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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 

相關研究 

我們首先在 2.1 節介紹文件分群檢索的相關研究；2.2 節則是介紹法律文件分類相關研

究；最後 2.3 節介紹實務應用上著名的法學資訊檢索系統。 

2.1 文件分群檢索 

若我們使用向量空間模型 (vector space model) [28]來表示文件，則我們可以使用分群

法 (clustering methods) [19]來為文件分群。分群法主要有幾個種類，以下個別作簡介。 

1. 分割式分群法 (partitioning methods) ：首先指定要分群的目標個數，經由不斷的

迭代去決定各個資料點應屬於的最佳群集，如 k 均值演算法 (k-means algorithm) 是以

群集的內資料點的帄均值視為群集的中心，每次將計算各個點最接近的群集，再重新

計算中心，如此反覆迭代。另外 k-mediods algorithm 採同樣的概念，只是將最接近群

集中心的點視為群集的代表。 

2. 階層式分群法 (hierarchical methods) ：將資料不斷合併或是分割成適當或目標的

群集，此兩種機制，分別是由下而上 (bottom-up) 合併的聚合法 (agglomerative ap-

proach) 與由上而下 (top-down) 分割的分裂法 (divisive approach) 。演算法概念簡

單，只要計算資料點間的距離，而不用考慮到群集中心的位置。 

3. 密度導向分群法 (density-based methods) ：大部分的分割式分群法主要以距離來計

算兩資料點，這樣可能造成只能找到像圓形的群集，而較難以找到其他形狀的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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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介紹的分群法則可以找到不同形狀的分佈群集。主要是以資料點的密度來作考

量，考量鄰近資料點數目是否超過一定門檻，若是則可併為一群，否則不進行合併。 

4. 網格導向分群法 (grid-based methods) ：這個演算法是可以與其他方法並用的，主

要考量點是將資料以網格切開，在分群時以網格為單位作分群，因此較不受資料多寡

限制，而取決於網格數目，可較快進行分群。 

5. 模型導向分群法 (model-based methods) ：將每個群集設定一個模型，再來將資料

歸類至最合適的群集，這個模型通常是透過統計的模型去給定，這種方法也可以考量

到雜訊 (noise) 或是極端值 (outlier) 而予以剔除。 

以上為典型的分群演算法類型介紹，許多改進的演算法是混合以上的不同機制，

產生新的演算法，來增進分群效果。 

Hearst[20]提到搜尋資料的人希望有介面能幫他們把結果作分類，使資料更有意義

且更方便作檢索，快速過濾不符合需求的資訊。作者討論了分群與建立各個面向類別 

(faceted categorization) 兩種方法的優缺點。分群法優點是整個過程可自動化，可找到

一些有趣的類別特徵；缺點則是根據統計結果所得出的類別名稱很可能不具代表性，

甚至造成類別的凌亂，使得使用者無法透過類別名稱來協助其檢索資訊。而另一種方

法則是以人工方式手動建立類別，再依據類別的特徵比對搜尋結果，架構良好的類別

可使分類較清楚，是相對於分群法較好的部分，然而這樣可能無法包含所有類別，其

類別的決定也必頇是檢索資料之人知道的，這樣對其才有意義。 

Zeng[33]等學者利用現有網頁搜尋引擎輸入關鍵詞搜尋而取得網頁回傳結果，再分

析回傳的列表資訊而將結果作分群。擷取分數較高的顯著詞組 (salient phrases) 作為

分群的主題資訊以及分群依據，所謂顯著詞組意即適合作為一群集中代表性主題的詞

組。此研究分數則由 tf–idf (term frequency –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23][25]、詞組

長度、群集內相似度、資訊亂度 (entropy) 和詞組的獨立性等參數來計算顯著詞組。

研究中分數較高的顯著詞組，是較不會與其他顯著詞組共同出現的詞組，而且能代表

特定主題的詞組。例如當檢索關鍵詞為「火車頭」，而要作為分群資訊的顯著詞組為「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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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時候，其他的顯著詞組如「汽車」和「工業」等，較不會與「玩具」同時出現

在一起，此時這個詞組就是較好的顯著詞組。他們透過人工建置的資料作為訓練資料，

利用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找到前面提到的參數與實際排名分數所對應的規

則，最後找到分數最高的幾個詞組，就是適合作為群集主題資訊的詞組。 

上述的方法即使目標是希望文件最好能出現在特定一個群集，但各文件仍然有機

會在多個群集出現。Kummamuru[24]所使用的方法限制每篇文件只有一個概念，而且

採用階層式的方式展示，頇要考量到各分類要包含所有文件、分類的寬度與深度、類

別定義的明確性、兄弟節點 (類別) 的差異性，以及類別頇從一般化 (general) 到特定

化 (specific) 且明確化的概念，如「交通工具」較一般化而「公共汽車」便是較特定

化的概念。當然這些都是為了讓使用者能較不耗費精神且有效率地去檢索目標。 

Xu 和 Croft[32]提到查詢擴展 (query expansion) 是緣於所輸入的詞彙很可能因為

查詢用詞不同，而有不同結果，為解決此問題，將與查詢句相關的詞彙作為輸入，找

到更完整的資訊。在找尋相關詞彙上分為兩種想法，一種是透過語料庫找到與輸入檢

索詞彙相關之詞彙稱為全域擴展 (gloabal expansion) ；另一種是從檢索的結果經過排

序取得前幾名的內容，找到裡面相關聯的詞彙再作擴展，稱為 (local expansion) ，實

驗結果發現區域擴展能較有效率去找到相關文件。Tseng[31]指出區域擴展的確較能找

到適合的相關結果，特別是可以讓非此領域專業的人找到較專業的結果。不過如果全

域擴展能使用適當的語料庫，在效能表現上也會超過單純使用區域擴展機制。而語料

庫的設計就頇要考量一些因素，像是去掉不具特定意義的停用詞 (stop words) ，如

“a”、“is”、“of”和“the”等詞彙，另外還有設定詞彙之間的間隔和考量詞頻等。 

查詢擴展的方法從相關詞彙檢索看來，也是一種分群的檢索機制，檢索相關的詞

彙相當於檢索不同的群集，而檢索的目標群集同時也包含我們一開始所輸入的詞彙資

訊，所提供的資訊也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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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律文件分類 

Schweighofer[29]等學者提到將法律文件以向量維度的方式展現是很好的作法，包括在

計算相似度、分類或是內容的描述上，也指出單純使用 tf–idf 來計算向量以表示文件，

即使利用完善的計算相似度公式仍顯不足。Baeza-Yates [18]等學者也曾提出相關看

法，認為問題是在於這個公式對於詞彙和詞彙間的關係並沒有多作考量，而是將其視

為互相獨立的，但事實上許多詞彙都是互相依存的。因此 Schweighofer 等學者提出使

用法律領域較簡單的本體架構 (ontology) 來改進這樣的缺失，另外也針對特定的法律

名詞作加重權重的動作。但這些還是會回歸一個基本問題，就是頇要有一個公信力的

方式設計本體架構，用以建置詞典或是規則。 

Rissland[27]等學者研究指出，法律相關的議題是案例式推論 (case-based reason-

ing) 很有興趣研究的部分，因為法律判決有著大量案例，許多判決都會參考過去之案

例，英美法律體系更是以判例為基礎 (precedent-based) ，依據司法準則進行判決的。

而他們研究了過去幾個法律相關的推論系統，都是以案例式推論作為基礎或是另外混

其他方法 (如規則式推論) 設計出的，而未來也將再重新評估案例式推論機制，重新

檢驗文件相似度的定義方式。 

張正宗[14]提出以過去案例來分類簡易刑事案件的方法。以規則式學習的分類方

法以及案例式推論的分類方法，來進行分類。另外也提出了案例群聚 (instances clus-

tering) 與刪除部分較不重要詞這兩個方法，來降低 instances 所佔的空間。 

謝淳達[17]研究相似訴訟文書的檢索，利用詞組為基礎，將文章轉換為向量，以 k

最近鄰居法 (k nearest neighbors methods，簡稱 kNN) 概念設計分類演算法，作訴訟文

書的分類工作。 

鄭人豪[16]討論詞彙來源與權重對中文裁判書分類成效影響，比較從 HowNet[1]

擷取出詞彙產生之詞典與 TermSpotter 演算法[17]取出訴訟文件特定詞彙輔以人工修

正，所建立之詞典，對於分類效果之影響。觀察案例的相似度分佈，找到適當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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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分類效果。利用 k 最近鄰居法作為系統分類機制分析分類效果。另依自省式學習

法精神，建立權重調整機制，分析權重調整對分類效果的影響。 

何君豪[10]將階層式分群法應用在民事裁判要旨分群上，法官可以藉由分群後的

結果來一一檢視群集，當檢視完群集中幾篇裁判要旨，發現不符合他的需求，便可以

忽略此群集的其他裁判要旨，藉以減少法官耗費在民事裁判要旨閱讀時間。作者利用

聚合式階層分群法 (agglomerativ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 [19]的方式來分群，不

斷合併相似的案例至一個門檻值。這裡藉由群數或相似度門檻來設定合併終止條件，

由使用者個別檢驗，對於無法以簡單描述給予類別定義的問題，是較直接的作法。 

2.3 法學資訊檢索系統 

要檢索法學資訊除了透過一般綜合性的資料庫查詢之外，商業營運上有許多專門針對

法學資訊檢索開發的系統，以下介紹兩個國際上著名的系統，也是國內學術單位在研

究國外法學資訊時最常用到的兩套系統。 

第一套是 Westlaw International (http://www.westlaw.com.tw/) ，蒐集了美國、英國、

加拿大、歐盟和澳洲等各國的法律文件，除了判例，還整合了法令和法律期刊等資訊，

提供了相當完整的法律資訊。在此系統的檢索條件中除了一般的布林邏輯檢索之外，

還提供了自然語言檢索，可輸入一段議題描述找尋相關資訊。另外編撰了一套關鍵編

號和摘要 (key number digest) 的查詢機制，將文件分門別類，以輔助檢索。在輸出結

果的呈現方式，他們很注重判例之間的互相引用，以及每個判例中法律見解目前的適

用性，設計 KeyCite 註解查詢系統，提供判例本身是否還是目前所接受之見解，以及

被其他判例所引用的熱門度等資訊。 

另一套系統是 LexisNexis (http://www.lexisnexis.com/) ，LexisNexis 公司自 70 年

代就開始蒐集及製作新聞、商業、法律和醫學等各個議題的相關資料庫，也提供從過

去到現在各領域的新聞和期刊等資料。在法律資訊檢索上大致上同樣提供類似

http://www.westlaw.com.tw/
http://www.lexisnex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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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law 的功能，如檢索條件的輸入提供了自然語言的輸入、檢索結果提供了不同判

例間的互相引用以及判例的適用性等。在索引上，設計了 SmartIndexing 的技術，利用

控制詞彙的特性和索引方程式 (indexing algorithm) ，依據詞彙出現的頻率、權重和出

現在新聞文件中位置等因素，去計算文件相似度的分數而產生的比對標準，讓使用者

能透過簡單的檢索介面輸入關鍵詞或是一段描述，取得令人滿意的資訊。另外在跨領

域資料檢索中一個較特別的檢索呈現方式，是將檢索的結果依照出版類型和地區等不

同資訊分群，提供使用者從不同面向來檢索資訊。 

以上提到的兩大法學資訊檢索系統，都對判例的引用以及適用性作更方便的檢索

機制，之所以會注重這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所收錄以及整體設計針對之國家的法律體

系是英美法系 (common law system) ，他們的法律又稱之為不成文法，在判決上主要

是參考過去的判例來作判決，因此對於研究法學的學者或是從事法律相關行業，像是

法官或律師等，十分需要一套有系統的檢索機制協助他們檢索過去相關判例和法令等

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