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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ology-Based Task-Oriented Voice Mining for Mobile B2E Applications 

摘要 

無線通訊在軟硬體技術上的進步，讓企
業的員工能成為真正的行動工作者，而本
研究的架構便是以行動通訊環境為基礎，
並結合語音辨識與合成技術、GIS、
Ontology、Text Mining的運作與企業知識
庫等部分，讓企業的員工能經由語音進行
知識的取得與分享。但隨著資訊獲取管道
的增加，意味著如何從中擷取有價值的資
訊並做好知識管理，將是一個重要的議
題，因此 Text Mining便成為其中不可或缺
的工具。然而目前 Text Mining的技術大多
著重在字與字之間的距離或相似度，卻忽
略文件本身的結構性，因此本研究提出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 並 結 合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以表達過去
查詢無法呈現的結構性並提昇其準確度。 

關鍵字：B2E 行動商務、語音辨識、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  

Abstract 

The advancement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enables the employees to act 
as mobile workforce. To   prevent from 
drowning in the information flood, in this 
research we propose an architecture to 
facilitate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sharing 
by speech,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peech recognition, 
GIS, Ontology, Text Mining and knowledge  
base. Text Mining,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is architecture, was grounded in the 
term-based measurement of distance or 
similarity, ignor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documents. Therefore, the primary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presenting 
the method of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 
and employing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 in order to perform Text Mining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document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query results. 

Keyword ： B2E M-Commerce 、 Speech 
Recognition、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 

壹、緒論 

 隨著無線通訊與行動設備在軟硬體技
術上的進步，無線行動設備從最早期只有
基本的語音通訊、文字簡訊傳遞，到目前
已能傳輸複雜的多媒體影音或進行交易，
而這些新興應用的出現也開始帶動行動商
務的發展。因此，本研究對於行動商務未
來發展的趨勢並參考相關資料，將研究動
機分述如下： 

1. 行動商務市場的前景看好 
根據 Jupiter Communications在 2000年

底所發佈的最新報告顯示，預估到 2003
年全球使用手機上網的用戶數將從 2000
年的 110萬人成長到 7,940 萬人；在營收
方面，根據 IDC的預估，全球行動電子商
務營收將自 2000 年的 40 億美元成長至
2005年的 2,100億美元的龐大商機[1]。而
過去許多應用亦期可藉由傳輸量較大的電
信系統紓解頻寬不足所造成的瓶頸，如：
GPRS、PHS，以及未來即將加入的第三代
行動通訊與無線區域網路，同時亦能更加
帶動行動商務的蓬勃發展。 

2. B2E行動商務應用的增加 
在 B2E 行動商務方面，根據顧問公司

Cutter的預估，至西元 2005年，全球企業
中平均有 57％的員工被定義為行動工作
者(Mobile Workforce)；另外，Forrester的
調查結果顯示，現階段美國財星 2,500 大
企業「已經」或「即將」讓其員工使用行
動化工具輔助日常工作[2]。Gartner指出行
動辦公室員工的生產力，企業與員工之間
(Business-to-employee)服務這塊市場，已
造就 2001年企業無線上網市場約 1,100億



美元的龐大商機，較 2000年的 750億美元
成長 46%[3]。由以上數據可知，未來行動
辦公的員工在數目上的增加已是一項趨
勢，而企業行動化應用的發展與市場亦將
呈現大幅成長。而在 Fall 2001的『史隆管
理評論』中，兩位 BCG(Boston Consulting 
Group)企管顧問公司的專家韓森(Morten T. 
Hansen)與戴姆勒(Michael S. Deimler)，發
表一篇探討 B2E入口網站的文章，在這篇
文章的最後曾題到：「B2E 真正帶能給企
業的，並不光是成本與費用的節省以及生
產力的提昇，也在於它為企業經營與工作
的執行，開出了一條既重視生產力也關心
員工的數位坦途。」 

3. 結合語音辨識技術所產生的加值服務 
 拜語音辨識技術逐漸成熟，許多企業

開始將目前現有的服務結合語音辨識技
術，產生一種以語音為導向的加值型服
務。而這種服務亦正漸漸興起，如：美國
電信大廠 AT&T，已於 2001 年宣佈旗下
AT&T WorldNet®  Web(ISP) 將提供電話
語音上網服務。透過語音辨識科技的協
助，消費者可以透過電話在任何時間、任
何地點進行上網服務[4]。根據 Datamonitor
調查報告，語音辨識市場在 2000~2006年
之間以每年 43 %成長，在 2006年整體市
場產值將成長至 56億美金。語音科技的發
展，將進一步促進語音與網路的整合[5]。 

4. 實施知識管理所帶來的益處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Peter. F. Drucker) 

在其著作『後資本主義社會』中提到「我
們正進入一個知識社會，在這個社會當
中，基本的經濟資源將不再是資本、自然
資源或是勞力，而將是知識，而知識員工
將成為其中的主角」。從實際的案例來看，
全錄 (Xerox)建置的網路知識資料庫
-Eureka，在 2001 年為公司節省了 1,200
萬美元的成本；國際商業機器(IBM)利用
其 Lots Notes 軟體建置全球專利追蹤系
統，也同樣在 2001年時為 IBM帶進了 15
億美元的營收。因此，對於杜拉克的此項
觀點，全錄與 IBM在實施知識管理上的成
功經驗對其作了證實。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之

一為希望藉由語音辨識技術的 ASR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與
TTS(Text-to-Speech)，將知識管理融入行
動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中，其能帶來的好處
為：系統可視使用者交談的內容，主動地
由企業知識庫中搜尋適當的資訊與解決方
案並提供給使用者，而使用者也可透過行
動裝置以語音方式將此次工作中產生的知
識回饋於企業知識庫，這意味著企業在提
昇員工生產力的同時，也降低其在知識分
享上的負擔，使員工能將時間與精神專注
於企業的核心業務上；此外，透過語音這
種最自然的輸入方式，亦可避免因行動裝
置螢幕太小與輸入不便所帶來的限制。 

 本研究的另一個目的即是針對 LSI的
缺點：完全忽略字的順序與句子的結構
[6]、如同類神經網路般無法直覺地了解且
不易偵錯[7]、難於處理大量且動態的資料
[7]、對於概念空間最佳的維度數目並沒有
一個共識[7]與不適用於短查詢句[8]等，透
過 本 研 究 提 出 之 Ontology-Based 
Clustering的方式加以改善。由於 ontology
是依據某專業領域中基本概念的定義及其
關聯所產生的結構化架構[9]，因此能帶來
的好處為：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其查詢
的結果可表達過去以關鍵字查詢所無法呈
現的結構性，同時也較為精確；另一方面，
對於企業知識庫的管理者，亦可依據
ontology 結構化架構，對既有的文件進行
適當的校正與修改。此外，以 clustering
方式進行 Text Mining，其分類結果與 LSI
相似，但在執行效率上卻較 LSI佳[10]。 

 雖然本研究認為最佳的情境為系統可
針對使用者在行動裝置上的對談進行連續
語音辨識，但由於現行電信系統其頻寬不
足以支持連續語音辨識的需求，使得
VoiceXML 與以其開發的商業軟體僅能針
對單一關鍵字進行 keyword spotting。所以
本研究將利用 IBM ViaVoice SDK 8.0進行
系統開發，以模擬未來在 3G 或無線區域
網路等寬頻無線網路環境中所能達成連續
語音辨識的理想境界；另一方面，受到語
音辨識能力的限制，因此也需針對領域中
的關鍵字建立詞庫，以提高辨識的準確
度，而這也是本研究之所以採用 ontology



的另一項原因。 

以下第二章將介紹本研究中提出之結
合行動通訊、語音辨識與合成技術、GIS、
Ontology、Text Mining的運作與企業知識
庫所形成的架構，其運作方式。第三章為
本研究之預期貢獻與結論。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是以行動通訊環境為基
礎，並結合了語音辨識技術、語音合成技
術、GIS、ontology、Text Mining的運作與
企業知識庫等部分，研究架構圖為整合此
數個部分後所呈現的架構概觀，如圖 1。 

 

 

 

 

 

圖 1、研究架構圖 

下 將 分 別 就 Voice-Mining 、
Task-Oriented Ontology、Ontology-Based 
Clustering 與 Query-Driven Information 
Sharing做進一步說明： 

1. Voice-Mining 
當使用者進入此系統後，系統便開始對

使用者彼此間的談話內容或所下的查詢語
句透過 ASR(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並參考於本研究中所建立的詞庫與
ontology 以擷取關鍵字(keyword spotting)
方式進行語音辨識，經由語音辨識後所產
生的暫存文件可視其需要決定是否加入
GIS資訊，而這份暫存文件即是內部 Text 
Mining運作時的輸入資料之一。之所以在
ASR 的過程中採用 keyword spotting 方
式，是基於考量經由語音辨識所產生的文
件，具有以下兩項特性： 

(1) 非結構化：由於此類文件的資料來源

為使用者交談的語音內容，因此在經
由辨識之後所產生的文字，本身仍會
具有語音資料的特性，亦即非結構
化。非結構化的文件不同於半結構化
的文件，如網頁，或一般結構化的文
件，有其嚴謹的定義與固定的格式，
因此在使用上，若要將非結構化文件
的內容以結構的方式呈現，則需透過
一個適當的機制將其轉換。 

(2) 內容通常包含錯誤的資料：雖然目前
語音辨識在正確率上相較於過去已有
大幅的成長，但其發展仍受相關技術
的限制，因此在易受環境噪音影響與
辨識率仍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條件
下，文件內容難免會有辨識結果錯誤
或因無法辨識而有漏字的情形發生。
所以為增加其辨識的正確率並確保重
要的關鍵字均能辨識出來，因此需建
立一套詞庫加以輔助。 

2. Task-Oriented Ontology 
員工為了處理工作上大大小小且不同

性質的事務，便會從本身或他人過去的工
作經驗裡選擇可達成目的的工具或方法。
當其得知發生問題的原因在哪，也企圖發
現解決此問題的可能性後，對各種問題的
原因，都可視為一種待解決的問題；對各
種解決問題的可能性，都可視為一種方案
雛型。而這所謂待解決的問題，本身是要
排除障礙，換句話說就是通稱的任務。由
此可知，為使員工能順利達成任務，解決
所面臨的問題，則需讓員工知道問題發生
的原因為何，並提供適當的工具與方法。
因此，本研究採用 ontology 方式，依
Task-Oriented紀錄 B2E環境中重要的關鍵
字與概念，彼此之間則以問題與原因的
casual relationship加以連貫。 

此外，採用 Task-Oriented Ontology的
方式，亦可將語音辨識後所產生的非結構
化的資料，轉換成可以結構化的方式來呈
現與處理，以克服因語音辨識技術所帶來
的限制。如圖 2 所示， Task-Oriented 
Ontology包含一些基本的概念，在此先定
義此基本概念為何，隨後再舉例說明： 

 



 

 

 

 

 

圖 2、Task-Oriented Ontology  

Definition 1：Ontology中的每個節點代表
一個項目或概念，愈上層的節點，其代表
的意義較為廣泛，愈往下層則愈詳細。 

Definition 2：帶有箭號的線段表示節點之
間的因果關係。如：當雷射印表機連接UPS
時，可能會因 UPS設備本身發生問題，而
造成輸出電流不穩定，進而使得雷射印表
機輸出錯誤。因此在表達上，會由節點”
連接 UPS”以帶有箭號的線段連至節點”電
流不穩定”，以代表”電流不穩定”是由”連
接 UPS”所造成。 

Definition 3：一份經由語音辨識後產生的
非結構化資料，透過向量空間模型(Vector 
Space Model)方式將某發生節點出現的次
數紀錄成 ipx ，以轉換為 Task-Oriented 
Ontology 為基礎之結構化呈現，其中

ni ,,2,1 L= 代表文件向量、 mp ,,2,1,0 L=
代表文件中包含的維度，亦即 ontology所
擁有的字彙(包含根節點)。當一節點內的
文字出現於語音辨識後所產生的非結構化
的資料中，則將此節點出現的次數 ipx 紀錄
為 1。此外由於相連的節點彼此之間具有
因果關係，因此當某節點內的文字出現
時，所代表的意義為，位於根節點至此節
點這條路徑上的所有節點均會發生，所以
在紀錄時，是從根節點，但不包含根節點
(根節點永遠為 1)，到此節點的整條路徑均
設為 1，而不單單只紀錄這個發生的節點。 

由於計算上僅會使用某節點的代號與
其出現的次數，所以紀錄時並不會包含節
點內的文字，因此將圖 2原 Task-Oriented 
Ontology轉換為如圖 3般的簡圖。 

 

 

 

 

 

 

 

 

圖 3、Task-Oriented Ontology簡圖 

基於上述三點的定義，其中： 

(1) Root、○1 ~○20表示此 ontology所包含的
節點，位於 L1中的節點其概念的意義
較為廣泛，而愈往下層，代表的意義則
愈詳細。如圖 2中：產品部分包含了雷
射印表機、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掃
描器等較廣泛的項目，而雷射印表機則
包含了卡紙，列印品質等較細的問題。 

(2) 節點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以帶有箭號的
線段表示，如：○9、○10會導致○5 的發生；
○20會導致○19的發生；或圖 2中，引起列
印品質問題的原因可能有紙張上緣髒
污、輸出錯誤等。 

(3) 當某節點內的文字出現時，除了記錄本
身的節點代號外，也將此分支中位於上
層的節點代號加以記錄。因此當節點○20

發生時，此份文件的向量除了根節點永
遠為 1外，節點○20與位於此分支上層的
○4、○8、○12、○17與○19等節點也紀錄為 1，
其餘節點均為 0，如：(1,0,0,0,1,0,0,0,1, 
0,0,0,1,0,0,0,0,1,0,1,1)。 

3. Ontology-Based Clustering 
由 於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希 望 藉 由

Ontology-Based Clustering的方式，將企業
知識庫中已存在的大量文件與經由語音辨
識所產生的非結構化且含有錯誤的文件，
並把 LSI所未忽略的結構關係重新加以納
入考量，以達到存在於同一叢集中文件，
其結構均相類似。因此，以下將就本研究
中 所 提 出 以 文 件 結 構 關 係 進 行 的
Ontology-Based Clustering，說明如何透過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計算文件向量
之間的相似程度與以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 叢集方式表達出文件在結構關



係上的差異。 

(1)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 
Cosine Similarity在計算相似度時並不

受向量長度的影響，因此對於兩個文件向
量 21 ,xx ，其相似度 ),( 21 xxs α = ),( 21 xxs , 

0>α ，由於這項特性，使得兩個具有相同
組成成分的文件不會因總值的不同而產生
差異，因此 Cosine Similarity成為計算文
件相似度時最常使用的方法。此外，相較
於 Euclidean Distance，Cosine Similarity適
合用於處理高維度且稀疏的資料[11]。基
於上述原因與本研究中對某發生節點的紀
錄方式，本研究利用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 計算不同結構文件之間彼此的
相似程度。 

表 1、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演算法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 

Algorithm：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 依本研究中
對發生節點的紀錄方式構成內含結構性
的文件向量，以此計算向量間的相似度。 

Input： 
ix , 表示輸入的語音資料或文件，

ni ,,2,1 L= ； mp ,,2,1,0 L= , 表 示
ontology中節點的代號 

Output： 
),(

→→

ba xxs , 為兩份文件向量計算後所得
的相似度， na ≤≤1 , nb ≤≤1 且 ba ≠  

Method： 
1. 在輸入 ix 的同時，即進行 keyword 

spotting，以紀錄 ix 在 ontology 中出
現的文字與發生次數 ipx ，並將根節
點設為1。此步驟的目的是將非結構

化 文 件 轉 換 為 以 Task-Oriented 
Ontology為基礎之結構化呈現。 

2. 將原 ix 轉換成以文件向量
→

ix 表示，其
中 ),,,,1( 21 imiii xxxx L=

→
。 

3. 重複步驟 1與 2，直到所有輸入資料
均轉換成文件向量。 

4. 隨意挑選兩份文件並計算其文件向

量的相似度

22

†

),(
→→

→→
→→

⋅
=

ba

ba
ba

xx

xx
xxs  

5. 重複步驟 3，直到所有的文件向量均
計算完成。 

(2) 原始與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在
表達結構關係上的差異 
 由於原始的 Cosine Similarity在節點

紀錄方式與相似度的計算上並未將文件結
構關係納入考量，因此對於兩個呈不同分
布情形的節點，並無法由計算所得的相似
度看出之間的結構關係；而本研究中所提
出的「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則是
透過對節點採不同的紀錄方式，以期計算
所得的相似度能表達出不同分布情形的節
點，其結構關係上的差異。底下將參照圖
3，並利用三個節點以三種不同分布情況說
明透過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將可表
達原始 Cosine Similarity所無法呈現的結
構關係，其中節點○1 為其餘兩個位於同一
層級節點的比較基準，之間的深度差距以
n表示，CS為 Cosine Similarity的縮寫。 

I. 分布情況一、當深度差距 n = 1時： 
節點○1 、○5 與○8 的向量紀錄方式如表 2。 

表 2、節點的向量紀錄方式 

 

 

節點○1 與○5 位於同一分支，其計算所得
的相似度分別如下： 

原始的 CS = 0
1*1

0
=  

Structured CS = 8165.0
3*2

2
=  

節點○1 與○8 位於不同分支，其計算所得
的相似度分別如下： 

原始的 CS = 0
1*1

0
=  

Structured CS = 4082.0
3*2

1
=  



II. 分布情況二、當深度差距 n = k時： 
若此兩節點位於同一分支，其計算所得

的相似度分別如下： 

原始的 CS = 0
1*1

0
=  

Structured CS = 
2

2
2*2

2
+

=
+ kk

 

若此兩節點位於不同分支，其計算所得
的相似度分別如下： 

原始的 CS = 0
1*1

0
=  

Structured CS = 
42

1
2*2

1
+

=
+ kk

 

III. 分布情況三、當深度差距 n = k+1時： 
若此兩節點位於同一分支，其計算所得

的相似度分別如下： 

原始的 CS = 0
1*1

0
=  

Structured CS = 
3

2
2*2)1(

2
+

=
++ kk

 

若此兩節點位於不同分支，其計算所得
的相似度分別如下： 

原始的 CS = 0
1*1

0
=  

Structured CS = 
62

1

2*2)1(

1

+
=

++ kk
 

在以上三種分布情況中，可知原始的
Cosine Similarity 無法表達出節點間的結
構關係，亦即不論深度差距為何，其相似
度均為 0；相對地，透過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 卻能將位於不同分支或不同深
度差距的節點，其間的差異加以呈現： 

0.8165>0.4082, n = 1；   (1) 

2
2
+k

>
42

1
+k

, n = k； (2) 

3
2
+k

>
62

1
+k

, n = k+1； (3) 

(1)、(2)與(3)三個不等式，所代表的意
義為：雖然兩個節點均屬於同一層級，但
若此節點與基準節點○1 位在同一分支下，

則節點○1 與其將較不位於同一分支下的節
點來得相似。 

0.8165>
2

2
+k

>
3

2
+k

  (4) 

0.4082>
42

1
+k

>
62

1
+k

 (5) 

(4)與(5)兩個不等式，所代表的意義
為：不論此節點是否與基準節點○1 位在同
一分支下，之間的距離將隨其與節點○1 的
深度差距 n的增加，而有所增加。 

(3)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 
在選擇 clustering 的方法時，由於考量

ontology base中存有大量的字彙，但在實
際紀錄一份文件時，所出現的關鍵字卻只
佔總數的一小部份，因此以 ontology base
中的大量字彙作為組成的文件向量，將使
文件呈現高維度，但其中真正紀錄有值的
卻相當稀疏；基於此項原因，本研究採用
Dhillon, I. S.與Modha, D. S.於1999年提出
的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10]，以對
具 有 上 述 特 性 的 文 字 資 料 進 行
clustering，且於 [10]中也發現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 所建立的概念向量
(concept vectors)相當接近於 LSI的索引向
量(index vectors)，由概念向量所延伸的子
空間 (subspace)也相當類似 LSI 的子空
間；但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在所需
的記憶體與時間方面卻優於 LSI。 

由於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是由
K-means 演進而來，因此也同樣屬於反覆
最佳化型 (iterative optimization)的演算
法，此反覆的過程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
(1)將所有的文件向量重新分配至離其最
近的概念向量以形成新的叢集，(2)由此新
建立的叢集中，重新計算其概念向量。若
在這反覆的過程中可達到某些條件，即可
停止叢集化，如：新叢集所增加的品質不
比上次的叢集高出某一數值。然而兩者不
同之處在於，K-means 使用 Euclidean 
distance計算文件之間的距離，而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是使用 cosine similarity
判斷文件之間的相似度，但在 [11]中指
出，cosine similarity較 Euclidean distance
適用於具有高維度特性的文件的叢集上。



此外，由於是使用 cosine similarity，因此
亦能有效地處理文件向量的稀疏性[12]。
以下將說明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
其演算法： 

表 3、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演算法 
Spherical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Spherical K-means.由 I.S. Dhillon與 D.S. 
Modha提出，此演算法適用於高維度且相
當稀疏的文件資料。 

Input： 
k, cluster的數目； nxxx L21 , ,文件的向量 

Output： 

**
2

*
1 , kπππ L  k 個 cluster，並滿足 n

ij 1
*}{ =π  

)}({maxarg 1}{ 1

n
ijQn

ij =
=

= π
π

 

Method： 
1. 先挑選一個由文件向量所構成的

cluster，亦即 k
jj 1

)0( }{ =π 。而 k
jjc 1

)0( }{ =  

x

x

ji

ji

x

ix

∑
∑

∈

∈
=

π

π
表示此 cluster 的概念向

量，並將 t設為 0。 
2. 對於每份文件的向量 ix , ni ≤≤1 ，找出

其最接近的 cosine similarity。並計算

新的 cluster k
j

t
j 1

)1( }{ =
+π 。

,:}{{ )()(
1

)1( t
l

Tt
j

Tn
ii

t
j cxcxxx ≥∈= =

+π

kjnj ≤≤≤≤ 1},1 。若有某文件向量

同時與兩個以上的 cluster最接近，則
採隨機分配至其中一個 cluster。 

3. 計算此新的 cluster的概念向量 

kjmmc t
j

t
j

t
j ≤≤= +++ 1,/ )1()1()1( ，其中 

∑
∈

=
jxj

j x
n

m
π

1
, jn 表示 jπ 中文件向量

的數目。 

4. 若符合某些停止的條件 ，如 ：
0,)}({)}({ 1

)1(
1

)( >≤− =
+

= εεππ k
j

t
j

k
j

t
j QQ

，則將 †
jπ 設為 )1( +t

jπ ， †
jc 設為 )1( +t

jc ，
kj ≤≤1 ，並結束；否則將 t 加 1，並

從步驟 2開始。 

4. Query-Driven Information Sharing 
 對於企業知識庫中已存在的大量文件

與經由語音辨識所產生的非結構化且含有
錯誤的文件，會參考事先已定義好的
ontology base，再加入文件結構的考量後
計算出 structured cosine similarity，並以此
相似度進行叢集。因此在 clustering後，可
得到 cluster1~ cluster n，而任一個 cluster
中將包含數個結構一致或相似的文件。 

當使用者是進行查詢動作，則系統將依
據查詢語句，由企業知識庫中找出結構相
似的文件；若使用者是進行知識文件的建
立，則系統亦將依據輸入的內容，將其與
結構相似的文件置於同一叢集中。不論使
用者是進行查詢或建立知識文件，系統均
會針對使用者的語音內容與詞庫 (即
ontology base)進行 keyword spotting與辨
識，之後以此依據 ontology所產生的查詢
結構與 cluster 進行比對找出結構相似的
cluster。在輸出的暫存文件方面，也可視
使用者的需要決定是否要依據GIS資訊進
行過濾。 

由於本系統會要求使用者對其參考的
每份文件給予評分，而評分的機制採用一
般所熟悉的李氏克特量表，從最有幫助至
最沒有幫助共分為五個等級。每篇文件於
最初的等級均設為三，之後再依據使用者
所給予的評分加以平均。而對於使用者查
詢的結果，將以三種方式排序後呈現。首
先，依據結構關係的相似程度加以排序，
若有兩篇文件其結構關係的相似程度一
致，則以此兩篇本身的評分等級進行排
序，又若評分等級也一致，則依據兩篇作
者在此叢集中，本身發表知識文件的評分
總平均數作為排序參考。 

最後，經過此三種排序方式，系統可將
查詢結果直接或在 context filtering後的輸
出文件利用 TTS技術，將文字資料轉換成
語音格式讓使用者聽取。而對於核心的企



業資料庫與 ontology base，管理者也需定
期加以維護與評估以確保其優良的知識品
質與適當性。 

參、結論 

一項成功的研究除了能在學術上證實
其可行性外，也需具有實用性，亦即可實
際地融入企業營運之中並為其帶來利益。
因此此節將就本研究所能為企業帶來的價
值分述如下： 

1. Just Talk：不論是業務員或是需要經常
洽公外出的高階主管，對於這些行動工作
者而言，唯一能使他們可隨時隨地接觸企
業內資源的管道，便是透過手中的行動裝
置，然而在其可閱讀性與輸入的的限制，
加重使用者在其上存取資訊上的負擔。透
過本研究所提出的系統架構，使用者只需
透過手中的行動裝置進行交談，系統即可
針對使用者的談話內容與所在地，從企業
知識庫中找出適當的文件，同時以這種最
自然的輸出入方式，除了可降低使用者操
作上的負擔，也可大幅縮短學習時間。 

2. 無狹縫的知識管理：本研究降低員工知
識分享所需額外付出的時間與精力，因為
知識管理已融入他們的日常工作之中。使
用者除了可利用語音方式便利地存取企業
知識庫外，同樣亦可透過語音界面將工作
中所產生的知識加以回饋。因此在無須花
費額外心力的情況下，員工也將更樂於配
合公司的知識管理政策。 

3. 更準確且易了解的查詢結果：本研究中
所 提 出 以 文 件 結 構 關 係 進 行
Ontology-Based Clustering的方式，藉由在
Ontology中定義此專業領域基本概念的定
義及其關聯，使得搜尋的結果可較過去以
關鍵字方式查詢更為準確且更易為使用者
所理解外，更準確的搜尋也代表著使用者
無須從搜尋結果中過濾出有用的資訊，也
可避免付出不必要的時間與心力去想出一
套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工作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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