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資訊擷取是自然語言處理中的一個問題，主要是希望針對特定主題或事件

從文字文件中找到相對應於相關觀念或元素的實際資料。資訊擷取目前已很成功

的應用到非常多的領域，包括『社會新聞』、『電子郵件』、『網頁』、甚至是『病

例資料』等等，都可以是資訊擷取技術的應用範圍。再加上 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s ( 以 下 簡 稱 MUC)[24]及 Text Retrieval 

Conferences (以下簡稱TREC)[25]的成立，資訊擷取技術的研究就更受到多方

注意並且積極的投入。 

 

資訊擷取有別於傳統『搜尋引擎』及『文件管理工具』，最主要的特點在

於資訊擷取可以從非結構化的文字資料中，為特定的主題整理出相關之結構化資

訊，MUC就針對了資訊擷取做了以下的定義： 

 

『根據MUC的觀念及瞭解，資訊擷取可以被定義為從文件檔案中的文件字串或者

是已被處理過的文件字串中擷取出資訊，而這些資訊可以被儲存到某些具有特殊

意義的欄位裡。資訊擷取的輸入是文件的集合，通常是未分類的新聞文章，而資

訊擷取的輸出則是填滿欄位資訊的集合。』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n the sense of the 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s has 

been traditionally defined as the extrac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a text in the for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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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strings and processed text strings which are placed into slots labeled to indicate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fill them. The input to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s a set 

of texts, usually unclassified newswire articles, and the output is a set of filled slots.) 

以更簡潔的說法，資訊擷取就是『針對特定領域的資料轉換成相對於原文件核心

資訊的技術』[3]。 

 

從MUC的定義可以得知，資訊擷取的結果通常是一組欄位的集合，而這些

欄位也都具有其特殊的描述主題或事件。資訊擷取的目的便是從輸入文件中擷取

出相對應於具特殊意義欄位的文字資訊。也就是說，資訊擷取最主要的精神便是

根據之前所訂定具特殊意義的欄位，透過資訊擷取技術把文件中具特殊意義的文

字資訊擷取到其相對應的欄位中。透過這樣的說明我們不難得知，相對於“理

解”完整篇文件的內容再分析歸納出想要的資訊，資訊擷取所採用的關鍵技術就

比較具有彈性，因為我們要考慮的，只有該如何把文件中的特殊資訊擷取到相對

應的特殊欄位中，相對於全文處理的技術(如Full Parsing)，資訊擷取所要考

慮的層面與複雜度就可以相對的降低。 

 

 

2.1 資訊擷取相關研究 

 

     隨著科技的進步、資訊數位化的趨勢，數位化之文字資料已呈指數般的大

幅成長，而資訊擷取也就成為了近年來相當熱門研究領域。在本節，我們將介紹

資訊擷取相關研究，從資訊擷取問題的理解開始，分別比較資訊擷取與文件理

解、資訊檢索的差別，並介紹答詢系統與資訊擷取的相關性。此外，我們將討論

一般設計資訊擷取系統所採用的方式與技術，期望透過這一連串的比較、分析與

討論，能讓我們對資訊擷取有更進一步的認知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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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資訊擷取』與『文件理解』 

 

      由於資訊擷取的輸入主要以文件為主，從廣義的角度來看，資訊擷取當然

也可以說是在做文件理解(Text Understanding)。儘管如此，資訊擷取與文件理

解還是有些許程度上的差別。資訊擷取主要是擷取出已經存在於文件中的資訊，

而文件理解主要的目標是從文件中去發現或得到一些新的資訊。為了說明上的方

便，我們可以透過表2-1做簡單的比較[2]。 

 

       資訊擷取有別於文件理解，對於要擷取的內容或主旨都會事先進行規

範，訂定要擷取的資訊，除了讓接下來的擷取工具有依循的標準外，更可以確定

擷取的目標。而這一個事先訂定擷取資訊的動作也正好可以反應到輸出的結果，

資訊擷取輸出的結果具有固定的表示格式，只要輸出的結果滿足之前所訂定的擷

取目標並且所提供的是正確的資訊，就表示是一個成功的擷取。因此，對於輸出

的結果，資訊擷取就有了清楚的判別標準，再加上資訊擷取會先訂定擷取的資

訊，所以擷取工具進行處理時通常只要考慮文件中與先前訂定的擷取資訊有關聯

的部份即可，對於其他不相關的部份通常可以不予以考慮。此外，由於資訊擷取

僅考慮文件中與訂定的擷取資訊有關的部份，倘若文件中存在著多種不同主題的

敘述資料，資訊擷取結果就不容易受到影響，對於應用在大型的語料(容易存在

多種不同主題的敘述資料)或者文件上，資訊擷取就比較沒有問題。 

 

      相較於資訊擷取，文件理解就不需要事先規範要處理的內容或主旨，而其

輸出的結果則是期望能儘量滿足原文件想要表達的涵義，換句話說，就是希望輸

出的結果是可以反應出原文的內涵。因此，文件理解的輸出結果就不容易有清楚

的判別標準，因為文件理解的輸出結果是不是反應了原文的內涵，通常是見仁見

智的主觀判定問題。此外，文件理解必須要把文件中的每一個字元都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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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處理的文件資料量大，或者包含多個主題，其結果就不是非常的理想。 

 

 

資訊擷取 文件理解 

需要事先規範要處理的 

內容或主旨 

不需要事先規範要處理的 

內容或主旨 

輸出的結果有固定的表示格式 輸出的結果必須要儘量滿足原文

件想要表達的涵義(meaning) 

對於輸出結果的有清楚的 

判別標準 

對於輸出的結果不容易有清楚的

判別標準 

通常文件中只有一部份是 

有關聯的 

文件中每一個字元都是有關聯的 

 

比較可以應用在具不同主題敘述

資料的大型語料(corpora)上 

比較不適合應用在具不同主題資

料的文件中 

表 2-1 (資訊擷取與文件理解的比較) 

 

2.1.2 『資訊擷取』與『資訊檢索』 

 

      資訊擷取是近年來相當熱門研究領域，推動其發展的重要因素除了數位化

的文字資料呈指數般的大幅成長外，另一個主要的因素便是MUC在近十年的大力

支持。MUC是美國國防部計畫贊助下之一系列研討會，從1987年開始到1998年

為止，總共辦了七屆，時間分別為：MUC-1(1987),MUC-2(1989),MUC-3(1991), 

MUC-4(1992),MUC-5(1993),MUC-6(1995),MUC-7(1998)。 

 

      相較於資料擷取，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幾乎可以說是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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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出現之後就已經開始發展，有很長的研究發展歷史。資訊檢索與資訊擷取最

大的不同在於資訊檢索僅會找出使用者有興趣的文件，對於文件的內容並不會加

以分析，所以資訊檢索系統的輸出通常是使用者有興趣的文件，舉例來說，目前

最為人們所熟知資訊檢索系統便是網路上的搜尋引擎。資訊檢索在系統的執行

上，主要是根據使用者所給定的查詢條件，從大量的文件集合中挑選出相關的文

件子集合，而使用者可以瀏覽系統所回應的文件集合，並從中找出真正想要的資

訊。 

 

      資訊檢索系統依檢索方式的不同有可以分為全文資訊檢索系統(Full 

text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和指標式檢索系統(Indicative text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4]。全文檢索系統允許檢索文件內的任何字

串，透過使用者輸入的檢索詞彙與全文比對，最後再依據不同的演算法將所有符

合的文件依序呈現給使用者，目前網路上的搜尋引擎大都屬於全文檢索系統。指

標式檢索系統則是針對某些特定的關鍵語句進行檢索，通常這類的系統都會提供

固定的欄位(如書名、作者等等)讓使用者輸入檢索詞彙，然後進行比對並將符合

的書目(文件)呈現給使用者，目前各大圖書館的檢索系統均屬於這一類。 

 

      資訊擷取與資訊檢索除了在系統的輸出有所不同之外，對於系統評估上的

意義也有些許的區別。一般在評估資訊檢索系統的有效性時，最常用的兩個評量

準則就是回收率(Recall)和精確度(Precision)。回收率是指系統檢索出來之相

關文件佔全部相關文件的比率。其公式如下： 

 

Recall(回收率) =  
Total number of relevant items in the collection 

Number of relevant items retrieved 
 

 

      而精確度則可以解釋為檢索出來的文件中，真正相關的文件所佔的比率。

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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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relevant items retrieved 
Total number of items retrieved

Precision(精確度) =  

 

      基本上資訊擷取系統的評估方式也是採用回收率與精確度，但是其涵義則

與資訊檢索不同。在資訊擷取的領域中，回收率可以解釋成是被資訊擷取系統正

確擷取出來的資訊比例，也就是指有多少資訊被正確的擷取。其公式如下： 

 

Recall(回收率) =  
Number of correct answers 

Number of total possible corrects  

 

      而精確度則是擷取出的資訊中正確的比例，也就是擷取出來的資訊之可靠

性。其公式如下： 

 

Number of answers produced 
Number of correct answers 

Precision(精確度) =  

 

      不管是資訊擷取或是資訊檢索，最理想的系統就是可以達100% 的回收率

及精確度，但是在實務上並不容易達到。通常為了讓系統能涵蓋較多的答案(回

收率增加)，其檢索或是擷取的結果，錯誤的情形就會增加(導致精確度降低)，

反之亦然。因此，為了要比較不同的系統，有許多種綜合表現的方法被提出。其

中F-measure經常被拿來採用，其公式如下： 

 

RP
PRF

+
+

= 2

2 )1(
β
β

 

 

其中R為回收率，P為精確度，β 則是看系統對回收率及精確度重視的比率，

若 β =1則表示系統對回收率和精確度的重視程度是一樣的，若 β >1則表示系統

較重視回收率，若 β <1則表示系統較重視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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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答詢系統 

 

      隨著網際網路資訊量的爆炸，長久以來答詢系統(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便是人工智慧裡一個很熱門的研究領域。到目前為止，大部份的答詢系

統的設計都還只在一些小型的玩具系統(toy system)或者限定在某個特殊處理

領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限於資訊擷取技術的發展。TREC就曾針對答詢

系統做了以下的說明[26]： 

 

『目前的資訊檢索系統只能找出使用者有興趣的文件，通常都還需要瀏覽過所有

的文件才能找的使用者所關心的資訊，不僅浪費時間更耗費精力。因此，建立一

套良好的系統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就極具迫切性，而答詢系統的設計便是因應這樣

的需求而產生的。答詢系統可以依據使用者的問題來回答其所關心的資訊，而並

不只是輸出相關的文件。』 

(Current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s allow us to locate documents that might 

contain the pertinent information, but the most of them leave it to the user to extract 

the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a ranked list. This leaves the (often unwilling) user with a 

relatively large amount of text to consum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ools that 

would reduce the amount of text one might have to rea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desire 

information. This track aims at doing exactly that for a special (and popular) class of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QUESTION ANSWERING. People have questions and 

they need answers, not documents) 

 

從 TREC的說明不難得知，答詢系統基本上主要由資訊檢索系統及資訊擷

取系統所組成，資訊檢索系統先依據使用者的“問題”篩選出所有可能的文件，

然後再交給資訊擷取系統擷取出使用者所關心的資訊。一般來說，答詢系統要能

成功所要考慮的因素非常的多，從前端資訊檢索的成功與否，到後端資訊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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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率都是環環相扣的，甚至對於使用者“問題”理解是否正確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素。一般的答詢系統在前端都會有問題處理器(Question Processor)先行處理

使用者的問題，其主要的工作是希望可以確認出『問題的種類(Information of 

asking point)』 以及『建立關鍵字』[5]。以“Who is Julian Hill？”為例，

問題處理器會先確認出問題種類為『PERSON』(表示希望系統找出跟“人”有關

的資訊，如年齡、性別等)，並建立關鍵字『Julian Hill』。資訊檢索系統會依

據關鍵字『Julian Hill』從語料庫中找出所有關於『Julian Hill』的文件，接

著再透過排序演算法(Ranking Algorithm)縮小文件處理的數目，最後再由資訊

擷取系統擷取出關於『Julian Hill』的資訊。圖2-1即為此答詢系統的執行結

果。 

 

 

Q： Who is Julian Hill？ 
 
A：  name:          Julian Werner Hill 
    type:         PERSON 
    age:        91 
    gender:    MALE 
    position:   research chemist 
    affiliation:     Du Pont CO. 
    educ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MIT 

 

 

 

 

 

 

 

圖 2-1(答詢系統執行結果)  

 

 

從圖2-1我們即可看出資訊擷取技術在答詢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倘若沒

有好的資訊擷取技術，答詢系統也就無法發揮功用。因此我們可以說答詢系統的

核心工作便是建立在良好的資訊擷取技術上。當然，答詢系統不單單只是在做資

訊擷取而已，從問題理解、資訊檢索、到資訊擷取，每一個部份都是非常重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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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加以研究的課題。以問題理解為例，隨著各種語言的特殊及多變性，對於問

題種類的確認就存在著模糊性(ambiguity)，而並不只是列舉問題的種類就可以

加以解決，而這其中又以中文為甚，因為中文在前處理上必須予以斷詞，斷詞的

成功與否，就會影響到接下來的處理。此外，中文結構較為鬆散、多縮寫型式，

想要對中文問題加以理解，可以說是一項非常嚴苛挑戰。儘管如此，資訊擷取仍

然可以說是答詢系統中的核心工作，而積極開發出正確率高的資訊擷取系統也就

成為了我們目前的研究目標。 

 

 

2.1.4 資訊擷取在MUC-7的五項子工作 

 

      MUC是美國國防部計畫贊助下的一系列研討會，從1987年開始到1998年

止，總共辦了七屆，在整個資訊擷取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MUC

雖名為研討會，但也是一個比賽，希望藉由這種參賽的方式讓相關的技術得以交

流、發展。在 1991年的 MUC-3，資訊擷取的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主要是

希望從新聞文章中獲取有關恐怖份子活動的訊息，包括：恐怖活動發生在何時、

何地，有多少受害者，那一個恐怖組織等等，這些訊息將會被填入有關恐怖活動

事件的模板(template)中。而在MUC-3之後的資訊擷取技術，也都大致尊循這種

方式，只是將模板選擇在不同的領域。在MUC-6時，整個比賽的型態有了一個較

大的修改，主要是更精細的將資訊擷取分成四個不同的子工作，並清楚的定義各

個子工作的內容[6]。到了MUC-7時，總共確認了五個子工作，分別是Name Entity 

(以下簡稱NE)、Co-reference (以下簡稱CO) 、Template Element (以下簡稱

TE)、Template Relation (以下簡稱TR)及Scenario Template (以下簡稱ST)，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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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Entity：找出文字文件中某些特定的『實體資訊』(entity)並進行分

類。MUC-7定義了七種不同型號的實體資訊： 

1、人名 (Person)：包括家族名(Family Name)。 

2、地名 (Location)：政治或地理上的地名，包括水域、山、星體等。 

3、組織名 (Organization)：公司、政府、或其他組織。 

4、金錢 (Money)：表示金錢的詞。 

5、百分比 (Percentage)：百分比的詞。 

6、日期 (Date)：表示一天(或以上)的時間的詞，包括絕對的日期(如“2003

年”)及相對的日期(如“明年”)。 

7、時間 (Time)：表示一天中，某段時間的詞(小於一天)，包括絕對的時間

及相對的時間。 

 

 Co-reference：找出文字文件中指向同一『實體資訊』的詞。例如：“總統

陳水扁昨天出席國際金融會議，他指出‧‧‧”，其中“陳水扁”及“他”

是指向相同的實體，因此我們說這兩個詞有同指涉(co-reference)的關係，

而找出這些詞的過程，稱之為 Co-reference Resolution。 

 

 Template Element：找出或辨識出文字文件中『實體資訊』的特徵

(feature)。TE在MUC的定義中，是做為NE及CO的下一個階段，為成功完

成ST的重要關鍵。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找出“微軟”為一“公司”且為“民

營機構”等資訊。 

 

 Template Relation：TR是MUC-7新增的子工作，希望找出文字文件中的『實

體資訊』是否有著某種程度的相關性。舉例來說，可以找出某公司與某人員

中是否存在著雇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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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enario Template：此為最高層級的資訊擷取工作，必須將文字文件中某

一事件的有關資訊全部找出來，而這些資訊都是我們感興趣的。例如在 Air 

Vehicle事件中，我們希望知道發射了甚麼，發射的日期，屬於軍用或民用，

發射成功或失敗‧‧‧等等。 

 

      在本篇研究論文，由於我們將不採用斷詞及詞性標註的方式來處理原始文

句。因此，我們將藉由分析文字文件中中文語句的結構、順序及組合方式，以型

態辨識的方法先確認出Template Relation的關係，再利用中文語句中某些關鍵

字詞及其特殊的型態，來推論相關觀念並擷取出實體資訊或者是此實體資訊的特

徵。期望藉由此種方法的研究進展，開發出高可攜性(portability)及高準確度

的資訊擷取系統。 

 

 

2.1.5建立資訊擷取系統的兩種方式 

 

      在瞭解了資訊擷取的相關應用及其工作之後，接下來便可以開始著手討論

資訊擷取的技術發展。一般而言建立設計資訊擷取系統大致上可分為兩種方式：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 及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2]。

表2-2提供了簡單的比較。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主要是透過人工的方式給定擷取規

則，而給定擷取規則的人必須對處理的領域及擷取規則建立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

瞭解。一般來說，以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建構的資訊擷取系統，

其處理的範圍會受限於擷取規則的多寡，而系統的正確性也可由擷取規則的給定

是否恰當反應出來。因此，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對於給定規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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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素質及對領域的瞭解程度，將是影響系統正確率最重要的指標。通常為了

要求系統的正確率，一般採用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所發展的資訊

擷取系統會將訓練的語料做初步的分析，透過與使用者的互動來檢驗先前建立的

擷取規則是否滿足此測試語料，若不滿足則繼續編修、增減擷取規則直到滿足整

個訓練的語料。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Automatically Trainable System 

擷取規則由人工建立 自動建立擷取規則 

建立規則的人必須對領域有一定程

度的瞭解 

從標註完成的訓練文件來學習擷取

規則 

需要大量的人工介入 與使用者互動來建立擷取規則 

表 2-2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與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的比較)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與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

有很大的不同。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並不需要人工介入的方式

來建立擷取規則，通常只要將訓練語料做適當的標註(annotation)，再透過訓練

演算法(Training Algorithm)就可以建立擷取規則。儘管如此，由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所建立的擷取規則並不一定都能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所以

還是得透過與使用者的互動才能修正及建立合適的擷取規則。 

 

      以發展成本及可攜性而言，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似乎是

發展資訊擷取系統的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但是當訓練語料不易取得，甚至對於資

訊擷取系統的正確率有較高的要求時，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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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比較傾向的研究方法。 

 

      儘管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及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在處理的方式上有著極大的不同，但是卻沒有優劣之分，畢竟根據不

同的目的、需求及資料領域，其處理的方式本來就會不同，而要使用那種方式來

設計資訊擷取系統，也就得依據當時的情況加以考慮並設計之。接下來，我們將

繼續就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及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 

的優點及缺點進行討論(如表2-3)。 

 

      由於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是以人工的方式建立擷取規則，

所以比較不易產生錯誤的擷取規則，而這也反應到系統可以有比較好的正確率

上。因此，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在設計上就會要求系統是否能提

供有效及簡易的擷取規則建立方式，而這一部份也正是本研究論文的設計重點。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需要大量的人工介入，

但是如果希望資訊擷取系統正確率高的話，使用人工介入而建立擷取規則的方式

就不能避免。此外，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也有著可攜性不高的困

擾，一但換到不同的領域，擷取規則就必須重新建立。 

 

      相較於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的人工建立擷取規則，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對於測試語料的訓練就比較重視。其測試

語料必須先由人工進行標註，之後才能進行訓練以產生擷取規則。因此，倘若測

試語料的標註工作有錯誤產生，或者測試語料取得不易，導致訓練量不足，就會

產生錯誤的擷取規則，所以大部份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所產生

的擷取規則，還是得經過人工的方式進行最後的修改。實際上，在一般的處理領

域中，不管是採用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或是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其建構資訊擷取系統的時間幾乎可以說是相同的。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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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針對某一特殊的需求以建立額外的擷取規則時，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就必須重新針對語料進行標註與訓練，而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只要透過人工的方式建立這些額外的擷取規則即可。 

 

 

 優點 缺點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 

－擷取規則容易建立 

－正確率高 

－需要專家建立擷取規則

－大量人工介入 

－可攜性不高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 

－不需要專家即可建立擷

取規則 

－可攜性高 

－擷取規則的建立可涵蓋

整個語料 

－測試語料不足或不易取

得 

－增加新的擷取規則必須

重新訓練整個語料 

表2-3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與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 的優缺點) 

 

 

 

2.1.6 發展資訊擷取功能的三種技術 

 

      資訊擷取系統根據不同的目的需求，所採用的方法都不相同，但是若由其

技術導向的特性來分析，基本上可以分成『Dictionary based Models』、『Hidden 

Markov Models(以下簡稱HMM)』及『Rule based Models』三種[7]。 

 

       『Dictionary based Models』算是最早用來處理資訊擷取問題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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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在系統設計的初期都會建立辭典，並利用辭典所提供的資訊從測試語

料中歸納整理出擷取規則，最後再透過擷取規則擷取出相關觀念或資訊。目前以

『Dictionary based Models』為資訊擷取技術的系統包括 AutoSlog[8]、

AutoSlog-TS[9]、RAPIER[10]等。 

 

HMM是以統計為主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技術，目前也已經很

成功的應用到許多自然語言處理的領域，包括『Part Of Speech(以下簡稱

POS)Tagging』、語音辨識、文件切割、文章標題的產生等等。HMM可以說是一種

特殊型態的機率模型，對於測試語料非常的重視。其主要的運作方式為透過一連

串輸入詞組的機率，產生不同的狀態轉移，進而擷取出相關資訊。因此，要產生

一個正確率高的HMM系統來處理資訊擷取主要有兩項重要的工作，一為建立適切

的HMM模型，二為有豐富的測試語料來統計各詞組的機率。 

 

     『Rule based Models』主要是透過建立擷取規則來擷取出相關資訊，與

『Dictionary based Models』不同的是，『Rule based Models』並不是透過辭

典來建立擷取規則，而其擷取規則建立的方式主要有兩種：1、人工給定，2、系

統自動建立。在人工給定擷取規則方面，系統會有使用者介面讓使用者建立擷取

規則；而在系統自動建立方面，系統則會從測試語料規納整理出可能的擷取規

則，最後再透過使用者修改、挑選出合適的擷取規則。目前以『Rule based Models』

為 主 的 資 訊 擷 取 技 術 包 括 WIEN[11][12]、 SoftMealy[13][14]、

STALKER[15][16]、IEPAD[17]、FASTAS[18]、總統府人事任免公報資訊擷取系統

[19]等。 

 

      以本研究論文來說，由於我們處理的資料領域為中文文件，詞跟詞之間並

沒有明顯的界限，加上中文的結構較為鬆散、多縮寫型式且詞性不易判別，所以

我們將以『Rule based Models』為主，以型態辨識的方式來處理中文資訊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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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此外，我們也將提供有效及簡易的擷取規則建立方法，以人工給定擷取規

則，不僅能立即反應使用者的需求，更能提高系統擷取的正確率。 

 

 

 

2.2 以半結構化文件為主的資訊擷取技術 

 

      近幾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流行，越來越多的資訊多以網頁的形式呈現在

網路上，而其兼備文字、聲音、影像等等特點，更是深深的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但是隨著網頁的倍增，讓許多研究者不得不思考該如何有效的控管網頁的資訊。

網頁不同於一般的純文字文件，最主要的特點便是內容含有標籤(Tag)，所以呈

現的方式有一定的規則(因此我們稱其為『半結構化文件』)，只要掌握住這些規

則，就能進一步的擷取出資訊。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我們將陸續介紹以半結

構化文件為主的資訊擷取技術。 

 

 

2.2.1 WIEN 

 

WIEN[11][12]提供使用者一個圖形介面，讓使用者根據所使用的擷取的類

型，對範例網頁做標示的動作，在標示完成之後，便可以得到區分屬性的分界符

號及擷取規則，如圖2-2所示。 

 

規則解釋如下：忽略所有的字元直到遇到’.’並開始擷取 restaurant name直

到遇到’:’，然後繼續忽略所有的字元直到遇到’(’，並且開始擷取 area code 直到

遇到’)’。為了擷取文字文件中所有 restaurant 的所有資訊，辨識規則將會重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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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直到不能比對為止。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的觀察到圖 2-2的 WIEN rule可以成功的應用在文件

D1 上，但是卻不能完全成功的應用在文件 D2 上 (無法成功擷取

『KFC:818-224-7378』這個句子)。會有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是 WIEN 假設了網

頁中只存在一種排列方式，如此對於屬性排列不符合規則的網頁，便無法擷取。

因此，應付越來越多的且變化性高的網頁資料，其應用的彈性就不高。 

 

 

D1: 1.Joe’s: (313)323-5545  2.Li’s: (406)545-2020 
D2: 1.KFC:818-224-7378   2.Rome: (666)999-789 
 
Rule: *’.’(*)’:’*’(‘(*)’)’ 
Output: Rental Restaurant ( Name , Area Code ) 

 

 

 

 

 rule 的範 

 

 

2.2.2 Soft 

 

SoftMeal

及 Contextual來表

漏及屬性不規則排列的網

 

規則解釋如下：忽

直到遇到’:’，如果’:’其後

到字元’-’，反之，則忽略所

 

圖2-2 ( WIEN
Mealy

y[13][14]利用有限狀態自動機(Finite State Automata)的方式

 Rules達擷取規則，有比較好的表達能力，可以解決屬性遺

頁，圖2-3為SoftMealy所表達之範例規則。 

略所有的字元直到遇到’.’並開始擷取restaurant name

緊接著一個數字字元，則開始擷取此area code直到遇

有的字元直到遇到其後緊接一個數字字元的’(’，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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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擷取area code直到遇到’)’。 

 

從以上的解釋可以看出SoftMealy在表達能力上比WIEN來得好，因為此

擷取規則可以用來擷取 D2文件中的語句『1.KFC:818-224-7378』。 

 

 

 

D1: 1.Joe’s: (313)323-5545  2.Li’s: (406)545-2020 
D2: 1.KFC:818-224-7378   2.Rome: (666)999-789 
 
Rule: *’.’EITHER’:’(Nmb)’-’ 
        OR’:’*’(’(Nmb)’)’ 
Output: Rental Restaurant ( Name , Area Code ) 

 

 

 

 

圖2-3 ( SoftMealy rule 的範例 )  

 

 

2.2.3 STALKER 

 

STALKER[15][16]可以根據網頁上資料隱含的多層次關係來擷取資料。

STALKER把網頁的內容以類似樹狀結構的形式表示，稱之為『Embedded Catalog 

formalism』，簡稱『EC formalism』。EC formalism的每個外部節點即為所要擷

取的資料，父節點可以包含很多子節點，子節點又可以分多個子節點，所以可以

表達網頁結構有著多層關係的概念。圖 2-4即為一 EC formalism，其中所代表

的意思為在LA-Weekly這個網頁中有著多筆的餐廳紀錄，而每個餐廳都有其餐廳

『名稱(Name)』、餐廳『住址(Address)』、餐廳『電話(phone)』、餐廳『簡介

(Review)』及可使用的『信用卡(Credit Card)』等資訊，其中又以信用卡可以

擁有有多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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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LKER會依照 EC Formalism的架構，先擷取父節點所包含的資料，然

後再從父節點包含的資料中擷取子節點對應的資料，由上而下一層一層的擷取，

因此可以解決屬性中又另外包含多個屬性值的問題。 

 

  

LIST (LA-Weekly restaurant ) 
 

TUPLE ( LA-weekly restaurant )
 

 

Name Address Phone Review List ( CreditCard ) 

Credit_card 

 

 

 

 
圖2-4 ( EC Formalism 範例 )

 

 

2.2.4 IEPAD  

 

IEPAD[17]可以自動的從半結構性的網頁中擷取出剖析文件時所需要用到

的規則。其做法是利用HTML中的標籤將網頁轉換成Token String，再透過PAT 

Tree[30]搜尋Token String上的重覆規則(Repetitive Pattern)，然後再篩選

出合適的重覆規則。不過透過這種方式找出來的重覆規則會相當多，所以後來利

用了變異性(Variability)及密度(Density)來當作篩選重覆規則標準，此外，

IEPAD也採用了多重序列對齊的方法來增加重覆規則的彈性，提高擷取器的正確

率[20][21]。 

 

       IEPAD最主要的特色在於不經人工標註而能自動的產生擷取規則，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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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半結構特性的網頁的資訊擷取有著相當不錯的表現，但是如果直接應用在中文

文件就會產生很大的困難。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文文件並敘述的方式變化大、

沒有一定的格式，要不經人工標註而產生擷取規則，並不是非常容易。 

 

 

 

2.3 以純文字文件為主的資訊擷取技術 

 

      近幾年來，隨著資訊數位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資訊均以數位化的形式存

在著，一方面除了希望數位化後的資訊能減少儲存的空間外，另一方面則更希望

做更多加值的運用。而在這一波資訊數位化的趨勢中，更以純文字文件為甚，舉

凡電子報、電子書等等，都是以純文字文件存在於網際網路上，加上網際網路高

效率的傳播方式，純文字文件數量的累積更是呈現爆炸性的成長，基於這種種的

因素，許多研究者便希望能將資訊擷取技術於純文字文件上。因此，在接下來的

討論中，我們將陸續介紹以純文字文件為主的資訊擷取技術。 

 

 

2.3.1 AutoSlog 

 

      AutoSlog[8]是以『Dictionary based Models』為主的資訊擷取技術，可

以自動的建立與欲擷取資料主題相關的辭典，隨後利用辭典來做資訊擷取。這個

系統可以分為兩個步驟，第一個為訓練階段，第二個步驟為擷取階段。 

 

      圖2-5為作者在AutoSlog系統中依據經驗所建立的十三個句型，圖中左

測為語言樣式(Linguistic Pattern)，右側為其範例。在語言樣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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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表示主詞，“dobj”表示直接受詞，“<np>”表示介系詞後的名

詞片語；“passive-verb”表示被動式之動詞，“active-verb”表示主動式之

動詞。各語言樣式中的括號與其右側範例中的括號是相對應的，其中右測範例括

號中的文字表示擷取目標的名稱，而左側語言樣式括號中的文字則表示此擷取目

標的型態(可為主詞、直接受詞或是名詞片語)。而在右側的範例中，我們可以看

到每一個範例中都有一個具底線的字，如“murdered”及“bombed”等，這些字

就是系統在訓練階段所找到的觸發單字(Trigger)。 

 

      在訓練階段，AutoSlog會從已經標註過擷取目標的測試語料中，找出第

一個含有擷取目標的句子，並透過 CIRCUS分析句子中每個字的詞性及其結構上

的各個子句(clause)，然後將擷取目標及鄰近的文字詞性與作者所建立的十三條

句型進行比對，並建立觸發單字，倘若沒有符合的語言樣式，則再找下一個出現

擷取目標的句子。以『public building were bombed and car-bomb was 

detonated』(標示底線者為擷取目標)為例，系統就會比對到圖2-5中的第一條

經驗法則 ：“ <subject> passive-verb“，並建立觸發單字“bombed”。 

 

      在擷取階段，則利用學習階段所習得的語言樣式及其觸發單字對語料進行

擷取的動作。我們繼續以前述中所舉的例子做說明，當語料導入AutoSlog 系統

後，首先找出含有觸發單字“bombed”的句子，對該句子做句法及詞性的分析，

若符合所習得的語言樣式，則可擷取出該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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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 Pattern       Example 
 
<subject> passive-verb      <victim> was murdered 
<subject> active-verb       <perpetrator> bombed 
<subject> verb infinitive       <perpetrator> attempted to kill 
<subject> auxiliary noun         <victim> was victim 
 
passive-verb <dobj>        killed <victim> 
active-verb <dobj>               bombed <target> 
infinitive <dobj>           to kill <victim> 
verb infinitive <dobj>          threatened to attack <target> 
gerund <dobj>                killing <victim> 
noun auxiliary <dobj>             fatality was <victim> 
 
noun prep <np>               bomb against <target> 
active verb prep <np>               killed with <instrument> 
passive-verb prep <np>            was aimed at <target> 

 

 

 

 

 

 

 

 

 

 

 

 

圖 2.5 (AutoSlog 所使用的經驗法則)  

 

 

2.3.2 FASTUS 

 

      FASTUS[18]是 Finite State Automation Text Understanding System

的簡稱，是一個以有限狀態機為運作基礎的資訊擷取系統。其主要的處理流程可

以由三個步驟來完成： 

 

1. Recognizing Phrases: 透過有限狀態機將句子分解成名詞片語、動

詞片語、及其它的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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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cognizing Pattern: 把第一階段所建立之連續的片語和擷取規

則做比對，並擷取出個別的資訊。 

3. Merging Incidents: 將所有個別的資訊整合成一較完整的資訊。 

 

      以『Salvadoran President-elect Alfredo Cristiani Condemned the 

terrorist killing of Attorney General Roberto Garcia Alvardo and accused 

the Farabundo Mart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MLN) of the crime』為

例，在第一階段將被處理成如圖2-6的形式。而在第二階段時，將採用底下的兩

組擷取規則進行比對： 

 

       <Perpetrator> <Killing> of <HumanTarget> 

 

       <GovtOfficial> accused <PerpOrg> of <Incident> 

 

       透過第一條擷取規則我們可以比對出以下的資訊： 

       Incident:      KILLING 

       Prepetrator:  “terrorist” 

       Confidence:    － 

       Human Target:  Roberto Garcia Alvardo” 

 

       而透過第二條擷取規則我們可以比對出以下的資訊： 

       Incident:       Incident 

       Prepetrator:    FMLN 

       Confidence:     Suspected or Accused by Authorities 

       Human Targ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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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個階段則把這個別的兩組擷取資訊做合併的動作，結果如下所示： 

       Incident:      KILLING 

       Prepetrator:   FMLN 

       Confidence:    Suspected or Accused by Authorities 

       Human Target: “Roberto Garcia Alvardo” 

 

 

Name Group:      Salvadoran President-elect 
Name:                                                               Alfredo Cristiani 
Verb Group:       Condemned 
Noun Group:              the terrorist killing 
Preposition:                   of 
Noun Group:             Attorney General 
Name:               Roberto Garcia Alvardo 
Conjunction:              and 
Verb Group:                      accused 
Noun Group:                   the Farabundo Mart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MLN) 
Preposition:         of 
Noun Group:         the crime 

 

 

 

 

 

 

 

 

 

圖 2-6 (經FASTUS第一階段處理後之語句形式) 
 

 

      FASTUS最主要的特點為利用一連串之有限狀態自動機的運作方式來處理

輸入語句，有別於將全文剖析(Full Parsing)的方式，透過有限狀態自機的運作

以部份剖析(Partial Parsing)的方式處理輸入語句，在擷取結果的成效上有著

不錯的表現。但是在中文，語句的敘述結構鬆散、缺少動詞，在處理上還必須經

過斷詞的處理及詞性的標註，要全然應用FASTUS在中文語句還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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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總統府人事任免公報資訊擷取系統 

 

『總統府人事任免公報資訊擷取系統』[19]是國立政治大學知識系統實驗室

最早應用資訊擷取技術在純文字文件上的系統。其處理的領域主要應用在『總統

府人事任免公報』上。『總統府人事任免公報』為總統府週期性出刊[27]，刊登

記載公職人員任命、免職的資訊，刊登內容如圖2-7所示。 

 

 

 

 

 

 

 

 

 

 

 

 

 

 

 

 

任免官員 
第 6466 期 中華民國91年 06月 05日 
任免官員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任命鄒擅銘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簡任第十職等組長。 
任命楊合進為法務部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 
任命吳文慎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林

渭鵬為經濟部水利處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曾沼良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鍾萬梅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黃崇烈為簡任第十

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戴正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玉芳、陳為成、何大維、杜慶鳴、陳財益、滕忠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宗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美玉、李毅豐、潘健發、洪建銘、郭肇喜、陳昌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建志、黃姿華、張明慎、高雪玉、賴炯明、蔡進發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范惠玫、顏淑華、施訓玉、張文靜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堃 

圖 2-7 (總統府公報範例) 
 

 

『總統府人事任免公報資訊擷取系統』主要的處理流程可以由兩個步驟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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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 Preprocess(前處理): 在這一個階段先確認要處理的句子是屬於

『任命』或者是屬於『免職』的資訊，接著再透過標點符號來斷句。

以『任命吳文慎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人事室簡任第十職

等主任，林渭鵬為經濟部水利處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為例，

在前處理之後即可得到『吳文慎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人

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林渭鵬為經濟部水利處人事室簡任第十

職等主任』這兩個句子，並確認出其均屬於『任命』的資訊。 

 

2. Recognizing Pattern (型態辨識): 將第一個階段所產生的句子依

照先前建立的關鍵字進行編碼，而編碼後的句子則利用字串編輯

(String Editing)[22]的技術與使用者給定的擷取規則比對，最後

再擷取出指定的內容。 

 

字串編輯是一種分析多個序列之間關係的方法，現在經常用在生物資訊

上。字串編輯在比較兩字串的差異性是以兩字串間的Edit Distance來表示。Edit 

Distance的定義為兩字串中，將其中一字串透過一連串的轉換(插入、刪除、替

換)，其所需要的最小次數便為Edit Distance。 

 

在實驗結果上『總統府人事任免公報資訊擷取系統』也達到了相當不錯

的正確率。儘管如此，『總統府人事任免公報資訊擷取系統』還是有其缺點，尤

其是『前處理』即是因應『總統府人事任免公報』所設計的，在系統『可攜性』

(Portability)上就比較不能展現出來。以前處理中的『透過標點符號來斷句』

來說，應用在其他的資料領域就不一定適合，因為『標點符號』倘若也是我們擷

取的內容之一，『透過標點符號來斷句』就會造成擷取內容的遺漏。此外，由於

系統的核心執行工具是以字串編輯的方式來進行，(插入、刪除、替換)這三個參

 33



數權重設定的大小就會影響到字串比對的結果，若要應用在其他的資料領域，參

數權重設定可能就要重新調整。再加上字串編輯程式是根據編碼後的中文語句來

進行型態比對，倘若此編碼後的中文語句中有不必要的編碼(我們稱為雜訊)，也

會影響字串比對的結果。 

 

 

 

2.4 總結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資訊擷取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而根據目

前資訊擷取所處理的資料領域大致上可分為『半結構化文件』與『純文字文件』

兩種。半結構化文件(如網頁)與純文字文件最大的差別為內容含有標籤(Tag)，

且呈現的方式有一定的規則。因此，若處理的資料領域為半結構化文件，大部份

都可以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的方式來設計資訊擷取系統。相較

於半結構化文件，由於純文字文件的內容為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表現

的方式變化性大，若要透過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來建立資訊擷

取系統，通常需要將測試語料大量標註，之後才能進行訓練以產生擷取規則，而

且通常這些擷取規則最後還是得透過人工進行最後的修改。以發展成本而言，反

而不如以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的方式，來針對以純文字文件為處

理領域所設計資訊擷取系統。因此，綜合以上的分析，本研究論文將以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的方式來建立中文資訊擷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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