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章 

文獻探討 

2.1. 資訊擷取 

 資訊擷取是自然語言處理中的一個技術，主要是希望針對特定主題或事件從

文字文件中找到相對應於相關觀念或元素的真實資料。資訊擷取目前已很成功的

應用到非常多的領域，包括「社會新聞」、「電子郵件」、「網頁」、甚至是「病歷

資料」等等，都可以是資訊擷取技術的應用範圍。再加上 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s (以下簡稱 MUC) [4] 及 Text Retrieval Conferences [5]的成立，資訊

擷取技術的研究就受到更多方注意並且積極的投入。使得近年來，資訊擷取系統

已經有長足的進展，可以自動、快速處理大量文件資料，在準確度及回收率方面

都有不錯的表現。 

 

2.1.1 資訊擷取的定義 

   資訊擷取有別於傳統「搜尋引擎」及「文件管理工具」，最主要的特點在

於資訊擷取可以從非結構化的文字資料中，為特定的主題整理出相關之結構化資

訊，MUC 就針對了資訊擷取做以下定義： 

「根據 MUC 的觀念及瞭解，資訊擷取可以從定義為從文件檔案中的文件字

串或者是已被處理過的文件字串中擷取出資訊，而這些資訊可以被儲存到某些具

有特殊意義的欄位裡。資訊擷取的輸入是文件的集合，通常是未分類的新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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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而資訊擷取的輸出則是填滿欄位資訊的集合。」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n the sense of the 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s has 

been traditionally defined as the extrac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a text in the form of 

text strings and processed text strings which are placed into slots labeled to indicate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fill them. The input to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s a set 

of texts, usually unclassified newswire articles, and the output is a set of filled slots.)

以更簡潔的說法，資訊擷取就是「針對特定領域的資料轉換成相對於原文件核心

資訊的技術」。[6] 

 從 MUC 的定義可以得知，資訊擷取的結果通常是一組欄位集合，而這些欄

位也都具有其特殊的描述主題或事件。資訊擷取的目的便是從輸入文件中擷取出

相對應於具特殊意義的欄位的文字資訊。也就是說，資訊擷取最主要的精神便是

將一些有意義的資訊從包含這些資訊的相關文章中擷取出來，並將這些有意義的

資訊以事先定義好的格式呈現，取代傳統方法如資訊檢索只列出包含相關資訊的

文章。 

 

2.1.2 資訊擷取的方法 

一般而言建立資訊擷取系統大致上可分為兩種方式：知識工程法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及自動訓練法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Approach) [7]，表 2-1 提供了簡單的比較。知識工程法的主要方法是透過人工的

方式給定擷取規則或擷取樣式，而給定擷取規則的人必須對處理的領域及擷取規

則建立的方式有一定程度的瞭解，其擷取的範圍與正確性通常取決於擷取規則的

充分與適當程度。因此，知識工程法對於人工介入與人力需求的程度較高，其人

力的素質及對領域的瞭解，將會對系統表現有非常大的影響。相對而言，自動訓

 6



練法並不需要人工介入的方式來建立擷取規則，通常只要將訓練語料做適當的標

註，再透過訓練演算法利用統計方式就可以建立擷取規則。統計方式是利用文字

的數字資訊來擷取文章資訊，例如詞彙所出現的頻率、詞彙與詞彙出現的關係程

度等，統計方式的好處是不用事先建立詞彙字典及文法也可以擷取出重要的專業

領域用語或是專有名詞；但是此方法最大的缺點就是如果所要擷取的資訊出現的

次數太少，擷取系統將很難的將所想要的資訊擷取出來。以發展成本及可攜性而

言，自動訓練法是發展資訊擷取系統的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但是當訓練語料不易

取得，或是對於資訊擷取系統的正確率有較高的要求時，知識工程法可能較佔優

勢。 

表 2-1.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 與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System 的比較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 Automatically Trainable System 

擷取規則由人工建立 自動建立擷取規則 

建立規則的人必須對領域有一定程

度的瞭解 

從標註完成的訓練文件來學習擷取

規則 

需要大量的人工介入 與使用者互動來建立擷取規則 

 

2.1.3 資訊擷取的技術 

資訊擷取系統根據不同的目的需求，所採用的方式皆不同。但是若由其技術

導向的特性來分析，基本上可以分成「Dictionary based Models」、「Hidden Markov 

Models」及「Rule based Models」三種 [8]。 

Dictionary based Models 算是最早用來處理資訊擷取問題的技術，一般說

來，在系統設計的初期都會建立辭典，並利用辭典所提供的資訊從測試語料中歸

納整理出擷取規則，最後再透過擷取規則擷取出相關觀念或資訊。目前實作此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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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系統包括 AutoSlog[9]、AutoSlog-TS[10]、RAPIER[11]等。 

Hidden Markov Models 是以統計為主的機器學習技術，目前已經很成功的應

用到許多自然語言處理的領域，包括語音辨識、文件切割、文章標題的產生等等。

其主要的運作方式為透過一連串輸入詞組的機率，產生不同的狀態轉移，進而擷

取出相關資訊。 

Rule based Models 主要是透過建立擷取規則來擷取出相關資訊，其擷取規則

的建立的方式有兩種：1、人工給定，2、系統自動建立。在人工給定擷取規則方

面，系統會有使用者介面讓使用者建立擷取規則；而在系統自動建立方面，系統

則會從測試語料歸納整理出可能的擷取規則，最後再透過使用者修改、挑選合適

的擷取規則。目前實作此技術的系統包括 WIEN[11][12]、SoftMealy[13][14]、

IEPAD[15]、總統府人事公報資訊擷取系統等[16]。 

 

2.2. 資料品質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應用的普及，網際網路上大量的資料被產生，資料對整個

社會的重要性是眾所皆知的，所以資料品質之良窳即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因為資

料品質的好壞往往會影響決策品質以及各種行動的執行成果，所以資料品質在近

幾年來所受到的重視已不亞於資訊系統的開發。Oman 與 Ayers [17] 提出企業

必須重視並改善資料品質，認為一個資訊系統所提供的資料必須能被使用者信

賴，這樣的資料才能稱為好的資料，而一個系統的重要功能之一，即在於提供高

品質的資料。因此企業必需要確保其資料品質是維持在最好的狀態下，如此該企

業才能具備高度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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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資料品質的定義 

Tayi 與 Ballou [18] 認為資料品質的最佳定義為“適用性(fitness for use)”。本

研究認為各個學者對資料品質的定義，主要是因為時間的先後而有所差異。早期

學者比較著重於資訊系統的發展，探討的多是在資訊系統中資料所處的角色；近

年來，由於資訊系統的發展已臻成熟，著眼點多著重於資料的適用性。因此，最

近幾年大多數的學者都認同資料品質的定義為資料對資料消費者適用的程度，本

研究亦採用此觀念作為本研究對資料品質的定義。 

 

2.2.2 資料品質的構面 

Ballou et al. [19]定義資料品質的構面如下： 

一、正確性（Accuracy）：當紀錄（record）的值與實際的值相同時即稱為正確

性。 

二、即時性（Timeliness）：紀錄的內容並非過時的即稱為即時性。 

三、完整性（Completeness）：所有的值都儲存在一個確定數量的紀錄中即稱為

完整性。 

四、一致性（Consistency）：在所有的個案中，同一個資料所呈現的值都是相同

的。 

上述所定義的資料品質構面，是以資訊系統建置的角度來探討，著重的資料

品質是在於資料儲存至資訊系統時的格式、資料記錄的內容和應用，比較強調資

料的儲存及建置。 

Redman [20] 認為資料品質的構面可由三個方面的資料來探討，分別為概念

性的觀點（conceptual view）、資料值（data values）和資料的呈現（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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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三方面。茲將Redman 所提的資料品質的 27 個構面彙整列於表

2-2。 

表2-2. Redman 資料品質構面彙總 

概念性的觀點 

內容 資料的關連性、可獲得的值、清楚的定義 

範圍 涵蓋性、精要性 

詳盡度 屬性的充要性、領域的精確性 

成份 本質性、唯一性、同質性、最少不必要的重覆 

概念的一致性 語意一致性、結構一致性 

變革的反應 彈性、強韌性 

資料值 

四個構面 正確性、更新性、完整性、一致性 

資料的呈現 

 

格式 

適當性、格式的精確性、紀錄的有效性、 

詮釋性、呈現虛擬值的能力、格式的彈性、

可攜帶性 

實體欄位 呈現的一致性 

       資料來源：Redman（1996） 

 

2.3. 資料清理 

 根據研究顯示，在組織中 15%~20% 的資料庫可能含有錯誤的資料 [21]。

這些錯誤資料常常導致了潛在的決策問題。而為了改善資料品質，資料清理 

(Data Cleansing) 的技術必須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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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資料清理的定義 

資料清理是一種針對資料集合中進行識別、移除錯誤與不一致情況的技術，

進而改善資料品質的問題 [2]。因此，不論是單一資料來源的檔案或資料庫，或

是異質性資料來源的整合譬如資料倉儲，都可以透過資料清理的技術來改善其產

出的品質。 

資料清理技術的核心擺在資料整合分析與資料稽核，其目的在於取得真實資

料的特徵與規則，對資料進行分析後，便可針對異常及矛盾資料，指出錯誤與不

一致情況。資料描述 (Data Profiling) 和資料探勘 (Data Mining) 這兩種相關的技

術，對於資料分析有很大的幫助 [22]。資料描述重點擺在描述各個屬性值的資

訊，譬如資料型態、長度、資料範圍、值組頻率、空值組出現情況以及字串規則

等。而資料探勘能從大量的資料屬性中挖掘出有價值的資訊，籍由統計及人工智

慧的科學技術，將資料做深入分析，找出其中的特定規則。因此這兩種技術對於

資料清理來說皆是不可或缺的。 

 

2.3.2 資料清理的相關技術 

資料清理的主要功能在解決屬性遺失值(Missing Value)、雜訊資料(Noisy 

Data)、資料完整性、資料一致性等問題，藉此提高資料品質，不只對於往後的

資料儲存與分析有正面的成效，更可提高運作效能。 

Rama [23] 和 Galh [24]提到許多相關的技術，例如處理屬性遺失值的方法

有忽略法(Ignore Tuple)、填補法(Unknown)、平均法(Mean)及線性回歸法(Linear 

Regression)等。忽略法顧名思義就是不理會此資料，或者將此種資料給予刪除；

填補法則是遇到遺失值的屬性欄位補上一特殊的代表值，如unknown；平均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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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所有相關的屬性加總除上筆數，用此數值填入遺失的屬性欄位；線性回歸法

則是利用統計的方法來找出最合適的值填補遺失值。 

對於雜訊資料的處理，則有儲存槽法(Bin)、叢聚法(Clustering)等。儲存槽法

的作法是將一連續的資料分割成離散資料，如年齡可分割成20 歲以下、20-40 

歲、40-60 歲、60 歲以上等範圍；叢聚法有分割(Partition)、階層(Hierarchy)、密

度(Density)等技術，主要是利用資料間的相似程度來加以分類。 

資料的一致性問題指的是同名異物或同物異名的解決，當資料來源多重時，

這種現象一定會發生。例如「Motherboard」，主機板或母板都可代表，此時為

了資料的一致，需要選定一代表值。另在選取資料時，到底那份資料較能完全的

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則屬於資料完整性的問題。藉由本體論，可判斷資料所包含

的特徵個數和本體論所定義的特徵個數比率，計算資料的完整程度，可提供資料

選取的一個指標。 

而 Kaufman et al. [25] 提出距離異常偵測技術 (Distance-based Outlier 

Detection Technique) 演算法，可用來找出群體資料中距離核心較遠的資料。其技

術核心如下： 

假設資料庫有 p 個欄位屬性值， i、 j 分別為資料庫中任意兩筆值組。則

兩筆值組距離公式如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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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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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X i f 為值組 i 的第 f 欄位值。若X i f 與 X j f 值皆為nonmissing value，則  

= 1，否則  = 0。針對不同資料型態， 計算方式皆有不同。主要為下列

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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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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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欄位為文字或二元型態資料時：當 X i f  = X j f 則 0；否則 

1。 

=)( f
ijd

=)( f
ijd

2. f 欄位為數值型態資料時：
ff

jfiff
ji xx

xx
d

minmax
)(

, −

−
=  

根據上述公式的定義，計算出的距離會介於 0 到 1 之間。距離若為 1 代表此

兩個值組在某種量度下，分別屬於資料集合中兩端的極端值；距離 0 則代表此兩

個值組在某種量度下是沒有差異的。因此，若得知某一值組與主群體距離過遠

時，則此值組會有較高的機率為異常值組，反之亦然。針對文字資料型態時，若

內容沒有完全相同，則距離為 1。但是在語法、語義和內容上，這種判斷方式會

太過武斷，譬如「政治大學」、「政治小學」是有某種程度的相似，以資料庫內容

而言，這兩筆值組是有很高的機率是正常資料，但是若以上述公式定義下，此兩

筆值組距離會為 1，造成其中一筆可能為異常值組。因此，我們的作法將對此問

題作進一步改善。 

 在 [26] 的研究中，學者提出唯一性偵測 (Uniqueness Detection) 技術，目

的在於自動偵測出目標欄位之值組是否為唯一性。若此欄位為唯一性的話，則欄

位內有重複值組則屬於錯誤資料，反之亦然。此外，學者共提出七個欄位屬性特

徵，分別為 Data Type、Attribute Length、Whether a default value is specified、

Whether Null is permitted 、Distinctness ratio、Min/max data length ratio 與 Order of 

distinctness ratio with its relation。因此，從訓練資料中擷取出這七個屬性特徵後，

再透過 C4.5 歸納演算法訓練出決策樹，便可透過此決策樹判定該欄位是否為唯

一性，達到偵測錯誤資料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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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圖形結構 (Graph Structure) 

圖形 (Graph) 是由兩個非空的有限集合所組合成，V 與 E，以G = (V,E) 表

示。其中 V 是所有節點 (Node) 的集合，E 是所有邊 (Edge) 的集合。而圖形

有兩種類型，一是無方向圖形 (Undirected Graph)；一是有方向圖形 (Directed 

Graph)。無方向圖形簡稱為 Graph，以 (v1,v2) 表示 Edge。有方向圖形簡稱為

Digraph，以 <v1,v2> 表示 Edge。 

我們的做法會利用 Graph 結構來達到本論文中所需的字串處理功能。首

先，將訓練字串建立出字串 Graph 結構，接著透過我們設計的演算法，除了可

以利用 Graph 結構進行字串比對的功能外，還能對於哪些沒有完全比對到的字

串推論是否屬於合格字串。此部分的細節，將會在第三章系統分析時做更深一步

的探討。 

 

2.5  分類分析法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分類分析是從已知類別的物件集合中，依據其屬性建立一個分類模式，如決

策樹或決策法則，進而描述物件屬性與類別之關係，然後再根據這個分類模式對

其他未經分類或是新的資料做預測。 

 

2.5.1  ID3 決策樹歸納法 

 ID3 為一決策樹歸納技術，在建構決策樹過程中，ID3 以資訊獲利

(Information Gain)為根據，選擇最佳的屬性當成決策樹的節點，使得所導致的決

策樹為一最簡單 (或接近最簡單) 的決策樹。資訊獲利是以某一屬性為決策樹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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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所產生的子決策樹之熵值 (Entropy) 與物件集合的熵值所決定。[27] 

 但是以資訊獲利為選擇分類屬性的準則偏向選擇屬性質較多的屬性。倘若資

料集合依據屬性 C 的可能值進行分類，而每個屬性 C 可能值的分支僅存在單一

筆資料時，則該屬性 C 將具有最大的資訊獲利；但在實際決策上，屬性 C 並不

具決策價值。為了改進資訊獲利的缺失，Quinlan 提出資訊獲利比率(Gain-Ratio 

Measure)的方法作為選擇適當決策屬性的根據。資訊獲利比率法利用屬性資訊獲

利除以屬性可能值數量的正規化法，避免決策屬性的選擇偏向於具有多個屬性值

的屬性[28]。 

 

2.5.2  C4.5 決策樹歸納法 

ID3 無法處理連續性數值屬性分類的問題，C4.5 則利用連續性數值分割方

法，改善了ID3 的缺陷 [28]。C4.5 所使用的連續性數值分割法是：先將資料集

合根據數值屬性的屬性值大小進行排序，再計算出兩個可能屬性數值的中點，稱

為分割點(Cutpoint)，將資料集合分為兩部分，再以決策屬性挑選評估函數計算

該分割點所得之決策屬性評估值；最後，將在眾多的分割點中選擇具有最佳屬性

評估值的分割點作為該數值屬性的資料樣本區分點。基本的決策樹建構演算法如

下： 

(1) 從設定決策樹的根節點(Root Note)開始，設定根節點為目前節點 C，此時

所有訓練範例(或稱之為訓練物件)將都屬於 C 的物件集合。若 C 中所有

的物件都屬於同一類別(Class)，則將此類別設定為 C 之決策結果，然後停

止，否則繼續執行步驟 2。 

(2) 對 C 中所有的物件，針對所有尚未出現在從根節點到目前節點路徑的所有

屬性Ai(稱之為候選屬性)，利用屬性挑選函數挑選出一個具有最佳類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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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屬性Ac 作為節點C 的分類屬性。 

(3) 在節點 C，根據所挑選出的屬性Ac 的 m 個屬性值(假設所選定的分類屬性

有 m 個屬性值)，在節點C 下建立子節點C1、C2、… 、Cm ，並根據據分

類屬性值將 C 中的所有物件分派至適當的子節點中。 

(4) 將每個子節點 Ci 當成目前節點 C，並分別由步驟 1 繼續執行決策樹的建

構。 

 

2.5.3 支持向量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支持向量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s，SVM) [29][30]是以統計學習理論為

基礎所發展出來的機器學習系統，其應用領域相當的廣泛，包括文字分類(Text 

categorization)、影像識別(Image recognition)、手寫辨識(Hand-written 

recognition)、資料探勘(Data Mining)等，極適合處理分類的問題。 

SVM 的主要理論是將分類資料區分為兩部份，如將 X1 到 Xn 當作訓練資

料，而 Xn+1 到 Xn+m 為測試資料，當我們先將 X1 到 Xn 的所有資料輸入 SVM 

分類後得到反應輸出變數 Y ，我們就可以利用其所建立的 model 將測試資料代

入以適當分類。而 SVM 是由 「最小誤差估計法」 (Structural Risk Minimization, 

SRM) 為基礎衍生而來，其目的是使學習分類器在待估測的誤差 (expected risk) 

中能找最小值。而一般線性支持向量機處理資料的方法首先對每筆不同類的訓練

資料加上標註，其值為 ＂+1＂ 或 ＂-1＂ ，假設有一個超平面可以將標註為 ＂ 

+1＂及標註為 ＂-1＂ 之兩類資料區分，則此超平面稱為區分平面 (separating 

hyperplane)；而落在此平面上的所有點必須滿足 0=+⋅ BXW  之超平面法向

量，接著定義此區分平面之邊界為 −++ dd ， )( −+ dd 為所有標註為 ＂+1＂、＂

-1＂之訓練資料和區分平面的最短距離。在處理可區分為兩類的資料時，線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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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向量機會找尋具有最大邊界的區分平面，而此類型資料必須符合以下兩個限制

式： 

1.  1+≥+⋅ BWX i

2.  1−≤+⋅ BWX i

由前兩式可得知 wdd 1=−=+ ，而邊界為 w
2 ，因此可求得具有最大邊

界的區分平面。 

 

2.5.4 多專家分類器 

利用減少多數類別資料的作法將無法充分運用所有原始資料提供的資訊，而

增加少數類別資料的作法，又可能會引進不正確的資訊，減低分類器的效能。多

專家分類器則利用資料切割的方式達到調整原有資料集的非對稱性問題並充分

運用所有原始資料的資訊[31]。多專家分類器採用隨機切割的方式，將原始資料

集的MA 類別資料，根據選定的與 MI 類別的適當數量比例切割成多個子集，

並將MI 類的資料分別放入這切割後的多個子集內，而形成多個對稱性分配的子

集，進而根據這些子集建構多個分類器。例如，當原始資料集內MI 與MA 比例

為2 : 98，若選定的適當類別比例為 MI：MA= 1:2；因此應將 MA 類別以隨機

切割的方式產生 49 個MA 的子集，並在這 49 個MA 的子集中放入所有MI 的

資料，而形成 49 個類別比例為 1:2 的訓練子集。以下我們將利用利用數學方

式說明對原始資料集合切割的過程：假設原始資料集含有 N 筆資料，分屬 MI 

及 MA 兩個類別，若 MI 與 MA 兩類別的資料分配比例為x : y (y >> x)，MI 類

別的資料數量將為 
)( yx

xN
+
×

。若希望切割後的子集中的類別對稱比例為 u : v，則

切割後的子集中應包含 
)( vu

uN
+
×  個 MA 類別資料及 

)( vu
vN

+
×  個MI 類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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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A 子集合的數目應為 
)( yx

xN
+
×  除以 

)( vu
uN

+
×

， 亦即原始資料集合將被切割

為 
uyx

vuy
×+
+×
)(

)(  個子集[31]。 

這些類別比例對稱的訓練子集皆是可獨立運作的資料集合，可以採用不同或

相同的分類模式建構法，根據子集內的特性建構分類器。當要對某項資料進行類

別的預測時，這多個子分類器均會對該項資料進行類別的預測，再利用如同專家

會議的方式，綜合各子分類器的分類結果，對該項資料進行最後類別歸屬的預測

決定。由於綜合各子分類器分類結果的過程，有如許多各有擅長的專家以不同觀

點來評估某項草案，因此也有人將此整合分類結果過程稱為「多專家的決策策略

(Multi-expert strategy) 」。最簡單的多專家的決策策略就是投票法(Voting)，取多

數專家的意見當作最後的決策結果。多專家分類器將設定一個投票門檻值

(Voting Threshold)用以操作多數決的投票機制，因此某項待測資料被判定為 MI 

類別的子分類器數目超過所設定的投票門檻值時，該項資料將會被判定為屬於

MI 類別，否則判定為 MA 類別。藉由投票門檻值的調整將可提高多專家分類

器對量少的 MI 類別資料的預測效能。 

 

2.6  小結 

綜合以上的參考文獻，本論文研究將發展一套針對中文資訊擷取成果之錯誤

偵測方法，能夠針對資訊擷取結果進行資料清理的動作，不但能節省驗證資料所

花費的成本，甚至可確保高資料品質的資訊擷取成果產出，更促使資訊擷取技術

更廣泛的實際應用。 

本研究將採用兩種方法，來進行偵測資訊擷取結果之異常資料。第一個作法

是參考圖形結構 (Graph structure) 之相關技術，由於圖形結構是由兩個非空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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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集合所組合成，分別為節點與邊。因此，本研究將可透過節點與邊表達出整體

資料內字元及字元間關聯。至於實作方式，使用者必須提供部分正確資訊擷取結

果，並經由學習、訓練而成圖形結構。接著再根據我們所定義的演算法以及圖學

相關理論，便可偵測出錯誤的資訊擷取結果。 

有鑑於學者提出欄位屬性特徵[26]，並透過機器學習分類法歸納出決策樹，

達到錯誤資料偵測之目的。相對於本研究是要偵測資訊擷取成果值，其值通常是

由一個主題元素以一至多個單字形式呈現。因此，我們將定義字串特徵值，用來

描述字串外表特徵，而不考慮其文字意義。根據語言和主題領域，字串特徵可分

為字元層級與單字層級。我們重點是擺在字元層級以及中文資訊擷取領域上。因

此本研究的第二個方法，將透過字串特徵值的文本資料描述方法，以達到資料偵

測之目的。同樣地，本方法也必須先提供部分資訊擷取結果，作為建構偵測模型

所需的訓練資料。實作機器學習的分類方式，將採用 C4.5 與 SVM 演算法，不

但可達到描述資料特徵能力及自動驗證其正確性的效果，並且能夠以此分類模型

來呈現偵測資料的規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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