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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灣在網路方面的建設有大

幅度的成長，網路的使用人口也不斷增
加。網路使用不受限制的精神，使得網路
上包含了大量不必要或不適合的內容。國
外在解決資訊分級問題方面較具規模與
影響力的是由 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6]所推動的 PICS 協定。而
對於網路分級所使用的分級資訊，本篇論
文提出了一套計算分級族群差異的演算
方式，藉由其中的人工智慧機制，有效地
由使用者分級行為找出社會族群的差
異，並且歸納出分級族群所具有的特性。
並藉由整合 Label Bureau 與 Proxy代理人
伺服器的功能，將分級資訊有效地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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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論 

 
近年來，台灣在網路方面的建設有大

幅度的成長，網路的使用人口也不斷增
加，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的應
用層面也逐漸普及，各式各樣的網頁（web 
page）爭奇鬥豔，令人目不暇給，提供各
種服務的網路伺服器（server）也為數不
少，網路儼然成為今日的新興媒體。使用
者可以隨時獲得各式各樣觀點的文件，所
以網路使用不受限制的精神，也是其他媒
體所不能比擬的，在這些網站中，除了使
用者所需要的之外，當然也包含了大量不
必要或不適合的內容。 
 正因為網路的開放性，在推展網路應
用的同時，許多教育單位或是公司行號都
面臨了不易管制網路資源的難題。也因此
網路資訊的內容問題成為目前網路推廣
與使用上相當重要的議題。但由於網路上
的言論自由等問題，採取管理管制的方式

在一般民主國家無法實行，也因此產生網
路分級的觀念。目前市面上有一部份採用
資料庫來建置分級系統的軟體，但由於資
料庫的維護與資料的取得不易，這類做法
確實面臨相當大的問題。 
 國外在解決此問題方面也有許多的
研究被提出，其中較具規模與影響力的是
由 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6]
所推動的 PICS 協定（PICS，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5]，PICS 是由
W3C 所制訂的一套分級規格，在 PICS中
完整的定義了網路文件分級所採用的檢
索方式，以及網路文件分級標籤的語法。
而分級資料的處理，則是以相對於 URL
的 meta-data 來傳送，分級程式根據 URL
所屬的 meta-data，便可以判定該 URL（包
括了 HTML、News、Gopher 等等資源都
可利用 URL 來定位）內容的分級特性。 
 而針對 PICS 協定對於蒐集分級資料
的不易，有部分研究[4, 10, 11, 12]提出了
合作式分級個概念來加強取得分級資
料。但對於分級服務的適用性方面，由於
社會族群意見的差異，必須提出有效解決
族群概念不同的分群方式，來加強分級服
務的準確性，並且減少分級服務與管理管
制間的錯誤關聯認知。 

本篇論文提出了一套計算分級族群
差異的演算方式，藉由其中的人工智慧機
制，有效地由使用者分級行為找出社會族
群的差異，並且歸納出分級族群所具有的
特性。進而將此分級特性套用再提供分級
服務的範圍上，用以建議使用者採用可信
而概念相近的分級標準，提高分級服務為
一般大眾所接受的程度。 
 接著再針對提供分級服務的型態，提
出了一套有效的實驗架構，藉由整合
Label Bureau 與 Proxy 代理人伺服器的功
能，並配合市面上已有分級功能的瀏覽
器，將分級資訊有效地散佈，減低分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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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使用上的技術門檻。最後再針對整套分
級服務所需的架構與做法，作一簡單的說
明與規劃。 
 
2. 背景 
 
2.1 國外相關研究 

目前國外在網路文件分級的領域
上，由 W3C組織[6]所推動的 PICS協定[5]
屬於其中整合性較高、規格較為嚴謹的一
支。PICS 是由 W3C 所制訂的一套分級規
格，在 PICS 中完整的定義了網路文件分
級所採用的檢索方式，以及網路文件分級
標籤的語法。而分級資料的處理，則是以
相對於 URL 的 meta-data 來傳送，分級程
式根據 URL 所屬的 meta-data，便可以判
定該 URL（包括了 HTML、News、Gopher
等等資源都可利用 URL 來定位）內容的
分級特性。 
 PICS 中所採用的的分級檢索方式，
主要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由網路文件的
作者（Content provider）自行對於該篇資
料 的 內 容 加 以 分 級 或 分 類
（Self-labeling）。另一種便是由某些特定
的組織或第三者，根據客觀的判定方式對
於網路上的文件資源分門別類後來加以
分級（Third-party Labeling）。而可採行
的檢索方式也有兩種： 
 

1. 由網頁作者自行定義分級資料 
 
2. 由特定的伺服器來提供分類服務

（Label Bureau） 
 
 綜合以上的概念，建立起一個 PICS 
labeling service，所需進行的步驟如下： 

 
Step 1: 決定由誰來指定 Label，有下列三
種方式： 
 

(1) 由網頁作者自行定義 Label。 
(2) 由僱請的評分員、義工、或公益團

體等來進行分級的工作。 
(3) 利用程式分析網頁內容後進行分

級。 
 

Step 2: 決定分級用的字彙（vocabulary）。 
 
Step 3: 依照 PICS Label 的語法，撰寫出以
此分級字彙為準的 Label。除了自行撰寫
之外，你還可以利用 PICS Application 
Incubator （ HTTP://www. si.umich.edu 
/~presnick/PICS-incubator/）來建置 label。 
 
Step 4: 將建立出來的 label 加入適當的位
置，有下列三種方式： 
 

(1) 將建立出來的 label加入某個 PICS 
labeling bureau 伺服器之中。 
(2) 自 行 建 構 一 個 PICS labeling 
bureau。 
(3)  加入 HTML 的 META 標籤之中，
或由網頁作者的 HTTP 伺服器根據對
應的文件一同傳送出去。 

 
RSACi 是基於 PICS 協定發展出來的

一套線上網頁評分系統。網站的管理者或
是擁有者可以經由瀏覽器連線到RSAC的
網頁去為他們自己的 Web Page 註冊評
分。RSACi 主要針對四個項目評分：
Violence、Nudity、Sex 以及 Language。每
個項目又細分為五個等級，詳見表一

 
 

表一 RSACi 的分級原則 
 暴力等級描述 裸露程度描述 色情成分描述 語言（用語）等級

描述 
Level 4 強姦、搶劫或者過度不

當的暴力 
正面裸露 (畫面上
有激情的表現) 

純粹的性行為或者
性犯罪 

粗話；極端憎恨的
用語 

Level 3 攻擊性的暴力或者有
人類死亡 

正面裸露 部分的性行為 強硬的措辭或者憎
恨的話 

Level 2 有真實的東西被摧毀 部分裸露 有穿著的性接觸 較不激烈的咒罵或
者不敬的言語 

Level 1 有人類受傷 裸露的穿著 熱情的接吻 溫和的咒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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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0 無上述情形或者是與
運動有關連的 

無上述情形 無上述情形或是天
真無邪的接吻；浪
漫 

無上述情形 

 
基本上 RSACi 仍然是以網頁管理者

來為自己的網頁評分為主，而不是透過一
個較為客觀的第三者來評分。因此，在評
分標準的認定上可能會產生一些或多或
少的差異。雖然對於各個項目的定義上，
RSACi 盡量想讓每個評分者的認定一
致，但終究無法完全避免。不過不論對網
頁的管理者或是網頁的瀏覽者來說，這的
確是一個簡便而又直接的評分方法。 
 綜合以上所述，針對 PICS 處理網路
分級問題的觀點而言，我們可以歸納出幾
個子問題須分別解決： 
 

1. 分級標準的制定（label vocabulary 
and criteria） 

2. 決定分級的人員或組織 

3. 散佈分級的方式 
4. 過濾軟體的設計 
5. 過濾的標準 
6. 過濾軟體的推廣 

 
其中 PICS 協定提供負責單位制定分級的
參 考 作 法 ， 包 括 分 級 詞 彙 （ label 
vocabulary）、labeling 方法、Filtering 方
法等，並非由負責單位直接擔任決定分級
的角色。 
 
2.2 合作式分級系統 
 

根據先前的研究[4, 10, 11, 12]，實
施分級系統的架構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如
圖二的 phase-1 與 phase-2： 

 

圖二  分級系統整體架構 

 

在提供網路分級的服務前，必須收
集對於各網站的分級資料，也就是每個網
頁所屬的分級特性。在我們所規劃的架構
中，這些分級資料是由各個使用者熱心提
供的分級資料中，加以整理規劃而得。為
了能夠收集這些由使用者評定的資料，我
們首先發展了一套專門用以收集資料的

分級助理系統，這個系統的角色主要是介
於網路上的HTTP伺服器與使用者用以瀏
覽網頁用的 WWW 瀏覽器，當使用者欲瀏
覽 WWW 網頁時，使用者的瀏覽器會對文
件所屬的 HTTP 伺服器發出要求訊息，這
時我們的分級助理系統會先將這個訊息
攔截下來，並且將其中的 URL 資訊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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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同時也將這個訊息再原封不動的送
往所屬的 HTTP 伺服器。之後由 HTTP 伺
服器又傳回使用者所要求的資料，此時分
級助理系統就將這些資料經過一些必須
的處理再傳回給使用者，讓使用者可以在
閱讀網頁之後便對這個網業進行評分，這
些評分資料會送往我們所架設的伺服
器，伺服器便將資料記錄下來，供作將來
提供分級服務之用。 

當我們收集到這些分級資料後，我
們會針對這些資料進行基本的統計作
業，之後就是真正可以用以提供分級服務
的資料。在我們的架構中，我們會將這些
資料與原有的 proxy 系統進行整合以提供
分級服務，這樣的作法同樣可以讓使用者
不需要更改使用瀏覽器的習慣，僅需將瀏
覽器所使用的 proxy 伺服器指向我們所架
設的伺服器，就可以得到我們所提供的分
級服務。 
  

根據 PICS 協定所得到的分級資訊，
其 來 源 可 以 分 為 兩 種 ； 自 行 分 級
（self-labeling）和由第三者來分級。然
而，想透過上述兩種施行方式就得到所有
網頁的分級資訊，有時似乎太過於理想
化。有下列三個可能的因素： 
 沒有實際的約束力量可以讓網頁內

容的提供者來自行分級。 
 對於數量如此龐大的文件，僅靠自願

者或是非營利組織來分級，幾乎是不
可能的。 

 要設計一套可以被接受的自動化分
級系統，目前來說還是很難。. 

 
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因此我們設計

了合作式分級系統架構，透過廣大的
Internet 使用者幫忙為所有網頁分級，並從
中或得分級資訊或標籤。合作式分級系統
架構圖如圖三： 

 

圖三﹔合作式分級系統架構圖. 

 

此架構區分成兩部分說明，分別是蒐集步
驟與分析步驟，詳細說明於後。 
 
2.2.1 蒐集步驟 

 
本計劃提供一套分級軟體，稱之為

Rating Toolkit (RT)，用來協助自願者對所

有網頁做分級。在使用 RT 之前，使用者
必須要選定一種分級種類作為以後實行
分級的基準。 
 
a. 分級類別 
 有許多的方式可以將 WWW 的資料
分成許多種類。例如，在 RSACi[9]中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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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就 分 成 sex, offensive language, 
violence, 與 nudity 等四大類。假設對於分
級的種類有許多層次，則對於每一層次都
須加以詳加定義，以協助使用者了解該層
次所代表的嚴重性。 

除了已給定的分級種類外，我們還提
供創造新分級種類的機制。使用者可以遵
循既有的分級種類來為網頁做分級之
外，如果分級的觀點不符合使用者本身的
需求，他亦可以使用自己的分級種類。這
就像是 USENET news group，如果感興趣
的主題沒有在其中，可以自行增加新的討
論群。在 USENET 中，要成立一個新的討
論群，必須通過某種方式的認證；可能由
某些專家檢查通過或是有一定比例的使
用者同意該討論群成立。我們的合作式分
級系統就是根據以上的觀點來實施。 
 
b. 利用 Rating toolkit (RT)來進行評分 

 在圖三的架構中，當 HTTP request
被送出時，RT 就像是界於 client 與 HTTP 
server（或 proxy）之間的橋樑，紀錄該
request 的 URL 資訊，然後將 request 送至
HTTP server。經由 RT 的使用，所要的網
頁會經 RT 由 HTTP server 到 client 端，而
分級資料就可以輕鬆的儲存在分級資料
庫中。這表示大量的分級資料可以不需借
用專家的協助來得到。 
 圖四顯示 RT 下載、安裝與執行的流
程。假設今已建構一網站供下註冊與下
載，如果使用者想參加合作式分級系統，
第一次必須提供一些資訊作為註冊用，包
括年齡，性別，學歷，住址，收入等。接
著就可以下載 RT。當註冊程序完成，使
用者將會獲得一組 ID，在安裝的過程中用
來辨識身份。 

圖四：RT 下載、安裝與執行的流程 

 

2.2.2 分析步驟 
 
分析步驟中的主要目的在於將使用者分
級後所提供的分級資料，轉換為可以正式
使用的分級資訊。 
 從使用者提供的分級資料取出分級
資訊或標籤，以目前來說有兩種方式：平
均法與投票法。平均法是以計算其平均數
來獲得分級資訊或標籤。投票法式假設定
義出各種等級，就像 RSACi 將各分級種類
分成五級一般，所以對於每一網頁，最多
人投票的的等級就會被當作該網頁的分
級資訊。由於每一等級都有詳細描述，使

用者可以輕易的決定該網頁應屬於哪一
級，所以合作式分級系統採用投票法。 

首先我們假設每個參與分級的使用
者，都經過一定的認證程序，並且取得自
己所屬的使用者識別碼（ID），而相同使
用者對於同一網頁的投票，也僅考慮其最
後一次的投票資料。每當收集伺服器取得
足量的分級資料，便開始重複執行此一階
段的分析步驟。在第一次進行分析步驟
時，由於此時沒有任何已存在的分級資
訊，因此我們僅需考慮統計過後的結果，
並以取得最多 weighted vote 的級別，作為
該網頁實際的分級資訊。而 weighted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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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算則是將每個使用者的權重（所謂權
重可以視為該使用者投票對於結果的影
響力，這樣的設計主要用於避免一部份與
大多數人概念不符，或是惡意破壞分級結
果的使用者，而權重的計算稍後會再提
到）。而在之後的其他分析步驟時，之前
所分析的結果與資料會被重複的利用，以
便累積這些投票的客觀性，計算的公式如
下︰ 
 
 
其 中 Si'是前一次
投票中，對於 level i 的 weighted vote 之總
計結果，而 Wj則是將該網頁評定為 level i
的使用者 j 之權重。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的
是，如果在本次計算前，網頁的內容已經
被更動的，那麼前一次的總計資料應該予
以捨棄並重新設定為 0。當對於同一網頁
的每個 level 之 weighted vote 都計算完畢
後，這時我們就可將取得最高 weighted 
vote 的 level 設定為本網頁確實的級別。 
 
如我們前面所提，每個參與者的權重代表
著他/她對於分級結果的影響力。而如果我
們可以確認每個使用者都相當客觀公
正，一般來說可以將這個權重都設定為 1
（如同現實生活中的投票制度）。但對於
一些投票結果明顯與一般群眾概念不符
的使用者，我們必須利用以下的 Weight 
Adjusting Algorithm 公式來調整這些使用
者的影響力，以免對少數網頁造成錯誤的
影響。 
 

Weight Adjusting 演算法[12]:  

Notations:  

σ 對網頁 P 做評分之種票數 

l 網頁 P 的實際分級級別 

Ni 將網頁 P 評定為第 i 級別的票數  

Ui 將網頁 P 評定為第 I級別的使用
者群 

 被認定為低投票率的 threshold 

 

User name Total# Noise# Weight 

此為使用者 profiles 的其中一部份，這
裡的 Total#為目前該使用者已投票的

總票數，而 Noise#則為該使用者所做
投票中，所投級別投票率小於的總票
數。 

Step 1:  對每個不等於 l 的級別計算其投
票率i = Ni /  。 

Step 2:  如果i < ，便將使用者 u 的 Noise#
加 1。 
Step 3:  將使用者 u 的 Total#加 1。 
 
3. 分級評分資料分群模組 
 
3.1 合作式權重分級的問題 
 前面所提到的合作式分級架構，以及
其中的權重式分級架構，都僅針對分級意
見中，屬於大多數人的意見來判斷。而對
於次要與弱勢的族群意見，則無法全面兼
顧。這造成了以下的幾個問題： 
 

1. 無法反應社會意見多元化現象 
2. 次要或弱勢族群無所適從，分級服

務無法讓人信服 
3. 單一標準造成網頁作者反彈 
4. 非強制力介入，因此單一標準違反

自由原則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提出的

Weight Adjusting Algorithm 公式之著眼點
僅在於社會上的主要族群，但事實上，必
然存在一些與主要族群意見不盡相同，但
人數仍然佔有一定比例的較弱勢意見。單
獨利用單一族群（主要族群）的意見來提
供分級服務，對於分級服務的精確性有一
定影響。因此如何針對各類不同族群來統
計與提供分級服務，事實上是相當重要的
議題。 

因此在本階段中，我們將嘗試利用人
工智慧的方式找出這些不同族群在分級
觀念上與其基本屬性間的關聯性，舉例來
說，老年人對於色情的定義或許會比年輕
一代來得嚴謹。而我們將進一步利用這些
關聯性找出適當的分級方式。了解這些族
群間的差異，對於提供更為精確的分級服
務有相當大的幫助。 
 
3.2 分群模組演算法 
 

為了要判斷不同使用者在分級行為
上所代表的個人意見與概念，我們首先必

,'  jii WSS



 7 

須定義能夠代表個人分級意見的分級資
訊以供整個學習模組來進行演算與推
論。而針對相同站台的不同分級結果，便
可以用來代表使用者間不同的分級意
見。因此，我們必須蒐集使用者對於相同
站台的分級資料，並且利用這些資料來進
行資料探勘。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定義代表
使用者分級行為的 Rating Vector。 

為了要建立使用者的 Rating 
Vector，首先我們必須選定某些較為知名
的站台，這些站台同時被許多參與者都評
分過，我們可以利用類似問卷的方式來達
到這樣的目的。之後這些參與者對於這些
站台的評分結果，可以視為該參與者評分
的行為，或稱為該參與者的評分意見，而
將所有站台的評分結果都結合起來，我們
就可以定義使用者的 rating vector。 

之後必須開始針對不同使用者
Rating vector 進行資料的分析動作。在不
同的 rating vector 間，我們可以利用一些
相似度比對的方式，計算出其間的距離，
這個距離代表著參與者在觀念上的差
異。也就是說，當兩個參與者間的 rating 
vector 差異相當大時，也就表示這兩個參
與者對於分級的意見有相當的出入。 

定義 rating vector 之間的距離以及所
代表的意義後，接下來我們便可以利用這
些 rating vector 之間的距離關係，在多維
空間中進行分群的演算，藉此將使用者區
分出數個不同的族群，而這些族群便可以
代表在觀念上差異較大的數個區域。相同
族群內的使用者由於觀念相近，因此之間
的距離相對於其他族群為近。 

接著再由每個區塊中每位參與者的

基本屬性，像是年齡，學歷等等，採用一
些 symbolic learning演算法，找出該區塊
中的參與者基本屬性規則。而這些屬性規
則，便可用來代表不同族群的特性，最後
便可將這些屬性規則匯整以作為之後提
供分級服務的實施要點。並確實反應現實
社會中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提高分級服
務的精確性，同時克服之前所提到的各項
問題。 

接下來的演算公式中，我們將詳述如
何利用這樣的概念找出不同群體的屬性
規則，此外也可以利用圖六的流程圖幫助
了解整個過程︰ 
 

Rating Groups Discovery 演算法 

 

Step 1: 找出最受歡迎的 k 個網頁，將其
認定為 benchmark。 

Step 2: 對所有已對全部 benchmark評分
的使用者，並將其 rating vector
建立起來。 

Step 3:   對這些 vector 採用 clustering演
算法的方式分群。 

Step 4: 對同一群中的使用者之基本屬
性進行某些 symbolic learning演
算法已學習其中關聯性。 

Step 5:   利用 symbolic learning演算法找
出對於同一群中使用者所具有
的一般性規則。 

Step 6:   重複步驟 4 到步驟 6，直到所有
族群都已經計算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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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Rating Groups Discovery Algorithm流程圖 

 
當我們利用了以上的方法找出不同的分
級族群後，之後來參與或使用分級系統的
使用者，都可以清楚了解目前已經找出的
數個不同群體與其屬性規則。可用來幫助
他們決定可參與的族群與可利用的分級
資訊，而更能切合使用者所想得到的資
訊。 
 當我們收集到分級資料後，我們會針
對這些資料進行基本的統計作業，之後就
是真正可以用以提供分級服務的資料。在
我們的架構中，我們會將這些資料與原有
的 proxy 系統進行整合以提供分級服務，
這樣的作法同樣可以讓使用者不需要更
改使用瀏覽器的習慣，僅需將瀏覽器所使
用的 proxy 伺服器指向我們所架設的伺服
器，就可以得到我們所提供的分級服務。 
 
4. 實驗步驟 

 
當藉由合作式分級方式取得資料，並且經
過分群模組提高分級服務精確度後，接下
來必須考慮的問題是分級服務的所表現
的型態，以及分級資料散佈的方式。在
PICS 所定義的分級資訊散佈上，主要可分
兩大類，一類是將分級資訊加入在 HTML
的 meta 資料中，當 HTML 傳送到客戶端
時，同時分級資訊也伴隨傳送。第二類是
將分級資訊建置在特定的伺服主機上，稱
為 Label Bureau，由客戶端軟體主動向伺
服器發出查詢，並藉此取得所需要的分級
資訊，再利用其中的分級資訊進行過濾。 
 
由於合作式分級取得分級資訊屬於第三
者分級（third-party labeling），因此不存
在強制力要求網頁作者將分級資訊直接
加入 HTML meta 資料中，而目前國內額

Process Start

Find k most popular rated
web page

Construct Rating Vector
for  all participants

Apply Clustering
algorithm to vectors

Choose symbolic learning
algorithm, and set the

training attributes

Apply the symbolic
learning algorithm to
find rule for a group

All groups are
considered?

No

Yes

Process Stop

Rating Groups
Rules

Users Profile

Rule for rating group

Rat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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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分級軟體的使用率與普及率並不高，採
用 Label bureau 方式所能提供的成效不
高。因此在實驗的過程中，我們設計了加
強型的分級伺服 Proxy，藉由此 Proxy 在
傳輸資料上的便利性，將分級資料散佈到

一般使用者。而目前部分瀏覽器（如
Internet Explorer）皆提供分級資訊的過濾
功能，因此搭配使用此一 Proxy，就可以
達到分級 
 

圖六：分級系統與代理伺服器結合方式 

 
 
如圖六，當我們的 proxy 收到使用者對於
HTTP 檔案的要求後，便往該文件所屬的
HTTP 伺服器要求此一檔案，當檔案的資
料回傳後，此 proxy 首先會在記錄分級資
料的資料庫中根據該檔案的 URL 找尋該
文件的分級特性，之後會在該文件資料
（目前我們僅處理文字型資料，例如
HTML 文件資料）加入分級服務所需要的
rating label。這些 rating label 是加入到文
件所屬的 meta-data 中，所謂的 meta-data，
是指說明該文件特性的一些資料，像是文
件的 content-type，content-length 等等，這
些 meta-data 本身完全不會改變文件的內
容，因此加入的 meta-data 對於使用者並
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5. 結論 
 

網路分級是近幾年來相當受到重視
的議題，在國外的許多國家，由於網路強
制管制對於人身自由權的牴觸，目前都傾
向於使用分級方式來取代立法管制的工
作。而傳統使用資料庫系統來達到分級效
果的軟體，由於蒐集資料的不易，以及資
料維護的困難，在網路資料量龐大的今

日，面臨了許多的挑戰。 
因此國外在解決此問題方面也有許

多的研究被提出，其中較具規模與影響力
的 是 由 W3C （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 [6] 所推動的 PICS 協定
（ PICS ， 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5]，PICS 是由 W3C 所制訂的
一套分級規格，在 PICS 中完整的定義了
網路文件分級所採用的檢索方式，以及網
路文件分級標籤的語法。 
 而針對 PICS 協定對於蒐集分級資料
的不易，有部分研究[4, 10, 11, 12]提出了
合作式分級個概念來加強取得分級資
料。但對於分級服務的適用性方面，由於
社會族群意見的差異，必須提出有效解決
族群概念不同的分群方式，來加強分級服
務的準確性，並且減少分級服務與管理管
制間的錯誤關聯認知。 
 本篇論文提出了一套計算分級族群
差異的演算方式，藉由其中的人工智慧機
制，有效地由使用者分級行為找出社會族
群的差異，並且歸納出分級族群所具有的
特性。進而將此分級特性套用再提供分級
服務的範圍上，用以建議使用者採用可信
而概念相近的分級標準，提高分級服務為

Proxy Server
with Labeling System

Rating Information
Storage

User

Request

HTTP Servers
on Internet

Data
Data

Request

Query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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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眾所接受的程度。 
 接著再針對提供分級服務的型態，提
出了一套有效的實驗架構，藉由整合
Label Bureau 與 Proxy 代理人伺服器的功
能，並配合市面上已有分級功能的瀏覽
器，將分級資訊有效地散佈，減低分級服
務使用上的技術門檻。 
 未來我們將規劃後續全面性的分級
伺服實驗與環境，首先成立分級委員機構
針對網路內容分級的標準與使用的詞彙
進行審查與制定，並進一步區域性地由數
個大學或機構著手，進行分級觀念的推動
與教育，並提高合作式分級機制實行的範
圍，同時利用 LDAP 的目錄服務觀念與
DNS 階層式資料的觀念來架設分散式分
級伺服架構，提高分級服務針對大區域的
可行性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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