，指出使用傳統的統計方法或是

人工智慧的方式，對大量資料進行探索型的分析，可得到所需要的的

資訊。在資料進行過程中可以選擇適當的資料，因此是資料轉變是必

須的步驟，來達到資訊的正確性(David & Yong, 2008)。 

謝邦昌、鄭宇庭與蘇志雄學者在西元 2011 年，針對資料探勘的定

義:是指在資料庫當中，採用各種的分析方法與技術，對於大量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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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歸納與整合，可得到使用者所需要的資訊，以做決策方法

使用。並且指出資料探勘並不是一種技術或者軟體，而是集結數種專

業技術的應用。可從資料當中挖掘各種假設(Hypothesis)，但沒辦法

對資料查證與確認這些假設，也沒辦法判斷這些資料是否具有有價值

性(謝邦昌等, 2011)。 

張云濤與龔玲學者在西元 2012 年，探討資料探勘起源於商業資料

庫的分析與應用，拓展的指標與實務運用上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再來

目前各領域工作都具有大量的歷史資料，所以也促使人們對於資料庫

學習的興趣，並且藉由資料的摸索當中，發掘出能促使人類更往前邁

進的腳步與累積知識。也正因此許多基於需要的功能也因此而漸漸被

開發，例如:美國連鎖商店對消費者購物紀錄做為資料資料探勘分析後

發現啤酒與尿布的關聯規則(張云濤等, 2012)。 

許雅涵、徐武永與李世能學者在西元 2011 年，探討資料探勘顧客

關係管理，可以藉由與消費者彼此之間的互動來蒐集顧客相關資料。

通常顧客管理蒐集之顧客資料包含行銷活動的顧客回應、運籌管理以

及產品供應的相關數據資料、銷售與採集資料、客戶基本資料、相關

服務之數據、產品市場銷售資料及網際網路銷售數據等。基於各項的

資料數值為顧客與企業有密切的交流性而所產生，所以藉由分析顧客

各項資料，可以有效地掌握顧客的消費性質，之所以分析資料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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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即為資料探勘(許雅涵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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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決策樹 

決策樹是由 Quinlan 學者於 1979 年提出的資料探勘的方法，之後

在 1986 提出 ID3 的方法，但因為這個方法無法處理連續屬性的問題，

不適用處理較為龐大的資料集，因此在 1993 年發表 C4.5(Quinlan , 

1993)。 

直到了現在廣泛所使用的 C5.0 決策樹可讓人快速去了解決策的過

程，可以處理較多欄位或龐大筆數的資料，應用在需要大量分析資料

的時候，能夠容易判斷。利用預測變數建立出決策樹之模型，藉此了

解並分析問題，找出問題可能會有的特徵，可提供給企業做為決策之

參考，讓企業及早發現問題並有時間可以加以改善，避免企業發生危

機。 

決策樹有幾種常見的方法，在進行判斷時，用的方法不同，步驟也不

相同，常見的方法有ID3(Quinlan, 1986)，CART(Breiman, 

1984)，C4.5(Quinlan, 1993)，CHAID(Hartiga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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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樹 ID3 演算法發明用於決策樹的方法，在建構決策樹的過程

中，算出資訊獲益量，以資訊獲益量(Gain)為依據，而資訊獲益量

(Gain)建立在熵(Entropy)的基礎上，資訊獲益量為測試前的資訊獲益

量減掉測試後的資訊獲益量，選擇獲益量最大的為分類屬性，以這個

屬性分割最多的子集合，而子集合重複以上的步驟，從未被選到的分

類屬性中尋找最大獲益量，繼續做分類的屬性，分到不能再分為止

(Quinlan, 1986)。 

由 Koonce 學者在 1997 年所提出來的熵值公式，其中資訊量可以

當作熵(Entropy)的指標，資訊量越大，則代表熵 (Entropy)越大

(Koonce, 1997)。假設擁有 14 比資料集，9 筆正例，5 筆反例，依

Entropy 來計算熵值。A 則為某一屬性，I 則為此案例測試前的的樣本

集合，p 代表 I 中正例的個數，n 則為反例的個數。 

公式 1：當 p，n 皆不為 0，𝐼(𝐼,𝐼) = −
𝐼

𝐼+𝐼
𝐼𝐼𝐼2

𝐼

𝐼+𝐼
−

𝐼

𝐼+𝐼
𝐼𝐼𝐼2

𝐼

𝐼+𝐼
， 

公式 2：I(p,n)=0，當 p 或 n 任一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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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公式 1 和公式 2 的定義 

I(9,5) = I(p,n) = −
𝐼

𝐼+𝐼
𝐼𝐼𝐼2

𝐼

𝐼+𝐼
−

𝐼

𝐼+𝐼
𝐼𝐼𝐼2

𝐼

𝐼+𝐼
 

= -(9/14)log2(9/14) - (5/14) log2 (5/14) = 0.94 

由於 ID3 是以資訊獲益量為基準，資訊獲益量(Information gain)

為測試前的資訊獲益量減掉測試後的資訊獲益量，E 為測試後的資訊獲

益量。 

𝐼𝐼為第 i 個子集合中正例的個數 

𝐼𝐼為第 i 個子集合中反例的個數 

公式 4：𝐼(𝐼) = ∑𝐼
𝐼=1

𝐼𝐼+𝐼𝐼

𝐼+𝐼
𝐼(𝐼𝐼,𝐼𝐼) 

Gain(A) 代表資訊獲益量，公式 5：Gain(A) = I(p,n) -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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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為假設的資料集 

居所 性別 興趣 是否讀嶺東資網 

北部 男 打電腦 P 

中部 男 打電腦 P 

南部 男 運動 N 

南部 女 運動 N 

北部 女 打電腦 P 

中部 男 打電腦 P 

南部 男 運動 N 

南部 女 運動 N 

中部 女 打電腦 P 

中部 男 運動 N 

中部 女 打電腦 P 

南部 女 打電腦 P 

北部 男 打電腦 P 

北部 男 打電腦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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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欄位： 

打電動：正例有 9 筆，反例有 0 筆。 

運動：正例有 0 筆，反例有 5 筆。 

E(興趣)=
9

14
𝐼(9,0)+

5

14
𝐼(0,5) =0 

Gain(興趣)=0.94–0=0.94 

E(性別)=
8

14
𝐼(5,3) +  

6

14
𝐼(4,2) =0.94 

Gain(性別)=0.94–0.94=0 

E(居所)=
4

14
𝐼(4,0) +

5

14
𝐼(4,1) +  

5

14
𝐼(1,4) = 0.52 

Gain(居所)=0.94–0.52=0.42 

興趣欄位的 Gain 最大，根結點為興趣欄位，分枝節點亦同理按此

演算法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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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樹 CART 演算法全名為「分類和迴歸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是由 1984 年由 Leo Breiman 所開發的資料探勘和

預測演算法。CART 是採用二元分割的方法，因此在每個結點上都只

會出現兩個分支，而修剪決策樹的方法是用事後修剪，期望以最少分

支的樹來得到有效的分類，其中利用分散度(diversis)來評估屬性，分

散指標為義大利經濟學家發明的 Gini index，目的就是找出哪個屬性能

夠降低分散度，讓決策樹越不複雜。 

CART 的優點是可以自動檢測模型，找出最佳的一般模型，CART 的

做法是建立一個複雜的樹，根據交互簡易或測試的結果，將樹修剪為

最佳的樹，CART 在處理遺漏值(missing data)的方面反而較為好用，

CART 會盡量用現有的資訊做出最好的分割，當 CART 被用來預測新的資

料時，遺漏值可經由替代(surrogate)的技巧去彌補資料的不完整的地

方，替代是決策樹中真正的分割值和屬性的模擬。 

決策樹 CART 是一種產生二元樹的技術，以 Gini 做為選擇屬性的

依據。CART 在每一個節點上都是採用二分法，也就是一次只能夠有

兩個子節點(Breiman, 1984)。 

CART 演算法如下： 

假設資料集合 X 包含 Y 個類別，Gini(X)定義為 P 在 X 中的值屬於

類別 n 的機率。 

公式 6：𝐼𝐼𝐼𝐼(𝐼) = 1− ∑𝐼
𝐼=1 𝐼2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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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屬性 E 分割資料集合 X 為 X1 與 X2(二元分割)，X1 與 X2 是

針對欄位 E 內的不同數值所構成的兩組資料子集合。 

根據此一分割條件的 Gini(X)為 

公式 7：𝐼𝐼𝐼𝐼
𝐼

(X)=
|𝐼1|

𝐼
Gini(X1)+

|𝐼2|

𝐼
Gini(X2) 

  



36 

 

 

決策樹 CHAID 由 Hartigan 於 1975 年提出，CHAID 利用輸入變數

找出一個方法，將資料分隔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子節點，子節點被選

擇的方式是輸出變數遇上特定數值的機率隨著結點不同而有差異，分

隔變數的處理限於類別變數的使用，連續變數先被區隔成幾個區域範

圍，用高、中、低來取代，每個節點中 CHAID 會根據變數的類別形成

多個分支，分割利用卡方檢定來計算結點中類別的 P-Value(P 值)，以

P-Value 來決定決策樹是否繼續生長，因此不需要修剪樹，一般常用於

類別型的資料(Hartiga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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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樹 C4.5 為 Quinlan 學者在 1993 年所提出，為 ID3 決策樹改

良版本，ID3 決策樹分岔準則為 Information Gain(資訊增益)，而

C4.5 決策樹成長是由上到下採用分割與攻擊方式，其分岔準則為取

Gain Ratio(增益比率)之最大值以及設定之條件為依據，可降低 ID3

的過度修剪問題(Quinlan, 1993)。 

C4.5 演算法如下: 

1. 於樣本資料中建立節點。 

2. 與決策樹終節點為同一類別，則需要標明該種類別。 

3. 以 GainRatio 之最大值而且符合設定條件為分岔依據判斷。 

4. 建立子節點，配合母節點樣本到子節點中。 

5. 循環上面的方法繼續建立子節點到條件成立，或是每節點中只包

含一種類別則就停止成長。 

C5.0 演算法是由 C4.5 演算法所演變而來，C5.0 不限制只能做二

元分割，是與其他決策樹分類法較為不同的地方。 

1. C5.0 模型在面對大筆資料和輸入欄位的問題時比較穩定。 

2. C5.0 模型不太需要很長的訓練次數進行估計。 

3. C5.0 模型較於一般其他的類型相比較易於理解。 

C5.0提供強大的增強技術已提高分類的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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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應用資料探勘分析熱門手機遊戲使用者行為，並將使用

者特性做分類。 

3.1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擬定好研究方向，進行相關文獻整理，並依照研究目

的與文獻資料，獲取相關資料之後進行資料探勘分析，最後提出研究

結論與感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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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研究流程圖 

 

 擬定研究方向 

 

 探討文獻 

 

 
處理影響熱門遊戲
APP之因素分析樣

本 
 

 進行資料探勘分析 

 

 結論 

 

3.2 研究方法 

本專題的研究為依照嶺東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資訊管理系大學部

畢業專題所做的影響熱門手機遊戲 APP 之因素分析的資料集進行資料

探勘。該問卷的熱門遊戲定義為採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在 Google play 以及 APP Store 中免費遊戲排名前 5 名之 APP，

其為神魔之塔、旅遊大亨、Candy Crush、刀塔傳奇及 Line Pokopoko

等 5 種熱門手機遊戲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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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資訊管理系大學部畢業專題所做的該問

卷調查母體為現居在台中市之民眾，以發放問卷方式進行面訪、紙本

填寫，回收有效問卷 257 份(回收率 64.2%)，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5 年

2 月 1 日到 2015 年 2 月 14 日。問卷表單為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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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研究使用到的欄位如下列表 3 所示： 

表 3 使用到的欄位以及欄位內容 

欄位 內容 

時間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 

行動遊戲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 

花費時間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 

遊戲次數 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 

地點 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 

是否額外消費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 

是否申辦網路 是否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裝手機網路

(3G、4G) 

接觸時間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 

遊戲 最常玩的遊戲 

性別 性別 

年齡 年齡 

職業 職業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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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樣本數為 257 筆，其中是

否消費欄位的消費樣本為 98 筆

(38%)，不消費筆數為 159 筆

(62%)。 

 

旅遊大亨樣本數為 87 筆

(34%)，刀塔傳奇 30 筆(12%)，神

魔之塔 86 筆(33%)，Candy Crush

為 37 筆(14%)，波兔村為 17 筆

(7%)。 

 

遊戲欄位以及是否消費欄位

為分析的關鍵指標欄位，因此分

析出欄位比數便能分析出 Entropy 的指標值，也就是測試前的資訊獲

益量。之後同樣依照 Entropy 演算法分析出加權後的 Entropy 的值為

測試後資訊獲益量，並且各欄位依照演算法中測試前的資訊或益量減

到測試後的資訊獲益量，分析出擁有最高資訊獲益量的欄位，該欄位

則為該分支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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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決策樹 ID3 分類 

本專題的研究因資料集中的資料型態屬於離散型資料，故而較適

合採用決策樹 ID3 對資料集進行分類。ID3 以熵(Entropy)以及資訊獲

益量(Information gain)為測試基準指標。資訊獲益量(Gain)可以當

作亂度(Entropy)的指標，資訊獲益量越大，則亂度越大。 

本專題的研究依照決策樹 ID3 演算法，對資料集進行分類，由於

分類的目的在於分析是否額外消費以及不同的熱門手機遊戲的手機遊

戲使用者族群之特性，因此關鍵欄位(target)分別設定為是否額外消

費欄位以及遊戲欄位進行決策樹 ID3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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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3 演算法如下： 

1. 設立決策樹的根結點為(p+n)，所有物件都是屬於(p+n)集合。 

2. 參照公式 1，當 p 或 n 任一為 0，那麼 I(p,n)=0。 

3. 對於(p+n)的所有物件，分別計算熵值(Entropy)，此為公式 2 所提。 

4. 從根結點到目前節點中，若有還未當過節點的屬性 A，則以 A 對

(p+n)物件集合進行分割，並參照公式 2 及公式 3 計算決策樹的熵

值 I(p,n)及資訊獲利 Gain(A)。 

5. 選擇具有最大的資訊獲益量為屬性，並做(p+n)節點的分類屬性 

6. 在(p+n)節點下建立子節點分別為 C1、C2、…、Cm(假設選擇了 m

個屬性值做為分類屬性)，並將(p+n)的所有物件集合，分派到適合

的子節點中。 

7. 把每個子節點物件集合的類別數量當作節點(p+n)，1≦類別數≦屬性

數量最大值，並且由第 2 步驟重複直行。 

 

其中資訊獲益量最大者，表示分割後越趨向規律，ID3演算法以最大資

訊量獲益量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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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4.1 決策樹 ID3 實驗結果 

本專題在研究上使用決策樹 ID3，是因為資料集的屬性為離散型資

料，加上本專題的研究目的在於將使用者特性分類出來，其中為了避

免過度分枝因此總樣本數減掉會影響過度分枝的樣本數除以總樣本數

為準確率。本專題針對使用者特性，應用決策樹 ID3 分析是否會在遊

戲內進行消費。 

針對五種不同的熱門手機 APP 遊戲，分別為 Line 旅遊大亨、刀塔

傳奇、神魔之塔、Candy Crush、Line Pokopoko，分析遊戲使用者特

性。應用決策樹 ID3 分析五種不同的熱門手機 APP 遊戲，其結果及準

確率分析，如下圖 3、圖 4、圖 5、圖 6、圖 7、圖 8 所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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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分析使用者是否會在遊戲內進行消費 

決策樹根節點為分析使用者是否會在遊戲內進行消費最關鍵因素，而

根節點欄位為接觸時間，故其最具影響的欄位為接觸時間欄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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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使用者是否會在遊戲內進行消費的最大要素為接觸時間。針對使

用者特性，應用決策樹ID3分析使用者是否會在遊戲內進行消費的結果

準確率為99.2218%，如圖3所示，詳細分類結果說明如附錄2。  



48 

 

 

 
圖 4 分析使用者是否玩旅遊大亨 

決策樹根節點為分析使用者是否玩旅遊大亨最關鍵因素，而根節點欄

位為接觸時間，故其最具影響的欄位為接觸時間欄位，因此判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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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否會在遊戲內進行消費的最大要素為接觸時間。針對使用者特性

，應用決策樹ID3分析是否會玩Line旅遊大亨，其分析出來的結果準確

率為99.2218%，如圖4所示，詳細分類結果說明如附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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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分析使用者是否玩刀塔傳奇 

決策樹根節點為分析使用者是否玩刀塔傳奇最關鍵因素，而根節點欄

位為職業，故其最具影響的欄位為職業欄位，因此判斷使用者是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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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戲內進行消費的最大要素為職業。針對使用者特性，應用決策樹

ID3 分析是否會玩刀塔傳奇，其分析出來的結果準確率為 99.6109%，

如圖 5 所示，詳細分類結果說明如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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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分析使用者是否玩神魔之塔 

決策樹根節點為分析使用者是否玩神魔之塔最關鍵因素，而根結點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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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為花費時間，故其最具影響的欄位為花費時間欄位，因此判斷使用

者是否會在遊戲內進行消費的最大要素為花費時間。針對使用者特性，

應用決策樹 ID3 分析是否會玩神魔之塔，其分析出來的結果準確率為

99.6109%，如圖 6 所示，詳細分類結果說明如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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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分析使用者是否玩 Candy Crush 

決策樹根節點為分析使用者是否玩 Candy Crush 最關鍵因素，而根節點

欄位為年齡，故其最具影響的欄位為年齡欄位，因此判斷使用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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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遊戲內進行消費的最大要素為年齡。針對使用者特性，應用決策

樹 ID3 分析是否會玩 Candy Crush，其分析出來的結果準確率為

99.2218%，如圖 7 所示，詳細分類結果說明如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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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分析使用者是否玩 Line Pokopoko 

決策樹根節點為分析使用者是否玩 Line Pokopoko 最關鍵因素，而根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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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欄位為接觸時間，故其最具影響的欄位為接觸時間欄位，因此判斷

使用者是否會在遊戲內進行消費的最大要素為接觸時間。針對使用者

特性，應用決策樹 ID3 分析是否會玩 Line Pokopoko，其分析出來的結

果準確率為 100%，如圖 8 所示，詳細分類結果說明如附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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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 

本研究針對五種熱門手機 APP 遊戲進行使用者特性之分析，主要

是要分析出擁有哪些特性的手機使用者會在該熱門遊戲內進行消費。

本研究將五種不同的熱門遊戲的使用者特性進行分類，可以從研究結

果中看出在該熱門手機遊戲 APP 中花錢消費的，都是符合哪些條件特

性的使用者類群。 

本研究針對五種不同的熱門手機 APP 遊戲進行使用者特性的分類，

能夠從中得知擁有哪些特性的使用者會去玩哪些熱門手機 APP 遊戲。

將來類似研究中熱門手機遊戲 APP 開發者或類似研究中熱門手機遊戲

的 APP 手機遊戲開發廠商，可建議參照本研究針對符合某些特性的手

機使用者族群進行手機遊戲 APP 之行銷，依此減少行銷成本並提高行

銷的效率。舉例如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Pokopoko 且職業為其他那麼此

類則為會消費的族群，當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三年以上且職業為待

業那麼此分類的族群則會玩 LinePokopoko，依照這兩個結果能夠得知，

對會玩 LinePokopoko 的使用者類群，行銷推廣加入遊戲並且儲值則送

好禮之類的活動增加獲利收入。 

資料探勘技術能夠結合各種領域以及技術，分析出資料庫中已知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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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規則，而本專題的研究便是將問卷作為資料集，利用資料探勘中

分類的決策樹id3技術，分析出已知及未知的規則，因此本專題除了擁

有研究結果之外，還成為了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分析問卷資料集的應用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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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嶺東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資訊管理系大學部畢業專題問卷內容如下： 

影響熱門遊戲 APP 之因素分析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們是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的學生，目前正在修習「實務專題」

的課程，以下是關於「行動裝置遊戲類 APP」的問卷，採匿名設計，對

於您所提供的任何資料都將保密，僅供本研究彙總分析使用，不做任

何商業用途，亦不會揭露任何可辨識之個人資訊，請您安心填答。謝

謝！ 

【第一部分】請就您平常所參與行動遊戲的情況回答下列問題 

１. 請問您接觸行動遊戲時間已約多久? 

 ○1.半年以內 ○2.半年~1 年內 ○3.1 年~2 年內 ○4.2 年~3 年內 

 ○5.3 年以上 

２.請問您目前同時參與幾個行動遊戲? 

 ○1.1 個 ○2.2 個 ○3.3 個 ○4.4 個 ○5.5 個以上 

３.請問您平均每次花費約多久時間玩行動遊戲? 



65 

 

 ○1. 半 小 時 內  ○2. 半 ~1 小 時 內 ○3.1~2 小 時 內 ○4.2~3 小 時 內 

 ○5.3 小時以上 

４.請問您平均每週完行動遊戲的次數約幾次? 

 ○1.3 次 以 內  ○2.3~10 次  ○3.11~20 次  ○4.21~30 次 

 ○5.31 次以上 

５.請問您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是? 

 ○1.學校 ○2.公司 ○3.公共場所 ○4.家裡 ○5.其他 

６.請問您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品而花費新台幣? 

 ○1.是 ○2.否 

７.請問您是否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裝手機網路(3G、4G)? 

 ○1.是 ○2.否 

８. 請問您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約有多久? 

 ○1.1 個 禮 拜 內  ○2.1 個 禮 拜 ~1 個 月 內  ○3.1~2 個 月 內 

 ○4.2~4 個月內 

 ○5.4~6 個月內 ○6.6 個月以上 

９ . 請 問 以 下 遊 戲 是 否 有 玩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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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請繼續回答問卷)  ○2 沒有(問卷結束) 

○1.Line 旅 遊 大 亨 ○2. 刀 塔 傳 奇 ○3. 神 魔 之 塔 ○4.Candy Crush 

○5.Line Pokopoko 

１０.請問以下最常玩的遊戲是哪一個? 

○1.Line 旅 遊 大 亨 ○2. 刀 塔 傳 奇 ○3. 神 魔 之 塔 ○4.Candy Crush 

○5.Line Pokopoko 

【第二部分】基本資料 

１.性別：○1.男○2.女 

２ . 年 齡 ： ○1.15 歲 以 下 ○2.16~18 歲 ○3.19~22 歲 ○4.23~30 歲 

 ○5.31~45 歲 ○6.46 歲以上 

３ . 職 業 ：  ○1. 學 生  ○2. 銷 售 服 務 類  ○3. 生 產 製 造 類 

 ○4.軍公教職  ○5.經營管理  ○6.專業技術類 (程式、醫、律等 ) 

 ○7.待業 ○8.其他 

４ . 教 育 程 度 ： ○1. 無 ○2. 國 小 ○3. 國 中 ○4. 高 中 ○5. 大 學 ○6. 碩 士 

 ○7.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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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以下所有問題，請針對您剛所勾選的行動遊戲來回答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認為此行動遊戲的劇情(關卡)內容豐

富。 

１ ２ ３ ４ ５ 

2.我認為此行動遊戲裡個關卡間的劇情具

有連貫性。 

１ ２ ３ ４ ５ 

3.我認為此行動遊戲具備完整且可清楚交

代劇情(關卡)的故事背景。 

１ ２ ３ ４ ５ 

4.我認為此行動遊戲的劇情(關卡)安排與

此行動遊戲背景設定令人喜歡。 

１ ２ ３ ４ ５ 

5.我覺得此行動遊戲的玩法很簡單。 １ ２ ３ ４ ５ 

6.我覺得此行動遊戲的玩法很人性化。 １ ２ ３ ４ ５ 

7.我覺得此行動遊戲的玩法說明簡單易

懂。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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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覺得此行動遊戲富有挑戰性。 １ ２ ３ ４ ５ 

9.我覺得此行動遊戲的難度高，使我鬥志

高昂，想繼續突破此遊戲。 

１ ２ ３ ４ ５ 

10.我覺得此行動遊戲的挑戰性程度很到

位，可以激起我挑戰的慾望。 

１ ２ ３ ４ ５ 

11.我覺得此行動遊戲的難度過低，導致我

失去對此遊戲的興趣。 

１ ２ ３ ４ ５ 

12.我覺得此行動遊戲裡各種角色(圖案)的

造型設計獨特創新。 

１ ２ ３ ４ ５ 

13.我覺得此行動遊戲裡各種角色(圖案)的

造型設計的唯美與精緻。 

１ ２ ３ ４ ５ 

14.我覺得此行動遊戲所呈現的美術風格具

備整體性的視覺美感。 

１ ２ ３ ４ ５ 

15.我覺得此行動遊戲的美術設計較立體且

有質感(3D)，使我對此遊戲更有興趣。 

１ ２ ３ ４ ５ 

16.此行動遊戲提供我與其他玩家互助的機

制使彼此互益。 

１ ２ ３ ４ 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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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此行動遊戲提供了良好的玩家互動機

制，使我能更容易結交朋友。 

１ ２ ３ ４ ５ 

18.此行動遊戲提供我與其他玩家完整的競

爭機制使我更能定位想達到的目標。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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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9.我覺得我可以便利的在此行動遊戲中

與其他玩家進行經驗的交流與傳遞訊息。 
１ ２ ３ ４ ５ 

20.我覺得此行動遊戲的配樂與場景相吻

合。 
１ ２ ３ ４ ５ 

21.我覺得此行動遊戲的音效與動作相吻

合。 
１ ２ ３ ４ ５ 

22.我覺得此行動遊戲裡的音效設定與遊

戲的各情節搭配得宜。 
１ ２ ３ ４ ５ 

23.我覺得此行動遊戲配樂，容易使我融

入此行動遊戲的情節氣氛中。 
１ ２ ３ ４ ５ 

24.我覺得此行動遊戲可以很容易的更

新。 
１ ２ ３ ４ ５ 

25.我覺得此行動遊戲可以很容易且快速

的取得。 
１ ２ ３ ４ ５ 

26.我覺得此行動遊戲在任何時間都可以

玩。 
１ ２ ３ ４ ５ 

27.我覺得此行動遊戲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玩。 
１ ２ ３ ４ ５ 

28.玩此行動遊戲，能夠讓我樂在其中。 １ ２ ３ ４ ５ 

29.玩此行動遊戲，能夠讓我感到愉悅。 １ ２ ３ ４ ５ 

30.玩此行動遊戲，能夠滿足我的成就

感。 
１ ２ ３ ４ ５ 

31.玩此行動遊戲，能夠讓我增加生活上

的樂趣。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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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我以後會想繼續玩此行動遊戲。 １ ２ ３ ４ ５ 

33.我以後會想花更多時間來玩此行動遊

戲。 
１ ２ ３ ４ ５ 

34.我覺得此行動遊戲讓我越玩越投入。 １ ２ ３ ４ ５ 

35.我以後仍然會抽空來玩此行動遊戲。 １ ２ ３ ４ ５ 

36.我會為了能跟朋友有更多互動才玩此

行動遊戲。 
１ ２ ３ ４ ５ 

37.我會為了能跟朋友有共同話題而玩此

行動遊戲。 
１ ２ ３ ４ 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8.我受到我所認識的人影響而改變參與

此行動遊戲的態度。 
１ ２ ３ ４ ５ 

39.我因為朋友的推薦而開始玩此行動遊

戲。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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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是否會在遊戲內進行消費的分類如下列註解。 

1.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內)and(平均每週玩行動

遊戲的次數為 3 次內)then(會消費) 

2.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內)and(平均每週玩行動

遊戲的次數為 3-10 次)then(會消費) 

3.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內)and(平均每週玩行動

遊戲的次數為 11-20 次)then(會消費) 

4.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1 年)and(目前同時餐與

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then(不會消費) 

5.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1 年)and(目前同時餐與

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then(不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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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1 年)and(目前同時餐與

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then(會消費) 

7.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then(不會消費) 

8.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1 小時)then(不會消費) 

9.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小時)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1 個)then(會消費) 

10.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小時)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then(會消費) 

11.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小時)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3-10 次)then(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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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小時)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11-20次)then(不會消費) 

13.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小時)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then(不會消費) 

14.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小時以上)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

為 3 個)then(會消費) 

15.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小時以上)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

為 4 個)then(不會消費) 

16.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年)and(最常玩行動遊戲

的地點為公共場所)then(不會消費) 

17.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年)and(最常玩行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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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點為家裡)then(不會消費) 

18.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年)and(最常玩行動遊戲

的地點為其他)then(會消費) 

19.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

手機網路)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年以上)then(會消費) 

20.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其他)then(不會消費) 

21.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銷售服務類)then(不會消費) 

22.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生產製造類)then(不會消費) 

23.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軍公教職)then(不會消費) 

24.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經營管理)then(不會消費) 

25.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3

次以內)then(不會消費) 

26.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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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次)and(性別為男生)then(會消費) 

27.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3-10 次)and(性別為女生)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1

個)then(不會消費) 

28.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3-10 次)and(性別為女生)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then(會消費) 

29.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3-10 次)and(性別為女生)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then(會消費) 

30.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11-20 次)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學校)then(不會消費) 

31.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11-20 次)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公共場所)then(不會消費) 

32.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77 

 

11-20 次)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家裡)then(不會消費) 

33.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11-20 次)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其他)and(最近常玩的一款

遊戲接觸時間為 1-2 個月)then(會消費) 

34.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11-20 次)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其他)and(最近常玩的一款

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then(不會消費) 

35.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內)then(不會消費) 

36.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 年以上)then(不會消費) 

37.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教育程度為高

中)then(會消費) 

38.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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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次)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教育程度為大

學)then(不會消費) 

39.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教育程度為國

中)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或 3 個)then(不會消費) 

40.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教育程度為國

中)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小時)then(會消費) 

41.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and(教育程度為國

中)and(目前同時餐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小時)then(不會消費) 

42.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 旅遊大亨)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

請手機網路)and(職業為學生)and(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31 次以上)then(不會消費) 

43.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Pokopoko)and(職業為學生)then(不會消

費) 



79 

 

44.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Pokopoko)and(職業為待業)then(不會消

費) 

45. If( 最 常 玩 的 遊 戲 為 LinePokopoko)and( 職 業 為 銷 售 服 務

類)then(不會消費) 

46.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LinePokopoko)and(職業為其他)then(會消費) 

47.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Candy Crush)and(職業為學生)then(不會消費) 

48.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Candy Crush)and(職業為軍公教職)then(不會

消費) 

49.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Candy Crush)and(職業為待業)then(不會消費) 

50.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Candy Crush)and(職業為銷售服務類)then(不

會消費) 

51.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Candy Crush)and(職業為生產製造類)then(不

會消費) 

52.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Candy Crush)and(職業為經營管理)and(目前同

時參與的行動遊戲個數為 2 個)then(不會消費) 

53.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Candy Crush)and(職業為經營管理)and(目前同

時參與的行動遊戲個數為 3 個)then(會消費) 

54.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Candy Crush)and(職業為其他)and(平均每次花

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以內)then(不會消費) 

55.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Candy Crush)and(職業為其他)and(平均每次花

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1 小時)then(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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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If(最常玩的遊戲為 Candy Crush)and(職業為其他)and(平均每次花

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小時)then(不會消費) 

57. If(最常玩的遊戲為刀塔傳奇)and(會為了玩行動遊趣而申裝手機網

路)and(目前同時參與的行動遊戲個數為 1 個)then(不會消費) 

58. If(最常玩的遊戲為刀塔傳奇)and(會為了玩行動遊趣而申裝手機網

路)and(目前同時參與的行動遊戲個數為 2 個以上)then(會消費) 

59. If(最常玩的遊戲為刀塔傳奇)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趣而申裝手機

網路)and(年齡為 18 歲以下)then(不會消費) 

60. If(最常玩的遊戲為刀塔傳奇)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趣而申裝手機

網路)and(年齡為 23-45 歲)then(不會消費) 

61. If(最常玩的遊戲為刀塔傳奇)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趣而申裝手機

網路)and(年齡為 19-22 歲)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禮拜內)then(會消費) 

62. If(最常玩的遊戲為刀塔傳奇)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趣而申裝手機

網路)and(年齡為 19-22 歲)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禮拜-1 個月內)then(不會消費) 

63. If(最常玩的遊戲為刀塔傳奇)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趣而申裝手機

網路)and(年齡為 19-22 歲)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4 個月)then(會消費) 

64. If(最常玩的遊戲為刀塔傳奇)and(不會為了玩行動遊趣而申裝手機

網路)and(年齡為 19-22 歲)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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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個月)then(不會消費) 

65.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禮拜內)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then(不會消費) 

66.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禮拜內)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年以上)then(會消費) 

67.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禮拜-1 個月)then(不會消費) 

68.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2 個月)and(年齡為 15 歲以下)then(會消費) 

69.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2 個月)and(年齡為 19-22歲)then(不會消費) 

70.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2 個月)and(年齡為 23-30歲)then(會消費) 

71.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and(會為了行動遊戲而申裝行動遊戲) then(會消費) 

72.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and(不會為了行動遊戲而申裝行動遊戲)and(最常玩行動

遊戲的地點為學校) then(會消費) 

73.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and(不會為了行動遊戲而申裝行動遊戲)and(最常玩行動

遊戲的地點為公司) then(不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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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and(不會為了行動遊戲而申裝行動遊戲)and(最常玩行動

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完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11-20

次)then(會消費) 

75.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and(不會為了行動遊戲而申裝行動遊戲)and(最常玩行動

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完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目前同時參予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小時)then(會消費) 

76.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and(不會為了行動遊戲而申裝行動遊戲)and(最常玩行動

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完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目前同時參予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小時)and(性別為男生)then(不會消費) 

77.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and(不會為了行動遊戲而申裝行動遊戲)and(最常玩行動

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完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目前同時參予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and(平均每次花費玩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小時)and(性別為女生)then(會消費) 

78.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and(不會為了行動遊戲而申裝行動遊戲)and(最常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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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完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目前同時參予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then(會消費) 

79.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and(不會為了行動遊戲而申裝行動遊戲)and(最常玩行動

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完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目前同時參予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and(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為 2-3 年)then(不會消費) 

80.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and(不會為了行動遊戲而申裝行動遊戲)and(最常玩行動

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完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and(目前同時參予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and(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為 3 年以上)then(會消費) 

81.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學校)and(接觸行動遊戲

的時間為 1-2 年)then(會消費) 

82.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學校)and(接觸行動遊戲

的時間為 2-3 年)then(不會消費) 

83.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學校)and(接觸行動遊戲

的時間為 3 年以上)then(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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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公司)then(會消費) 

85.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公共場所)and(接觸行動

遊戲的時間為 1-2年)then(會消費) 

86.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公共場所)and(接觸行動

遊戲的時間為 3 年以上)then(會消費) 

87.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其他)then(不會消費) 

88.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玩行

動遊戲的次數為 3-20 次)then(會消費) 

89.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玩行

動遊戲的次數為 21-30 次)then(會消費) 

90.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玩行

動遊戲的次數為 11-20 次)and(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1

小時)then(不會消費) 

91.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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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玩行

動遊戲的次數為 11-20 次)and(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小時)then(會消費) 

92.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玩行

動遊戲的次數為 31 次以上)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 1-2 年或 3 年以

上)then(會消費) 

93.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玩行

動遊戲的次數為 31 次以上)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年)and(目

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then(會消費) 

94. If(最常玩的遊戲為神魔之塔)and(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and(最常玩行動遊戲的地點為家裡)and(平均每週玩行

動遊戲的次數為 31 次以上)and(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年)and(目

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then(不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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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是否會在玩手機遊戲旅遊大亨的分類規則如下列註解。 

1.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以內) )And ((接觸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以內)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2.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以內) )And ((接觸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以上)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3.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個)And (教育程度為無) then (會玩旅遊大

亨) 

4.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個)And (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下) then (不會

玩旅遊大亨) 

5.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個)And (教育程度為大學)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為半年以內)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6.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個)And (教育程度為大學)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為半年到一年內)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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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個)And (教育程度為大學)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為一年到二年內)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8.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個) and (教育程度為大學) and (接觸

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9.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個) and (教育程度大學以上) then (不

會玩旅遊大亨) 

10.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個) and (性別為男生) then (會玩旅遊

大亨) 

11.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個) and (性別為女生) then (不會玩旅

遊大亨) 

12.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三個) and (年齡為十五歲以下) then (會

玩旅遊大亨) 

13.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三個) and (年齡為十六歲到十八歲)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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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三個) and (年齡為十九歲到三十歲)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15.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三個) and (年齡為三十歲以上) then (不

會玩旅遊大亨) 

16. If (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四個以上) ) then ( (不會玩旅遊大

亨)) 

17.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學生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二個以下) then (不

會玩旅遊大亨) 

18.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學生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三個 And 年齡為 18

歲以下)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19.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學生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三個 And 年齡為 18

歲以上)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20.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學生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四個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的次數為二十一次到三十次)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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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學生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四個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的次數為其他次數)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22.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學生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五個以上 And 年齡為

十九歲到二十二歲)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23.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學生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五個以上 And 年齡為

其他年齡)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24.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銷售服務類)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品而

花費新台幣為是)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25.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銷售服務類)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品而

花費新台幣為否)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26.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銷售服務類)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品而

花費新台幣為否)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27.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生產製造類) and (地點為家裡)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28.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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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生產製造類) and (地點為其他地點)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29.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月到二個月內) and (職

業為其他職業)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30.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二個月到四個月內) 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內)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31.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二個月到四個月內) 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到一年內)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

的個數為一個)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32.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二個月到四個月內) 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到一年內)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

的個數為二個以上)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33.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二個月到四個月內) 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到二年內) and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

戲的時間為一小時到二小時內)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34.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二個月到四個月內) 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到二年內) and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

戲的時間為其他時間)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35.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二個月到四個月內) and (接

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內上)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36.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四個月到六個月內) and (地

點為學校) and (年齡為十八歲以下)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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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四個月到六個月內) and (地

點為學校) and (年齡為十九歲到二十二歲) then (不會玩旅遊大

亨) 

38.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四個月到六個月內) and (地

點為學校) and (年齡為二十三歲到三十歲)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39.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四個月到六個月內) and (地

點為學校) and (年齡為三十一歲以上)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40.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四個月到六個月內) and (地

點為公司)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41.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四個月到六個月內) and (地

點為公共場所) then (會玩旅遊大亨) 

42.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四個月到六個月內) and (地

點為家裡)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到二年) then (會玩

旅遊大亨) 

43.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四個月到六個月內) and (地

點為家裡)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其他時間) then (不會玩

旅遊大亨) 

If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六個月以上) then (不會玩旅遊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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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附錄 4 

是否會在玩手機遊戲刀塔傳奇的分類規則如下列註解。 

1.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

內)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then (會玩

刀塔傳奇) 

2.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

內)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以下) then (不會

玩刀塔傳奇) 

3.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

一個月)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年以上) then (會玩刀塔

傳奇) 

4.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一個禮拜-

一個月)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年以下) then (不會玩刀

塔傳奇) 

5.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月-2

個月) and (年齡為 15 歲以下)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6.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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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 and (年齡為 16-18 歲) and (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10 次以下)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7.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月-2

個月) and (年齡為 16-18 歲) and (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10-20 次) then (會玩刀塔傳奇) 

8.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月-2

個月) and (年齡為 16-18 歲) and (平均每週玩行動遊戲的次數為

21 次以上)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9.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月-2

個月) and (年齡為 19-22 歲)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

為 2 或 3 個) then (會玩刀塔傳奇) 

10.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月-2

個月) and (年齡為 19-22 歲)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

為其他)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11.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月-2

個月) and (年齡為 23 歲以上)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12. if (職業為學生)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2 個月以

上)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13. if (職業為銷售服務類) and (性別為男)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

戲接觸時間為其他)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14. if (職業為銷售服務類) and (性別為男)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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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接觸時間為 1-2 個月) then (會玩刀塔傳奇) 

15. if (職業為銷售服務類) and (性別為女)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16. if (職業為生產製造類)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年以上)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17. if (職業為生產製造類)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1 年) 

then (會玩刀塔傳奇) 

18. if (職業為生產製造類)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內)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19. if (為職業為軍公教職)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20. if (為職業為經營管理) and (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手機網路) 

then (會玩刀塔傳奇) 

21. if (為職業為經營管理) and (不會為了玩行動遊戲而申請手機網

路)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22. if (職業為專業技術類) then (會玩刀塔傳奇) 

23. if (職業為待業)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24. if (職業為其他) then (不會玩刀塔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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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是否會在玩手機遊戲神魔之塔的分類規則如下列註解。 

1.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內) and (平均每週

玩行動遊戲次數為 3 次內)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2.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內) and (平均每週

玩行動遊戲次數為 3-10 次內) and (性別為男性) then (會玩神魔

之塔) 

3.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內) and (平均每週

玩行動遊戲次數為 3-10 次內) and (性別為女性) then (不會玩神

魔之塔) 

4.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內) and (平均每週

玩行動遊戲次數為 11 次以上) then (不會在遊戲會玩行動遊戲) 

5.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1 小時) and (最近

常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1 個禮拜內) and (職業為學生)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6.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1 小時) and (最近

常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1 個禮拜內) and (職業為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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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7.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1 小時) and (最近

常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1 個禮拜-1 個月內) then (不會玩神

魔之塔) 

8.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1 小時) and (最近

常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1 個月-2 個月內) and (最近常玩行動

遊戲的地點為家裡)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9.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1 小時) and (最近

常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1 個月-2 個月內) and (最近常玩行動

遊戲的地點為非家裡)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10.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1 小時) and (最近

常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2 個月-4 個月內) then (不會玩神魔

之塔) 

11.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1 小時) and (最近

常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4 個月-6 個月內) and (性別為男)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12.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1 小時) and (最近

常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4 個月-6 個月內) and (性別為女)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13.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1 小時) and (最近

常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



97 

 

間為 2 年內)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14.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1 小時) and (最近

常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

間為 2 年以上)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15.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1 個)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16.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17.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 and (最近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

間為其他時間) and ()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18.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 and (最近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

間為 4-6 個月)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品而花

費新台幣為是)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19.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 and (最近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

間為 4-6 個月)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品而花

費新台幣為否)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20.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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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貨幣或物品而花費新台幣為是)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

年內)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21.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

的貨幣或物品而花費新台幣為是)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

年-1 年)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22.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

的貨幣或物品而花費新台幣為是)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年-2 年)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23.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

的貨幣或物品而花費新台幣為是)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

年-3 年)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24.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

的貨幣或物品而花費新台幣為是)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年以上)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25.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

的貨幣或物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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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and (最近玩行動遊戲的接

觸時間為 1 個禮拜內)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27.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and (最近玩行動遊戲的接

觸時間為 1 個禮拜-1 個月內)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28.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and (最近玩行動遊戲的接

觸時間為 1-2 個月) and (職業為待業)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29.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and (最近玩行動遊戲的接

觸時間為 1-2 個月) and (職業為非待業)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30.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and (最近玩行動遊戲的接

觸時間為 2-4 個月)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31.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and (最近玩行動遊戲的接

觸時間為 4-6 個月)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32.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 小時-2 小時) and (目前

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and (最近玩行動遊戲的接

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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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 小時-3 小時) and (最近

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2 個月內)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34.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 小時-3 小時) and (最近

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2-4 個月)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半-1 年)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35.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 小時-3 小時) and (最近

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2-4 個月)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其他時間)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36.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 小時-3 小時) and (最近

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 and (時間接觸行動遊戲的時

間為 3 年以上) then (會玩神魔之塔) 

37.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 小時-3 小時) and (最近

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年內) then (不會玩神魔之塔) 

38.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 小時-3 小時) and (最近

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 and (性別為男) then (會

玩神魔之塔) 

39.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 小時-3 小時) and (最近

玩行動遊戲的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 and (性別為女) then (不

會玩神魔之塔) 

40. if (平均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小時以上) then (會玩神



101 

 

魔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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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是否會在玩手機遊戲 Candy Crush 的分類規則如下列註解。 

1.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品而

花費新台幣)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2.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沒有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內) then (會

玩 Candy Crush) 

3.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1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1 個)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4.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1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and (最常玩行動遊戲

的地點為家裡)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5.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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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and (最常玩行動遊戲

的地點≠家裡)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6.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1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7.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1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8.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1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9.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2 個月內)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10.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2-4 個月)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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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11.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2-4 個月)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

動遊戲的個數≠4 個)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12.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4-6 個月)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13.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14.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以下)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15.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

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內)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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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

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17.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18. if (年齡為 15 歲以下) and (是否曾經為了行動遊戲內的貨幣或物

品而花費新台幣為否)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年以上)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19. if (年齡為 16-18歲)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20. if (年齡為 19-22 歲)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1 個

禮拜-1 個月)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21. if (年齡為 19-22 歲)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

禮拜-1 個月)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1 個)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22. if (年齡為 19-22 歲)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

禮拜-1 個月)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23. if (年齡為 19-22 歲)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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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1 個月)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24. if (年齡為 19-22 歲)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

禮拜-1 個月)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25. if (年齡為 19-22 歲)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1 個

禮拜-1 個月)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26.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內)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27.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1 年)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上)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28.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1 年) 

and (最近常玩的一款遊戲接觸時間為 6 個月以內)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29.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1 個)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30.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and (職業為學生)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107 

 

31.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and (職業為銷售服務類)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32.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and (職業為生產製造類)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33.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and (職業為軍公教職)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34.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and (職業為經營管理)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35.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and (職業為專業技術)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36.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and (職業為待業)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37.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2 個) and (職業為其他)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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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3 個)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39.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4 個)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40.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1-2 年) and 

(目前同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 5 個以上)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41.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2-3 年)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42.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 3 年以上)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43. if (年齡為 31 歲以上) and (職業為學生)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44. if (年齡為 31 歲以上) and (職業為學生)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45. if (年齡為 23-30 歲) and (職業為銷售服務類)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46. if (年齡為 31 歲以上) and (職業為生產製造類)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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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if (年齡為 31 歲以上) and (職業為軍公教職)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48. if (年齡為 31 歲以上) and (職業為經營管理)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49. if (年齡為 31 歲以上) and (職業為專業技術)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50. if (年齡為 31 歲以上) and (職業為待業) then (不會玩 Candy 

Crush) 

51. if (年齡為 31 歲以上) and (職業為其他) then (會玩 Candy 

C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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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是否會在玩手機遊戲 Line Pokopoko 的分類規則如下列註解。 

1. if ( 接 觸 行 動 遊 戲 的 時 間 為 半 年 以 內 ) then ( 不 會 玩

LinePokopoko) 

2.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以上一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三次以內)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3.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年以上一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三次以上) then (不會玩 LinePokopoko) 

4.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二十次以下)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5.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二十一次到三十次) and (職業為學生)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6.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二十一次到三十次) and (職業為銷售服務類)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7.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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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遊戲為二十一次到三十次) and (職業為生產製造類)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8.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二十一次到三十次) and (職業為軍公教職) then (會

玩 LinePokopoko) 

9.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二十一次到三十次) and (職業為經營管理) then (不

會玩 LinePokopoko) 

10.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二十一次到三十次) and (職業為專業技術) then (不

會玩 LinePokopoko) 

11.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二十一次到三十次) and (職業為待業)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12.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二十一次到三十次) and (職業為其他) then (不會玩

LinePokopoko) 

13.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一年以上二年以內) and (平均每週玩

行動遊戲為三十一次以上) then (不會玩 LinePokopoko) 

14.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一年以下) then (不會玩 LinePokopoko) 



112 

 

15.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一年到二年以內) and (年齡為十五歲以下) and (目前同

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一個) then (不會玩 LinePokopoko) 

16.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一年到二年以內) and (年齡為十五歲以下) and (目前同

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二到四個)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17.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一年到二年以內) and (年齡為十五歲以下) and (目前同

時參與行動遊戲的個數為五個) then (不會玩 LinePokopoko) 

18.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一年到二年以內) and (年齡為十六到十八歲) and (平均

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以內 ) then (不會玩

LinePokopoko) 

19.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一年到二年以內) and (年齡為十六到十八歲) and (平均

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半小時到二小時以內)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20.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一年到二年以內) and (年齡為十六到十八歲) and (平均

每次花費玩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小時以上 ) then (不會玩

LinePokop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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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一年到二年以內) and (年齡為十九到二十二歲) and (地

點為家裡)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22.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一年到二年以內) and (年齡為十九到二十二歲) and (地

點為非家裡)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23.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一年到二年以內) and (年齡為二十三歲以上) then (會

玩 LinePokopoko) 

24.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二年以上三年以內) and (接觸行動遊

戲的時間二年以上) then (不會玩 LinePokopoko) 

25.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三年以上) and (職業為非待業) then 

(不會玩 LinePokopoko) 

26. if (接觸行動遊戲的時間為三年以上) and (職業為待業) then 

(會玩 LinePokop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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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月份 

工作項目 

四上學期 四下學期 負責組員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全體組員 

暫定主題         全體組員 

確定主題         全體組員 

擬定專題

計畫書 

        全體組員 

擬定研究

目標 

        林元致 

預處理資

料 

        賴映錩 

收集相關

文獻 

        邱建達、

柯俊廷 

書面彙整         全體組員 

簡報製作         全體組員 

實驗測試         全體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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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全體組員 

預定進度 23% 46% 53% 69% 76% 85% 92% 100

% 

全部百分

比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