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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賭博案件語意段落的自動標記 

本章開始為「多人多罪」問題的研究報告。當一個刑事案件裡包含多個被告

時，若能區別出每個涉案人個人的犯罪行為，則問題即簡化成「一人多罪」，而

可以套用「一人多罪」裡的輔助判決系統來做出判決。但要令系統能從語意層面

去區別出整個犯罪事實描述裡個人的犯罪行為較為困難，因此本章中嘗試以人工

定義出賭博案件犯罪事實描述的段落語意，使系統能根據定義去自動標記出那些

段落。藉由此法，語意段落模型將可提供自己的語意訊息予輔助判決系統，來幫

助「多人多罪」案件的輔助判決。本章中以賭博案件為例，定義出較簡單的語意

段落模型，並以實驗探討了自動標記語意段落的可行性。實驗資料乃從收集到的

賭博案件中隨機取出 1000篇，其中 500篇作為 training data，500篇作為 test data。

自動標記系統的輸入資料為刑事案件判決書之事實欄位部份，輸出為經過系統標

記後的事實欄位，如下圖23。 

 

圖23 ：自動標記系統的輸入與輸出資料 

7.1 「事實」欄位段落結構 

分析賭博案件的犯罪事實描述後，可以歸類出它的語意段落組成如圖24。 

 

圖24 ：事實欄位的段落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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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種段落類別的語意為： 

定義 1：段落 s1為賭博方式的描述。 

定義 2：段落 s2為查獲賭客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之描述。 

定義 3：段落 s3為查獲物品的描述。 

定義 4：段落 s4為偵查起訴單位的描述。 

定義 5：其它的內容指不屬於這四種段落的語句，在此先不處理。 

以圖 3的「事實」欄位為例(為方便查看，圖25即為圖3的「事實」欄位)，

s1 的語句包括「凡參與賭博之人，每交付新台幣（下同）十元⋯⋯之分數自動消失，賭資歸

陳○○取得從中牟利，以之為常業。」，s2為「嗣於○年○月○日○時○分許，適潘○○、張

○○在上址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博機具時為警當場查獲，」，s3為「並扣得當場

賭博之器具之電動賭博機具二十七台⋯⋯並一樓櫃檯現金一萬四千二百元。」，s4為「案經台

中市警察局第○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在附錄中可見更多

例子。 

 

圖25 ：圖 3的「事實」欄位 

一、陳○○基於意圖營利之概括犯意，自民國○年○月○日起，在○市○區○路○段○巷○

弄○號○樓其所經營之遊藝場之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擺設電動賭博機具七靶射擊十二台、滿

天星十台及滿貫大亨五台，共二十七台，連續與不特定之顧客賭博財物多次。凡參與賭博之

人，每交付新台幣（下同）十元，機具上即可開出十分或一分，如押中可得倍數不等之分數，

再依累積之分數以同一比例（一比一或十比一）兌換計分卡，再持計分卡兌換現金；未押中

者，則機具上之分數依其押注之分數自動消失，賭資歸陳○○取得從中牟利，以之為常業，

並僱用有犯意聯絡之吳○○及顏○○擔任開分員，負責開分、洗分及兌換寄分卡、現金等工

作，均借以維生，而以賭博為常業。嗣於○年○月○日○時○分許，適潘○○、張○○在上

址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博機具時為警當場查獲，並扣得當場賭博之器具之電動

賭博機具二十七台、兌換籌碼處之賭資一萬三千七百元，陳○○所有，供其賭博所用之寄分

卡五十七張（五千分三張、一千分二十六張、五百分十一張、一百分十七張）、監視器二個、

○年○月○日營業日報表十張、○年○月○日進出貨表一張及開分鑰匙六支，並一樓櫃檯現

金一萬四千二百元。 

二、案經台中市警察局第○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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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這四種段落模型的語意定義後，即可根據定義以人工辨識出「事實」

欄位語句所屬的段落並標示出來，以做為段落模型的訓練資料。而段落模型則藉

由機器學習方法，從訓練用案件中建立出各種模型的規則。完成段落模型的建置

後，則可以以實驗來驗證自動標記語意段落系統的效能。 

7.2 段落模型 

觀察「事實」欄位內容後，發現一種語意段落具有較規律而獨特的起始句和

結尾句的特性，因此可能可以經由機器學習方法來找出起始句和結尾句的規則，

亦即語意段落模型，以之辨識起始句和結尾句，讓語意段落標記系統從「事實」

欄位內容裡自動找出屬於該種語意的段落出來。句子以逗號、分號和句號為區

隔，語意段落、起始句與結尾句的定義如下： 

定義 6：語意段落為符合一種語意定義的一組連續句子。 

定義 7：起始句指的是可以做為一個語意段落之開頭的句子。 

定義 8：結尾句指的是可以做為一個語意段落之結尾的句子。 

譬如上面提到的 s1範例中，「凡參與賭博之人」即為一個起始句，「以之為常

業」即為一個結尾句，這兩句話與它們之間所有的內容，即為一個語意段落。 

一個 instance即為一個段落模型，裡面記錄數組起始句和結尾句的辨識規則

之資訊。我以關鍵詞做為起始句或是結尾句的辨識特徵，因此辨識規則即為可以

用來辨識起始句的特徵關鍵詞詞組與結尾句的特徵關鍵詞詞組之組合。關鍵詞詞

組包含兩種不同功用的關鍵詞，1)用來作初步定位起始句或結尾句位置的定位

詞，2)用來修正起始句或結尾句位置的調整詞。 

定義 9 ：定位詞為 instance用來決定段落起始句或結尾句位置的依據。 

定義 10：調整詞為 instance用來修正段落起始句或結尾句位置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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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一個 instance，亦即一個段落模型，包含了五種資料：1) instance

所屬段落類別 2) 段落起始句的定位詞 3) 段落起始句的調整詞，4) 段落結尾句

的定位詞，5) 段落結尾句的調整詞。後四種資料分別記錄在兩種框架中，第一

種為起始句的規則框架，包含第 2和第 3種資料；第二種為結尾句的規則框架，

包含第 4和第 5種資料。每個起始句的規則框架皆包含一個獨特的定位詞而與同

段落類別的其它起始句規則框架有所區別；以及數個對應該定位詞的調整詞。結

尾句的規則框架結構亦同。 

一個 instance只擁有一個起始句的規則框架，但擁有數個對應的結尾句規則

框架。這是因為在段落模型的訓練裡，每得到一個起始句規則框架即會得到一個

相對應的結尾句規則框架，且在訓練過程中會把同段落類別裡，擁有相同起始句

規則框架的結尾句規則框架集合到同一個 instance裡。圖 26為段落模型圖。 

 

圖26 ：段落模型圖 

7.3 系統架構 

本章實作的自動標記語意段落系統之訓練與測試流程如圖 27、圖 28。在訓

練階段，訓練用案件經前處理後，即根據段落的語意定義訓練出段落模型，每個

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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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模型即成為 instances 被儲存起來。在測試階段，測試用案件經過相同的前

處理後，語意段落標記程式即利用判例資料庫予以自動標記出段落，之後為語意

段落標記結果評估。以下分節介紹各步驟。 

 

圖27 ：訓練流程 

 

圖28 ：測試流程 

7.4 建立判例資料庫 

判例資料庫儲存了四種段落的段落模型。而判例資料庫之建立即為段落模型

的建立過程，如圖 29，包含三個步驟：1)以人工標示出段落 sx，sx指定義 1到定

義 4的段落類別，而 x代表 1到 4的數字。2)取得特徵關鍵詞集合。3)建立模型

規則，即為建立 instances。以下詳述之。 

訓練用案件

前處理 

建立判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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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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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圖29 ：instances之建立流程 

7.4.1 標示出語意段落 

在這步驟裡，用人工依照段落語意之定義將「事實」欄位的內容予以分段後

再分類並予以標示，完成所有訓練用案件的分段與分類作業後，即得到四種段落

模型的訓練語料。屬於 sx的段落類別將作為 sx段落模型的訓練語料。 

以圖 3的「事實」欄位為例(為方便檢視，因此以未斷句斷詞之段落舉例)，

分出的段落包括 1)「凡參與賭博之人，每交付新台幣（下同）十元⋯⋯之分數自動消失，賭

資歸陳○○取得從中牟利，以之為常業。」，2)「嗣於○年○月○日○時○分許，適潘○○、

張○○在上址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博機具時為警當場查獲，」，3)「並扣得當場

賭博之器具之電動賭博機具二十七台⋯⋯並一樓櫃檯現金一萬四千二百元，」，4)「案經台中

市警察局第○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完成分段後將 1標示

成 s1類別以做為 s1的訓練語料，將 2標示成 s2類別以做為 s2的訓練語料，以此

類推。 

7.4.2 取得特徵關鍵詞集合 

完成段落的標示後，程式會一次針對一篇訓練用案件的「事實」欄位，依照

段落的類別做處理，以取得各種特徵關鍵詞集合。取得各種集合之後才能根據它

們來建立模型規則。在此必須注意的是，每個段落類別都會以相同方法取得一組

特徵關鍵詞集合，包括關鍵詞集合 K1 到關鍵詞集合 K10，因此本論文中以 Ky,x

訓練用案件

標示出段落 sx

取得特徵關鍵

詞集合 

建立 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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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屬於 sx段落類別的 Ky關鍵詞集合。其中，K7,x到 K10,x為建立模型規則時所

需用到的關鍵詞集合，而 K1,x到 K6,x則被用來建立 K7,x到 K10,x。以下為 K1,x到 K10,x

的定義： 

定義 11：K1,x為所有 sx段落裡首三句話之內詞彙的集合。 

定義 12：K2,x為所有 sx段落裡末三句話之內詞彙的集合。 

定義 13：K3,x為所有 sx段落裡的詞彙之集合。 

定義 14：K4,x為所有事實欄位裡，非屬於 sx段落之句子詞彙的集合。 

定義 15：K5,x為所有 sx段落之前的兩句話之內，且非屬於 sx段落之句子詞

彙的集合。 

定義 16：K6,x為所有 sx段落之後的兩句話之內，且非屬於 sx段落之句子詞

彙的集合。 

定義 17：K7,x為 sx段落起始句的定位詞集合。 

定義 18：K8,x為 sx段落結尾句的定位詞集合。 

定義 19：K9,x為可決定是否往前挪動 sx段落起始句位置的調整詞之集合。 

定義 20：K10,x為可決定是否往後挪動 sx段落結尾句位置的調整詞之集合。 

以下為取得各種特徵關鍵詞集合的方法說明。首先把同屬於 sx 的每個段落

裡首三句話之內的詞彙挑出來，把這些詞彙放進集合 K1,x裡，把末三句話之內的

詞彙也挑出來，放進集合 K2,x裡，整個段落的所有詞彙放進集合 K3,x裡。接著收

集段落之外句子的詞彙。程式把所有訓練語料非出現在 sx 段落句子裡的詞彙放

進集合 K4,x，把所有出現在 sx段落之前兩句話之內的詞彙放進集合 K5,x，出現在

sx段落之後兩句話之內的詞彙放進集合 K6,x。 

在此必須注意幾點：1) 關於集合 K1,x與 K2,x的取得。若一個 sx段落不足六

句話，則該段落被收錄進 K1,x的句子詞彙也可能被收錄進 K2,x。例如若一個只有

五句話的 sx段落，則第一到第三句話的詞彙會被收錄進 K1,x，第三到第五句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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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會被收錄進 K2,x。2) 關於集合 K4,x的取得。一篇訓練語料中可能不只一個 sx

段落，而上述“把所有訓練語料非出現在 sx段落句子裡的詞彙放進集合 K4,x”一

句，在這樣不只一個 sx段落的訓練語料中，指的是把非出現在“所有”sx段落裡

的詞彙放進 K4,x。例如若一篇訓練語料有十句話，其中第二到第四句話為一個 sx

段落，第七到第十句話為另一個 sx 段落，此時只有第一句話、第五到第六句話

的詞彙會被收錄進 K4,x。3) 關於集合 K5,x的取得。K5,x是取一篇訓練語料中 sx段

落之前兩句話之內的詞彙，意即 sx段落之前可能不足兩句話。例如若一個 sx段

落的起始句位於一篇訓練語料的第二句，此時因為該 sx段落之前就只有一句話，

所以 K5,x只收錄該句話的詞彙。或是若一篇訓練語料中兩個 sx段落之間只間隔一

個句子，此時根據後者收錄詞彙進集合 K5,x時，就只會取一個句子，而不會取到

屬於前者(同一種段落類型)的句子之詞彙。例如若一篇訓練語料中，第一到第三

句是一個 sx段落，第五到第九句為另一個 sx段落，則在這篇訓練語料中，根據

前者收錄不到任何詞彙進集合 K5,x，根據後者則只會收錄第四句的詞彙。4) 關於

集合 K6,x的取得，需要注意與 3類似的地方：sx段落之後可能不足兩句話，或是

一篇訓練語料中兩個 sx段落之間只間隔一個句子。圖30說明各種特徵關鍵詞集

合是從事實欄位中的那個部位所取出來的。 

 

圖30 ：關鍵詞的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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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集合 K1,x到 K6,x後，開始建立集合 K7,x到 K10,x。首先以 K1,x和 K4,x做差

集得到集合 K7,x ( x,x,x, K\KK 417 = )，K7,x即為 sx段落起始句的定位詞集合。接著

以 K2,x和 K4,x建立 sx段落結尾句的定位詞集合 K8,x ( x,x,x, K\KK 428 = )。最後以 K1,x

和 K5,x建立 sx段落起始句調整詞集合 K9,x ( x,x,x, K\KK 519 = )，以及以 K2,x和 K6,x

建立 sx段落結尾句調整詞集合 K10,x ( x,x,x, K\KK 6210 = )。定位詞與調整詞會在本

節後面加以說明。 

由於 K1,x收集了曾經出現在 sx段落首三句話的詞彙，意即這些詞彙所在的句

子極有可能是 sx 段落的首三句話，因此在自動標記語意段落時，可以經由相同

關鍵詞彙的比對，來找出 sx段落起始句的可能位置。同理，K2,x收集的詞彙也有

標示出 sx段落結尾句可能位置的功能。但是只憑藉 K1,x與 K2,x並不足以判斷起始

句和結尾句的位置，若以此做出位置的判定則可能導致起始句和結尾句位置的錯

誤判斷。判斷錯誤的狀況包括兩種：1)一種是抓到 sx段落裡面的句子，也就是這

個句子仍然屬於 sx類別，但不是起始句或結尾句；2)另一種是抓到 sx段落以外

的句子，也就是這個句子不屬於 sx類別。前一種錯誤只會造成沒有把屬於 sx段

落的所有句子抓到該段落裡，但是不會造成抓到不屬於 sx 段落的句子；後一種

錯誤則相反。 

第 2種起始句或結尾句位置判斷錯誤的結果影響較大。因為根據段落的語意

定義，不同段落類別的句子組成了不同的語意，所以不宜混淆。譬如 s2 段落之

語意為查獲賭客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因此當辨識出人名時，就可以知道這些人

的犯罪行為為“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而可以做為輔助判決系統判斷適用法條

之依據；但如果混到了非 s2段落的句子，譬如「周○○擔任開分員」，由於「擔任

開分員」屬於“常業賭博”之罪行而非 s2段落語意所定義的“在公共場所賭博財

物”，因此就會造成判斷「周○○」適用法條時的錯誤。 

如果是第 1 種起始句或結尾句位置判斷錯誤的結果，造成譬如屬於 s2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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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有賭客詹○○、許○○、王○○等人在上址把玩前述電動賭博機具時，」這句話沒抓

到，那這句話就會被留到剩下的內容，可能留待往後用較複雜的方法分析，又或

者交由人工判斷，但並不會因此而導致判斷適用法條時的錯誤。因此在自動標記

語意段落的系統中，比較能夠允許上述的第 1種錯誤，而必須盡量避免第 2種錯

誤。 

讓 K1,x與 K4,x做差集以取得 K7,x的考量與目的即為如此。因為 K4,x蒐集了所

有非 sx段落句子裡的詞彙，所以集合 K7,x裡面的詞彙不曾出現在訓練語料裡 sx

段落之外的句子中，因此，根據 K7,x取得的句子就比較不會發生第 2種錯誤。同

理，取得集合 K8,x的目的也在於避免此一錯誤。如果不用差集取得集合 K7,x，而

是用常見的利用門檻值的做法：當集合 K1,x裡面某個詞出現在集合 K4,x裡面時不

要直接刪掉，只當這個詞在集合 K4,x裡面的出現頻率高於門檻值時才刪掉。這樣

雖然可以增加集合 K7,x裡面的詞彙，斷出來的段落有可能因此而增加，但同時屬

於 K1,x和 K4,x的詞彙就較容易造成第 2種錯誤。因此在本系統中希望能透過差集

的做法來避免第 2種錯誤。 

差集也可視為有最高門檻值的做法：當屬於 K1,x的詞彙，在 K4,x裡面的出現

頻率高於 0時即刪掉。必須注意的是，如果差集的作法會造成 φ=x,K7 或 φ=x,K8

時，則無法進行訓練，此時就必定得降低門檻值。但由於本系統在訓練時，四種

類別段落的 K7,x與 K8,x皆不為空集合，因此仍以差集的方式來取得它們。 

集合K1,x之所以收集了每個 sx段落的首三句話之詞彙則是為了自動標記時語

意段落回收率的考量。若只以第一句話的詞彙來做起始句位置的初步定位，則有

可能因為在差集過程中被過濾掉太多詞彙，使得 K7,x的詞彙過少所導致的起始句

辨識率降低，而造成段落回收率的低落。所以經過人工考慮了段落的平均句數

後，認為三句話為適當的設定值。集合 K2,x取末三句話也是同樣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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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第 1種錯誤。集合 K1,x基於自動標記時語意段落回收率的考量收

集了首三句話的詞彙，因此根據集合 K7,x裡面的某個詞彙去定位起始句時，若該

詞彙實際上是出現在訓練語料段落裡的第二句或第三句而不是第一句，就有可能

導致自動標記語意段落時起始句錯誤定位成段落的第二句或第三句，而遺漏了第

一句或前兩句話。針對這個問題，從第二句收集關鍵詞做為定位詞時，會同時記

錄第一個句子的關鍵詞做為輔助定位的調整詞；同理，從第三句收集關鍵詞做為

定位詞時，也會同時記錄第一和第二個句子的關鍵詞做為輔助定位的調整詞。因

此定位詞與調整詞的功用如下：當自動標記「事實」欄位內容時，系統先以定位

詞初步定位起始句的位置，接著檢查起始句之前兩個句子內的關鍵詞是否包含調

整詞，以此決定是否調整起始句的位置。 

但此種作法也隱含了造成第 2種錯誤的問題：如果段落之前，不屬於該種段

落的兩句話裡，恰好包含調整詞，則有可能將起始句定位到段落之外的句子上，

而造成第 2 種錯誤。因此以集合 K9,x( x,5x,1x,9 K\KK = )來避免，這個集合裡收集

了可能的調整詞，但因為減去了 K5,x，所以排除了這種會造成錯誤的詞彙。建立

集合 K10,x( x,6x,2x,10 K\KK = )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 

在此必須注意以 K7,x而非 K9,x為起始句定位詞集合的原因：由於 K5,x只收錄

sx段落之前兩句話之內的詞彙，所以 K9,x即包含 sx段落之外句子的詞彙，因此若

以 K9,x作為起始句定位詞集合，則容易造成第 2種錯誤；但因為 K4,x收錄所有不

屬於 sx段落句子的詞彙，所以 K7,x即不包含 sx段落之外句子的詞彙，因此以 K7,x

作為起始句定位詞集合時，比較不容易造成第 2種錯誤。以 K8,x而非 K10,x為結尾

句定位詞集合的原因也是為了避免造成第 2種錯誤，可依此類推。 

每種 sx段落類別皆會以上述方法取得自己唯一的 Ki,x，i = 1, 2,⋯,10。接著進

行 instances的建置，亦即規則框架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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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建立 instances 

 Instance 的建立包含：instance 的初始化，以及 instance 規則框架的更新。

圖 31為處理一個 sx段落的演算法，以相同方法處理所有 sx段落後，即完成屬於

sx段落類別 instances之建置。以下為演算法的說明，在較容易混淆的動作上會以

括號註明屬於演算法的那一行。每幾個小段的說明之後會舉例來幫助瞭解，例子

以粗體字顯示。完成全部的說明後，再舉更詳細的實例推演整個處理 sx 段落的

流程。 

 

圖31 ：一個 sx段落的處理流程 

 輸入一篇訓練用案件後，系統按照段落標記找到一個 sx段落，令此段落的

句子序列為 T = {t1,t2,⋯,tm,⋯,tα}，tm 裡的關鍵詞之序列為{km,1, km,2,⋯,km,n,⋯, 

km,β(m)}。依序檢視 T 裡面的每一個句子 tm(圖 31 的 Line1)，且 3≤m 。依序檢查

tm上的詞彙 km,n是否屬於集合K7,x(圖 31的 Line3)。若是則進入該 km,n的處理流程；

若不是則換檢查下一個詞彙。 

Function：instances之建置。Input：one sx。Ouput：instances。 
{ 
// sx的句子序列為{t1,t2,⋯,tm,⋯,tα} 
// tm裡的關鍵詞序列為{km,1, km,2,⋯, km,n,⋯, km,β(m)} 
Line1 ：for each tm do 
Line2 ：  if 3≤m  do 
Line3 ：    for tm上每個屬於 K7,x的 km,n do{ 
Line4 ：        Step 1; 
Line5 ：        Step 2; 
Line6 ：        Step 3; 
Line7 ：    } 
Line8 ：  else 
Line9 ：    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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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屬於集合 K7,x的 km,n之處理步驟，可視為以該 km,n為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i(km,n)，之建置或更新的流程。為了稍稍簡化說明流程所使用的符號，

我們以 k代表目前正在處理的 km,n。流程如下：Step 1) 根據 k找出 i(k)以待更新；

或是初始化新的 i(k) (圖 31的 Line4)。Step 2) 更新 i(k)的起始句規則框架(圖 31

的 Line5)。Step 3) 建立或更新 i(k)的結尾句規則框架(圖 31的 Line6)。 

圖 32為演算法中 Step 1的部份，圖 33為演算法中 Step 2的部份，圖 34為

演算法中 Step 3的部份。 

 

圖32 ：圖 31演算法中 Step 1的內容 

 1) 檢查已經存在的屬於 sx段落類別的 instances，是否有以 k為起始句定位

詞的 instance：i(k)。若有則取出 i(k) (圖 32的 Line2)，進入 Step 2進行更新；若

沒有，則以 k建立一新的 instance，i(k)，並初始化(圖 32的 Line4)：以 k為起始

句規則框架的定位詞，段落類別為 sx，起始句調整詞與結尾句規則框架皆初始化

為 null。再進入 Step 2。 

以下為例子。假設輸入案件有 15個句子，{c1,⋯,c15}，該案件有一個 sx段落，

有四個句子{t1,⋯,t4}，其中 t1=c2，⋯，t4=c5。令目前在處理 t1(圖 31的 Line1)，

且檢查到 t1中有一詞彙 k1,8屬於集合 K7,x(圖 31 的 Line3)，則進入 k1,8的處理步

驟，亦即 i(k1,8)之建置或更新的流程。 

Step 1{ 
//以 k代表目前正在處理的 km,n，令 i(k)表示以該 km,n為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
Line1： if i(k) exist  
Line2：   get i(k); 
Line3： else 
Line4：   initialize i(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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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 Step 1，檢查已經存在的 sx段落類別的 instances，是否已有以 k1,8為

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i(k1,8) (圖 32的 Line1)。假設有，則取出 i(k1,8) (圖 32

的 Line2)；假設目前還沒建立任何 instances，亦即屬於 sx段落類別的 instances

為 null，因此沒有 i(k1,8) (圖 32的 Line3)，則建立一個新的 instance：i(k1,8)，並

予以初始化(圖 32的 Line4)。 

 2) 找出與起始句定位詞相對應的調整詞：從定位詞所在句子的前兩句之內

挑出屬於集合 K9,x的詞彙，做為相對應的調整詞。找到調整詞後，以調整詞以及

調整詞與定位詞的相對距離等資料，更新 instance的起始句規則框架。 

 亦即依序檢視 tm-j(圖 33的 Line1)，j = 1 to 2且 1≥− jm 。依序檢查 k(m-j),n

是否屬於 K9,x(圖 33 的 Line3)，若是則以字串「j：k(m-j),n」更新 i(k) 的起始句規

則框架。其中，“j”表示該調整詞 k(m-j),n是從定位詞的前 j句話中得到的，並標

示出 k(m-j),n可決定起始句的位置從初步定位點往前移一句。 

 

圖33 ：圖 31演算法中 Step 2的內容 

 延續 i(k1,8)的處理流程。執行 Step 2(圖 33的 Line1)，因為 t1是該 sx段落的

第一個句子，前面已經沒有句子可以處理了，所以不做任何動作，結束 Step 2(圖

33的 Line6)，進入 Step 3。i(k1,8)經過 Step 3的處理(細節在後面說明)後，即完

成 i(k1,8)的建置與更新流程：包括圖 31的 Line4到 Line6。 

Step 2{ 
Line1： for j = 1 to 2 do 
Line2：   if 1≥− jm  do 
Line3：     for t(m-j)上每個屬於 K9,x的 k(m-j),n do 
Line4：      write string  j：k(m-j),n  into i(k); 
Line5：  else 
Line6：     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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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圖 31的 Line3，假設 t1已經沒有屬於集合 K7,x的詞彙，則回到圖 31的

Line1，換處理 t2。令檢查到 t2中有一詞彙 k2,5屬於集合 K7,x，則進入 i(k2,5)的處

理流程。 

 執行 Step 1後，得到 i(k2,5)，接著進入 Step 2(圖 33的 Line1，j = 1)。檢查

t2的前一個句子 t1中是否有詞彙屬於集合 K9,x，假設找到兩個詞彙 k1,3、k1,7屬於

集合 K9,x(圖 33 的 Line3)，則在 i(k2,5)的起始句規則框架調整詞欄位中加入字串

「1：k1,3」與「1：k1,7」(圖 33的 Line4)。回到圖 33的 Line1，j = 2。因為 t2之

前只有一個句子，所以跳出，Step 2結束。進入 Step 3。 

  3) 結尾句規則框架的建立或更新程序亦類似於起始句規則框架的建立或

更新，方法如下。依序檢視 tα-j(圖 34的 Line1)，j = 2 to 1且 mj ≥−α 。依序檢

查 k(α-j),n是否屬於集合 K8,x(圖 34的 Line3)，若是則進入 k(α-j),n的處理流程；若不

是則換檢查下一個詞彙。檢查完所有句子後，若沒有發現任何屬於集合 K8,x的

詞彙，亦即找不到與 Step 1中得到起始句資料相對應的結尾句資料，則必須回

復 i(k)到原本的狀態(圖 34的 Line19)，也就是：若 i(k)為新建立的 instance(以圖

32 的 Line3 與 Line4 得到的)，則清除 i(k)；若 i(k)為原本已有的 instance(以圖

32的 Line1與 Line2得到的)，則取消 Step 2所做過的更新動作。 

 以 k’代替目前正在處理的 k(α-j),n，屬於集合 K8,x的 k’之處理步驟可視為以 k’

為定位詞的結尾句規則框架，f(k’)，之建立或更新流程。分為：Step 3-1)找出 f(k’)

以待更新；或是初始化一新的 f(k’)。Step 3-2) 更新 f(k’)：找出與結尾句定位詞 k’

相對應的調整詞。 

 3-1) 搜尋 instance 裡是否已存在 f(k’)，若有則取出(圖 34 的 Line5)，進入

3-2 進行更新；若沒有則建立一新的結尾句規則框架，f(k’)，並初始化(圖 34 的

Line7)：以 k’作為該結尾句框架的定位詞。完成初始化後進入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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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找出與結尾句定位詞相對應的調整詞：從定位詞所在句子的後兩句之

內挑出屬於集合 K10,x 的詞彙，做為相對應的調整詞。找到調整詞後，以調整詞

以及調整詞與定位詞的相對距離等資料，更新該結尾句規則框架。 

 亦即依序檢視 t(α-j)+l(圖 34的 Line8)，l = 1 to 2且 αα ≤+− l)j( 。依序檢查 k(α-j+l),n

是否屬於 K9,x(圖 34的 Line10)，若是則以字串「l：k(α-j+l),n」更新 f(k’)。其中，“l”

表示該調整詞 k(α-j+l),n是從定位詞的後 l 句話中得到的，並標示出 k(α-j+l),n可決定

結尾句的位置從初步定位點往後移 l句。 

 以下為 i(k1,8)之 Step 3的處理。依序檢查 t4、t3、t2(圖 34的 Line1)。首先檢

查 t4(j = 0)，假設只找到一個詞彙 k4,2屬於集合 K8,x(圖 34的 Line3)，則執行步驟

3-1，檢查 i(k1,8) 內是否已有以 k4,2為定位詞的結尾句規則框架：f(k4,2) (圖 34的

Line4)。假設有，則取出 f(k4,2)( 圖 34的 Line5)；假設沒有 i(k1,8) (圖 34的 Line6)，

則建立一個新的結尾句規則框架：f(k4,2)，並予以初始化(圖 34 的 Line7)。進入

步驟 3-2：f(k4,2) 的更新程序。檢查 t4後面的句子(圖 34的 Line8)，但發現 t4已

經是最後一句，因此不做任何動作，跳出步驟 3-2(圖 34的 Line13)。 

 回到圖 34的 Line1，換處理 t3(j = 1)，假設找到詞彙 k3,4屬於集合 K8,x，則

執行 3-1後得到 f(k3,4)。接著執行 3-2，檢查 t3的後一個句子 t4(圖 34的 Line8，l 

= 1)，假設只找到一個詞彙 k4,6屬於集合 K10,x(圖 34的 Line10)，則在 f(k3,4)的結

尾句規則框架調整詞欄位中加入字串「1：k3,4」(圖 34的 Line11)。回到圖 34的

Line8，l = 2，但因為沒有 t5，所以跳出。回到圖 34的 Line3檢查是否仍有其它

屬於集合 K8,x的詞彙。假設沒有，則回到圖 34的 Line1處理 t2(j = 2)，依照圖 34

之演算法處理完畢後即完成 i(k1,8)之 Step 3的處理。 

 之後回到圖 31的 Line3，處理 t1中其它也屬於集合 K7,x的詞彙，完成後回

到圖 31的 Line1，再以相同方法依序處理 t2和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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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圖 31演算法中 Step 3的內容 

    以上為 sx段落類別的 instances 建置中，處理一個 sx段落的演算法之說明，

以及較為簡單的例子。必須注意的是，因為起始句定位辭屬於集合 K7,x，而 K7,x

裡面的詞彙不曾出現在訓練語料裡 sx 段落之外的句子中，因此不同段落類別的

instances 不會有相同的起始句定位辭；結尾句定位辭亦同。以下舉圖 35 之實例

推演整個演算法的流程，並標示出每個步驟下做了那些動作。令輸入一篇訓練用

案件後找到一個標記為 s2的段落，如圖 35的 a圖(句子前標上序列號碼以方便檢

視)。 

Step 3{ 
Line1 ：for j = 0 to 2 do{ 
Line2 ：  if mj ≥−α  do{ 
Line3 ：     for t(α-j)上每個屬於 K8,x的 k(α-j),n do{ 
//以 k’代表目前正在處理的 k(α-j),n 
//令 f(k’)表示以 k’為定位詞的結尾句規則框架 
Line4 ：      if f(k’) exist  
Line5 ：        get f(k’); 
Line6 ：      else 
Line7 ：        initialize f(k’); 
Line8 ：      for l = 1 to 2 do{ 
Line9 ：        if αα ≤+− l)j(  do 
Line10：          for t(α-j)+l上每個屬於 K10,x的 k(α-j+l),n do 
Line11：            write string  l：k(α-j+l),n  into f(k’); 
Line12：        else 
Line13：          break; 
Line14：       } 
Line15：    } 
Line16：  }else 
Line17：    break; 
Line18：} 
Line19：if 沒有發現任何屬於集合 K8x的詞彙 then recover i(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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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的 Line1，m = 1)檢查第一句，發現「嗣於」屬於集合 K7,2，因此進入

i(嗣於)的建置或更新流程： 

Step 1：檢查 s2 段落類別的 instances，發現沒有以「嗣於」為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因此產生一新的 instance：i(嗣於)，如圖 35的 b圖。 

Step 2：因為「嗣於」位於段落第一句，所以跳出此步驟。 

Step 3： 

(圖 34的 Line1，j = 0)檢查第二句，發現只有「查獲」屬於集合 K8,2，所以： 

Step 3-1：因為 i(嗣於)內沒有以「查獲」為定位詞的結尾句規則框架，因此

產生一新的框架：f(查獲)，如圖 35的 c圖。 

Step 3-2：因為「查獲」位於段落最後一句，因此跳出此步驟。 

回到圖 34的 Line1(j = 1)，檢查第一句，發現只有「嗣於」屬於集合 K8,2，所

以： 

Step 3-1：因為 i(嗣於)內沒有以「嗣於」為定位詞的結尾句規則框架，因此

產生一新的框架 f(嗣於)，如圖 35的 d圖。 

Step 3-2：更新 f(嗣於)。(圖 34的 Line8，l = 1)檢查第二句話，發現「機具」、

「查獲」屬於集合 K10,2，所以以字串「1：機具」與「1：查獲」

更新 f(嗣於)，如圖 35的 e圖。回到圖 34的 Line8，l = 2，因為

23)( =>=+− αα lj 不合 Line9的條件，所以跳出此步驟。 

回到圖 34的 Line1(j = 2)，因為 10 =<=− mjα 不合 Line2的條件，所以跳

出 Step 3。完成 i(嗣於)的建立與更新。 

回到圖 31的 Line3，因為沒有其它屬於集合 K7,2的詞彙，所以再回到 Line1

換檢查第二句(m = 2)。發現「查獲」屬於集合 K7,2，因此進入 i(查獲)的建立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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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流程： 

Step 1：檢查 s2 段落類別的 instances，發現已有以「查獲」為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i(查獲)，假設如圖 35的 f圖，因此取出該 instance以待更新。 

Step 2：更新 i(查獲)的起始句規則框架。(圖 33的 Line1，j = 1)檢查第一句話發

現沒有屬於 K9,2的詞彙，所以不做更新。回到圖 33的 Line1，因為不合

Line2的條件，所以跳出步驟 2。 

Step 3： 

(圖 34的 Line1，j = 0)檢查第二句，發現只有「查獲」屬於集合 K8,2，所以：。 

Step 3-1：因為 i(查獲)內已有以「查獲」為定位詞的結尾句規則框架，因此

取出該框架 f(查獲)。 

Step 3-2：因為「查獲」位於段落最後一句，不合圖 34的 Line9之條件，

因此不做更新，跳出此步驟。 

回到圖 34的 Line1(j = 1)，因為 21 =<=− mjα 不合 Line2的條件，所以跳

出 Step3，完成 i(查獲)的更新。 

回到圖 31的 Line1，因為沒有其它屬於集合 K7,2的詞彙，所以換檢查第三句

(m = 3)。但因為 23 =>= αm 不合 Line2的條件，因此結束此 s2段落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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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instances之建置與更新流程的實例 

7.5 語意段落的自動標記 

在測試階段，訓練用案件經過與訓練階段相同的前處理後，即以語意段落標

記程式標記出各種類別的語意段落。輸入一篇測試用案件後，利用不同段落類別

的 instances，分別以相同的自動標記程序標記出各自的類別段落。以圖 2-2「事

實」欄位的部份內容為例，「⋯嗣於○年○月○日○時○分許，適潘○○、張○○在上址

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博機具時為警當場查獲，並扣得當場賭博之器具之電動賭博

機具二十七台⋯⋯並一樓櫃檯現金一萬四千二百元。⋯」(例1)經語意段落標記程式標記

1.嗣於 ， 

2.上址 賭玩 滿貫大

亨 滿天星 電動 賭

博 機具 當場 查

獲 。 

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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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句規則框架 
 

 
結尾句規則框架 

null 

段落類別：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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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詞：null 

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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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類別：s2 

定位詞：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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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段落類別後會變成：「⋯<s2>嗣於○年○月○日○時○分許，適潘○○、張○○在上址

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博機具時為警當場查獲，</s2>並扣得當場賭博之器具之電動

賭博機具二十七台⋯⋯並一樓櫃檯現金一萬四千二百元。⋯」(例2)。 

不同類別的段落間可能會出現重疊的現象，譬如例 2再經語意段落標記程式

標記 s3段落類別後會變成：「⋯<s2>嗣於○年○月○日○時○分許，<s3>適潘○○、張○○

在上址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博機具時為警當場查獲，</s2>並扣得當場賭博之器具

之電動賭博機具二十七台⋯⋯並一樓櫃檯現金一萬四千二百元。</s3>⋯」(例3)，可以注意

到「適潘○○、張○○在上址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博機具時為警當場查獲，」這

句話即為兩種類別段落的重疊部份。 

若要避免重疊的情況發生，則可能會影響段落類別的自動標記結果。假設以

此方法避免不同類別段落的重疊：已被標記為一種段落類別的句子，即不再對它

進行另一種段落類別的標記。則後標記的段落類別之標記結果將受到先標記的段

落類別影響。譬如對例 2 進行 s3段落類別的自動標記時，若不再處理屬於 s2段

落的句子，則結果會變成「⋯<s2>嗣於○年○月○日○時○分許，適潘○○、張○○在上

址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博機具時為警當場查獲，</s2><s3>並扣得當場賭博之器具

之電動賭博機具二十七台⋯⋯並一樓櫃檯現金一萬四千二百元。</s3>⋯」(例4)，可以注意

到與例 3 不同，s2段落與 s3段落間不會重疊。若將例 1 的標記順序改成先標記

s3段落再標記 s2段落，則結果會變成「⋯<s2>嗣於○年○月○日○時○分許，</s2><s3>

適潘○○、張○○在上址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博機具時為警當場查獲，並扣得當

場賭博之器具之電動賭博機具二十七台⋯⋯並一樓櫃檯現金一萬四千二百元。</s3>⋯」(例

5)，與例 4相比較，不同標記順序導致不同的結果。由於找不出可同時避免重疊

且不影響自動標記結果的方法，因此為了各別評估各種段落類別不受影響的自動

標記結果，語意段落標記程式並不避免重疊的情況發生。 

每個段落類別的自動標記程序皆分為兩大步驟：Step 1) 標記出該類別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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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落。但這些段落間可能也有重疊的狀況，例如，以<s2,w>⋯</s2,w>表示一個

s2類別段落的標記，w為流水號以區別不同個段落，在：「⋯<s2,1>嗣於○年○月○

日○時○分許，<s2,2>適潘○○、張○○在上址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博機具時為警

當場查獲，</s2,1></s2,2>」裡，「適潘○○、張○○在上址分別賭玩滿貫大亨及滿天星電動賭

博機具時為警當場查獲，」這句話即為重疊的部份，因此必須進行 Step 2) 將重疊的

段落結合起來。以下將以第 7.5.1節和第 7.5.2節介紹 Step 1，第 7.5.3節介紹 Step 

2。 

圖 36為 Step 1：標記 sx段落的演算法，以下為說明。令輸入的測試用案件

句子序列為{t1,t2,⋯,tm,⋯,tα}，tm裡的關鍵詞序列為{km,1, km,2,⋯, km,n,⋯, km,β(m)}。

依序處理每一個 tm(圖 36的 Line1)：依序檢查 km,n(圖 36的 Line2)，根據 km,n搜尋

判例資料庫是否有 sx類別的 instance，i(k)。其中，k 代表目前正在檢查的 km,n，

i(k)表示以該 km,n為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若有則取出 i(k)，進入利用 i(k)自動

標記出一個段落的流程；若沒有則換檢查下一個詞彙。 

利用 i(k)自動標記出一個段落的流程可分為：Step 1-1) 以<sx,w>標記段落起

始句。w 為段落標記的流水號，表示目前正在標記第 w 個 sx段落，之前已標記

完成 w-1個段落。Step 1-2) 以</sx,w>標記段落結尾句。<sx,w>所在的句子到</sx,w>

所在的句子即為一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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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標記 sx段落的演算法 

7.5.1 標記段落起始句 

圖 37為圖 36演算法中 Step 1-1的部份：標記段落起始句，以下為說明。 

首先以 tm做為起始句，標記上<sx,w>，接著根據i(k)起使句規則框架的調整

詞資料依序檢視 tm-2與 tm-1 (圖 37的 Line2)， 021 ≥−>− mm  (圖 37的 Line3)，

檢查是否需要移動起始句位置：依序檢視 tm-l中的每一個詞彙，以 k(m-l),n代表，

如圖 37的 Line4，根據 k(m-l),n搜尋 i(k)的起始句規則框架內是否有「l：k(m-l),n」的

調整詞資料。若有，則移動起始句位置至 tm-l，並跳出檢查是否需要移動起始句

位置的流程(圖 37的 Line7)；否則換檢視下一個詞彙。完成 tm-2的處理後，換檢

視 tm-1前先檢查是否已移動過<sx,w>，若已移動過則直接跳出Step 1-1 (圖 37 的

Line10)，不需再檢查 tm-1。 

Function：標記 sx段落。Input：一篇測試用案件。Ouput：標記過的案件。 
{ 
//案件的句子序列為{t1,t2,⋯,tm,⋯,tα} 
// tm裡的關鍵詞序列為{km,1, km,2,⋯, km,n,⋯, km,β(m)} 
Line1 ：for each tm do 
Line2 ：  for each km,n do 
// k代表目前正在處理的 km,n，i(k)表示以 k為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 
Line3 ：    if i(k) exist do{ 
Line4 ：      get i(k); 
Line5 ：      Step 1-1; 
Line6 ：      Step 1-2; 
Line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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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標記段落起始句 

7.5.2 標記段落結尾句 

圖 38為圖 36演算法中 Step 1-2的部份：標記段落結尾句，以下為說明。 

從 tm開始依序往下檢視句子(圖 38的 Line1，j = m)，利用 i(k) 的結尾句規

則框架找尋所有的段落結尾句候補。在此必須注意兩點。第一點：由於一個段落

可能只有一個句子，亦即結尾句可能跟起始句為同一個句子，因此必須從 tm 開

始檢查，而不能從 tm+1。第二點：因為 i(k)可以有複數個結尾句規則框架，每個

框架都可能可以找到一個結尾句，意即可能會找到複數個結尾句，因此以“結尾

句候補”稱之。檢查完所有句子後，若有找到結尾句候補，則以距離起始句最遠

者做為段落結尾句(圖 38 的 Line16)；若找不到任合結尾句候補，亦即找不到與

Step 1-1得到的起始句相對應的結尾句，則清除該起始句的標記<sx,w>，放棄以i(k)

標記一個段落(圖 38的 Line18)。 

找尋所有段落結尾句候補的方法如下。依序檢查 tj上的詞彙，以 kj,n代表(圖

38 的 Line2)，根據 kj,n搜尋 i(k)中是否存在 f(k’)，若有則利用 f(k’)標記出一個結

Step 1-1{ 
Line1 ：mark tm by string <sx,w>; 
Line2 ：for l =2 to 1 do{ 
Line3 ：  if 0≥− lm  do{ 
Line4 ：    for tm-l上的每個 k(m-l),n do 
Line5 ：      if i(k)的起始句規則框架內有「l：k(m-l),n」do{ 
Line6 ：        move mark <sx,w> to tm-l ; 
Line7 ：        break; 
Line8 ：      } 
Line9 ：   } 
Line10：   if已移動過<sx,w> do break; 
Line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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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句候補；若沒有則換檢查下一個詞彙。其中，k’代表目前正在處理的 kj,n，f(k’)

表示以 k’為定位詞的結尾句規則框架。 

標記出一個結尾句候補的方法類似於標記起始句的方法，如下：首先以 tj

做為結尾句候補，標記上</sx,w>’。w即為該段落起始句標記的流水號。接著根

據 f(k’)的調整詞資料依序檢視 tj+2與 tj+1(圖 38 的 Line6)， α≤+<+ 21 jj (圖 38

的 Line7)，檢查是否需要移動該結尾句候補：依序檢視 tj+l中的詞彙，以 k(j+l),n

代表(圖 38的 Line8)，根據 k(j+l),n搜尋 f(k’)內是否有「l：k(j+l),n」的調整詞資料。

若有，則移動該</sx,w>’至tj+l，並終止此結尾句候補的標記流程(圖 38 的

Line11)；否則換檢視下一個詞彙。完成 tj+2的處理後，換檢視 tj+1前先檢查是否

已移動過</sx,w>’，若已移動過則直接跳出此結尾句候補的標記流程(圖 38 的

Line13)，不需再檢視 tj+1。 

找出所有段落結尾句候補後，找出離起始句位置最遠的結尾句候補，標記上

</sx,w>，亦即以該句為段落結尾句。最後清除所有的結尾句候補標記</sx,w>’(圖

38的 Lin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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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標記段落結尾句 

7.5.3 結合重疊段落 

令 Step 1中標記出的 sx段落之序列為Mx = {mx,1, mx,2,⋯,mx,w}，mx,i與 mx,j為

序列裡的任意兩個不同段落。mx,i的起始句為案件的第 αi句，結尾句為案件的第

βi句，意即 ii βα ≤ ；mx,j的起始句為案件的第 αj句，結尾句為案件的第 βj句，意

即 jj βα ≤ 。若 iji βαα ≤≤ ，則 mx,i與 mx,j為重疊段落。令 m’表示結合後的新段

落，結合方法如下：若 ji ββ ≤ ，則 m’之起始句為第 αi句，結尾句為第 βj句；

Step 1-2{ 
Line1 ：for j = m toαdo{ 
Line2 ：  for each kj,n in tj do{ 
// k’代表目前正在處理的 kj,n，f(k’)表示以 k’為定位詞的結尾句規則框架 
Line3 ：    if  f(k’) exist do{ 
Line4 ：      get f(k’); 
Line5 ：      mark tj by string </sx,w>’; 
Line6 ：      for l =2 to 1 do{ 
Line7 ：        if α≤+ lj  do{ 
Line8 ：          for tj+l上的每個 k(j+l),n do 
Line9 ：            if  f(k’)內有「l：k(j+l),n」do{ 
Line10：              move mark </sx,w>’to tj+l ; 
Line11：              break; 
Line12：            } 
Line12：        } 
Line13：        if已移動過</sx,w>’do break; 
Line14：}}}} 
Line15：if 找到結尾句候補 do  
Line16：   以離<sx,w>最遠的</sx,w>’所在的句子為結尾句，標記上</sx,w>

後，清除所有的</sx,w>’; 
Line17：else 
Line18： remove <sx,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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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βj < βi，則 m’之起始句為第 αi句，結尾句為第 βi句。 

Step 2的演算法如圖 39，說明如下：檢查段落序列中是否包含重疊段落，若

沒有則終止 Step 2；若有則取出任一對重疊段落，執行結合的流程。結合流程如

下：令取出的重疊段落為 mx,i與 mx,j，首先從序列 Mx中刪除 mx,i與 mx,j，以上述

的方法結合 mx,i與 mx,j後，將新段落 m’加入序列Mx中。 

 

圖39 ：結合重疊段落 

以下以圖 40之實例推演一篇測試用案件的 s2段落類別自動標記流程，包括

圖 36至圖 39之演算法。圖 a為一篇測試用案件，句子序列為{ t1,t2,⋯,t15}，為方

便檢視，句子前標上序列號碼並只列出有助於說明的句子詞彙，其餘以“⋯”代

替。假設 s2段落類別的判例資料庫內有兩個 instances：i(嗣於)，如圖 40的 b圖；

i(查獲)，如圖 40的 c圖。 

Function：結合重疊段落。Input：序列Mx。Ouput：不包含重疊段落的序列
Mx 
//Mx = {mx,1, mx,2, ⋯ ,mx,w} 
{ 

while(Mx中沒有重疊的段落) do{ 
取出任一對重疊的段落，mx,i與 mx,j，並從Mx中刪除它們；  
結合 mx,i與 mx,j成為 m’ ； 
把 m’放回Mx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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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語意段落標記流程的實例 

Step 1：依序檢視 t1到 t7，以詞彙搜尋 s2段落類別的判例資料庫時，皆沒發現以

該詞彙為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檢視 t8(圖 36的 Line1)，依序檢查 t8

上的詞彙(圖 36的 Line2)，以「嗣於」搜尋 s2段落類別的判例資料庫時，

發現存在 i(嗣於)。因此取出 i(嗣於)。進入利用 i(嗣於)標記 s2類別段落

的程序。 

   Step 1-1：用<s2,1>標記t8(圖 37的 Line1)。由於 i(嗣於)的起始句規則框架沒有

調整詞，因此不會移動<s2,1>的位置。 

Step 1-2：檢視 t8(圖 38的 Line1)。依序檢查 t8上的詞彙(圖 38的 Line2)。 

1. ⋯ 

2. ⋯ 

⋯⋯ 

8. 嗣於 ， 

9. 上址 賭玩 滿貫大亨 

滿天星 電動 賭博 

機具 當場 查獲 。 

10. ⋯ 

⋯⋯ 

15. 

圖 a 

⋯⋯ 

8.<s2,1>嗣於 ， 

9.上址 賭玩 滿貫大亨 滿

天星 電動 賭博 機具 當

場 查獲 。</s2,1> 

⋯⋯ 

圖 d 

i(嗣於) 
 

起始句規則框架 
 

 
結尾句規則框架 

 

段落類別：s2 

定位詞：嗣於 

調整詞：null 

定位詞：嗣於 

調整詞： 
「1:機具」「1:查獲」

定位詞：查獲 

調整詞：null 

圖 b

i(查獲) 
 

起始句規則框架 
 

 
結尾句規則框架 

 

段落類別：s2 

定位詞：查獲 

調整詞：null 

定位詞：查獲 

調整詞：null 

圖 c 

⋯⋯ 

8.<s2,1>嗣於 ， 

9.<s2,2>上址 賭玩 滿貫大亨

滿天星 電動 賭博 機具 當

場 查獲 。</s2,1></s2,2> 

⋯⋯ 

圖 e

⋯⋯ 

8.<s2,3>嗣於 ， 

9.上址 賭玩 滿貫大亨 滿

天星 電動 賭博 機具 當

場 查獲 。</s2,3> 

⋯⋯ 

圖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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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的 Line3)以「嗣於」搜尋 i(嗣於)時發現存在 f(嗣於)，因此取

出 f(嗣於)，開始利用 f(嗣於)標記結尾句候補的流程。以</s2,1>’標

記 t8。檢查 t10(圖 38的 Line6，l =2)，沒發現有符合 f(嗣於)的調整

詞資料的詞彙，因此回到圖 38 的 Line6(l =1)。依序檢查 t9上的詞

彙(圖 38的 Line8)，發現「機具」符合 f(嗣於)的“1：機具”，因此

移動</s2,1>’到t9，並結束利用 f(嗣於)標記結尾句候補的流程(圖

38的 Line11與 Line13)。 

回到圖 38的 Line2，在 t8中找不到其它詞彙符合 i(嗣於)的結尾句框

架定位詞，因此回到圖 38的 Line1，檢視 t9。依序檢查 t9上的詞彙

(圖 38的 Line2)。 

(圖 38的 Line3)以「查獲」搜尋 i(嗣於)時發現存在 f(查獲)，因此取

出 f(查獲)，開始利用 f(查獲)標記結尾句候補的流程。以</s2,1>’標

記 t9。因為 f(查獲)沒有調整詞，因此不會移動該標記的位置，結束

利用 f(查獲)標記結尾句候補的流程。 

回到圖 38的 Line2，在 t9中找不到其它詞彙符合 i(嗣於)的結尾句框

架定位詞，因此回到圖 38的 Line1，檢視 t10。因為從 t10到案件的

最後一句 t15皆找不到其它詞彙符合 i(嗣於)的結尾句框架定位詞，

因此開始決定結尾句位置(圖 38 的 Line15)。<s2,1>位於為t8，兩個

</s2,1>’皆位於t9，與 t8的距離皆相等，因此在 t9標記上</s2,1>，

並清除所有的</s2,1>’(如圖40的 d圖)，結束 Step 1-2。到此結束

利用 i(嗣於)標記 s2類別段落的程序。令此標計出來的段落為 m2,1。 

回到圖 36 的 Line2，在 t8上以其它詞彙搜尋 s2段落類別的判例資料庫

時，皆沒發現以該詞彙為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因此回到 Line1，



 

 

84

換檢視 t9。依序檢查 t9上的詞彙(圖 36的 Line2)，以「查獲」搜尋 s2段

落類別的判例資料庫時，發現存在 i(查獲)。因此取出 i(查獲)。進入利

用 i(查獲)標記 s2類別段落的程序。 

  Step 1-1：用<s2,2>標記t9(圖 37的 Line1)。由於 i(查獲)的起始句規則框架沒有

調整詞，因此不會移動<s2,2>的位置。 

Step 1-2：檢視 t9(圖 38的 Line1)。依序檢查 t9上的詞彙(圖 38的 Line2)。 

(圖 38的 Line3)以「查獲」搜尋 i(查獲)時發現存在 f(查獲)，因此取

出 f(查獲)，開始利用 f(查獲)標記結尾句候補的流程。以</s2,2>’標

記 t9。因為 f(查獲)沒有調整詞，因此不會移動該標記的位置，結束

利用 f(查獲)標記結尾句候補的流程。 

回到圖 38的 Line2，在 t9中找不到其它詞彙符合 i(查獲)的結尾句框

架定位詞，因此回到圖 38的 Line1，檢視 t10。因為從 t10到案件的

最後一句 t15皆找不到其它詞彙符合 i(查獲)的結尾句框架定位詞，

因此開始決定結尾句位置(圖 38的 Line15)。<s2,2>位於為t9，只有一

個</s2,2>’位於t9，因此在 t9標記上</s2,2>，並清除</s2,2>’(如圖

40的 e圖)，結束Step 1-2。到此結束利用 i(查獲)標記 s2類別段落

的程序。令此標計出來的段落為 m2,2。 

回到圖 36 的 Line2，在 t9上以其它詞彙搜尋 s2段落類別的判例資料庫

時，皆沒發現以該詞彙為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因此回到 Line1，

換檢視 t10。但依序檢視 t10到 t15，以詞彙搜尋 s2段落類別的判例資料庫

時，皆沒發現以該詞彙為起始句定位詞的 instance。因此結束 Step 1。 

Step 2：標記出的 s2段落之序列為M2 = {m2,1, m2,2}。以 αi代表 m2,i的起始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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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βi代表結尾句位置，α1 = 8，β1 = 9，α2 = 9，β2 = 9。檢查 m2,1與 m2,2，

因為 121 βαα ≤≤ ，所以 m2,1與 m2,2為重疊段落，從 M2中取出兩者進行

結合，此時M2 =φ。令結合後的段落為 m2,3，因為 21 ββ ≤ ，所以 m2,3之

起始句位置為 α1 = α3 = 8，結尾句位置為 β2 = β3 = 9。將 m2,3放回M2，此

時M2 = {m2,3}。因為M2中已沒有重疊段落，所以結束 Step 2。 

     每篇測試用案件皆需要經過 s1到 s4段落類別的標記過程，但並非每篇測試

用案件皆可標記出這四種類別的段落。完成所有測試用案件語意段落的自動標記

後，即進行實驗結果的評估，實驗結果將在第八章中予以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