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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輔助判決系統 

本章開始為「一人多罪」問題的研究工作報告。實驗資料乃從司法院法學資

料檢索系統資料庫裡，收集了 21 個地方法院約五年間的案件判決書。經前處理

後，賭博案件剩 6242篇，其中 2000篇作為 training data，以 Tr_1代表；400篇

為另一獨立的 training data，以 Tr_2代表；3842篇作為 test data。竊盜案件剩 1200

篇，其中 600篇為 Tr_1，300篇作為 Tr_2，300篇作為 test data。其中，Tr_1用

來建立判例資料庫，Tr_2用來決定系統參數，test data則用來測試系統效能。 

以下將以賭博案件為例，來介紹與說明本研究中建立的輔助判決系統。 

4.1 設計動機與系統概述 

因為以詞序為主的輔助判決系統(簡稱舊系統)在簡易刑事判決技術之研究

裡得到不錯的成果，所以本研究延續其中主要的方法到刑事法庭的案件上，依然

以 instance-based learning 做為機器學習方法來建立新的輔助判決系統(簡稱新系

統)。而新系統的改進方向則朝舊系統的研究結論中所闡述的不足之處發展，以

introspective learning 為核心找出 1) 新的 instance 特徵，以及 2) 設計新的權重

訓練方法。 

在第 1個改進方向上。根據簡易刑事判決技術之研究的實驗結果顯示，同一

個分類方法用於判斷案由的正確率會比判斷法條的正確率高，原因為同案由但不

同法條的案件間相似度較高，所以在舊系統的研究結論中提到，需要更多的案件

特徵來判斷不同的法條。有鑑於此，本論文遂以同案由的案件來做法條分類的研

究，希望新系統的分類方法能夠在同案由的案件裡有良好的表現。而 instance除

了有詞序的關鍵詞和關鍵詞權重外，還以它的投票正確率做為新的特徵。 

投票正確率代表 instance 在分類時的可信程度。若正確率高，則認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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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 對測試階段時的分類效能有所幫助，而允許其加入測試階段的分類流

程；否則認為它對分類效能沒有幫助而不允許加入分類流程。由於舊系統中的分

類方法是藉由與 instances 的相似度來判斷待分類案件的適用法條，當 instances

所屬類別的法條與待分類案件同案由但不同法條時，有可能因為特徵太過相似而

導致分類錯誤。所以我假設一個 instance的投票正確率太低時，即表示它與自己

類別案件的相似度經常不如與它相似類別案件的相似度，因此容易導致分類錯

誤，而對測試階段的分類效能沒有幫助。所以在新系統的分類方法中加入上述以

投票正確率為特徵的過濾程序，希望能以此排除掉判例資料庫中，這種容易導致

分類錯誤的 instances，使新的分類方法能夠在同案由的案件裡有良好的表現。 

在第 2個改進方向上。簡易刑事判決技術的研究經驗亦顯示，instance的關

鍵詞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應給予不同的權重，而權重之設定不應只以詞頻為依據

(此部份的實驗概述可參考第3.3節最後一段)。針對這點，新系統在關鍵詞權重

的訓練上不僅只考慮詞頻，還以第 3.2節所述的 OCW做為訓練關鍵詞權重的依

據。由於 OCW本身即為具有詞序的關鍵詞序列，被用於以詞序為主的輔助判決

系統裡兩個案件間相似度的判斷，因此我假設這樣的關鍵詞權重之訓練方法比起

只考慮詞頻的關鍵詞權重之設定，能夠更加適合以詞序為主的輔助判決系統。 

以上為新系統與舊系統主要不同部份的概述，細節將在這章中一一予以介

紹。新系統的輸入資料為刑事案件判決書，輸出為根據每個案件的事實欄位資料

所作出的建議判決，如下圖 8。流程亦如圖 5，分為兩大步驟：第一步是利用訓

練用案件建立判例資料庫，第二步是分類測試用案件。而步驟一又可分為如下的

小步驟：1-1)建立 instances。1-2)訓練 instances。以下分節介紹流程裡的個別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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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新系統之輸入與輸出資料 

4.2 建立判例資料庫 

案件經過如第 3.6節所述的前處理後，以訓練用案件來建置判例資料庫，分

為如下的步驟：1)建立 instances。2)訓練 instances。一篇 Tr_1的案件可建立一個

instance，instances經過訓練後儲存在判例資料庫內。 

4.2.1 Instance之結構與建立 

一個 instance包含四個欄位的資料：1)建議判決：法官對此訓練用案件之判

決所引用的法條之紀錄。建議判決的意思是，當輔助判決系統認為一個 instance

與一個待分類案件相似時，instance 即以此欄位所記錄的法條作為該待分類案件

適用法條的建議。2)投票正確率。3)保留詞序的特徵關鍵詞序列：即為該訓練用

案件「事實」欄位內文經過前處理後得到的，保留詞序的斷詞結果。4)特徵關鍵

詞的權重序列：每個特徵關鍵詞的權重在此按照與關鍵詞序列相同的順序被記錄

著。結構如圖9。 

 

圖9 ：instance之結構 

Instance 之建置即根據圖 9 所示的結構。一篇 Tr_1 的案件可以建立一個

Instance

建議判決 投票正確率
特徵關鍵

詞序列

關鍵詞之

權重序列 

新系統
刑事案件

判決書 

案件之判

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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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步驟包括替該篇訓練用案件建立一個對應的 instance，並初始化四個欄

位的資料：將該案件的建議判決填入 instance之第一個欄位內，保留詞序的特徵

關鍵詞序列填入第三個欄位內。而第二個欄位資料初始化為 none，第四個欄位

統一填入初始權重。例如以圖 2與圖 3所示案件所建立的 instance即為圖 10所

示：第一行的「slot-1」表示 instance的第一個欄位，第二行為第一個欄位的資料，

亦即建議判決；第三行的「slot-2」表示 instance的第二個欄位，第四行為第二個

欄位資料，亦即投票正確率；以下可依此類推。 

另外，關鍵詞權重之上限設為 1.0，下限設為 0。初始值設為 0.5，原因在於：

1) 若設為 0，則將導致相似度計算公式裡的分母為 0(相似度公式請見第 4.3.1

節)。2) 若設為 1，則使得訓練關鍵詞權重時，增加關鍵詞權重的動作失去意義(關

鍵詞權重的訓練請見第 4.3.3節)。因此取中間值 0.5作為初始值。 

 

圖10 ：instance之範例 

4.2.2 訓練 instances 

建立 instances之後，系統將藉由訓練來更新 instances。instances之訓練為不

斷重複的迴圈，直到以 Tr_2做測試而系統效能下降時才終止。圖11為其演算法。 

Instances 的每一個訓練迴圈可以分成三個步驟：1)取得 instances 的投票行

slot-1： 
法條 266，法條 267 
slot-2： 
(none, none) 
slo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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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t-4：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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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圖 11的 Line2。2)更新 instances，如圖 11的 Line3。3) 以 Tr_2測試訓練

結果，如圖 11 的 Line5。投票行為裡包含了可計算出 instances 的投票正確率與

關鍵詞權重之紀錄。這些紀錄會被用來更新 instances，修正它們的內含資訊。也

就是說，instance 之訓練主要根據投票行為來修改第二和第四個欄位的資料。圖

11 中，performance 為：對 Tr_2 的測試結果做評估時，以標準的 precision(P)與

recall(R)之計算公式得出每個類別的 P 值和 R 值。接著以 P 值和 R 值計算出 F 

measure的平均值(如第 5.3節所示)，以平均值做為一個訓練迴圈的 performance，

當比上一個訓練迴圈所得到的平均值低時，即為 performance下降。圖 12為建立

判例資料庫的流程，每個步驟的細節將在下兩節予以詳細說明。 

 

圖11 ：instances之訓練 

Function-3：instances之訓練。Input：未訓練的 instances，Tr_2。Output：訓
練完畢的 instances 
{ 
Line1：do training loop{ 
//令 instances為 I = {i1,i2,⋯,im} 
Line2： Statistics = vote(I);//取得 instances的投票行為 
Line3： 利用 Statistics來 update I; 

//根據投票行為來更新 instances的內含資訊 
Line4： performance=test(Tr_2, I); 

//用 Tr_2的測試結果決定是否終止訓練 
Line5：}while(the performance of test decr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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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建立判例資料庫之流程 

4.3 Introspective Learning 

在訓練階段，藉由觀察 instances 的投票行為，可以修正 instances 的內含資

訊。其中，投票正確率之紀錄將在測試階段時，被用來決定是否允許 instances

加入分類程序。關鍵詞之權重則用在 instance與一個測試用案件或另一個 instance

之間，相似度的計算。 

本節中，第 4.3.1節為圖 11裡「Line2：取得 instances的投票行為」步驟的

實作細節，第 4.3.2節與第 4.3.3節為「Line3：更新 instances的內含資訊」步驟

的實作細節，以下詳述之。 

4.3.1 取得 instances的投票行為 

Instance根據它的投票行為來進行更新，因此在進入更新程序前必須先收集

instances的投票行為。必須注意的是，更新動作會在收集所有的 instances之投票

行為之後才會發生，而不是收集完一個 instances 的投票行為後馬上進行更新。

Instances之訓練

Tr_1 
(start)  

Vote 

Terminate

Update 

Yes 

No，Next Round 

If performance 
decreases Test 

Instances 之
建立 

Tr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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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為取得投票行為的演算法。系統輸入一個instance：ix後，會找出與它相似

的 instances。每搜尋到一個相似的 instance：iy時，系統會記錄下相關的訊息。

在本論文中，這些相關訊息被稱為 iy的投票行為。而“相似”的定義為：當兩個

instances的相似度大於門檻值π時，兩者即為相似。 

如圖13裡Line3、Line4為取得 ix與 iy之相似度 s的過程，在 Line6中判斷

s是否超過門檻值π，若超過則把投票行為記錄在 Statistics中。投票行為包括：

Line3 中得到的 OCW O，從這項資訊中可以知道 iy應該根據這次的投票調整那

些關鍵詞的權重；以及 Line5中得到的此次投票是否正確的紀錄 B，根據這項資

訊可以統計出 iy的投票正確率。 

π的作用在於界定出何謂相似的案件；也就是說，兩個 instances 相似度大

於π的意義在於，這兩個案件的特徵，也就是關於犯罪事實的描述是很類似的。

又由於法官判決的依據來自於犯罪事實描述，亦即一個案件的適用法條之依據亦

來自於犯罪事實描述，因此兩個相似案件的適用法條應該一致。所以，當兩個相

似案件的適用法條一致時，系統即認為此投票為正確，否則為錯誤。Instance的

投票正確率低表示，此 instance與跟它不同類別的 instances較為相似，而這種情

況將不利於案件的正確分類，因此需記錄下來，才能加以處理。 

π值乃透過 Tr_2的測試來決定，依序觀察π={0.1, 0.2,⋯,0.5}中何者的分類

結果較好，根據測試發現π值設為 0.3時可以得到較好的結果，因此本系統中π

值設定為 0.3，詳細的測試步驟將在第 5.2 節說明。當觀察不同π值下系統的分

類效能時，可以發現在同樣的訓練次數中，保持π值在較低的位置時通常可以得

到較好的分類結果。這是因為π值較低時，instance 在一次訓練中可以參加較多

次的投票，而得到較多的投票行為。由於系統是根據投票行為來調整 instance的

內含資訊，所以較多的投票行為理論上可以達成較有效率的訓練。此外，π值較

高時會抑制 instances 的投票率，會有較多的 instances 因為從未在訓練迴圈中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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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投票，使得投票正確率之記錄為 0。正確率為 0的 instances會被系統認為投票

正確率過低而不允許加入測試階段的分類流程，因此π值較高時會使得可參加測

試階段的案件分類之 instances 變少，從簡易刑事案件的研究經驗中可以知道，

判例資料庫內的 instances 變少時容易降低系統的分類效能。π值太低時，則會

讓相似度的條件失效，使得 instances 權重之調整受到不相似案件的干擾，因而

導致訓練效果降低，系統分類效能下降。 

相似度的計算方法則修改自舊有輔助判決系統之相似度計算公式(如第 3.3

節所述)。ix與 iy之相似度 s的計算方法如下。令 Wx為 ix之關鍵詞權重的總和，

Wy為 iy之關鍵詞權重的總和，O 為 ix與 iy的 OCW。令 w'為 ix裡，屬於 O 的關

鍵詞之權重總和，w為 iy裡屬於 O的關鍵詞之權重總和。則： 

2
W
w

W
ws

yx
÷










+

′
=  

iy的 1)投票的正確與否，以及 2)與案件間相同的特徵關鍵詞，這兩種資訊即

為投票時會被記錄下來的投票行為，系統即根據投票行為來修正 iy第二和第四個

欄位的資料，此為取得投票行為之目的。圖 14為計算相似度的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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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取得投票行為的演算法 

 

圖14 ：計算相似度的演算法 

4.3.2 更新 instances的內含資訊 

本節將說明圖 11的 Line3如何修正 instances的內含資訊，並將重點放在第

二個欄位資料的更新上，第四個欄位資料的更新則在下一小節予以詳細介紹。 

第 4.3.1節中提到 Statistics裡面記錄了每個 instance的全部投票行為，包括

每次投票時的正確與否以及 OCW。從前者可以統計出每個 instance 的投票正確

Function-4：Vote。Input：instances，Output：Statistics 
{ 
//令 ix與 iy為兩個不同的 instances， my,x ≤≤1  
Line1：for each ix do{ 
Line2：   for each iy do{ 
Line3：      string O = OCW(ix, iy);//取得 ix與 iy的 OCW 
Line4：      double s = getTheSimilarity(ix, iy, O); 

//用 Function-5取得 ix與 iy的相似度 
Line5：      boolean B = ifTheVoteIsCorrect(ix, iy);//記錄此投票行為是否正確 
Line6：      If s ≥π then record information:(iy, O, B) in Statistics; 

//相似度超過門檻值π時，記錄此投票行為 
          } 
       } 
} 

Function-5：getTheSimilarity。Input：instance ix ,iy ,string O。Output：similarity
{ 

int w = getTheWeightsOfOCW(O, iy);//取得 O在 iy的權重總和 
int w' = getTheWeightsOfOCW(O, ix);//取得 O在 ix的權重總和 
 //令 ix的詞彙之權重總和為Wx，iy的詞彙之權重總和為Wy 
double s = countTheSimilarity(w, w', Wx, Wy);//計算 ix與 iy的相似度 
retur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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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包括總投票次數與正確投票次數；後者配合前者則可以用來調整 instance的

關鍵詞權重。instance 的第二個欄位包括兩個子資料欄位，令為(a,b)，a 記錄了

該 instance在前一次訓練中的投票正確率，b記錄了這次訓練中的投票正確率。

統計出 instance在最新一次訓練中的投票正確率之後，原本記錄在欄位 b的資料

成為前一次訓練中的投票正確率，因此首先用 b的資料更新 a：清除 a的紀錄，

再把 b的資料重新記錄到 a中。最後用新得到的投票正確率更新 b：清除 b的舊

資料，再記錄上新的投票正確率。譬如一個 instance剛建立時它的二個欄位紀錄

為(none, none)，若它在第一次訓練中投了 5次票，其中有 3次為正確投票，則第

一次訓練結束後，第二個欄位紀錄會更改成(none, 3/5)。若在第二次訓練中又投

了 8次票，其中有 7次為正確投票，則訓練結束後，第二個欄位紀錄會變成(3/5, 

7/8)；若在第二次訓練中沒投票，則仍保持為(none, 3/5)。圖 15是更新 instances

內含資訊的演算法。 

 

圖15 ：更新 instances內含資訊的演算法 

4.3.3 調整特徵關鍵詞權重 

投票行為中記錄了 instance每次投票的資訊，包括是否為正確投票，以及該

Function-6：Update。//利用 Statistics更新 instances。 
{//let instances I = {i1,i2,⋯,iy,⋯,im} 

for each iy do{ 
string F = getInformation(Statistics, iy); 
//從 Statistics中取出 iy的全部投票行為 
int TV = getTotalVoteTimes(F);//統計出 iy的全部投票次數 
int CV = getCorrectVoteTimes(F);//統計出 iy的正確投票次數 
updateDataInSlot2(TV, CV);//更新 iy第二個欄位的資料 
序列 KW = getKeyWeights(iy);//取得 iy的關鍵詞權重 
序列 KW' = modifyKeyWeights(F, KW);//根據 F修改 iy的關鍵詞權重 
updateDataInSlot4(KW');//更新 iy第四個欄位的資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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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投票得到的 OCW。在這步驟中，系統根據這兩種紀錄來調整 instance 的關鍵

詞權重，亦即第四個欄位資料，目的是增加重要關鍵詞的影響力，並減輕 noisy 

data的影響力。 

系統會針對每次的投票紀錄做處理。調整原則如下：當這次投票為正確投票

時，則增加 instance中屬於相對應 OCW的關鍵詞之權重。當為錯誤投票時則減

少 instance中屬於相對應 OCW的關鍵詞之權重。譬如若一個 instance的特徵關

鍵詞序列為：「提供 公共場所 賭博 場所」，它的某次投票之 OCW為「提供 公共場

所」。則當為正確投票時，即增加「提供」、「公共場所」兩個詞的權重；當為錯

誤投票時則相反，減少「提供」、「公共場所」兩個詞的權重。上述調整原則的作

用在於增加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詞彙與重要詞組的權重，使其在案件的分類上，具

有足夠的法條鑑別力。說明如下。 

instance 可以視為自己所屬類別，也就是適用法條的一個樣板。當為正確投

票時，表示這個樣板成功的對應到一個案件，此案件可以因為這個樣板的正確對

應而增加得到正確的判決建議之可能性。但由於 instance中做為特徵的關鍵詞並

沒有經過挑選，所以樣板中並不是所有的詞彙都足以做為特徵，而可能包含許多

noisy data，這些 noisy data可能會降低正確投票的機率。例如在賭博案件中，「意

圖 營利」經常出現在適用法條包括法條第 268條的 instances裡(圖 16列出法條條

文以便於瞭解)，但偶爾也會在包括法條第 267 條但不包括第 268 條的 instances

裡出現，此時這些 instances就容易投錯誤票到包括法條第 268條的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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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刑法條文之一 

某些關鍵詞較常出現在有特定適用法條的案件裡，例如「提供」一詞即較常

出現在包括法條第 268條的案件裡。詞組則具有語意上的重要性，例如詞組「提

供 賭博 場所」由於包含了「提供→賭博場所」的語意訊息，與法條第 268條的語

意相同，因此更常出現在有該法條的案件中，而比「提供」一詞更具有法條第 268

條的鑑別力。若給予所有關鍵詞相同的權重，則不但會降低重要關鍵詞的影響

力，同時也無法從一個句子中突顯出詞組來。例如「提供○巷○號○樓之公寓，做為

與不特定賭客賭博財物之場所」前處理後之序列「提供 公寓 做為 特定 賭客 賭博 財物 場

所」中，除「提供」一詞外在賭博案件裡皆經常出現。假設權重皆為 1，則重要

詞彙所占的權重比只有 1/8，並不足以做為法條第兩百六十八條的鑑別特徵。但

若能提升「提供」、「賭博」、「場所」與其它詞彙的權重比，則序列即可接近詞

組「提供 賭博 場所」的法條鑑別力。譬如在理想狀況下，除這三個詞彙之權重為

1外，其餘皆為 0，則權重為 0的詞彙可以視為不存在，而原序列即可視為序列

「提供 賭博 場所」。 

由於一個類別裡具鑑別力的特徵為經常在該類別的案件裡出現，但極少在其

它類別案件裡出現的詞彙或詞組，而這些詞彙或詞組可以幫助正確投票，為

instance 的良好特徵。因此，當發生正確投票時，系統即將此時屬於 OCW 的關

鍵詞視為這樣的良好特徵，而予以提高權重；不屬於 OCW的關鍵詞因為不被視

名  稱： 中華民國刑法 (民國 92 年 06 月 25 日 修正)  

第  267 條 (常業賭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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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68 條 (圖利供給賭場或聚眾賭博罪)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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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良好特徵，所以不改變權重。反之，當發生錯誤投票時，則把此時的 OCW視

為容易導致此 instance 對應到錯誤類別的特徵，而予以降低權重；不屬於 OCW

的關鍵詞也因為不被視為不好的特徵，所以不改變權重。此即為調整原則的原

因。當訓練案件夠多時，在大部份情況下屬於良好特徵的關鍵詞與詞組之權重就

會相對地較高，它們即可得到法條的鑑別力；而不重要或是經常導致錯誤投票的

關鍵詞與詞組之權重就會相對地較低，它們的影響力也就因此而下降。圖 17 為

調整權重的演算法。 

 

圖17 ：調整權重的演算法 

令 instance iy的關鍵詞權重序列為Wy， }w,,w,,w,w{W )y(n,yi,y,y,yy LL21= 。

其中的權重最大值為 wmax(y)，權重最小值為 wmin(y)。以 w代替 wy,i，增減關鍵詞 w

權重的方法是用 w原有的權重加上調整值 V，如下： 

Vww +=′  

權重設有上下限，當調整後的權重最大值超過上限或最小值低於下限時則重

新調整。重新調整權重的方式如下： 

Function-7：modifyKeyWeights。Input：information of the instance，key weights。
Output：new key weights 
{ 

for each vote record do//針對每次投票的紀錄做處理{ 
if the vote is correct then//如果為正確投票 

increase the weights of OCW; 
//增加 instance中，屬於 OCW的關鍵詞之權重 

else//如果為錯誤投票 
decrease the weights of OCW; 
//減少 instance中，屬於 OCW的關鍵詞之權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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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的計算方法源於 TFIDF的觀念。TF的意義是以詞在一份文件中的出現次

數代表詞在該文件中的重要性，也就是每出現一次則重要性加 1；但在本系統中

詞只有出現在 OCW 時才被視為一個類別中的重要詞彙，且包括“良好的特

徵”、“容易導致此 instance對應到錯誤類別的特徵”兩種意義而分別需要予以

增加或減少權重。因此 TF在此並不能僅以w的出現次數代表重要性，而是以“在

一次正確投票中出現在 OCW裡”來代表重要性加 1，以及“在一次錯誤投票中

出現在 OCW裡”代表重要性減 1。V的分子固定為 1來表示 w一次增加或減少

權重的調整。 

V 的分母 dw意義近於 IDF：一個詞若出現在越多種類別的文件內，則它的

代表性就越低，因此除以 IDF 來降低該詞在一種類別文件內的重要性。所以在

這裡吾人根據 w在各類別中的分佈機率來決定 dw值。但因為根據對實驗資料的

觀察，我們知道有極少量下載的判決書具有錯誤，包括工讀生將紙本判決書登錄

成電子版時，適用法條或是「事實」欄位內文句子的錯漏；或根據與何君豪法官

的討論，知道紙本判決書本身也有極少量的錯誤。這些錯誤有可能造成不該出現

在某一類別中的關鍵詞，卻出現在該類別中，而造成計算 dw值的錯誤，因此應

該予以修正。 

以賭博案件為例，基於罪刑法定原則，當一案件的「事實」欄位內文中有「常

業」一詞出現時，適用法條得以引用第 267條，若無「常業」一詞，則不得引用。

但在案例中，有極少數適用法條包括第 267條的案件，它們的判決書在撰寫或是

登錄成電子版時錯漏了該法條；或是適用法條不包括第 267條的案件，它們的判

決書之「事實」欄位內文在撰寫或是登錄成電子版時誤加了「以之為常業」等類

似的句子。由於這樣的錯誤，「常業」一詞就會出現在不包括法條第 267條的案



 

 

36

件類別之中。 

有鑑於此，在 dw的計算方法中，系統將 w分佈機率過小的類別予以歸零，

而以分佈機率不為零的類別之數目做為它的 dw值。意即視這些過小的分佈機率

為上述人為錯誤所造成的結果，因此予以忽略不計算在 dw之內。機率過小的定

義為：令 

)w(P
)wc(P)w|c(P x

x
I

=  

Pmax(w)為 w在各類別分佈機率中的最大值，則當 P(cx|w)除以 Pmax(w)之值小

於 0.1時，視 P(cx|w)過小。因此，令類別 }c,,c,,c,c{C nx LL21= ，V的計算方法

如下。 

( )w|cPmax)w(P xCcmax
x∈

=  

for each P(cx|w) ,x=1,2,⋯,n, do 

if 1.0
)w(P
)w|c(P

max

x <  then 0)w|c(P x =  

    dw為 P(cx|w)不為零的 cx之個數，權重調整值 V為： 

wd
1tV ×=  

其中，t為一個常數，被用來控制 V的大小。由於 instance投票正確率的變

化會受到自己投票次數所造成的關鍵詞權重變化之影響，所以關鍵詞權重的調整

值 V 不應該太大，否則會造成權重與投票正確率的劇烈變化，而不容易找出正

確率的 global maximum。因此 t被設定為一較小的常數，使 V不至於太大。但 t

也不宜太小，否則會使得權重的變化過小，而大量增加訓練的時間成本。在本系

統中，t值根據Tr_2的測試結果來決定。在 t={0.5, 0.05, 0.04, 0.03, 0.02, 0.01, 0.001}

的測試中，發現 t 從 0.05 到 0.01 間有較好的分類效能，但在這之間正確率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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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差異。這表示 t在 0.05到 0.01間即為恰當的值，因此最後以 0.02做為

t的設定值，詳細的測試流程會在第 5.2節中說明。 

以上兩小節為 instance資料欄位的更新方法，以此方法每完成一次 instances

的更新，即利用 Tr_2進行此次訓練結果的分類測試，以決定是否終止訓練迴圈。

分類方法如下節。 

4.4 分類方法 

訓練階段的分類與測試階段的分類，兩者的做法是一樣的，都是以 kNN 來

分類輸入案件，差別只在於前者的輸入案件是一份獨立的訓練資料，Tr_2，用來

分類的是前一個訓練迴圈所得到的 instances；後者則輸入 test data，用來分類的

是訓練迴圈結束後得到的 instances。訓練階段的分類之目的在於決定何時該停止

訓練迴圈。當經過訓練並更新的 instances以 Tr_2做分類測試後，它的 performance

下降時，則停止訓練迴圈。必須注意的是，令最後一次訓練迴圈為第 n個 round，

因為第 n個 round的分類測試之 performance低於第 n-1個 round，所以會取第 n-1

個 round的訓練結果來做測試階段的分類，而非第 n個 round。 

案件分類的程序如下。當輸入一個案件時，系統會先搜尋出 k個與它最相似

且通過監督程式(filtering procedure)過濾的 instances，在本系統中 k設定為 10。

接著把這 10個 instances按照各自的判決建議，也就是 instance的第一個欄位資

料分門別類後，統計出各類別相似度分數的積分，最後以積分最高者做為輸入案

件的類別。監督程式的功用在於決定 instances 是否可以加入分類程序，其細節

將在下一小節中予以詳細說明。而相似度的計算方法與圖 14 相同，依然是根據

案件間的 OCW與關鍵詞權重來決定。 

積分的計算方法如下。令類別 }c,,c,,c,c{C nx LL21= ，屬於 cx 類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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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 }i,,i,,i,i{I )x(m,xy,x,x,xx LL21= 。ix,y與案件的相似度分數為 S(ix,y)，則 cx

的積分為： 

∑
=

m

y
y,x )i(S

1

2  

案件的類別為： 

∑
=∈

m

y
y,x

Cc
)i(Smaxarg

x 1

2  

S(ix,y)平方的原因是：增加相似度分數高的 instances 之影響力。雖然在設定

上認為能夠參與判決建議的 instances，即為與待分類案件相似的 instances，但實

際上也有可能因為相似度分數高的 instances 數目過少，所以導致不相似的

instances也能參與判決建議。在這種情況下，若不相似的 instances過多而相似的

instances過少時，則可能因為不相似的 instances之相似度分數積分較高而導致錯

誤的分類。因此以取 S(ix,y)平方的方式拉開分數之間的差距，雖然不能完全杜絕

上述造成錯誤分類的原因，但卻可使不相似的 instances 之相似度分數的積分，

較難勝過相似的 instances之相似度分數的積分。而 k設定為 10的原因則是利用

Tr_2做分類測試，從序列{1, 5, 10, 15}中挑出的較佳設定值，詳細的測試流程將

於第 5.2節中說明。 

完成所有案件的分類後，系統即統計出分類結果。若分類效能下降則停止訓

練，否則進入下一個訓練迴圈。圖 18為其演算法。 



 

 

39

 

圖18 ：案件分類之演算法 

4.5 filtering procedure 

前面提到過 instance的第二個欄位記錄了該 instance在前一次訓練中的投票

正確率，以及這次訓練中的投票正確率，而 filtering procedure正是藉由這兩個紀

錄來判斷該 instance 是否可以加入分類流程。Instance 要通過審核必須滿足兩個

條件，1) 本次訓練中的投票正確率要超過 0.5，2) 與前一次訓練中的投票正確

率比較，這次訓練中的投票正確率沒有下降。圖19為其演算法。 

Function-8：test。Input：cases，instances。Output：performance 
{ 

//let cases T = {t1,t2,⋯,tx,⋯,tn}, instances I = {i1,i2,⋯,iy,⋯,im} 
for each tx do{//the classification procedure for tx 

for each iy do{ 
if iy pass through the filtering procedure then do{ 
//若 iy通過 filtering procedure的審核，則可以加入分類流程 

string O = getOCW(tx, iy);//取得 tx與 iy的 OCW 
double s= getTheSimilarity(tx, iy, O); 
//用 Function-5取得 tx與 iy的相似度 
Set S.add(s);//把相似度 s加入集合 S中 

}else do nothing 
} 
ArrayList AL = getKInst(S); 
//找出相似度分數最大的前 K個 instances，記錄在 AL中 
class c = getClass (AL);//取得 tx的類別 
Set C.add(c);//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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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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監督程式之演算法 

第一個條件的意義在於，若正確率低於 0.5，則表示該 instance 跟不屬於自

己類別的案件較相似，因此對分辨自己所屬類別案件的工作沒有幫助，所以不得

加入分類流程。第二個條件的意義在於，若要提升案件分類的正確率，則必須在

訓練過程中提升 instances 的投票正確率。所以若投票正確率下降，則表示訓練

對該 instance是失敗的，對案件分類的正確率之提升沒有幫助，因此不得加入分

類流程。 

以上第四章為輔助判決系統流程中各步驟的實作方法以及討論，而在第五章

中將說明與分析系統的各種實驗結果。 

 

 

 

 

 

Function-9：filtering procedure。Input：instance iy。output：boolean result 
{ 

double P' = getOldPrecision(iy); 
//從 iy的第二個欄位取出前一次訓練中的投票正確率 
double P = getPrecision(iy);  
//從 iy的第二個欄位取出這一次訓練中的投票正確率 
if P ≥ 0.5 and P ≥ P' then result = true 
else result = false; 
return resul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