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中文標題之生成 

    

本章將說明本論文之標題生成的方法。中文書寫特性與英文不同，中文並沒有英文所擁

有的詞間標記（如空格），因此許多中文處理的相關研究，都必須先進行斷詞（Word 

Segmentation）。然而，斷詞的結果卻無法令人滿意，原因是專有名詞的辨識有實質上的

困難，所以目前許多研究改採多連字詞（N-gram）的方式來處理中文，至於英文則沒有

前述的問題，因其單字作為處理單元（Token）。本章第一節闡述研究方法之概念形成，

第二節說明前置處理方式，第三節介紹特徵值的選取方式，包括候選詞權重分數、標題

長度機率與間距，第四節為本章之總結。 

3.1 文件標題自動產生之概念形成 

第二章提到的相關文獻的假定大多為標題中的詞彙一定要出現在文本中，但經由研

究者觀察網路電子報的結果發現，這樣的假定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完全成立，因為中文報

紙標題的詞彙，不一定是由文本擷取，大多是記者自行撰寫的詞彙。然而，由於本篇論

文之研究目的係為資料處理，將資料轉化為資訊，並提供資訊檢索時之另一加值服務：

題名檢索，因此，標題如能與文件文本主旨符合即可。因此，本論文仍與大多數文獻相

同，其假定仍為文件標題的詞彙一定要出現在文本中，也就是從文本擷取標題候選詞。

然而，其缺點為必須慎選測試文件，否則實驗結果之求準率（Precision）與求全率（Recall）

會相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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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實際觀察 20份的新聞標題發現，大部分的標題詞彙大多出現在文本的第一

段，且標題中的詞彙通常只出現一次。因此，為了降低不必要的負擔，且中文文件在第

一段，通常能開門見山地點出主題，又研究者參照 David Zajic[16]的作法只由前 60個字

中擷取文字當作標題，其實驗結果並不比其他文獻差。因此，本研究在訓練文件及測試

文件中將只從第一段擷取標題詞彙，且不重複選取，節省候選詞彙產生的時間，並避免

過多候選詞彙做造成之雜訊。而在斷詞處理方面，N-gram會處理到包括單字詞之詞彙。

又中文之單字雖然富有意義，但是卻不是進行中文處理時最小的語意單位，因此在選擇

標題候選詞彙時，並不考慮單字詞，只考慮多字詞。至於文章中的詞彙若無法在「詞彙

集」中比對到，研究者則將視之為 N=1的單字詞。 

在計算候選詞彙間距時，研究者將沒比對到的字詞都將其距離設為 1，比對到的詞

彙，則以其間隔之詞組數做計算。此外，最後生成之標題的詞彙順序，本研究將依照原

文件內文的排列順序。 

本論文的假定： 

 標題詞彙一定出現在文件內文的第一段。 

 文件的標題詞彙不重複。 

 只考慮多字詞，不考慮單字詞。 

 標題詞彙順序依照原文排列 

事實上，標題詞彙順序不一定與原文順序相同，然而，若要考慮標題詞彙順序不同

之因素，必然於兩兩中文詞彙之彼此順序上作訓練分析，但實將耗費相當大的工程，因

此，本論文在經過研究目的之考量，探討研究者自動生成標題之訊息性後，並不考慮詞

彙之順序，而將依照原文順序來排列產生之標題。 

本論文 2.2節曾討論 Rong Jin的作法，他認為標題知識的學習應該考慮下列四種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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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KD、LT、JL、LD。因此，我們也將這些參數考慮進去。 

 

表 3.1 本研究各參數的內涵。 

參數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 

JL 
計算訓練語料庫中，標題-文本詞之機率值，將作為測試文件標題
候選詞之選取參考。 

LT 計算訓練語料庫之文件標題長度，作為測試文件之參考。 

KD 
1. 頻率的計算，計算新文件詞頻。 
2. 間距之計算，計算新文件詞與詞之間的距離。 

 

3.2 前置作業 

中文需要作斷詞前置處理，我們必須先將文章中正確的「詞」找出來。因此，本論

文將利用 n-gram（多連字詞處理）擷取可能的詞彙，n=2~5，且不選擇單字詞（n=1）。

N只計算到 5的原因是因為本論文在此處理的中文成語為 4字詞，為避免擷取時有遺漏

之詞，因此，我們取到 5。本論文並不考慮產生單字詞標題係因為中文文件的單字詞大

多為停用詞（stop words，例如：都、成、將），不具資訊檢索的意義，且 N=1的單字詞

亦會包括在 N-gram的處理當中，例如此句話「網際網路服務也包括在內」，其斷詞後的

結果為：網際網路 服務 也包括 在內。其中「也」與「在」都是單字詞，但其都包含

於處理的範圍之中，也就是說 N-gram 大多能處理到包括單字詞之詞彙。又先前觀察的

20份文件的標題裡，多字詞在標題中所佔的比例較大，故研究者在斷詞時，是採「長詞

優先」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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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連字詞處理之後，即設詞頻門檻值來篩選，篩選後的詞彙當作可能的「詞彙集」。

門檻值設定之後，我們將訓練文件的標題及第一段的所有字，與「詞彙集」做比對，標

題比對後，將作為標題詞長度與候選詞彙間距之計算，第一段詞彙比對後，則是作為候

選詞權重值之計算。比對到的詞彙當作該文件「正確的詞彙」，比對方式為不重複比對

且採長詞優先原則。舉例來說，某份文件的標題為：「固網全面開放是有利消費者」。其

比對「詞彙集」後的結果為：「全面開放」 「有利」 「消費者」，固網這個詞彙沒有出

現在詞彙集，所以無法比對出來，而長詞優先的選擇結果，「全面開放」會先被篩選出

來，篩選過後，便不再篩選，因此，接著被篩選出來的是「有利」，然後是「消費者」。 

 

3.3 特徵值分析 

3.3.1 候選詞權重值  

先前觀察的 20份新聞稿中，n越大的多字詞，其被選為標題的機率越大。因此， n

越大的詞，我們加越重的權重值。例如研究者將測試文件之二字詞候選詞的詞頻乘以 2，

三字詞的詞頻乘以 3，以此類推。公式如下： 

                     Wt )(),(_)( iii wlenkwtfTw ×=                          （7） 

Wt( )為測試文件 候選詞之權重。T_tf( ,k)代表測試文件中第 k 份文件的 的

詞頻，len( )為多字詞的組合字個數（例如二字詞的 len=2，三字詞的 len=3）。舉例來

說，如果 為三字詞，其出現在第 k份文件之次數為 4，那麼他的 Wt( )值則為 4*3=12。 

iw

iw

iw iw iw

iw

wi

接著，研究者為了瞭解文件中標題詞彙與文本詞彙的關係，因此在閱讀幾篇文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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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方法後發現，NBL處理標題與文本關係的前提為標題詞一定要出現在文本中，符

合本論文之假定，且其實驗之執行成果還不錯，所以在訓練文件部分本論文採用 NBL [6] 

來訓練文件中標題詞彙與文本詞彙之間的關係。 

                      C                    （8） ∑
=

×=
k

iii kwtfHkwtfTw
1

),(_),(_)(
N

w w

C( )代表 詞同時出現在標題及文章的關係，T_tf( ,k)代表 詞出現在第 k份文

件文本的頻率，H_tf( ,k)代表 詞出現在第 k份文件標題的頻率，N表示文件的總數。

接著計算文件標題詞與文章詞的機率關係，如方程式（9）。 

iw iw iw iw

i i

                  
∑
=

=∈∈ N

k
i

i
ii

kWtfT
TWHWPofScore

1
),(_

)|(__ WC )(

kWtfHkWtf ,(_),(_

              （9） 

 

              （10） ∑
∈

∈∈×=
TWi

iii TWHWPofScoreWWtHwofScore )|(__)()(__

舉例來說，W 出現在訓練文件中第 k份文件文本的頻率為 4，出現在標題的頻率為

1，那麼方程式（8）之 T

i

ii × )為 4*1=4，接著將 n 份文件之

)加總後，再除以 ，此即為方程式（9）中W 的標

題與文本關係之機率，接著將方程式（7）之值乘以方程式（9），即為 Score_of_w(H)。

本論文中的 Score_of_w(H)（每個詞被挑出當作標題之分數），參照 Rong Jin的作法[6]。

公式如方程式（10）。 

kWHkWtfT ii ,),(_ × tf (_ ∑
=

N

k
WtfT

1
(_ i 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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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標題詞長度 

當我們計算出候選詞權重分數之後，接著要統計標題長度的分佈機率。本論文的標

題長度計算方式為計算標題是由幾組詞彙所構成的，也就是計算構成標題的詞彙組數。

在訓練文件中，我們計算 2 組詞至 10 組詞的標題長度分佈機率。計算公式如下，H 代

表標題長度，m為標題長度值，N為文件數，δ(‧)的值為 1或是 0，如果括弧內的算式

相等，則 δ(‧)的值為 1，否則為 0。舉例來說，舉例來說，訓練文件之標題為「固網全

面開放是有利消費者」再經過多連字詞斷詞之後的結果為「固 網 全面開放 是 有利 消

費者」，這句話中，因「固」「網」「是」無法在詞彙集中比對出來，因此，其標題長度

為 3，而若由三個詞組所構成之文件數為 10，總訓練文件數為 100，那麼標題長度為 3

的機率便為 10/100=0.1。 

                      
N

mH
mHP k

k

l

∑
=

=
== 1

)(
)(

δ
N

                     （11） 

3.3.3 候選詞彙的間距 

在測試文件中挑出候選詞彙之後，我們也將詞彙間距（gap）列入計算。由於文件

的標題，通常單指於某個概念，因此，標題中出現的詞彙在文件文本應該不會相距很遠。

所以，我們在考慮標題候選詞彙時，也考慮候選詞彙彼此的間距。候選詞彙間距越大，

代表兩者之相關性越低[17]。在測試文件中，我們計算候選詞彙在文件文本的距離，彼

此距離的計算方式以詞彙為單位，依照原文順序排列，N-gram後的詞彙長度為 2~5，詞

彙長度若不介於 2~5則皆以單字詞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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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固網全面開放是有利消費者」再經過多連字詞斷詞之後的結果為「固 網 

全面開放 是 有利 消費者」，這句話中，我們將各個詞彙編號，「固」編號為 0，「網」

編號為 1，「全面開放」編號為 2，「是」編號為 3，「有利」編號為 4，「消費者」編號為

5，我們挑選兩兩候選詞來計算其間距，接著計算候選詞彙間隔之總詞數後加 1 取 log

數，底數為 2，加 1的目的為避免 log2 1的情況產生。在標題長度為 2的模組之下，例

如：「全面開放」與「消費者」之間距為 log(5-2+1)。「有利」與「消費者」之間距為

log(5-4+1)；標題長度為 3 的模組下，「全面開放」、「有利」、「消費者」之間距為

log(4-2+5-4+1)。間距計算方式如方程式（12）。H=m 表示標題長度為 m 之模組，

gap_of_w(wi,w i+1)代表 wi與 wi+1之兩兩詞間距。  

)1)),(__log(()(__
1

1
1 +== ∑

−

=

+

m

i
ii wwwofgapmHGAPofScore

)(HPλ

     （12） 

最後，研究者將所有的權重分數考慮進來，為了充分考量三個特徵值，包括候選詞

權重值、標題詞長度與候選詞彙的間距，因此，研究者將候選詞權重值乘以標題詞長度

再除以候選詞彙詞組總間距之後，挑選出 H為最大值之相對應候選詞彙當作標題詞彙。

Score_of_W(H)代表候選詞彙的權重， 指的是標題長度的機率，Score_of_GAP(H)

為標題間距的分數。測試文件的標題詞彙生成模組如方程式（13）： 

                                  （13） 
)(__

)()(__
maxargˆ

HGAPofScore
HPHwofScore

H l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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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演算步驟 

訓練階段 

目標︰產生本論文之「詞彙集」與標題詞彙-文本詞彙與標題長度的機率參照表，以供

執行階段對照參考。 

1. 將訓練文件做多連字詞處理（Character N-gram Processing），N=2~5，找出可能之

中文詞彙，作為本研究的「詞彙集」。 

2. 將標題與第一段與「詞彙集」做比對，進行斷詞處理。舉例來說，某一篇新聞稿的

第一段如下： 

 

 

 

 

 

 

3. 訓

 

 

【本報駐日特派員劉黎兒九日專電】四十六名菲律賓慰安婦因為在二次大

戰時遭日軍強暴，而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每人二  千萬日圓的訴訟，今天東
京地院宣判予以駁回，理由是個人無法要求賠償。 
四十六 菲律賓 慰安婦 因為在 二次大戰 日軍 強暴 而要求 日本政府
賠償 每人 二千萬 日圓的 訴訟 今天 東京 地院 宣判 予以 駁回 理由
是 個人 無法 
要求 賠償 
 

其中「

後，「

練各
前置作業處理（去除標點符號及【】中的句子之後做斷詞處理）
名」、「時」與「遭」等未在斷詞處理找出，係因在斷詞處理之門檻值篩選

詞彙集」中並無這幾個詞彙，因此無法比對到這些詞。 

文件之標題詞彙-文本詞彙的機率（如方程式（8）~3.6），舉例如下。 

駁回 0.27 
日本政府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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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統計各文件之標題長度，計算標題長度分佈機率（如方程式（13）），舉例如下。 

 

標題長度=3 0.2432 

標題長度=4 0.0818 

 

 

執行階段 

目標︰計算新文件之候選詞權重分數與間距分數，最後產生新文件之標題。 

1. 將新文件第一段與「詞彙集」做比對，進行斷詞處理。舉例來說，某一篇新聞稿的

第一段如下： 

 

 

 

 

        前置作業處理（去除標點符號及【】中的句子之後做斷詞處理） 

國內 輸血 感染 愛滋病毒 事件 發生 對於 無辜 受害者 律師 公會   
認為 現行的 道義 救濟 無法 體現 法律 正義 政府 捐血 作業 安全  
必須 負起 責任 受害者 應可 訴請 國家 賠償。 

【記者張　文台北報導】國內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的事件接連發生，對於無辜

的受害者，律師公會認為現行的道義救濟無法體現法律正義，政府對捐血作

業的安全必須負起責任，受害者應可訴請國家賠償。 

 

 

 

 

2.  將新文件中，每個候選詞彙計算其權重分數（如方程式（7））。 

 

愛滋病毒 4 
政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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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標題長度為 n（n=2~10）的情況下，計算詞組間距的總分（如方程式（12）），「國

內」編號為 0，「愛滋病毒」編號為 3，「政府」編號為 19。 

 

「愛滋病毒」「政府」間距分數 log 19-3+1  

 

 

4. 考慮測試階段之前 2步驟與訓練階段之 3、4機率參照表後，依原文順序排列以電腦

系統自動產生標題（標題生成模組之公式如方程式（13））。舉例來說，研究者在上 述

例子所自動產生之標題為：「政府負起受害者賠償」。 

 

步驟圖表說明及流程圖如下︰ 

    流程圖表的三種圖示，分別為外部給予系統之文件，系統產生之資料與系統處理動

作，說明如下﹕ 

系統處理動作 
系統產生 

之資料 
外部給予系統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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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階段                                        執行階段      

 

 

 

 

 

 

 

 

 

 

 

 

 

  

訓練文件 

多連字詞處理

（N-gram） 

「詞彙集」
設頻率門檻值

篩選詞彙 

訓練各文件之

標題 -文本詞

彙之機率 

統計各文件

之標題長度

機率 

標題-文本

詞彙之機

率參照表

新文件的第一段 

標題長度

機率參照

表 

在標題長度為

n (n=2~10)的情

況下，計算詞組

間距的總分 

間距分數

按原文順序排列 

比對「詞彙集」，

進行斷詞處理 

比對「詞彙集」，

進行斷詞處理 

經斷詞處理後之

新文件第一段 

斷詞後的訓練文

件標題與第一段

新文件自動生成之標題

訓練文件標題

與第一段 

 

圖 3.1 演算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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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總結 

本論文使用之訓練文件及測試文件均為電子報之新聞。首先分析訓練標題-文本詞

彙的關係機率，計算其 NBL權重分數，在測試文件之標題長度為 N組詞的模組下，計

算標題長度及詞組間距總分後，自動生成標題。接下來的第四章實驗分析中，研究者的

評估方式將分為兩種，一種為電腦自動評估法，另一種則為人為評估法。電腦評估法將

比對測試文件自動產生之標題與電子報新聞記者擬定之實際標題，計算其求準率

（Precision）、求全率（Recall）與 F1，採用 F1（參數為 1）之評估方式係因希望求全率

與求準率在 F1評估時，具有相同之重要性。而人為評估法則以問卷調查法讓一般讀者

評鑑自動生成之標題是否符合該文章主旨，及其閱讀流暢度，評分標準分五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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