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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 

相關技術 

本章介紹所使用到相關技術及討論， 5.1 節是介紹文件索引的建置流程；5.2 節介紹文

件特徵向量檔案的建立；5.3 至 5.6 節則是介紹我們系統提供的功能內部運作機制及演

算法。5.3 節介紹依相似度分群使用的階層式分群法；5.4 節介紹相似案由檢索的演算

法；5.5 節為量刑輔助檢索中的判決刑期擷取；以及最後 5.6 節是介紹相關詞彙檢索。 

5.1 Lucene 索引建置 

為解決大量文件的查詢效率，抓取下來的裁判書頇經過處理，建立索引等資訊。大量

文件檢索為另一個研究議題，本研究中不探討此部分，而是使用現有的工具

Lucene[3]，替裁判書製作反向索引 (inverted indexes) 且提供查詢功能，以增進檢索效

率。 

本系統所使用的工具 Lucene 是 Apache 軟體基金會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http://www.apache.org/) 底下的一個專案計畫，其中建構出了一套高效率的文件全文檢

索引擎，是由 Java 語言進行開發的自由軟體 (open source) ，具有跨帄台與易整合性。

應用上如 Java 的整合開發帄台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Eclipse 中輔助說

明的全文檢索功能便是以其作為核心。因其功能與效能優異以及本系統也由 Java 程式

語言進行開發，因此我們採用此工具來建置索引。Lucene 提供了快速且多樣化的檢索

功能，如布林檢索、詞組搜尋和模糊檢索，也提供了不同欄位屬性的檢索功能等，以

下我們僅針對本系統所使用到的索引建置流程以及檢索方式作介紹。 

http://www.apach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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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為裁判書索引的建置流程，Lucene 內部在製作索引前已有負責斷詞的程

式，斷詞功能的程式叫作 Analyzer，其中有多種不同實作方式，像是 Lucene 內建的

StandardAnalyzer、CJKAnalyzer 和 WhitespaceAnalyzer 等斷詞程式。其對中文字的斷

詞支援只限於一個字一個字切割  (StandardAnalyzer) 或是兩兩成一詞去作分割 

(WhitespaceAnalyzer) ，於是我們選擇國內研究普遍採用中研院的 CKIP 中文斷詞系統

[5]，將裁判書預先進行斷詞，再一一將斷詞後的結果存成文字檔案，過濾掉標點符號

和標號內容，最後再利用 Lucene，採用 WhitespaceAnalyzer 分析器依據空白斷詞來建

立索引，每個裁判書文件的索引除了檔案名稱和內容的欄位，當然還可以加上案由、

裁判字號和裁判日期等資訊，但我們目標在於提供一個不同的檢索環境，因此對於現

有的功能不再多加描述以及實作。 

 

圖 5.1 裁判書索引建置流程 

裁判書文件 

斷詞系統斷詞 

斷詞處理後文件 

過濾文件內容 

Lucene 索引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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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裁判書轉換為文件特徵向量檔案 

在本系統中，我們使用到 k 最近鄰居法和階層式演算法來對裁判書作分群，而這

兩個分群法在分群時都會以計算兩案例間的相似度來作為分群考量，因此在分群之前

我們需要將裁判書的文字內容轉換為文件特徵向量，在量化之後才得以在演算法中計

算兩裁判書之間的相似度。文件特徵向量檔案的產生，是利用鄭人豪[16]研究中所撰

寫的程式來完成。 

權重的設定是依照 tf–idf 來計算向量以表示文件，如公式(1)所示，對於一份文件

中詞彙 i，tfi 代表這個詞彙在此篇文章中出現的次數，N 代表總文件個數，ni 則代表此

詞彙在幾篇文中出現過。 

 𝒙𝒊 = 𝒕𝒇𝒊 × 𝐥𝐨𝐠 𝐍 𝒏𝒊
   (1) 

 

因為我們頇要從裁判書裡取出詞彙資訊，因此頇將裁判書作斷詞，斷詞時頇使用

到斷詞詞典來取出文件中詞彙，用以進行相似度的比對。若使用一個很完整的一般常

用詞典，易造成向量維度過大 (因為詞彙的組合很多種) ，進而影響系統的效率，且

可能因大部分不相關的詞彙而影響結果。對於像法律這樣專業的領域有許多專有名

詞，而有些詞彙則是制式或習慣用法，如果能將其建成專業詞典，便能大幅減低一般

詞典所造成向量維度過大的問題。本系統使用第二章提到 TermSpotter 演算法所擷取出

的詞彙作為詞典，將裁判書斷詞轉換為向量，來進行依相似度的分群方法，但這部分

的適用性優劣仍無定論，在第二章中，我們提到在鄭人豪的研究中，比較了不同詞典

對於分類效果，以及欲使用自省式學習法去調整適當的向量權重，第六章我們將針對

這個議題再進行討論與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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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階層式分群演算法 

何君豪[10]的研究中利用階層式分群演算法，將符合條件的結果進行分群，可依聚合

法將文件依相似度不斷合併至適當的群集數目。本系統採用此演算法，實作裁判書分

群檢索功能。在分群的數目上，可由使用者自行決定。 

演算法如圖 5.2 所示，其中步驟三在計算相似度時為了減少計算量，我們不計算

重複的組合，如 (a, b) 與 (b, a) ，其中 a, b 為兩案例的詞彙向量，所以第一次計算所

有 m 個案例間相似度的計算量為 m(m-1)/2，分群數目則由使用者決定。另外在兩個群

集的相似度計算上，我們採用完整連結聚合  (complete-linkage agglomerative) 

(http://neural.cs.nthu.edu.tw/jang/books/dcpr/dcHierClustering_chinese.asp) [15]，也就是說

在群集間相似度定義方式，為相異群集中兩個點相似度最小的值，作為兩群集間的集

合相似度，這麼做的目的在於使得分群較不會有特別群聚於某幾個分群的情況出現。 

在分群演算法中的相似度計算方面，何君豪[10]的研究中比較了最小值 (min) 、

配合係數 (matching coefficient) 、Jaccard 係數 (Jaccard coefficient) 和餘弦函數 (co-

sine) 四種方法來計算相似度，結果顯示採用餘弦函數來作計算在整體表現上能得到較

好的分群效果。此公式作法是以兩篇文章同時出現詞彙的向量乘積總和除以兩篇文章

個別長度的乘積，考慮到了文章長度會影響共同詞彙出現的機率，將兩篇文章個別的

長度列入考量，以緩和文章長度對於近似值的影響。基於前述原因，本系統也採用餘

弦公式 (公式(2)) 來計算兩篇文章所轉換之文件特徵向量 𝑋   = {𝑥1, 𝑥2, … , 𝑥𝑖 , … , 𝑥𝑛}， 

𝑌   = {𝑦1, 𝑦2, … , 𝑦𝑖 , … , 𝑦𝑛} 之相似度，其中 xi 和 yi 代表 n 個詞彙中詞彙 i 的權重，而 n 則

是代表詞典的詞彙數，也就是文件所轉換成向量的維度，至於詞彙的權重設定和文件

特徵向量的產生，我們已經在 5.2 節介紹過。依據餘弦公式可得知其計算結果範圍介

於 0 到 1，所計算出的值愈大代表其相似度愈高。 

http://neural.cs.nthu.edu.tw/jang/books/dcpr/dcHierClustering_chines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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𝒔𝒊𝒎 𝑿   , 𝒀    =

 𝒙𝒊𝒚𝒊
𝒏
𝒊=𝟏

  𝒙𝒊
𝟐 ×  𝒚𝒊

𝟐𝒏
𝒊=𝟏

𝒏
𝒊=𝟏

 
(2) 

輸入：裁判書資料庫集合 db，檢索條件 f，分群數 n。 

輸出：案例分群集合 TT。 

步驟一：依據 f 從 db 中取出符合條件，各個案例之事實段，形成集合 T，

其中包括 m 篇文件特徵向量，從 T1 到 Tm。 

步驟二：建立 m 個文件特徵向量集合，形成集合 TT，其中 TTi 含有文件

特徵向量 Ti，i = 1 to m，也就是ㄧ開始每個群集中有一個文件特徵向量，

將每個文件特徵向量視為一個群集。 

步驟三：令 CT 用來儲存兩兩群集之相似度資訊。 

    for( i = 1 to m-1){ 

     for(j = i+1 to m){ 

      計算 TTi,與 TTj 之相似度儲存至集合 CT 

    }}//計算各集合間相似度。 

步驟四：自 CT 中以完整連結聚合方法找到最相似的兩個群集，將兩個群

集進行合併，而 TT 轉變為新的集合 TT’，TT = TT’，m = m-1。 

步驟五：若 m 達到我們目標分群數 (m = n)，則中止運算，回傳 TT 否則回

到步驟三。 

圖 5.2 階層式分群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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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相似案件分群 

鄭人豪[16]使用 k 最近鄰居法的概念來對刑事訴訟案件作案由分類，當一個未知的案

件輸入時，藉由此方法來預測其最有可能的案由類別。在我們的相似案件分群中，也

利用此方法來對一段未知案由的犯罪事實作分類，且輸出此演算法中，所進行投票的

相似案件，提供使用者作參考。 

文件特徵向量轉換及相似度計算上我們同樣採用 5.3 節中的方式處理，以下是相似

案件分群的處理流程。 

a. 將所有裁判書依照與輸入之犯罪事實相似度由高至低作排序，只留下超過相似度

門檻值的裁判書，目前門檻值定為 0.2。 

b. 統計各個案由的裁判書數量，取最高兩位作為輸出之結果。案由種類如 3.2 節表

3.1 所示之七種案由。 

c. 上一步所得到之結果，分別有兩個案由之兩群裁判書，而且各自依照相似度由高

至低排列，我們再將兩群各自對半分成兩群。之所以將同一類別再分成兩半是讓使用

者便於觀看，以及加速大量案件在顯示時的速度。 

d. 最後兩個案由共分成四群，將會依照相似度由高至低依序輸出。 

我們在作法上延伸 k 最近鄰居法的概念，利用相似度來進行投票，統計相近的裁

判書，但在輸出的結果上不決定唯一的類別，而是將最有可能的前兩名案由予以輸

出，且提供對輸入的犯罪事實分類時，所投票的裁判書列表。這樣對於使用者來說，

更有機會取得較多也較正確的相關裁判資訊。 

5.5 判決刑期擷取及分群 

量刑輔助檢索的功能中，我們提到要將判決的刑期擷取出來，在經過排序後以不同區

間來分群，本節將介紹詳細的實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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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書在主文段落會記錄被告的犯罪行為簡述以及罰責，如圖 5.3 所示。我們針

對刑法上常見的判刑「有期徒刑」來作統計，提供使用者相關資訊，其他如拘役和罰

金等，我們暫不考慮。另外犯罪的情形中，可能是一個人犯一件罪名處一個刑罰，一

個人犯多件罪名處多個刑罰，也可能是多個人犯多項罪名判不同刑罰，如圖 5.3 便是

屬於多人多罪型的犯罪。欲將每個人的犯罪事實切割出來，若以案件來分類時，我們

還是傾向於將一個案件分至一個群集。又主文段落第一個提到的被告通常是主嫌，於

甲○○共同連續毀壞門扇竊盜，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又依法拘禁之人脫

逃，處有期徒刑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乙○○共同竊盜，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圖 5.3 主文段落判決刑期範例 

1. 對於一篇目標的裁判書，我們首先擷取其裁判主文段落的文字片段。 

2. 檢查片段中第一個包含“應執行有期徒刑<年分>年<月分>月”的片段，

其中<年份>及<月份>可能包含“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其中之一個以上

的國字大寫數字，而且會以“壹”、“拾伍”和“壹拾壹”等等這樣的形式

呈現。 

3. 若第 2 步驟，出現符合條件的片段，則進行下一步驟。否則，我們改成

檢查第一個“處有期徒刑<年分>年<月分>月”出現的片段，其中的設定如同

第 2 步驟所描述。 

4. 若找到了符合條件的片段，便擷取<年份>及<月份>出來且轉換成以月為

單位的數字並且累加。否則此裁判書的判決刑期設定為零。 

5. 回傳判決刑期月份 

圖 5.4 判決刑期擷取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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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目前在統計以及為刑期分群時，只統計第一個找到被告所犯的有期徒刑刑期。 

判決刑期的擷取方法，如圖 5.4 所示，在取得主文段落文字之後，我們首先找到

「應執行有期徒刑」這部分是因為當被告犯了一件以上罪名，便會分開來判決各項罪

名的刑期，而最後會加上「應執行有期徒刑」這部分，才是最後實際的判決，若沒有

找到這個片段，才將第一個「處有期徒刑」出現的片段截取出來。為了方便統計與排

序，我們將刑期轉為月份，最後回傳結果。這項統計是使用者可能關心的部分，因為

目前的判決機制仍沒有可以完全量化的公式可以參考，仍需由法官依實際情形作出判

決，更何況是多重罪刑的情形下，並非是用累加的方式，因此我們也才設計量刑輔助

檢索的功能。以下將介紹分群的方式。 

首先我們將取得的各篇裁判書的判決刑期作由大至小或由小至大作排序，接著在

分群時我們採用兩種方式來作切割，一種方式是以數量等分的方式，對於使用者所指

定群數，帄均分群。我們在分群資訊上會記錄每個群集內的裁判書包含之判決刑期區

間，實際操作介面請參考圖 4.7。另一種方式是考量在使用其他分群方法時，方便使

用者可由圖形化的呈現方式，瞭解各個群集之裁判書的判決刑期區間分佈，當然也可

以針對各個區間作檢索，操作介面如圖 4.4 的 C 部分所示。我們以最高的判決刑期與

最低的判決刑期之差距去除以分群的個數，作為每個區間的範圍，也就是說每個區間

之間的判決刑期差距都是一樣的。 

5.6 共現詞彙索引建立 

Smadja[30]提到自然語言是一堆共現 (collocation) 詞彙的組合，他利用二字詞 (bi-

gram) 和延伸出來的 n 字詞 (n-gram) ，透過統計相關技術和英文語法產生較具有意義

的共現詞彙，他設計出的系統目標是作為特定領域的詞彙編篡工具。在語言學習上，

Jian[22]等學者設計 TANGO 系統提供使用者輸入雙語 (中文和英文) 來查詢共現詞

彙，使用不同領域的語料庫，提供他們學習不同詞性組合所形成的片語或是詞彙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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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21]等學者研究中文共現詞彙的擷取，除了考慮關鍵詞的使用頻率還考慮文法結

構的部分，整合文法部分使得此系統提供更好的共現詞彙，瞭解詞彙組合在語料實際

情境中的使用情形。呂明欣和王加元[11]對於英文的文章，建立英文字的索引，且設

定共現字間隔大小，建立共現字索引。也實作了共現字的查詢介面，使用者可以輸入

關鍵字，檢索與其相關的共現詞彙。 

我們利用共現詞彙概念設計了裁判書的相關詞彙檢索介面，提供使用者檢索相關

詞彙。在這節我們要介紹共現詞彙的索引建立方式，事先建立共現詞彙，以增進系統

的運作效率。 

在處理共現詞彙的相關統計之前，還頇要先決定一件事，就是如何將一段文字作

斷詞，作為統計的單位。由於英文較無斷詞方面問題，可以用空格作為斷詞的依據，

而中文查詢系統頇要決定是將詞典所含詞彙從文章擷取出來作為查詢單位，或是以原

始文字經斷詞程式斷詞來當作查詢單位。若以詞典斷詞作為單位，很可能錯失一些特

殊或隨著不同的資料出現的詞彙，而以原始文字作延伸，很可能找出無意義的組合，

這是必頇考慮之處。斷詞的問題顯然也會發生在對原始文章的統計及搜尋上，若使用

現有的斷詞系統，如中研院的 CKIP 中文斷詞系統[5]，可以完整統計所有詞彙與計算

共現詞彙，但同時也會出現許多非使用者所期望的相關詞彙資訊，如：連接詞、冠詞

或甚至錯誤的斷詞等，要再加以過濾這些組合，以符合需求。若是單純使用詞典，無

論一般或是此領域的專業詞典，會漏掉許多未收錄在詞典中的資訊。 

在上述情形之下，我們決定採用中研院的 CKIP 中文斷詞系統，但會再將一些詞

性過濾掉。蒐集的裁判書經過斷詞之後，可同時得到詞彙的詞性，若依照詞性過濾一

些詞彙，則仍可以保持文件中資訊完整性且儘量減少一些較“沒有幫助”的詞彙，也

減少統計量上的負擔。以下我們討論幾種可能適合作為過濾的詞彙種類，當然這部分

未來仍頇經過此領域專家的協助或是由使用者來過濾適當的詞彙。 

目前過濾的詞彙有詞彙長度為１的詞彙，這樣會將標點符號濾掉，同時也會將部

分「連接詞」或是「介詞」等，如「和」及「於」這些詞彙過濾掉。當然，在語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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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這些詞彙是有其存在的意義，但當我們將焦點放在詞彙的共現上，那相對來

說，這些是我們較可忽略掉的。另外還會過濾掉的詞性有專有名詞，如人名等「專有

名稱」資訊、以及「數詞定詞」，如「三百五十」，對於目前我們所提供的相關詞彙之

查詢目的是無關聯的。而地方詞，如地點「南港」或是門牌號碼「二二五號」，我們認

為前者應該保留，而後者較不具意義，目前對於地方詞皆暫時予以保留。時間詞同樣

有像地方詞頇考量的部分，如「凌晨」是可能有意義的詞彙，代表在這樣的時間區段

可能會有怎樣的行為，而「民國」和「九十年」就相對不具意義，考量時間在裁判書

中多是為了記錄事實發生的日期及時間，我們予以過濾掉。斷詞結果以及過濾後的結

果如表 5.1 所示的例子，斷詞後每個詞彙後面會以括弧將詞性包住，詳細的詞性代碼

請參閱附錄 I。 

舉這個例子有兩個地方可以作觀察，第一個是「三時十五分許」，在政府公文或較

正式的文件撰寫，時間表示上會有這樣的寫法，其中「許」是表示約略估計的數量，

表 5.1 句子斷詞及過濾詞彙範例 

原始句子 

王小明於民國九十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三時十五分許，由臺北縣三峽鎮

中山路六三號往北方向行駛。 

斷詞結果 

王小明(Nb) 於(P) 民國(Nd) 九十年(Nd) 七月(Nd) 十一日(Nd) 

下 午 (Nd)  三 時 (Nd)  十 五 (Neu)  分 (Nf)  許 (Neqb)  ，

(COMMACATEGORY) 

由(P) 臺北縣(Nc) 三峽鎮(Nc) 中山路(Nc) 六(Neu) 三號(Nc) 

往(P) 北(Ncd) 方向(Na) 行駛(VA) 。(PERIODCATEGORY) 

過濾結果 

臺北縣(Nc) 三峽鎮(Nc) 中山路(Nc) 三號(Nc) 

方向(Na) 行駛(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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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句子不同於現在我們口語或一般文書的用法，在這個例子我們可發現以我們過

濾的策略不頇考慮這一部分詞性的正確性；但是當我們將此時間改成「三時五十分許」

時，斷詞的結果會變成這樣，「三時(Nd) 五(Neu) 十分(Dfa) 許(Neqb) 」，也就是

說「十分」被切成一個詞，而且詞性變成副詞了。另外一個部分則是「中山路六三號」，

由於裁判書撰寫的法官或是將其電子化的人員不同，在地址的號碼撰寫上會有不同的

書寫習慣，如「六三號」、「六十三號」或是「二 00 號」等，這樣的差異會造成斷詞結

果的不同，本例中「六」被視為「數詞定詞」，而「三號」被視為地方詞；若我們輸入

為「六十三號」，則整個詞彙被視為地方詞。從這段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斷詞系統對於

人可以接受卻非語言正規的使用方式，仍有其相容辨識上的困難度。換個角度來看，

對於中文這種頇要研究詞彙和語法等考量因素來斷詞的語言來說，斷詞系統本身頇要

能不斷去訓練，以改進隨時代不斷更新所產生新的詞彙而可能產生斷詞錯誤的情形。 

在過濾完一些詞彙之後，將詞彙去掉詞性並以空白隔開。我們對相關詞彙的處理

分為兩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建立相關詞彙的索引，第二步驟則是依據相關詞彙取得含

有詞彙共現之文件。由於本系統透過 Lucene 建立索引，在前處理上先對所有詞彙建立

索引的機制，以便在檢索時能快速建立目標清單。但 Lucene 設計的目的不在於提供相

關詞彙查找功能，而是快速且多樣化進行文件檢索，故我們需要額外再建立共現詞彙

列表。 

我們在第一步驟時只建立各個詞彙的共現詞彙列表，而不儲存共現詞彙所出現的

檔案資訊。在第二步驟則是利用 Lucene 的搜尋程式進行檢索，此時才將出現共現詞彙

的檔案列出。這樣的方式除了能快速的搜尋之外，同時我們將共現詞彙列表獨立出來，

日後也可以進一步讓使用者針對共現詞彙列表作編輯，像是想要去除某些使用者認為

沒有必要列出的共現詞彙，如，「檢察署」和「檢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