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本體論的設計 

 

在代理者程式間的訊息，我們嘗試用語意網中本體論的技術來表示。以本體論為

基礎的訊息與傳統的 FIPA方式相當不同，主要在於本體論的方式是把訊息的內

容以開放式網路的方式來儲存及表示。也就是處於開放且較具彈性的環境下。而

另一個好處就是以本體論為基礎的訊息，可以使得訊息中的 Speech Act與 content

的部分會更容易整合在一起，並且使得訊息的一致性更為明確。當然，想要表示

任何一個訊息時，不會僅使用單一的本體論，較合理的情況是一個訊息的內容會

參考到多個網路上的本體論。 

 設計本體論的目的，在於為特定的領域定義出一套通用性的字彙與關係，使

得人或是代理者程式可以在這個特定的領域上交換知識與訊息。更精確的說，設

計本體論以提供使用是為了以下的目的：1、為所選擇的領域建構具有普遍性一

個骨幹與架構以達到互通的目的。2、透過這個架構，使得訊息可以重覆使用。3、

利用本體論的結構，使得接收到訊息的人或是代理者程式在經過分析的機制後，

可以明確的取得所需要的資訊。綜合以上的概念後，我們設計出我們準備利用代

理者程式傳送訊息時所要使用的本體論。在設計本體論時，首先要決定的是，所

針對的特定領域為何？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本體論的知識可以包含住全部的知識

體系。在我們的研究中，預計的是一個網際網路為背景，在這個網際網路中，進

行一個資訊網服務，同時要確保這個服務的可信度的達成。基於這個場景，我們

所設計的本體論包含： 

可信度本體論：建構與可信度、安全相關的字彙與資訊，尤其是以憑証為基礎的

可信度達成。 



 

訊息本體論：定義一個以 FIPA的 Speech Act為基本架構，並進一步的擴充該結

構，以便代理者程式在進行資訊網服務時可以確保訊息的內涵會在無誤解的情況

下，正確的進行。 

服務本體論：定義所要進行的資訊網服務時，這些服務的內涵。 

以下我們將分別說明在包裝一個訊息時，我們所使用到的上述三大本體論，其內

涵和結構。 

 

3.1   可信度本體論  

 

數位憑證的使用相對於過去輸入帳號密碼的方式，或者是其他常見的存取控制機

制更為強韌與彈性。許多的研究論文也都證實了數位憑證可以被運用在網路上，

當作身份與權力判斷的依據[14]。目前比較被大家認可的憑證種類，大致可分

為：身份憑證 (Identity Certificate)、屬性憑證 (Attribute Certificate)、授權憑證 

(Authorization Certificate)。身份憑證的用途在於讓驗證者去驗證某人的身份。屬

性憑証的使用則是有鑑於若採取身份憑證來做權利控管，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一

般身份憑證的有效期限都很長。然而權利的變動頻率卻遠比身份憑證來的高，可

能是幾天或者幾個月。舉例來說，身份證相當於身份憑證，有效期限好幾年，信

用卡相當於屬性憑證，通常有效期限是 2-3年。所以屬性憑證的提出就是為了將

權利的描述從身份憑證中獨立出來。授權憑證乃是由 IETF 底下的 SPKI 小組所

提出數位憑證格式。遵循這些憑證的特性，再配合密碼學演算法的強韌度，提供

了一個很好的方式可以解決部分的認證、授權上的議題。但是若我們進一步去談

論隱私權的保護…等等的議題，光是利用憑證的技術是不夠的。不過憑證的技術

在整個可信度的問題上卻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技術，因此我們嘗試從既有的憑證技

術中引入至語意網的概念與技術中，進一步提升資訊網服務的可信度。 



在可信度本體論 (Trust Ontology)中，我們仔細定義了各種憑証的內容及和安

全相關的各種字彙及其內容。目的是為了讓代理者程式可以進行可信度的檢驗，

例如：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Delegation。雖然這種定義的方式不足應付全

面性的安全議題的考量，但是憑証的使用已被証明對未來的安全性的檢驗扮演很

重要的角色。而代理者的公鑰匙架構已經有了研究結果証明可以追溯其使用者的

身份，這也是說明以代理者程式為導向的服務架構再配合上人類的導入是可行的

[15]。 

 我們在代理者程式的身份憑証中加入了人類與其代理者程式的結合訊息

(Binding Information) – humanBindingInfo，來追溯上面所提及的關係，而這一點

也可以從我們所建立的可信度本體論看出來 (詳見圖 2 的虛線部分)。至於授權

憑証 (AUcert)，則是以 SPKI與 SDSI為基礎的格式憑証。用以表達出授與權利

的概念。在圖 2 的虛線部分中可以看到 hasExpression 這個欄位，是在表示這個

授權憑証的憑証內容的描述。以下我們逐一的來說明每種憑証的內涵[14][15]。 

 

3.1.1   身份憑証 

 

身份憑証是一種電子式的証明，經由一個可信的第三者機構簽發這個電子憑証，

可以用來証明某個主體的身份與某把公鑰匙的結合關係。也就是証明這把公鑰匙

與該主體關係。身份憑証的種類，在我們的設計中，包含有兩種：第一種是使用

者本身的身份憑証。另一種是代理者程式的身份憑証。以下細述其格式及組成

[14]： 

),,,,( CApppCA SigOptionVPuIdCertID =−→  

pId ：使用者 p的身份號碼； pPu ：使用者 p的公鑰匙；V ：身份憑証的有效期

限；Option：選擇性的附註訊息； CASig ：簽署此憑証的第三者機構之簽章 

代理者程式與使用者的身份憑証的差別，主要是代理者程式的身份憑証除了



有第三者機構的簽章作為背書之外，還有一個欄位是必要的，就是此代理者程式

的身份憑証是與哪個使用者所簽發出來的。以下為各欄位的組成[14]： 

),,,)(,,( ACAhaaaaACA SigOptionVPuSigPuIdCertID =−a  

aId ：代理者程式 a的身份號碼； aPu ：代理者程式 a的公鑰匙； haPuSig )( ：使

用者 h為其代理者程式 a所簽署之簽章；V：身份憑証的有效期限；Option：選

擇性的附註訊息； ACASig ：簽署此憑証的第三者機構之簽章 

 配合上述的憑証定義，我們在可信度本體論中，定義身分憑証應具備以下的

關係 (見圖 2)：hasAID：表示此憑証與某個代理者程式 (AID)有關係；hasSig：

此憑証具有一個第三者機構的簽章；hasOption：此憑証可以有一些附註的訊息；

hasPublicKey：此憑証與某個代理者程式的公鑰匙有關係；signedBy：註明簽發

此憑証的第三者是誰；humanBindInfo：使用者與此憑証的關係；

hasStartValidTime：憑証的有效開始時間；hasEndValidTime：憑証的有效結束時

間。 

 

3.1.2   屬性憑証 

 

屬性憑証是一個電子式的憑証用來証明某主體與某種屬性( attribute)的關係，而

這個屬性憑証通常是由一個特定的屬性中心( Attribute authority)所授與的。這一

類型的屬性憑証通常是用來証明身份憑証之外的權力。舉例來說，一個使用者只

會有一個身份憑証但是同一個使用者卻同時會擁有多張的信用卡、各種的駕駛執

照…等等。此時身份憑証就不足以表示這些權力，因此我們需要各式的屬性憑証

來表達這些權力與使用者的關係。以下為其組成及表示[14]： 

),,,,( TApppTA SigOptionVArIdCertAT =−a  

pId ：使用者 p的身份號碼； pAr ：對於使用者 p的該屬性的描述；V ：屬性憑

証的有效期限；Option：選擇性的附註訊息； TASig ：簽署此憑証的屬性中心之



簽章 

配合憑証定義，我們在可信度本體論中，定義屬性憑証應具備以下的關係 (見圖

2)：hasAID：表示此憑証與某個使用者 (ID)有關係；hasAttribute：此憑証的屬性

描述；hasOption：此憑証可以有一些附註的訊息；hasSig：此憑証具有某個屬性

中心的簽章；signedBy：註明簽發此憑証的第三者是誰；humanBindInfo：使用

者與此憑証的關係 hasStartValidTime：憑証的有效開始時間；hasEndValidTime：

憑証的有效結束時間。  

 

3.1.3   授權憑証 

 

授權憑証是用來說明某個由授權中心( Authorization authority)所核發的權利被某

個授權者授予給被授權者的電子証明。其內涵如下[14]： 

),,,,,( pqpqp SigVDAPuPuCertAU =−a  

pPu ：授權者 p的公鑰匙； qPu ：被授權者 q的公鑰匙； A：被授予的權利之說

明 

D：重覆授權值，用來表示是否可以再進行授權；V：授權憑証的期限； pSig ：

授權者 p的簽章。 

配合上述的憑証定義，我們在可信度本體論中，定義身分憑証應具備以下的

關係 (見圖 2)：hasPublicKey1：此關係表示授權者的公鑰匙；hasPublicKey2：此

關係表示被授權者的公鑰匙；hasSig：此憑証具有一個授權者的簽章；

delegationBit：表示此憑証是否可重覆授權； hasExpression：描述這個授權憑証

的授權內容1；hasStartValidTime：憑証的有效開始時間；hasEndValidTime：憑証

的有效結束時間。 

                                                 
1 Expression的表示方法，請參閱3.4節 



 

 

圖 1. 可信度本體論 

 

3.2   訊息本體論 

 

訊息本體論 (Message Ontology)是以 FIPA 的多代理者系統的規格中的 Speech 

Act 為基礎來加以擴充的。描述了包含在進行溝通協定時這些訊息的格式與

Speech Act (也就是 Outer Language)。建置這個訊息本體論的立基點是為了滿足

開放式環境的結構，以本體論的方式來定義它，相當於是另它可以更容易擴充並

且也考慮到了它的彈性 (見圖 3之所示)： 

 



 

圖 2. 訊息本體論 

 

3.3   服務本體論 

 

網路上的服務存在著多種，所以建置服務本體論 (Services Ontology)時依據著不

同的服務，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我們這建置的是兩個範例的服務，一個網路銀行

的服務，另一個是網路書店的服務。而它們都是牽連到一個最上層的服務 

(Services)為主幹 (見圖 4之所示)： 

 



 

圖 3. 服務本體論 

 

服務本體論的重點除了在於描述一個服務本身的要件之外，另一個重點，是

用來描述授權憑証的權利。我們之前有提到了授權憑証的其中的一個欄位是：

“ A：被授予的權利之說明“，至於如何說明，在 3.1.3節中，則沒有詳細的說明。

其實描述一項使用者的權利，相當就是描述該使用者可進行服務的內容。而服務

的內容，則可以在這裡做描繪。舉例來說：在授權憑証中，我們想表示某個權利

為—某個 id的使用者可以提款 500元。那麼利用服務本體論來進行表示時，則

為： 

Withdraw ( id, account, 500) 

再將這個描述，放入到授權憑証中的 A欄位中。就可以表達出授與的權利內容。 

 

3.4   本體論的整合運作及導入 

 

我們設計了以上的三個本體論，主要的目的是用來產生代理者程式的訊息。由於

過去的代理者程式所使用的訊息並沒有導入語意網的概念，所以在表達能力上一

直都是大家持續在討論的課題。因此我們在這個研究計劃中，導入了本體論的知

識表達法。利用本體論來表達出代理者程式的訊息內涵。我們關注的焦點在於如



何利用語意網語言來表示與安全相關的字彙，例如：身份憑証。因此圖 5，所表

示出是以上所設計出的本體論的整合模式。以訊息本體論為主軸；可信度本體論

來表示與安全，憑証相關的字彙與語意關係；而服務本體論來表示與服務相關的

字彙。 

 

 

圖 4. 本體論的整合運作關係 

 

 當一個代理者程式的訊息透過上述的整合模式來形成後，我們可以看出一個

訊息的實體會成為什麼樣的型態。 (見圖 6)是一個訊息的實體，內容是一個授權

憑証，由圖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訊息是如何的由三個本體論所構成。首先是訊息本

體論，設定的內容是訊息的本身格式，因為這是一個以授權憑証為內容的訊息實

例，因此在<hasAction>的欄位中，指向的是一個授權憑証，而授權憑証的內容

則是定義在可信度本體論之中。因此此訊息也指向可信度本體論，以確定授權憑

証的內容。接著，授權憑証中備有一個指明此憑証所代表的授權內容的

<hasExpression>欄位，而授權的內容在我們的設計之中是指向一個服務的本身。

因此在此處要引入的是服務本體論的該項服務。在本例中是指向<Withdraw>的這

一項服務，因此可以看出該服務中，具備有三個欄位，包含：提款人身份 (ID)，

提款金額 (value)，提款帳戶 (account)。 

 



 

圖 5. 本體論的整合運作模式2 

3.5   本體論與規則的關係 

 

                                                 
2 圖 6中 [import from … ontology] 指的是該方框的類別及屬性是引自 ”…” 的 ontology 



接下來的這一節，我們要介紹的是在本體論語言中所使用的規則和傳統的規則，

以及這兩種規則在以語意網為基礎的資訊網服務中的助益為何？ 

本體論語言，以我們所採用的 DAML+OIL為例，是以 Description Logic為

其規則語言[11][19]。主要的用途是用來描述特殊領域的結構，描述的對象包括

類別與屬性。一個本體論中則還包含有規則 (axtioms)以進行推論的動作。推論

的內容包括：類別間的包容關係、屬性間的包容關係…等等。簡單的說，所有的

DAML+OIL的描述句都是為了轉化成為 “類別/屬性“ 的限定規則 (axioms)與事

實 (facts)以建構一個完整的領域結構。 

傳統的規則語言，以系統中採用的 Horn Logic為例，具有一個最基本的型式為

[11]： mBBBH ∧∧∧← ...21  

其中 mBBB ∧∧∧ ...21 為條件的本體部分 (body)， H是結果 (head)。上面的型

式可以表示成為： ”if [body] then [head]”。與 axioms不同的地方，axioms可以

視為存在於本體論中一個個的描述句 (statements)目的是定義本體論中構成類別

或屬性的規則。而 rules (規則)則是傾向傳統的規則語言為主，具備的型式為 ”

若…則…”，比較符合一般人類思考的模式。也因此比較適合定義商業服務的規

則，而不是用來定義一個架構或是模型。  

有了以上的簡單介紹之後，接下來說明規則在以語意網為基礎的資訊網服務

上的助益，我們把它區分為二個層級來討論： 

第一個層級是描述知識架構以及建構該架構內的事實所使用的規則。 

首先是當我們選定我們所要建置的特定領域為何時？我們著手去建置此領

域的本體論。在建置的過程中，要針對各個字彙的涵意，將其建置為類別 

(class)、關係 (property)或是實例 (instance)。在這個過程裡，我們必須使用到本

體論本身的規則 (axiom)來確定本體論內的關係是正確。以我們採用的本體論語

言：DAML+OIL為例，在此語言中定義了多種的規則關係，例如：subClassOf、

subPropertyOf、Cardinality (數量限制)…等等[8]。依據這些規則，我們可以建構

出我們要使用的各個本體論。例如：授權憑証是憑証這個類別的子類別 



(subClassOf)、提款的授權內容描述是授權內容描述的子屬性 (subPropertyOf)或

是定義一個身份憑証的類別是由”幾個” (Cardinality)不同的屬性所構成。當我們

利用這些 DAML+OIL中所定義的規則語法去建置我們的本體論之後，再經過一

個 reasoning (推論)的程序，因此在 DAML+OIL中我們所採用的是 FaCT這個推

論引擊來檢驗本體論的正確性，我們就可以得知我們本體論的設計是否有語意上

的錯誤或是衝突。接著利用我們所建置的本體論去產生代理者程式訊息時會引用

到的規則。因為在本體論中，我們建置了各個類別間的關係，屬性的關係，屬性

與屬性的關係；目的是為了使用者或代理者程式可以依據這些規則去產生相對應

的訊息以供我們使用。並確保這些訊息符合本體論中的規則一致性。舉例來說，

我們在身份憑証中設定其中的一個屬性為憑証的有效起始時間，且這個屬性在此

憑証中只有唯一的數值，並且該數值是一個數字的欄位。這個規則的用途是用來

確保未來我們要建立訊息時，當解析這個可信度的本體論時，會得知屬性憑証內

有一個欄位是有效起始時間，且該欄位是一個數字值。因此我們要填入訊息資訊

時，就必須依據此規則 (axiom)。另外在取用此一訊息時，也必定要依循此一規

則。當然規則的建立不只是欄位的規則設定，也可以利用 DAML+OIL的語言中

一些強大的表達能力規則去制定一些更具有彈性的規則以求更靈活的使用本體

論。例如：我們在授權憑証中，具有一個欄位是<hasExpression>目的是限定此一

憑証的授權內容為何 (見圖 2)。但是因為授權憑証的用途會依該憑証的授權內容

而有所不同，因此需要設計不同的 Expression (描述)來指明不同種類的授權憑証

的不同授權內容。但是不同種類的授權憑証其實只有在授權內容描述這個欄位會

有不同，但其它的欄位都可以從最上層的授權憑証這個父類別所繼承而來。因此

要表達出這樣的規則條件，要使用到 DAML+OIL中的 axiom (規則)包括：

<subClassOf>，它指明依據不同授權內容所形成的各種授權憑証都是授權憑証的

子類別，因此可以繼承其主要的欄位。致於授權內容描述的部分，我們利用

DAML+OIL中<subPropertyOf>這個Axiom以便於把各種的授權內容描述設定為

<hasExpression>的子屬性。舉例來說，<hasWithdrawExpression>是



<hasExpression>的一個子屬性，是用來表明某個授權憑証的授權內容是

<Withdraw>。那麼當解析我們所設計出的可信度本體論至這個提款的授權憑証

時，依據上面所提的規則，我們會得到父類別的授權憑証的各個欄位規則外，還

會得知這個提款的授權憑証有另一個欄位是指向<Withdraw>這個服務。此時，就

以得到這個提款的授權憑証的完整規則。再依這些規則，填入需要的資料後，可

以產生此一憑証。 

 規則在資訊網服務的第二個層級，可以把它視為商務應用規則 (Business 

rules)。 

這一類的規則應用在服務取得的條件設定或是服務的流程控制…等等。舉例

來說：在資源擁有的一端可能會制定一條規則說明要取得該資源 (或服務)必須

出示你的身份憑証以供驗証。基於以下的幾個理由，我們不在本體論中制定這一

類的規則： 

1. 這類的規則與第一類有些不同，是一種關於資源控管的規則，不完全的屬於

在本體論的設計時期所能制定。 

2. 這一種的規則更傾向於傳統的邏輯語法 (if…then…else)的概念。DAML+OIL

已被証明在於描述知識的架構上較為有利，但在描述資源控管的規則時則比

較不能夠直觀的表示出來[11]。無法直觀的表示出來的結果，是導致使用者

較難去採用這一類的邏輯來定義所需要的規則。 

3. Description Logic 為主的語法中提供的是 axioms 來建置知識，主要是來檢

查：Class-SubClass，Property-SubProperty為主的規則。相關於傳統的邏輯語

法，較不適用。 

4. 根據 Semantic Layer Cake所表示 (見圖 1)，未來的預期是規則的層級是在於

本體論的層級之上。在規則層採用傳統的邏輯語言，很大的好處之一是推論

工具的支援度。傳統的邏輯 (Horn Logic)所用的推論引擊發展的較完整。即

使是未來基於某些原因要將本體論內的規則抽取出來與上層的規則層使

用，只要有一個適合的對映機制，仍然可以用固有的推論引擊去對本體論內



的規則進行推論的動作[11]。 

綜合上述的理因以及一些研究的發現可以歸納出來一個結論：以 Description 

Logic為主本體論語言的規則，主要是用來建構知識的整體架構及事實；而傳統

的邏輯，例如：Horn Logic則是用來進行商務應用的推論上，有比較好的效果[11]。 

相對於在本體論 (利用 Description Logic)內建置規則與利用傳統的邏輯語言 

(Horn Logic)還有一個比較大的不同，在於語意網的理念是以開放式的角度來建

構推論，而傳統的邏輯語言則是以封閉式的角度來建構。所謂開放式是指對於未

知的事實則必須等待証明後，才決定事實的真或偽 (True or False)。而封閉式的

推論機制則是對於未知的事實，採以偽 (False)來對待。然而封閉式的推論機制

對安全性的可靠度則是相對的較高，但在事實或是規則的使用上就相對的會放棄

一些較模糊的部分，也有可能導致推論上的誤判。 

我們在研究中選擇使用傳統的邏輯語言 (Horn-Logic)來產生這一大類的規

則[4]。另外在對於這一類的規則和事實的推論時，我們也採取較符合傳統的邏

輯語言的推論引撃 (Jess，Java Expert System Shell)來處理 (請參閱第四章的系統

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