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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法資訊學的研究在國內起步較晚，但在國外已有多年的研究成果。重要的議

題包括輔助判決，法律文件分類，相似案件搜尋[2]，或是法律文件的輔助撰寫[22]

等。本論文的工作即與輔助判決與文件分類相關。在這些議題下，許多便利的工

具與系統被發展出來，如 HYPO[19]與 CATO[1]即為兩個經常被學者拿來作為研

究發展基礎或是效能評比標準的系統。但由於中西方語言不同，自然語言處理技

術有所差異，這些工具與系統通常不能直接應用在本論文的工作上。因此，除了

相關的人工智慧技術之外，議題所面臨的共同困境與被提出的解決之道，亦即研

究發展的努力方向，為本論文文獻回顧的焦點。 

在上述的議題中，Case-Based Reasoning(CBR)因其強大的推論能力，而較常

被用做推論引擎的核心，近年來此方法在法律文件處理的應用上有長足的發展，

第 2.1節將對此加以介紹。另一項發展重點是法律文件的表述(representation)，學

者普遍認為好的表述方法有助於法律文件的處理，例如可以擷取出更佳的案件特

徵來幫助文件建立索引，或是檢索案件中的特定資訊等等。第 2.2節將針對法律

文件表述方法的研究做一個回顧。 

2.1 推論系統於法律文件上的應用 

在 Schild 對法律文件輔助判決方法所作的評估中 [20]，法則式學習

(Rule-Based Learning)與案例式推論(CBR)被認為是兩個較重要的方法。其中，法

則式推論代表知識對輔助判決的支援，案例式推論代表經驗對輔助判決的支援。

但由於法則多由專家依個人觀點所訂定，不同專家的意見可能會互相矛盾而導致

做出有爭議的判決，因此認為 CBR為最可行的方法。 

在 Kolodner 與 Leake 的介紹裡[13]，提到 CBR 系統的一個推理循環(C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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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是由 anticipator、retriever、adaptor、executor、storer所組成。anticipator負

責為 cases 建立索引(index)，透過索引的幫助，輸入新問題的描述時 retriever 即

可根據索引從資料庫中找出合適的 case，接著由 adaptor判斷 case與問題的不同

之處來對 case做修正以取得推論，executor會在執行過程中評估推論是否適用於

新的問題，若能夠解決問題，則 storer會把此解決方案連同修訂過的 case存入資

料庫。或是在 AI-CBR的介紹裡[23]，也將 CBR cycle分成相似的四個步驟，1) 

Retrieve：根據索引找出與問題相似的案件。2) Reuse：以案例解決問題，根據兩

者的不同之處從案例的舊答案中推論出適合問題的新答案。3) Revise：對新答案

進行測試，驗證是否真能解決問題。4) Retain：將新答案連同案例存回資料庫。

如圖 1。 

CBR system 利用案例資料庫中的案例去對一個新問題的解答做出推論，相

較於一般機器學習和資訊檢索的系統，它會在修正推論的過程中更新資料庫裡案

例的資料。由於它模擬人類的記憶功能，不像法則式推論般把過去的經驗拆成片

斷而導致一些知識的殘缺，所以通常擁有較強的推論能力。Bruninghaus和Ashley

發展的 IBP系統[19]即為一個例子。 

 

圖1 ：CBR Cycle 

傳統 CBR 整合其它推論的方法，稱為混合型案例式推理(Hybrid CBR)。由

於此方法經常可以得到更佳的推論能力，因此成為 CBR 的重要發展方向。例如

Problem   

Proposed 
Solution

Confirmed
Solution 

        

Case-Base

Retrieve

Reuse 

Revise

Retain 



 

 

8

1999 年 Pal[17]在對法律推理決策系統的探討中，即強調結合代表知識的法則式

學習與代表經驗的案例式推論，才能做出較佳的決策。這樣的方法具有相當大的

優點。舉例來說，CBR 面臨的難題之一是難以建立恰當的索引來知識化、組織

化資料庫裡的案例，若利用 Provost等人以結合 rule-based與 instance-based所提

出的 RISE (Rule Induction from a Set of Examplars)之方法[18]，則可加以解決，且

因 RISE 同時平行產生所有規則的關係，所以也沒有法則式學習的碎裂效應

(fragmentation effect)之缺點。 

Introspective Reasoning 由於對錯誤推論的敏感，因此被認為能夠增強 CBR 

System 或是以關鍵詞為主的資訊檢索系統的效能。它的主要精神在於，當發生

推論錯誤時，即從找尋以及解釋原因的過程中學習新的特徵或改善原本的特徵

值，以此修正推論引擎。例如 Bonzano[1]等人即利用這個方法，去自動調整他們

建立的 ISAC 系統，裡面用來做 kNN 的特徵值。或是 Fox 與 Leak 也曾經整合

introspective reasoning與他們的 Case-Based Planner，ROBBIE[8]。他們建立一個

declarative model，提供系統 assertions[9]來跟實際表現做比較，以此找出錯誤的

推論並更新 CBR System。推論錯誤的情況包括推論結果為錯誤；或是即使推論

是正確的，但此推論在執行過程中被偵測到某些非必要的步驟，一樣會發生推論

錯誤。 

本論文所採用的 Instance-Based Reasoning(IBL)又稱為 lazy learning，可視為

簡單的 CBR。兩者的主要差別在於，CBR 會用複雜的索引方法表述案件；IBL

則否，因此在檢索資料時 IBL需付出較大的代價[16]。另一個缺點為兩者所共有，

即對不相干和不正確特徵的敏感(sensitivity to irrelevant attributes and noise)，尤其

是以 NN(nearest-neighbor)方法為主的相似案件檢索時，由於通常會同時使用所有

的特徵去做相似度判斷，因此特別容易受到不相干和不正確資料的影響。而前述

的 introspective reasoning即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之一。又鑑於混合型案例式推



 

 

9

理方法的成功，因此在本論文中不僅僅採用 IBL做推論，還結合了 introspective 

reasoning以及 rule-based reasoning。 

2.2 法律文件的表述方法 

學者普遍認為好的文件表述法有利於更進一步的法資訊學研究，因此如何改

進文件的表述方法為目前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 

簡單的文件表述法可以[14]為例。Lame根據詞性與忽略列表(ignore list)過濾

法律文件上的詞彙後，以剩下的詞彙做為特徵，以 TFIDF 計算特徵的權重，來

代表該份法律文件。此為向量空間模式(vector space model)的一種。該模式由於

簡單、彈性的優點，目前仍為法律文件分類的常用方法。分類時是以查詢向量

(query vector)與類別向量的相似度做為分類依據。相似度的運算公式有許多種，

例如 Jaccard coefficient、Dice coefficient，而以 cosine coefficient最為簡單常用。

特徵權重則多以布林(boolean)模式、或是 TFIDF來決定。 

但這樣的表述法有幾個缺點。第一，詞彙之間互為獨立。即使是非結構化的

法律文件，通常也由許多有固定含意的部份所組成，而隱含著階層式的架構，架

構同時也反應出文件所屬的類別。這些特定的含意是由片語或是一個片斷的詞彙

組成，亦即詞彙之間互有關聯而並非獨立。將文件分割成獨立的單位，將導致某

些語意訊息的遺失。第二，在 TFIDF 的方法中，以詞頻代表詞彙在法律文件內

的重要性太過簡單。詞彙在不同語境中有不同重要性，應以語意導向來配與權

重。第三，向量空間模式只適合特徵維度較小的文件。維度過大時會造成儲存空

間與運算時間上的負荷，以及分類效能的下降。 

     特徵維度過大的問題已有許多有效的解決方案，例如對特徵進行群集

(cluster)，把相似的特徵視為同一個即可降低維度。Schweighofer 等人則曾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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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第三點進行討論[21]。在他們所提出的法律文件表述、分類、與標記方法中，

利用 Growing Self-Organizing Map(GSOM)改進第三點；對第二點則沒有確切的

改進方案。GSOM 為 SOM[12]的變化，乃一個向下分裂的 K-means 階層式群集

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method)，分為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為初始化，將輸入

的文件向量對應到一初始階層的單元，以 SOM群集之。群集方法為找出個群落

的中心點，單元內的元素依自己到中心點的距離移動到最接近的群落，使群落內

的變量變小，群落間的變量變大，重覆這樣的移動一定的次數後，視每個群落為

一個新的單元。第二步驟為向下分裂出新的階層。分析各單元的內變量，每個內

變量過大的單元會各自以 SOM再群集之，而分裂出數個新單元，當新單元的平

均變量小於分裂源的變量時才終止群集。 

內容經過標記(label)、有良好結構(well-structure)等特性有益於文件表述，因

此標記與結構化通常為法律文件處理的重要步驟。以 Ashley[6]等人提出的法律

文件表述方法之改進為例。他們將一種法律文件內會用到的句子分成 26 種

factor，接著以決策樹(decision tree)為分類方法為文件內的句子進行 factor的類別

標記。完成分類後得到的 factors 成為該份文件的索引，被用於尋找相近文件時

的比對。此外，在分類前還會對句子進行轉換使之一般化(general)，例如將

“Mason disclosed part of the recipe to Randle”這個句子轉換成“Plaintiff 

disclosed the information to defendant”。 

上述的表述方法有兩個特點。第一，在擷取特徵時並未破壞文件內容。第二，

以抽象描述(標記)來一般化句子(例如以 Plaintiff 取代 Mason)與結構化文件(亦即

以 factors 標記句子)。在大部份的機器學習方法中只取具代表性和鑑別力的特

徵，此外，以向量空間模式為例，詞序經常不在文件表述法的考慮之內。這些做

法會導致語意破碎、訊息遺失或喪失結構性等等問題。CBR 由於保留文件的原

本內容，因此能減少這些問題的發生，這點與上述的第一個特點相同。但此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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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特徵太複雜而難以建立恰當的文件索引。而上述的第二個特點，不論在一般

化句子的作法或是在結構化文件的作法上，目的都是在歸類相似的特徵以降低複

雜度，此與詞彙的群集分析有相同意義 

Branting等人曾提出一個自動合成法律文件草稿的系統[7]。他們以人工訂定

的文法規則描述法律文件的結構，包括法律文件之目的與一些必要詞彙的關係，

以及該文件類型的用語之限制。系統即根據此文法規則合成法律文件的草稿，但

在該份文獻中仍未有確切的合成方法。此包含文法規則的結構可視為該文件類型

的 ontology，擁有這樣詳細結構描述的法律文件可作多方應用。例如 Boella[4]

等人亦以 ontology來表達 legal relation，以期讓智慧代理人(agent)能根據 ontology

進行合法的活動。legal relation指的是法律規定在何種情況下有何種行為，則必

須負起何種責任的規則。此種知識架構因具有領域的專業特性(domain specific)，

在建構時需有專家知識的導入，因此困難度較高，但由於它的功能強大，所以成

為目前的研究趨勢之一。 

從上述的介紹中可以窺見文件的結構化以及好的表述方法對法律文件 之 處

理的重要。在本論文的輔助判決系統中，延續了簡易刑事判決之研究裡的文件表

述法，以具有詞序的特徵詞彙來表述案件，可視為傳統向量空間模式表述法的改

良。而語意段落的自動標記，即為我們結構化案件工作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