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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習慣，這使得各式各樣電子型式的資

傳統搜尋引擎自動摘要設計方式

料大量出現，網際網路儼然成為前所未

多半截取網頁的前幾十個字元，作為輔

有的知識大寶庫。為協助使用者找尋資

助性說明。惟觀其所截取的文句，多無

料，各種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也積極

什意義，非但無法提供充足的內文判斷

扮演著導路的角色。然而，當使用者下

資訊，更甚者，或可能誤導了使用者。

達一個搜尋指令時，搜尋引擎動輒回報

本研究剖析網路文件標記特性及中文

數百筆，甚至數千筆以上的資訊。五彩

字詞詞性，研發跨主題的自動摘要系

繽紛的網頁內文，原多未附含摘要敘

統。經使用者實際測試後，在網頁內容

述，有些搜尋引擎雖然已有自動摘要之

判斷、摘要可讀性，以及選用意願的評

設計，惟其設計方式多半截取網頁的前

估項目，優於目前一般搜尋引擎的自動

幾十個字元，作為輔助性說明，由於網

摘要設計。經交叉比對分析，發現年齡

路文件有其特殊的寫法，觀其所截取的

在 20 歲(含)以上者，以及學歷愈高者

文句，多無什意義，非但無法提供充足

（研究所以上），有極顯著偏好本研究

的內文判斷資訊，更甚者，或可能誤導

的自動摘要之傾向。是否透露不同年齡

了使用者。

層與學歷程度對摘要有不同的需求，則
有賴未來繼續研究。

文件自動摘要雖已是自然語言處
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的重要標的之一。然而對於所擷取語句

關鍵詞：自動摘要、中文斷詞、網路超

的可讀性、前後文句的連慣性，卻一直

文件、資訊檢索、搜尋引擎

難有重大突破。對於網路文件自動摘要
的研究，並未見著墨。即是目前風行的

一、前言

搜尋引擎，也僅著重於搜尋機制的改
良，對於搜尋結果的自動摘要呈現，多

傳統上，一般學術性質的期刊，

僅視為可有可無的附屬功能。使用者對

多半會提供簡短的摘要，作為輔助使用

於查詢結果仍需逐筆連結進入各網頁

者瞭解論文大意或判斷是否進一步閱

瀏覽。在頻寬有限的網路環境裡，超連

讀全文的參考。近年來由於全球資訊網

結使用之頻繁，對於網路傳輸之負擔不

(World Wide Web)的普及，帶動許多上

蒂雪上加霜。因此引發我們開發可讀性

網的人口，也改變了一般人的閱讀及寫

網路文件摘要系統的動機，希藉此配合

搜尋引擎的檢索結果，自動展現足以表

外，其結果應仍不脫『言簡』『意垓』

達網頁內文的簡短摘要，一則節省使用

之效。

者逐筆進入網頁瀏覽的時間花費，更可
減少大量不必要的資訊傳遞，提升網路
傳輸效率。對二十一世紀資訊社會的發
展，應有正面的助益。

3.2 自動摘要相關研究
語言文字是人類社會中表達意念
最主要的工具。對一篇文件而言，其撰
寫內容往往是針對某一特定主題，所以

二、研究主題

文中會存在許多足以代表該主題的關
鍵詞彙，這些關鍵詞彙可視為該文件的

基於資訊化時代對於網路文件閱

重要資訊。因此，關於自動摘要的研

讀習慣日益形成之需求，本研究希望藉

究，也多是基於上述理念，進行萃取原

由傳統自動摘要製作技術，研究其實施

始文件中重要句子的過程(Luhn, 1958;

於中文及網路超文件的可行性。主要的

Edmundson, 1964)。一般認為評估句子的

研究議題有三項：

重要性可考慮：字彙在文中所出現的頻

（一） 西文自動摘要的方法於中文文

率、關鍵詞彙出現的位置、與上下文的

件之適用性。
（二） 傳統文件自動摘要方法於網路
超文件之適用性。
（三） 網路超文件自動摘要之實用
性。

關 係等 (Edmundson, 1969; Rush et al.,
1971)。是以多年來學者的研究，多著
重於向量統計或語意分析的技巧，藉以
萃 取 文 中具 有代 表 性的句 子 （ Paice,
1990; Salton, 1983, 1989, 1996）。近年來
因為全球資訊網的興起，資訊檢索技術

三、文獻探討

也已逐漸被應用到探討超連結
(hyperlink) 自 動 產 生 的 適 用 性 (Allan,

3.1 自動摘要定義

1996; Salton, 1997)。

自動摘要是指將萃取組合文章內
文重要字句的過程予以自動化之謂。摘

3.3 中文資料處理

要的目的在於產生一個言簡意垓的文

中文文字不若西文文字有明顯的

件描述，它應比文件標題更具敘述性，

空白可以將句子中的各個詞彙(term)區

但又短的可讓人一眼就明瞭。因此，一

分開，因此，長久以來中文關鍵詞擷取

個好的摘要應該能夠有效反應原文所

一直是資訊檢索領域發展的瓶頸。而中

要傳述的重要意旨。至於摘要的長度

文斷詞最大的問題就是斷詞組合的岐

Lancaster(1991) 則 認 為 沒 有 明 確 的 限

義性(ambiguity)、複合詞研究以及未知

制。因為其中牽涉到的因素頗多，包

詞問題(Chiang, et.al.1992)。國內進行中

括：原始文件的長度、原始文件所表達

文字詞分析，以陳克健、黃居仁為首的

主題的複雜度及多樣性、原始文件對不

中央研究院中文詞知識小組成效最

同組織不同個人的重要性、原始文件獲

著，其研究成果包括中文詞庫[八萬目

取的容易度、成本以及目的等等。依

詞]、平衡語料庫、中文語料庫、以及

此，自動摘要之精神，除節省時間人力

各種技術專書等。

已進行的中文字詞分析，可歸納

引擎雖然積極扮演著導路的角色，然

為三類：詞庫比對法、文法剖析法及統

而，當使用者下達一個搜尋指令時，搜

計 法 (Chen, et al., 1993; Ho, et al.,

尋引擎動輒回報數百筆，甚至數千筆以

1993) 。 詞 庫 比 對 法 主 要 利 用 現 有 詞

上的資訊。五彩繽紛的網頁內文，原多

庫，比對輸入的文件，擷取出文件中出

未附含摘要敘述，有些搜尋引擎雖然已

現在詞庫的字詞。此種作法若有現成詞

有自動摘要之設計，惟其設計方式多半

庫則操作簡單，更可依據詞性作為關鍵

截取網頁的前幾十個字元，作為輔助性

詞篩選參考，惟對於新生詞彙則無法辨

說明，由於網路文件有其特殊的寫法，

識。文法剖析法是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技

觀其所截取的文句，多無什意義，非但

術及過濾技術，篩選出文件的關鍵詞彙

無法提供充足的內文判斷資訊，更甚

組。惟中文語法變化過多且標準制定不

者，或可能誤導了使用者。若分析

易，使得此種作法處理甚為困難。至於

HTML 結構，其中不乏與本文主題相關

統計法需透過大量文件的分析，取得足

者如：<TITLE>, <META>, <H?>等，如

夠的統計參數（詞頻、門檻值）後，再

以將這些標籤作為判斷句子重要與否

擷取滿足參數的語彙。此種作法可有效

的線索，依標籤的重要程度，給予不同

擷取新字詞，惟所產生之詞彙甚多，並

的比重，應是不錯的嘗試。

無法滿足需詞性對照分析者。
3.5 摘要評估
3.4 網路超文件處理

摘要的評估是一件困難且主觀的

網際網路上所流通的文件，其上

工作。對於自動摘要的評估，學者多從

所使用的語言為超文件標記語言(Hyper

系統研發成本與成果效益雙方面進行

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它是一

分析。在成果效益上，多半針對自動摘

種標示網路文件格式的標準語言。基本

要的可讀性，要求使用者提供意見。學

上 HTML 的文件不過是一般普通的文

者的研究指出，以使用者直覺式

字檔，再加上一些標記，用以展現有關

(intuitive) 的評估方式雖然簡單，但其

字體字形的變化、圖片的設置或是一些

不一致、主觀與非量化是其缺點

超連結。當瀏覽器經由網路接收到

(Brandow, et al.1995)。Edmundson(1969),

HTML 文件後，不但會將文字與圖檔資

Salton, et al.(1997)所進行的自動摘要評

料顯現，同時也會依照標籤，將內容以

估，使用者的反應也都是評估的重要指

適當的方式呈現。全球資訊網的魅力在

標。以使用者進行評估，無法避免的必

於，所有的網頁都是遵守共同的 HTML

然會參雜人為主觀因素於其中，因使用

標準，使得多采多姿的網頁能在各種平

者背景及需求的不同，所做出來的評

台呈現一致的特色。當全球資訊網躍居

估，也未必能真正的正確。然而，至今

為資訊傳遞的主要舞台時，網路文件也

似乎仍無法有一個正確而又客觀的自

自然成指數等級的增長。近年來應用資

動摘要評估法。

訊檢索的技術，建置了為數可觀的搜尋
引擎，網路文件處理成為新興的研究課
題(Sonnenreich and Macinta, 1997)。搜尋

四、研究架構
自動摘要的相關研究在西方已行
之有年，國內在這幾年才開始投入這方
面的研究，而網路超文件自動摘要的研
究則屬一較新的範疇。圖一(見附錄)為
本研究系統完整架構圖。系統是在
Microsoft Windows NT 4.0 Server 平台環
境下，使用 PC Pentium 等級的機器，配
備 AMD K6-2-233 的 CPU、64MB 記憶
體，以及 10.1GB 的硬碟，採用 Visual
C++ 6.0 程式語言發展。研究中用來產
生自動摘要的樣本，係由人工隨意選取
網路上不限類別之超文件，共計收錄有
醫療、旅遊、圖書館資訊、同志議題、
生命教育、女權主義、音樂、電腦、教
育改革等十多個類別，字數在一千餘字
到萬餘字不等的超文件，共計 300 篇。
摘要呈現的方式，配合搜尋引擎的查詢
結果一併呈現。
在圖一中包含兩個子系統：搜尋
引擎子系統與自動摘要子系統。自動摘
要子系統為本論文研究標的，希望藉由
自動摘要的呈現，增進使用者在搜尋引
擎的查詢效益。圖二為自動摘要子系統
的處理流程圖。在自動摘要子系統中，
由於網路超文件格式不同於一般的文
件資料，加上中文文字不若西文文字有
明顯的空白區隔，所以在實際進行自動
摘要處理流程之前，需先經過文件標籤
剖析及斷詞處理。

4.1 超文件標籤分析子系統
超文件標籤分析子系統的目的
為去除超 文件中 多餘的標籤及 符
號。本系統初期僅以中文字為實作
對象，因此英文字亦在排除之列。
由於超文件標籤格式種類繁多且複

雜，需輔以標籤線索資料檔，以記
載標籤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用來當
作辨識重要句子之線索。除此，對
於文件中重要句子出現的位置亦予
記錄，例如：出現在第幾段的第幾
句。在最後重組句子時，上述記錄
均用得到。圖三為此子系統的架構
圖。
4.2 中文斷詞子系統

中文文件在字與字之間，不像
西方文字有明顯的空白可以區分，
故在中文文件的資訊處理上，斷詞
是一道不可避免的程序。圖四為斷
詞子系統架構圖。
本研究所採用的詞庫為，中央
研究院所建構的八萬目詞庫。該詞
庫共收錄有 78410 目詞。一個句子
裡，動詞 與名詞 通常是句子的 核
心；在自動摘要文獻探討中，亦不
乏採用名詞與動詞當作重要詞彙的
例子(Barzilay，1997)。因此在本研
究中，僅將句子中的名詞與動詞，
視為與內文最相關之重要詞彙。但
有些不重 要的名 詞亦予以惕除 ，
如：定詞 (一些，諸多，許多….)、
量詞 (一幫人，一堆雪，一筆…)、
方位詞 ( 以外 ，以 上 ，當中 ，方
面…)、代名詞 (我們，妳，汝輩，
吾人…)、姓氏 (吳，張，諸葛…)
等。故在進行斷詞之前，需先進行
詞庫的過濾，作為斷詞子系統比對
時的參考。經過此一處理程序，詞
庫原有 78410 個詞，篩選後剩餘
46243 個詞。

過濾詞後，接著建立詞庫雜湊
表(Hash Table)以加快詞庫比對速
度。若數個詞彙有著相同的首字，
便使用鏈結串列(Link List)儲存，以
減少記憶體的浪費。在斷詞方面，
本研究採用詞庫比對結合長詞優先
法來進行斷詞作業，如比對不到則
視為未知詞，不加以處理與記錄。
在斷詞的過程中，仍需計算文件中
每個詞彙出現的次數，以及記載詞
彙所出現的位置，以作為自動摘要
子系統計 算句子 重要性權值之 依
據。

此給予在主題中的重要詞彙，權重為
5。<H?>標籤有六種等級，從 <H1> ～
<H6> ，<H?> 標籤使用在文件內部，
藉以區分文件中的大小標題，由於
<H5> ～ <H6>字體大小並沒有特殊
之處，也較少有人使用來當做標題，
本研究不予處理。本研究給予所有
<H1>～<H4>標籤相等的權重 3。有些
超文件使用 <FONT SIZE> 來呈現其
主題，其範圍由 1～7，預設值為 3，
也就是一般呈現的字大小是 3，所以
本研究大膽假設 <FONT SIZE> 之值
大於 3 者為具有標題的作用，給予權
重 3；而<FONT SIZE> 小於等於 3

4.3 自動摘要子系統
由於網路上的文件數量龐雜且增
加快速，系統運作方式應考慮到即時
性，本研究乃採統計方式配合上述超文
件標籤線索檔，作為自動摘要產生的方
法。圖五為自動摘要子系統架構圖。

者，表示比較不重要的資訊，無需做
特殊處理。
(3)位置法
一般超文件中，多半是以<P>標籤
來區分句子段落。根據學者評估，
Mead 資 料 中 心 的 自 動 摘 要 系 統
Searchable Lead，只是簡單的摘錄文件

在自動摘要子系統中，依序可分為六個
步驟進行。

中的前 60、150 或 250 個英文詞彙，
便 達 到 了 90% 以 上 的 可 接 受 度
(Brandow, et al.，1995)。故在本研究中

1. 計算重要詞彙得分：
評估準則有四
(1)頻率關鍵詞法
名詞與動詞是一個句子的核心，
因此，在這個部份，文件中每一個名
詞與動詞在本研究中皆視為重要詞
彙，而詞彙的重要程度，則視該詞彙
在文件中所發生次數多寡。
(2)標題關鍵詞法
網路超文件，呈現標題的方式，
可 能 藉 由 <TITLE> 、 <H?> ， 以 及
<FONT SIZE> 等三種方式。<TITLE>
是使用在超文件的最開頭，主要在說

給予文件的第一段 10 的權重。
(4)標籤線索法
超文件提供了某些特殊標籤，用
以呈現其他重要的資訊。<META>標
籤能記錄超文件一些額外的資訊，例
如：作者所給予文件的關鍵字，故本
研究對於出現在<META>標籤中的詞
彙給予權重 5。其他相關標籤線索
如：<B>、<I>、<EM>、<STRONG>、
<BLINK>、<BIG>等所加強表示的詞
彙，多半是作者認為比較重要的詞
彙，故給予其權重 2。
2. 計算句子的得分

明文件的主題。本研究假設每一篇超
文件都能有一個良好定義的主題，因

n

m

k
1

l
1

SCORE Sij TPk PWSij TlWt

經由第一個步驟的分析計算後，
句子的得分可以很輕易的藉由句子
中重要詞彙權重的加總而來。句子得

文件主題：

分計算公式如下：
上述 Sij 表示文件中第 i 個句子的
第 j 個子句，TPk 代表句子中第 k 個

本研究
自動摘要：

詞彙的重要性分數，n 是指 Sij 子句
中重要詞彙的總數，PWSij 表示第 Sij
個子句的位置權重，TlWt 為詞彙 Tl
的標籤 t 權重 (Wt)，m 表示 Sij 子句
中加權詞彙的總數，最後 SCORESij
即為 Sij 子句的總得分。
3. 根據得分數將句子排序
第三個步驟則是將文件中所有句
子，依得分高低降冪排序。
4. 根據擷取原則摘錄句子
由文獻得知，摘要的字數長度並無一
定的標準。本研究採資訊科學大辭典
中對附錄及簡訊性質之資料摘要字
數的建議，決定摘錄的總長度為 125
個字(250 字元)左右。為顧及句子的完
整性，所摘錄的句子將以完整句子為
擷取依據。
5. 按文件順序排列句子
最後一個步驟，是將摘錄出的句
子，按照文件原本的順序組合，使成
為一篇可讀性的摘要文件。並將製作
出來的摘要與原來的超文件資料之
間，建立鏈結關係，便可提供給搜尋
引擎，輔助查詢結果的呈現。
6. 摘要結果呈現
完成了上述自動摘要的製作後，
所產生的摘要便可與搜尋引擎結
合，作為搜尋引擎查詢結果回報時的
提示訊息。以下列示一些本研究自動
摘要與傳統搜尋引擎自動摘要，針對
同一篇文章所產生的不同摘要結果。

傳統搜尋引擎
自動摘要：

藥品在人體內的旅
行
經口服的藥品進入
全身血液循環以
前，會先到肝臟旅
行，有些藥就在此地
被肝臟的酵素破壞
了一大半，藥學上稱
為「肝臟首渡效
應」，會使藥品的療
效打折扣。研究藥品
在人體內的旅行過
程的學問叫做藥品
動力學，藥品動力學
可以幫助我們探討
藥品在體內的行徑
與人體處理藥品的
經過，包括吸收、分
佈、代謝、排出等。
[生活用藥常識]藥品
在人體內的旅行本
文作者：和信(原孫
逸仙)醫院藥劑科主
任/陳昭姿
我們
吃下去的食物，........

文件主題：
本研究
自動摘要：

傳統搜尋引擎
自動摘要：

文件主題：
本研究
自動摘要：

傳統搜尋引擎
自動摘要：

甘蔗
甘蔗為禾本科植物，甘
蔗
SaccharumsinensisRoxB
，拉丁學名
「Saccharum」是指糖
或甜的意思，
「Sinensis」即中國，
指甘蔗產於中國。嵇含
作干蔗，謂其莖如竹竿
也，這就是甘蔗的名
源。甘蔗渣中含有對於
小鼠艾氏癌和腫瘤
-180 有抑制作用的多
糖類等藥理作用。
[蔬果養生]甘蔗本
文作者：中國醫藥學院
中國藥學研究所教授邱年永
&........
工商時報新聞
【記者梁玉立台北報
導】為加速金融改革，
統合金融、證券、保險
事業的監理事權，行政
院長蕭萬長今天將宣
佈一重大訊息，將在行
政院之下，成立獨立的
「金融監理委員會」或
「金融總署」，該單位
主要將由現行央行金
檢局、財政部金融局第
六組、財政部證期會等
相關單位組成，將直屬
於行政院，至於該單位
首長是由財政部長兼
任，或是另外有專職首
長，則將另作討論。
中時電子報∣ 中國時
報∣ 工商時報∣ 中
時晚報∣ 新聞專輯∣
新聞檢索∣ 即時新聞
∣ 新聞攝影 工商時
報 焦........

五、研究成果與未來發展
本研究以網際網路中文超文件為
摘要主體，經過超文件剖析系統、中
文斷詞系統的分析處理，最後運用統
計方 式計算，擷 取出文件的 摘要字
數。為了驗證本研究自動摘要的適用
性，採取了線上問卷的評估方式，針
對兩種不同摘要（一般搜尋引擎自動
摘要，本研究自動摘要），評估網頁
內容容易判斷程度、可讀性、字數適
當性，以及願意選擇之摘要等項目。
線上 問卷採登載 各校電子佈 告系統
(BBS) 方式，由受測者主動填寫問卷。
經過十天的開放時間，共計有 194 位受
測者上線填寫問卷，其中一份為無效
問卷。問卷資料分三部份做分析：一
為受測者基本資料、二為受測者選填
各項評比項目的百分比，最後為各基
本資料與摘要評估項目的交叉分析。
測驗使用者滿意度的評估方式。評估
結果，在摘要判斷網頁內容的容易程
度，及摘要可讀性上，獲得 60%以上
的認同；在最後摘要的選擇上獲得 54%
的認同，高於選擇傳統搜尋引擎摘要
的 29%。這樣的結果，說明本研究在
系統適用性上實優於目前一般搜尋引
擎。惟經交叉比對基本資料與摘要評
估項目發現，年齡與學歷對摘要各項
評估中，有顯著的差異 (顯著值 P <
0.05)。尤其年齡在 20 歲(含)以上者，
以及學歷愈高者（研究所以上）
，在所
有評估選項中，都極顯著偏好本研究
的自動摘要。是否透露不同年齡層與
學歷程度對摘要有不同的需求，則有
賴未來繼續研究。

總括而言，本研究有下列幾項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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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查詢指令

超文件
資料庫

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

查詢結果
(含摘要 )
搜尋引擎子系統

自動摘要
子系統

超文件
摘要文件

(含摘要 )
資料庫

圖一：系統完整架構圖

網路超文件輸入

超文件分析子系統

中文斷詞子系統

去除不必要
的資訊,留下
有用資訊

原始超
文件

超文件分
析作業

處理後之
資訊

詞庫＋斷
詞規則
超文件標籤
線索資料檔

自動摘要子系統

各種摘要擷
取方法

圖三：超文件標籤分析子系統架構圖
自動摘要輸出

圖二：自動摘要架構圖

超文件分析子系
統產生之資訊

中研院八萬目詞庫

詞彙過濾子系統
中文斷詞子系統
名詞及動詞
詞庫

1. 斷詞處理
2. 詞彙發生次數計算

詞彙資訊

圖四：中文斷詞子系統架構圖

自動摘要子系統
重要詞彙檔
1. 發生次數
2. 出現位置
3. HTML 標籤線索

1.
2.
3.
4.
5.

計算重要詞彙得分
計算句子得分
根據得分數將句子排序
根據擷取原則摘錄句子
按文件順序排列句子

圖五：自動摘要子系統架構圖

摘要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