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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背景知識 

本研究中的輔助判決系統立基於舊有的系統[15]，並拓展處理的案件類型到

刑事法庭賭博案件和竊盜案件。因此在本章中，首先對刑事案件判決書與舊有的

輔助判決系統做一介紹。此外，再對各實驗的實驗資料來源、評估方法、共同的

前處理等做一說明。 

3.1 刑事案件判決書簡介 

    在本節中將以刑事法庭的賭博案件判決書做為例子，來介紹台灣刑事案件判

決書之架構與內容，以及它們在本研究中的功用。圖2與圖3中，有關隱私的部

份皆以「○」代替，「⋯」則為無關本研究而予以略過的內容。 

 

圖2 ：賭博案件判決書之範例上半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判決書--刑事類 

【裁判字號】 

○○, ○, ○○ 

【裁判日期】 

○○○○○○ 

【裁判案由】 

賭博 

【裁判全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年度○字第○號 

公訴人臺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陳○○ 

⋯⋯ 

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陳○○共同以賭博為常業，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電動賭博機

具貳拾柒台、⋯均沒收。 

吳○○、顏○○共同以賭博為常業，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沒收。 

潘○○、張○○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各處罰金壹仟元，如易服勞役，⋯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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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賭博案件判決書之範例下半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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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一、訊據被告陳○○、吳○○及顏○○坦承於右揭時地經營電動玩具為業，張○○坦承於右

揭時地玩電動玩具，惟均矢口否認有賭博犯行，均辯稱：客人用現金開分，以寄分卡玩，可

留待下次玩，但不可換錢云云。經查右揭事實，業據陳○○於警訊時供述明確，核與共同被

告張○○於偵訊時供陳可兌換現金等語相符，復有電動賭博機具二十七台、⋯等物扣案足

證，⋯⋯⋯⋯⋯⋯⋯⋯⋯⋯⋯⋯⋯⋯⋯⋯⋯⋯⋯⋯⋯⋯⋯⋯⋯⋯⋯⋯⋯⋯⋯⋯⋯⋯⋯⋯⋯⋯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二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零六條，

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第二項，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一條前段、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年○月○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庭 

法官林○○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台灣高等法院台

中分院。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項：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

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以賭博為常業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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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決書之架構主要分成三個段落：「主文」、「事實」與「理由」。其中，

「主文」欄位記錄了本案件的被告以及判決結果。「事實」欄位有涉案人的犯罪

事實描述，其中，並非所有涉案人皆一定為本案件的被告，部份涉案人可能在其

它案件裡被起訴，此時在該人名之後會有“業經本院判決”或“已審結”等等類

似的標示。「理由」欄位則詳述了判決的理由，並在“據上論斷”(如圖 3 中下

標的部份)之後列出所有的適用法條。 

「事實」欄位的內文為輔助判決系統的分類依據。在本研究中，輔助判決系

統理應以起訴書為輸入案件，但考慮到起訴書取得不易，而且起訴書中的「事實」

欄位內容與判決書的相同，因此在本研究裡改以判決書中的「事實」欄位代替起

訴書，作為系統的輸入案件。 

「理由」欄位裡，“據上論斷”之後列出的適用法條為輔助判決系統提供了

案件的正確判決結果。系統以此與案件的分類結果作比較，來判斷分類結果是否

正確。 

3.2 以詞序為主的輔助判決系統簡介 

    本研究中的輔助判決系統立基於舊有的輔助判決系統。舊系統以 instance- 

based learning做為機器學習方法來自動分類簡易刑事案件。其中，instances以有

詞序的關鍵詞做為主要特徵，此亦為本研究中新系統的主要引用部份，因此以「以

詞序為主的輔助判決系統」做為舊系統代稱。在以下兩節中將先針對舊系統做重

點介紹，引述出本研究延續的觀念及演算法。 

在本論文所延續的電腦輔助簡易刑事判決技術之研究裡，輔助判決系統以一

個案件做為一個 instance，用判決書做為訓練用案件來建立 instance base(判例資

料庫)。系統對訓練案件之犯罪事實欄位內容做過前處理，包括篩選、斷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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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的詞彙與其詞序做為 instance之特徵；以判決書之判決結果，包括案由以

及法條，做為 instance之建議判決。當要對一份做為測試用案件的判決書做出判

決建議時，系統先對判決書的犯罪事實欄位內容進行與訓練用案件相同的前處

理，然後拿結果與 instances做比對。系統根據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11]

的觀念，找出此案件與判例資料庫裡，instance 之間的 ordered common words 

(OCW)，以此做為計算兩者間相似程度的依據。最後，利用 kNN 的觀念，讓相

似程度超過門檻值的 instances 投票決定該案件的適用案由或法條，以票數最高

的案由或法條做為系統的建議判決。圖 4 為計算 OCW 數目的演算法[10]。圖 5

為系統流程，本研究中的輔助判決系統流程亦同。 

 

圖4 ：計算 OCW數目之演算法 

 

圖5 ：輔助判決系統流程 

Function-1：計算 OCW 之數目。Input：給兩個序列 A = a1a2…aα 及 B = 
b1b2…bβ，Output：依序出現相同詞彙之最大長度 
OCW(i,j)為 a1a2…ai與 b1b2…bj依序出現相同詞彙之最大長度(0 ≦ i ≦ α, 0 ≦ j 
≦ β) 
{ 

for i ← 0 to α do OCW(i,0) ← 0; 
for j ← 0 to β do OCW(0,j) ← 0; 
for i ← 1 to α do 
  for j ← 1 to β do 

if ai = bj then OCW(i,j) ← OCW(i-1,j-1) +1 
    else OCW(i, j) ← max{ OCW(i, j-1), OCW(i-1, j)}; 

} 

前處理

   測試用案件

   訓練用案件

前處理

訓練階段 

建立判例資料庫 

測試階段 

分類 輸出判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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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用 OCW做為相似度依據的主因是，此種方法可以做近似於語意層面上的

比較。舉例來說，「在○巷○號之公共場所，張○○提供電動賭博機具乙臺」與「張○○

提供○巷○號之公共場所予李○○擺設電動賭博機具」這兩句話，斷詞後若保留詞序，

則成為如下的關鍵詞序列：「公共場所 提供 電動 賭博 機具」與「提供 公共場所 擺

設 電動 賭博 機具」，可以發現其中仍然保留著「提供→賭具」與「提供→賭博場

所」的語意訊息，而此訊息可以做為一種特徵。例如：「張○○提供公共場所做為賭

博場所」所成的第三個序列「提供 公共場所 賭博 場所」，它與前兩個序列所共有的

詞彙皆相同，為「提供」、「公共場所」與「賭博」，若只以關鍵詞做為特徵，則

難以分辨出與何者較接近。但它與第一個序列的 OCW為「提供 賭博」，與第二

個序列的 OCW 為「提供 公共場所 賭博」，此時透過「提供→賭博場所」的特徵

即可強調出它們的差異。 

3.3 以詞序為主的輔助判決系統之演算法 

舊系統的流程主要分為兩大步驟，第一步是利用訓練用案件建立判例資料

庫，第二步是利用 instances來對測試用案件做分類。 

在第一步中，一篇訓練用案件可以建立一個 instance。Instance包括兩個欄位

的資料，第一個欄位記錄建議判決，即為法官對該訓練用案件之判決所引用的法

條。第二個欄位記錄保留詞序的特徵關鍵詞，即為該訓練用案件「事實」欄位內

文經過前處理後得到的斷詞結果。在第二步中，對一篇測試用案件做分類時，系

統會從判例資料庫中搜尋出與它最相似的 K 個 instances 來做判決建議，對每種

建議類別做數量的統計之後，以最多者做為判決結果。其中，兩個案件之間特徵

關鍵詞的 OCW之數目與兩者的關鍵詞數目之比例相加再除以 2，即為它們的相

似度。例如第 3.2節中第一個序列的詞數目為 5，第三個序列為 4，它們的 OCW

之數目為 2，若以第一個序列做為甲案件的特徵關鍵詞，以第三個序列做為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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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特徵關鍵詞，則甲和乙案件的相似度為 45.02
4
2

5
2

=÷





 + 。 

以下為第二個步驟的演算法，Function名稱中標示「old」以與新系統中有相

同目的的演算法做出區別，並方便比較。 

 

圖6 ：舊的分類演算法 

以下為相似度 s的計算公式。 

2÷
′

+= )
L
O

L
O(s  

上述 kNN 的作法與實際的舊系統裡 kNN 的作法有所差別。在實際的作法

中，系統並非找出相似度分數最大的前 k個 instances，而是設定一個相似度門檻

Function-2：old_test。Input：cases, instances，Output：performance 
{ 
//let cases T = {t1,t2,⋯,tx,⋯,tn}，instances I = {i1,i2,⋯,iy,⋯,im} 

for each tx do{ 
      for each iy do{ //the classification procedure for tx 

           int O = OCW(tx, iy);//用 Function-1取得 tx與 iy的 OCW值 
     int L = iy.length( );//取得 iy的關鍵詞數目 

int L' = tx.length( );//取得 tx的關鍵詞數目 
double s = countTheSimilarity(O', L, L');//計算 tx與 iy的相似度 
Set S.add(s);//將 s加入集合 S中 

} 
ArrayList AL = getKInst(S); 
//根據相似度的大小取出分數最大的前 K個 instances，記錄在 AL中 
class c = getClass(AL); 
//從 AL中統計出 instances數量最多的類別，做為分類結果 

  Set C.add(c);//將 tx的分類結果記錄在集合 C中 
 } 

   compile(C);//統計分類結果，計算出 performance並記錄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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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π，找出所有相似度分數超過 π 的 instances。但由於本研究中 kNN 是採取上

述的作法，為了比較新舊系統效能時控制變因上的需要，且 kNN 之實作方法與

比較並非本研究的重心，遂統一成上述的作法。因此必須注意的是，在本論文中

提到的“以詞序為主的輔助判決系統”與過去已經建立好的系統之間，實際上是

有所差異的。 

另外，在電腦輔助簡易刑事判決技術之研究裡，也曾針對如何以權重反映出

instances裡關鍵詞的不同重要性之課題做出研究與實驗。包括兩種決定權重的方

法：1) 以人工建立 instances 時，由人來決定詞的權重。2) 自動產生 instances

時，以詞在同一案由或法條的案件中之出現次數，與該案由或法條的案件篇數之

比例做為詞的權重之依據，另外還加上三個原則來決定詞的權重。其實驗包括了

instances不考慮關鍵詞詞序，分別採用上述兩種方法決定關鍵詞權重時的判決結

果之比較；以及考慮詞序時，分別採用上述兩種方法的判決結果之比較。從比較

結果的實驗報告中可以知道，以權重反映出關鍵詞的重要性時，可以幫助判決結

果正確率的提升；但以詞的出現次數作為權重之設定依據時，由於該設定與詞的

前後文沒有關係，所以在以詞序為主的判決方法中幫助較小。有鑑於此，由於新

的判決系統之研究是以詞序為主的判決方法之延續，因此在關鍵詞權重的訓練方

法上做了較大的改變，而這些將在第四章中予以詳細介紹。 

3.4 資料來源 

本論文各個實驗裡所使用到的賭博與竊盜案件判決書乃透過板橋地方法院

的何君豪法官之幫助而取得，或從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25]中下載。由於各

實驗用到的案件判決書篇數不同，所以關於案件判決書篇數的細節將在各實驗中

才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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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實驗的評估方法 

本論文的各個實驗結果皆採用標準的 precision(以 P表示)、recall(以 R表示)

和 F measure(以 F表示)來做評估。F measure的公式如下。 

RP
RP2

F
+

=  

3.6 判決書的前處理 

在輔助判決系統或是自動標記語意段落的系統中，判決書都必須經過前處理

後才能做為輸入案件，因此本節先針對此共同的步驟予以說明。 

前處理包括篩選下載的判決書，捨棄或更正資料有缺漏或錯誤者，接著針對

判決書的「事實」欄位內文做加標籤、斷句、斷詞等動作。但在輔助判決系統中，

並不進行斷句，只有加標籤與斷詞。 

在加標籤的部份，系統會把人名、地址、時間標上標籤。譬如「⋯嗣於同年○

○月○○日○○時○○分，適有少年吳○○在○市○區○路○號賭博時⋯」這個句子，經過

標示後會變成「⋯嗣於<時間>同年○○月○○日○○時○○分</時間>，適有少年<人名>吳○

○</人名>在<地址>○市○區○路○號</地址>賭博時⋯」。標出人名的目的是要讓程示能

夠辨識出人名，但由於人名的自動辨識不是本實驗的研究目標，所以這部份工作

以人工輔助，把所有案件中出現的人名都先挑出來收錄進資料庫裡，以便程式辨

識。標出地址與時間的目的，則是延續了電腦輔助簡易刑事判決技術之研究的觀

點，認為地址與時間對案由或法條的判斷較沒有幫助，因此予以標示出來，並在

斷詞後忽略不予以記錄；人名亦同。 

斷句時，以逗號、分號與句號來區隔句子，斷句以保留句子順序的方式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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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以留住每個詞彙座落在那個句子上的位置資訊；斷詞結果以保留詞序的方

式儲存下來，以留住每個詞彙與前後文的關係。 

斷詞時以長詞優先為原則，利用 2000 版本的 Hownet 與自建詞庫來進行斷

詞。實例如下，譬如「<人名>陳○○</人名>基於意圖營利之概括犯意，自<時間>民國○年

○月○日</時間>起，在<地址>○市○區○路○段○巷○弄○號○樓</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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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經過斷詞後會成為如下具有詞序的

關鍵詞序列：「<人名>陳○○</人名> 基於 意圖 營利 概括 犯意 <時間>民國○年○月○日

</時間> <地址>○市○區○路○段○巷○弄○號○樓</地址> 經營 公眾 得出 場所 擺設 電動 

賭博 機具」。而在輔助判決系統中則記錄成如下的序列：「基於 意圖 營利 概括 犯

意 經營 公眾 得出 場所 擺設 電動 賭博 機具」。 

使用的詞典會影響斷詞後的結果。我們除了使用 HowNet之外，因為考慮到

HowNet缺乏法律這個領域的專用詞彙，所以以人工加入法律文件的常用詞，此

外還以統計訓練用案件中字串的出現頻率之方法，建立一個專業詞典，用來輔助

HowNet。另外，在輔助判決系統的前處理中，我們還根據頻率來刪除一些關鍵

詞。斷詞時我們統計出訓練案件中，每個特徵關鍵詞在各種類別裡的詞頻。當一

個特徵關鍵詞在各種類別裡的詞頻皆落在範圍[0.2, 0.5]外時就刪掉這個詞。我們

的目的在先過濾掉無助於分類的特徵，避免這些詞的干擾。當關鍵詞在所有類別

裡的詞頻都高於或低於上述範圍時，我們就認為這個詞因為太常見或太少見所以

無助於分類，因此予以刪除。但有一些較特別的詞彙，這些詞彙符合刪除的條件，

但吾人認為這些乃重要的詞彙，因此不予以刪除。 

使用中文詞典的斷詞方法通常採用長詞優先的經驗法則。一般來說，長詞優

先有較高的機率從句子裡斷出具有正確語意的詞彙，譬如說：當詞典同時收錄了

「公共場所」、「公共」、「場所」三個詞彙時，則「公共場所」這個詞用長詞

優先會被斷成「公共場所」，用短詞優先則會斷成「公共  場所」。從這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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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長詞優先斷出來的詞彙較正確。所謂的正確是指它的語意比較完整，

比較能反應出原本想表達的意思。以圖 3 的s2段落為例，圖 7 由左至右分別為

原始語料、標上標籤與斷句後、斷詞後的樣子(句子前標上數字以方便區別)。 

 

圖7 ：斷句與斷詞之實例 

前處理之後，依照各系統的流程進行下一個步驟，輔助判決系統的部份將在

下一章中介紹，段落的自動標記將在第七章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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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嗣於<時間>○年○月○

日○時○分</時間>許，

2.適<人名>潘○○、張

○○</人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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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嗣於 <時間>○年○月

○日○時○分</時間> ，

2.<人名>潘○○、張

○○</人名> 上址 賭

玩 滿貫大亨 滿天星 

電動 賭博 機具 當場

查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