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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公衆立場的自動化檢測：一種基於深度學習的方法
背景和動機
香港新冠疫苗的低接種率反映了社會存在疫苗猶豫。據政府統計，截止至 2021 年 8 月 14 日，
香港有 42.3%的人口接種了第二針疫苗，距離達到群體免疫還有較大差距。因此，清楚了解公
眾對接種疫苗的立場（以下簡稱為：（公眾）疫苗立場），無疑有助於政府作出相應決策，應
對疫苗猶豫問題。
此前，立場檢測主要依靠調查和民意測驗。然而，這些傳統的立場檢測方法成本較高且不可持
續、無法及時更新。如今，網絡社交平台構成了個人參與社會互動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這些
平台被認為是有效的資訊傳播工具，來表達意見和分享觀點，因此在網絡上每天都會產生大量
的數據。相關研究可以運用這個新興且重要的渠道，通過分析社交平台數據對公眾立場進行檢
測。隨著這種非結構化數據量的增加，對自動化智能立場檢測的需求也隨之顯著增加 [1]。
由於對龐大數量的非結構化數據進行人工處理幾乎不可能做到，因此本研究期望運用網絡社交
平台的數據，探索對公衆立場進行自動檢測的方法。在這項研究中，我們用人工智能技術，基
於香港幾個主要的社交平台收集和標註後的文本，建立和訓練了一個機器學習模型。具體來說，
我們使用了被稱為 深度學習 [2]的機器學習技術 ，它可以識別這些文本數據體現的文意，並自
動將立場分類。深度學習模型可以應用於許多不同的領域，如決策支持系統和政府情報機構；
對政策制定者了解公眾對新冠疫苗相關事件或政策的觀點和反饋來說，該模型也具有實踐意義。

網絡社交平台數據收集和預處理
1. 數據收集
為了研究公眾對接種新冠疫苗的立場，我們通過與數行者科技合作研發的數據引擎從香港三
大社交平台（香港討論區1、高登討論區2及親子王國3）收集了評論流數據，市民在這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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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討論區。https://www.discuss.com.hk
高登討論區。https://forum.hkgold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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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王國。https://www.baby-kingdom.com

分享來自各種新聞媒體（如《香港 01》、微博、《第一財經日報》、《東方日報》和《文匯
報》等）的資訊，並且互相交流意見。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廣泛使用的所有社交平台中，
這三個平台獲得與接種新冠疫苗相關的評論最多。研究使用表 1 所列的關鍵字，自動篩選出
自 2020 年 12 月 23 日（當天，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首次宣布港府採購了 2,250 萬劑新冠疫
苗，並頒布了相關規例）以來市民發表有關接種疫苗的評論，然後進行人工篩選，進一步剔
除無關的評論。經過隨機採樣後，得出的數據集包含 10,722 篇評論。
表 1：用於評論檢索的關鍵字

與接種新冠疫苗相關的
關鍵字

疫苗, 免疫, 科興, 復必泰, 北京生物, 武漢生物, 輝瑞, 莫德納, 克爾來
福, 復星, 阿斯利康, 滅活, MRNA, 蛋白, 谷針, 一針, 1 針, 兩針, 2 針, 接
種, 打針, 不良反應, 副作用, VAXX, VACCIN, IMMUNIZATION,
IMMUNE, INOCULATION, IMMUNE, IMMUNOSUPPRESSED,
MODERNA, PFIZER, SINOVAC, CORONAVAC,COMIRNATY,
BIONTECH, ASTRAZENECA

2. 數據標註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評論的立場分為表 2 所列的四類：提倡接種、不鼓勵接種、質疑接種和

評論接種 [3,4]，不屬於這些類別的評論被歸類為未知。我們將所收集的評論分配給幾個標註
員，每篇評論至少由兩個標註員獨立標註。我們以 kappa 係數[5]來衡量這些標註的可靠性 ，
當中平均 kappa 係數為 0.683，說明標註結果達到一定的可靠性，可以從而得出初步結論。研
究採用粵語新冠疫苗立場數據集（CCVS-數據集），供後續分析。表 3 概括了此數據集的統
計數據。
表 2：立場類別的定義
提倡接種：
•

不鼓勵接種：

描述接種疫苗對公共衛生的好處或其安全 •

描述接種疫苗的無效性或安全風險。

性。

•

勸阻接種疫苗。

•

描述不接種疫苗的風險。

•

質疑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

•

鼓勵接種疫苗。

•

包含反對接種疫苗的消極態度／論點。

•

駁斥反對接種的論點。

•

包含提倡和不鼓勵接種的資訊，但主觀上

•

包含提倡和不鼓勵接種的資訊，但主觀上
表示支持接種疫苗。

質疑接種：

表示反對接種疫苗。

評論接種：

•
•

對接種疫苗的風險或好處存在猶豫不決及 •
不確定性。

沒有對接種疫苗表達不確定性，亦沒有包

質疑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或產生副作用
的可能性。
•

某程度上確實與疫苗有關。

含提倡和不鼓勵接種的內容，但該評論在
包含關於在不同情況下市民應否接種疫苗
的實際建議。

表 3：粵語新冠疫苗立場數據集（CCVS-數據集）之概述
社交平台

提倡接種

不鼓勵接種

質疑接種

評論接種

未知

評論總數

香港討論區

2290

185

7

890

1834

5206

高登討論區

423

591

12

1974

1793

4793

親子王國

182

19

3

164

355

723

總計

2895

795

19

3028

3985

10722

研究問題闡述
我 們 將 疫 苗 猶 豫 的 立 場 監 測 視 作 一 個 多 分 類 問 題 。 令 𝑥𝑖 表 示 評 論 文 本 ， 其 由 𝑛 個 詞
{𝑊0 , 𝑊1 , . . . , 𝑊𝑛−1 }組成。每則評論文本的立場可以是提倡、不鼓勵或者其他（包括評論、質疑或
未知）。
給定一組（n 個）經過標記的文本實例𝐷 = {𝑥𝑖 , 𝑦𝑖 }，其中𝑋 = {𝑥𝑖 } 表示實例中的特徵向量集合，
𝑌 = {𝑦𝑖 }表示實例的正標簽（以獨熱編碼表示）。我們將最小化方程(1)中定義的交叉熵損失[6]，
以訓練模型。

𝐿𝑜𝑠𝑠CE = ∑𝒙𝑖 ,𝒚𝑖 ∈𝐷 ∑𝑐−1
𝑗=0 𝑦𝑖,𝑗 𝑙𝑜𝑔 𝒑𝑗 (𝒙𝑖 ),

(1)

其中， 𝑝 = [𝑝0 (𝑥𝑖 ), 𝑝1 (𝑥𝑖 ), . . . , 𝑝𝑐−1 (𝑥𝑖 )]是一個概率分布，每個元素 𝑝𝑗 (𝑥𝑖 )則代表數據樣本 𝑥𝑖 屬於𝑗
類別的概率，𝑦𝑖 = [𝑦𝑖,0 , 𝑦𝑖,1 , . . . , 𝑦𝑖,𝑐−1 ]是樣本標籤的獨熱編碼表示，當樣本屬於𝑗類別時𝑦𝑖,𝑗 = 1，
否則𝑦𝑖,𝑗 = 0；𝑐則代表立場類別的數量。

依據我們的定義，立場監測是一個三元文本分類任務。值得注意的是，這項任務比起其他一些文
本歸類問題更具挑戰性，因爲立場可以通過多樣而複雜的方式表現，為了確定整體立場，可能需
要推理和背景信息。並且，在使用專為較正式且有組織的文本設計的技術分析網絡社交平台數據
時，會遇到一系列特別的挑戰，因爲本研究中的評論常常是較為簡短且非正式的文本，並且帶有
特殊標記（例如標籤和表情符號）。此外，由於缺乏針對粵語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資源，同時缺
乏大量標記數據，使得訓練深度學習模型的設計空間更加複雜、學習變得困難。因此我們運用了
數據增強技術來支持模型訓練。

數據增強
從表 3 可以看出，不同的立場標籤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在模型訓練之中，預測有可能會偏
向於樣本較多的分類，這將大大降低模型的泛化能力。訓練數據的大量缺失以及不同類別之間的
不平衡嚴重影響了模型的表現。因此，我們通過增強訓練集來有效擴大數據樣本的規模，該操作
不僅可以增加訓練數據量以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 [7]，也可以增加數據中的噪聲來提高模型的魯棒
性[8, 9]。本研究中，我們使用小數據集中的原始文本作為樣本，進而做啓發式的修改，這個過程
類似於圖像畸變。具體來說，我們隨即進行了以下操作：
1) 設置掩碼。我們用[MASK]以 𝑝𝑚𝑎𝑠𝑘 的概率隨機替換一個詞，這個標記在 BERT [10] 模型中
被用於表示未知或被遮蓋的詞彙。直觀來說，這個規則有助於釐清每個詞對標籤的貢獻，
例如神經網絡對實例「相信政府相信科[MASK]係每個港民應[MASK]嘅責任」所產生的輸
出的信息含量比對實例「相信政府相信科學係每個港民應擔嘅責任」所產生的要少。
2) N-gram 採樣 [11]。我們以概率𝑝𝑁𝐺 在數據集中做隨機採樣得到 n-gram，其中 n 從{2, 3, 4, 5,
6}中選擇。在概念上，這個規則等同於丟棄樣本中所有其他詞，是一種更為激進的掩碼形
式。
在這個研究中，數據增強的步驟為：給定一個訓練樣本{𝑊0 , 𝑊1 , . . . , 𝑊𝑛−1 }，其中 𝑊𝑖 是一個多維向
量，並在單詞上進行迭代，以均勻分布𝑋𝑖 ~𝑈𝑁𝐼𝐹𝑂𝑅𝑀[0,1]取得每個 𝑊𝑖 。如果𝑋𝑖 < 𝑝𝑚𝑎𝑠𝑘 ，我們則
對掩蓋𝑊𝑖 。在對單詞進行迭代以後，我們以𝑝𝑁𝐺 的概率，對整個合成樣本進行 n-gram 採樣。最後
的合成樣本被添加到增強的、未標記的數據集。 我們在每個例子中應用這個程式𝑛𝑖𝑡𝑒𝑟 次，從一個
例子中產生多達𝑛𝑖𝑡𝑒𝑟 個樣本，任何重複的樣本都將被丟棄。

模型架構
本節將展示本研究模型的架構。如圖 1 所示，它主要包含三個部分：1）詞編碼器：輸入句子並
將每個單詞映射到詞嵌入中；2）捲積特徵提取：使用捲積神經網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12] 來提取詞嵌入中的關鍵特徵 [13]；以及 3）分類器：使用全連接神經網路來
做分類。以上模型組件將在下文中詳細介紹。

圖 1: 研究模型架構
1. 詞編碼器
本研究採用基於多領域語料的粵語語料庫（包括推特上所收集的粵語推文、香港粵語語料庫
以及香港 20 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完成預訓練的 BERT 模型。該模型可以學習廣東話的語法
和語義特徵。具體來說，詞編碼器部分將預處理後的單一評論文本𝑇 = {𝑇0 , 𝑇1 , . . . , 𝑇𝑛−1 }作為
輸入，然後將其輸精調後的 BERT 模型，得到分詞後的詞嵌入表示𝑊 = {𝑊0 , 𝑊1 , . . . , 𝑊𝑛−1 }，
其中𝑊𝑖 是一個 768 維的向量。該種詞表示可以保留高質量的語義特徵。接下來這些詞嵌入特
徵將作爲卷積神經網絡（CNN）的輸入。
2. 卷積特徵提取
立場分類的關鍵是準確提取文本的中心思想，而提煉中心思想的方法是提取文本的關鍵詞作
為特徵，並根據這些特徵來訓練分類器 [14]。CNN 的卷積和最大池化過程是一個特徵提取的
過程。利用 CNN 提取關鍵詞的特徵，比直接用預訓練的詞嵌入做立場分類更準確。

我們描繪了三種濾波器區域大小：2、3、4。濾波器對句子矩陣進行卷積，並生成特徵映射；
對每個特徵映射進行 1-最大池化，即記錄每個特徵圖中最大的數字。因此，由三個特徵映射
分別產生一個特徵向量，這三個向量被串聯起來，形成倒數第二層的特徵向量。
3. 分類器
最後的分類器，接收特徵向量作為輸入值，並使用它來對文本進行分類。在這一層面，本研
究應用“Dropout” [15]作為正則化的手段。這是將權重向量中的數值隨機設置為零，以減少
過擬合的程度。
4. 參數設置
表 4 列出了本研究實驗中使用的主要參數設置。
表 4: 參數設置
批大小

128

最大單句長度

32

Adam 學習率

0.00005

迭代次數

15

提前停止

100

濾波器個數

256

Dropout rate

0.1

𝑝𝑚𝑎𝑠𝑘

15%

𝑝𝑁𝐺

25%

對於預訓練的模型，本研究採用 BERT-base-uncased 模型。關於預訓練的 BERT 模型的參數，請
參考 [10]。
5. 基準方法
本研究選擇了在文本分類領域常用的兩種精調的 BERT 模型之方法：
a) BERT+FC: 直接將 BERT 模型連接到全連接網絡，基於預訓練模型產生的語義向量進
行分類。
b) BERT+Bi-LSTM: 雙向長短期記憶網絡（Bi-LSTM）[16]常用於類似的工作中 [17,18]。
它可以捕捉到分詞的序列信息。

實驗結果
本研究使用該模型檢測公眾對新冠疫苗接種之立場，並通過實驗來評估其性能。所有的實驗均
使用 Tesla-T4 16G GPU，並在谷歌 Colab 上進行。實驗中使用 CCVS 數據集。我們以 3:1:1 的比
例將其隨機分成訓練、驗證和測試集。每個實驗都獨立地重覆 10 次，取平均值作為最終結果。
研究使用 F1 分數（宏平均、微平均和加權平均）對三種立場類別的模型進行評估，以滿足各種
應用場景的需要。
表 5 顯示了我們的模型和基準之間的性能比較。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模型在三類 F1 分數上都
取得了最好的結果。具體來說，較高的 F1-宏平均得分表明我們的模型可能有更好的能力來處理
泛化問題。原因可能是它捕獲了文本的多個不同的 n-gram 特徵，對於一個 n-gram 特徵，它有許
多不同的濾波器來從不同方面提取有效信息，從而不容易造成過擬合。另外，我們還進行了 消
融實驗來研究數據增強的貢獻。從表 5 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操作在所有三個指標上都改善了
我們的模型。本研究最終的實驗結果可以接近近期立場檢測的研究結果，例如 [19, 20, 21]；但
是，面向粵語的自然語言處理使得本研究更富挑戰性。

表 5: 實驗結果
Models

F1-宏觀

F1-微觀(準確性)

F1-加權平均

BERT+FC

.473

.722

.688

BERT+Bi-LSTM

.395

.705

.629

BERT+CNN
(本研究採用的模型)

.508

.740

.704

BERT+CNN

.450

.733

.686

(為進行數據增強)

結論
本研究由「助減香港市民疫苗猶豫」項目發起，運用香港不同網絡社交平台的數據，研究公眾對
新冠疫苗的立場。具體來說，通過我們收集和標記的社交平台數據，本研究提出了一種運用深度
學習技術在網絡社交平台的訊息中自動檢測有關新冠疫苗接種立場的方法。實驗結果表明該方法
在新冠疫苗立場檢測上的有效性。據我們所知，這是首個在粵語語境下自動檢測有關新冠疫苗立
場的研究。
我們相信該研究可以幫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運用網絡社交平台的數據，來預估和了解公眾對疫苗
接種立場的實時趨勢，進而制定相關政策，克服疫苗猶豫，幫助取得疫苗推廣的成功。與問卷調
查等傳統方法相比，該方法具有實時性、多信息源、低成本等優點。
本研究運用不同社交平台上的線上大數據，了解公眾對相關事件的立場，為學術界與政府共同應
對傳染病大流行的合作框架提供啟示。如果未來面臨類似挑戰，該框架可以為調動資源提供指導，
促進政府、學術界和社區之間的有效合作，並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以鼓勵人們採取包括接種疫
苗在內的積極行動抗擊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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