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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近幾年來，文本數位化的現象日漸普

遍。大量數位化的資料透過網際網路，傳
播各處。數位圖書館，電子書，...，也提供
不同型態、素材的資料，大量機讀資料捶
手可得。如何輔助使用者在浩瀚的資料堆
中，快速準確的找到所要的資料，是研究
的重點。資訊檢索和瀏覽是目前使用者擷
取資訊的兩大模式，由於瀏覽模式對使用
者來說具有簡單方便，一目瞭然的特性，
很適合用在創作電子書、建立數位化圖書
館、以及網頁製作等應用上。在這種情況
下，我們有必要針對如何建立一個好的 ”
導覽架構”，作進一步的探討。本計畫報告
提出文本間超鏈結的自動建立的方式。

關鍵詞：中文語言處理，自然語言處理，
超文本建構，資訊檢索，語意模型，瀏覽
系統。

Abstract
Digitizing is very common recently.

Much digitized information is disseminated
elsewhere through Internet.  Digital libraries,
electronic books, and so on provide multi
collections.  How to help users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large-scale digitized
database quickly and accurately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browsing are two basic models for acquiring
information.  Browsing is simple and
convenient for users, thus the model is useful
for many applications such as electronic
books, digital libraries, web pages, and so on.
How to develop an elegant browsing model
is worthy of studying.  This project report
presents the automatic construction of

hyperlinks in Chinese texts.

Keywords: Browsing System,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Hypertext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emantics Model.

二、緣由與目的
由於近幾年來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

愈來愈多的文件以 HTML 的格式呈現在網
路上，而文件與文件之間也可以藉由超鏈
結（Hyper-link）互相串連，形成一個文件
網路，因此一份文件可以藉由超鏈結連結
到其它相關網頁，使用者可以藉由一份文
件的超鏈結無限延伸視野。諸如此類的情
形如數位圖書館( Digital Library ) 、電子百
科全書、新聞鏈結 ⋯等，愈來愈多的應用
使得我們必需正視文件之間鏈結該如何建
立。

由於使用者由一份文件瀏覽至下一篇
文件時，是一種 ”導覽模式”，也就是文件
的產生者建立一些超鏈結，使用者藉由這
些超鏈結的導引，閱讀相關的其它文件。
由於這種、”導覽行為”的日漸普遍，我們
覺得有必要對這種導覽行為，以及如何建
立一個好的 ”導覽架構”，作進一步的探
討。

由於現在流通於網路上的文件數以萬
計，並且隨時在不停地更動，要如何能夠
對大量的資料進行快速有效的分析，建立
合宜的導覽架構，並且能反映文件動態的
增刪，也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議題。

在文件鏈結系統的建構上，有兩個最
主要的問題，第一個是如何找出文件中可
能的鏈結點，第二個是這些鏈結點該連結
到那裡; 整體來說，這牽涉到使用者所感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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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主題以及如何建議使用者去尋找相關
的資料，在後面的部分，我們會以 “實體”
這個詞彙來表示一個能的鏈結點。

自動鏈結技術所必須直接面對的問題
就是實體的辨識，包括偵測與標定邊界，
以及在不同文件的實體間建立鏈結，而如
何偵測一篇文件中的重要實體，實體的重
要性與文件主題有沒有關係，都是我們要
分析的問題。另外我們也會分析文件類別
與實體型態，並且找出常常出現的實體型
態，以決定這些重要的實體型態對於文件
鏈結的影響程度。

由於我們不能預測所要處理的文件數
量與型態，因此，我們大概也無法期待能
由所要處理的文件中訓練得出什麼資訊，
所以一個強健又能保持一定精確度的實體
辨識流程是我們所要致力完成的。而文件
鏈結的精確率與回收率也是影響系統效能
的關鍵，我們也會去分析它，並嘗試找出
影響它的幾項原因。

若要建立文件之間的鏈結，首先必須
決定鏈結所必須扮演的角色，一般來說，
若是以文件相似程度為鏈結存在與否的標
準，則鏈結的存在意味著兩篇文件有相同
或相似主題，若是以詞與文件的相似程度
為鏈結存在的依據，則鏈結的存在便代表
著文件的主題就是該詞代表的意義。M.
Agosti 等人 [ Agosti, Colotti & Gradenigo,
91] 曾提出過文件之間可以建立 4 種鏈
結，即文件與文件鏈的鏈結(D-D links)、索
引點與所引點的鏈結(T-T links)、文件與索
引點的鏈結(D-T links)以及索引點與概念
間的鏈結(T-C links)，我們在此提出一個以
建立實體( Entity )與實體之間的鏈結方
法，而鏈結的存在表示有兩個相同實體存
在，或者兩個實體的表現行為相似。
  
三、結果與討論
3.1 文件分析部分

一篇文件的實體通常是一篇文件的基
本元素。使用者可由這些實體拼湊出整份
文件所要表達的內容，因此使用者也很有
可能要對這些實體做更深一層的認識，因
此，選擇實體，就變成幫助使用者選擇相
關資訊的一個重要步驟。那到底什麼樣的
字串該被當作實體呢？在我們的考量之

下，只要是使用者有可能感興趣的地方，
都應該被視為實體。在這樣的考量之下，
我們發現一些事實，人名、組織名及事件
名幾乎都會是使用者有興趣的地方。又如
地名在大部份的文件中，會是使用者感興
趣的資訊。其它的一般名詞，在不同類型
的文件中，有著不相同的情況，例如：”石
頭” 在旅遊類的文件中似乎不會引起使用
者興趣；但是若在礦物類，就很有可能引
起使用者興趣。再如： ”天王星” 在物理
或天文類的文件中幾乎是很顯眼的字串，
不管 ”天王星” 是文件主要內容還是隨便
提提。

有了以上的瞭解，我們覺得如果要選
擇實體必需先對文件類別做分類，再根據
文件類別選擇某些類別的鏈結點當作鏈結
處。在我們的模型中，我們根據中研院
Sinica Corpus，得到了 67 類的文件類別，
以及由梅家駒等人所編之“同義詞詞林”，
得到了 1364 類的實體類別，而每一類的文
件，都有對應的實體類別串列，對於任一
類別的文件只有對應於該類別的實體串列
的字串才有可能成為可能的鍊結點。

就如前面所提，由於人名、組織名與
地名在大部份的文件都是重要的實體，並
且根據實驗分析，人名、組織名與地名在
文件中也站有相當高的比例，因此，以專
門的方法來辨識這些實體是絕對有必要
的，因此我們使用了中文人名辨識模組、
英譯人名辨識模組、地名辨識模組與組織
名辨識模組與 N-gram 模組來辯識這些常
出現且重要的實體。

除此之外，我們也提出了一個辨識其
它實體的方法，我們期待這樣能使得在實
體的辨識上能夠更為完備。

3.2 導覽部份
由於目前資料的流通非常快速，因

此，系統應該要能對資料的變動作出適當
的反應且及時的反應，才可以讓使用者的
檢索發揮最大效率。

為了能夠即時且正確的建立鏈結，系
統的作法是將所有實體概念資料存放在實
體資料庫內，一開始時，所有的實體概念
的狀態(status)都是 0 (SLEEP)，也就是沒有
任何的鏈結，此時，系統會逐一檢查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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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實體概念看看是否有其它的實體概念擁
有相同的實體字串，如果有，就把擁有相
同實體字串的實體概念設定為活動  1
(ACTIVE) 狀態，這些處於活動狀態的實體
就可以互相鏈結，在系統將實體概念設定
為活動狀態的同時，也意味著系統必須修
改實體所在的檔案，使得該實體在檔案中
呈現高亮度，並可接受使用者點選。

對於之後新加入的文件，系統會先去
辨識文件中的實體，形成實體概念，之後，
系統採取相同的作法，也就是去撿查新的
實體概念是否有在實體資料庫中有沒有對
應的其它實體概念，如果有，變去更動相
關實體概念的狀態與修改文件。

對於文件的刪除，系統的作法是，在
刪除一篇文件時，同時也會刪除處於這篇
文件中的所有實體，此時系統必須對該文
件中的所有實體作一次撿查，如果一個實
體處於沉睡狀態，則系統可以忽略，如果
處於活動狀態，意味著有其它的也處於活
動狀態的實體也會鏈結到本篇文件，這時
必須在去檢查會鏈結到本篇文件的實體數
目，如果不只一個，系統還是可以忽略，
如果只有一個，系統必須將該實體狀態設
定為 0 (SLEEP) ，以免該實體鏈結到一個
不存在的文件。

對於暫時隔離文件的做法，與刪除文
件的處理流程接近，但是系統必須保存一
份背份，以作為將來回復之用。

根據我們實際使用導覽系統的經驗，
過多的鏈結點對使用者來講除了有一種不
舒服的感覺外，更糟糕的是出現密度較低
的鏈結點會被密度高的鏈結點所 “遮
蔽”，也就是使用者自然而然不會去注意密
度較低的鏈結點，這對於使用者來說，無
疑是一項資訊的損失。因此，系統在標示
鏈結點的時候，也會考慮到鏈結點密度的
因素。 當一個實體被系統標示為鏈結點
後，下一個相同的實體至少要離該鏈結點
500 Bytes 才會被標示為鏈結點。

待文件分析部份完成後，就可以進入
導覽模式瀏覽文件了部份。使用者可以由
任一起始文件開始，藉由系統選擇的鏈結
點往下繼續瀏覽其它文件了。 瀏覽其它文
件的方式是由使用者點選一個鏈結點，之
後系統便會將與此鏈結點相關的文件呈現

給使用者。本系統是多重鏈結模式，所以
呈現的文件數目可能不只一個，一般的情
況，使用者首先看到的不是文件本身，而
是文件名稱、文件類別、文件摘要等相關
資訊。由於文件之間是透過相同的實體產
生鏈結，也就是說，若文件之間存在著鏈
結，那表示文件內都有提到同一個實體
( 日期﹑人﹑地﹑組織﹑思想﹑理論 ) 而
兩份文件之間也有可能透過數個不同的實
體互相鏈結。

3.3 實驗與分析
本實驗是針對新聞類的文件所作的分

析。我們收集了 30 篇關於體育的新聞稿來
作分析，新聞來源包括 民生報、聯合報以
及中國時報，每一篇報導都先經過處理，
將不必要的 HTML 標頭去除，而每一篇文
件的平均大小為 2.3 K  bytes，大約 1000
字。

實體擷取部份，實體回收率：所有分
析文件內共有個 382 實體，只有其中 302
個被標示出。 因此實體回收率為  79.0
%。實體精確率：系統共針測到了 395 個
實體，但只有其中 302 個是真正的實體，
因此實體精確率為 76.4 %。鍊結點部份，
鏈結點回收率：所有分析文件內應該要有
個 184 個鏈結點，系統共找出其中 162
個。因此鏈結點的回收率為： 88.0 %。鏈
結點精確率：系統共建議了 178個鍊結點，
但其中只有 162 個是正確鏈結點。因此，
鏈結點的精確率為： 91.0 %。實體搜尋部
分，此部份是根據正確的鏈結點所做的分
析，也就是系統所找出的 162 個正確的鏈
結點。以我們的正確答案來看，這 162 個
正確的鏈結點的鏈結數總和為 437 個，也
就是說平均一個鏈結點可以鏈結到 2.69 個
相關實體，而系統建議的鏈結數總和為 373
個，而鏈結點對真正相關實體的平均回收
率是 85.3 ﹪，也就是有 14.7 ﹪的實體因
為實體字串與鏈結點字串不同而無法產生
鏈結。

對於鏈結到不相關實體的原因，我們
做了更深入的分析：大部分的情況是實體
之間擁有相同的字串但畢竟是有所不同
的。我們根據無法百分之百回收相關實體
的鏈結點作了進一步的分析。無法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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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回收相關實體的鏈結點共有 38 個，這
38 個鏈結點的鏈結數總為 125 個，也就是
說平均一個鏈結點應該要鏈結到 3.29 個相
關實體，而系統建議的鏈結數總共為 57
個，而鏈結點對真正相關實體的平均回收
率是 46.5 ﹪。而這 38 個鏈結點中，其中
是組織名的有 28 個，地名有 6 個，人名
的有 2 個，比賽或會議有 2 個。

對於實體回收率部分，雖然有 88﹪的
實體都能被回收，但是我們仍然發現只有
實體字串不同，就很難產生鏈結，僅僅是
期待由文件之內找到相同實體的不同外型
（實體字串）似乎會遇到許多的瓶頸，尤
其文件的來源不同，對一個實體的描述方
法可能差異很大，因此，由語言處理上的
技術去搜尋一個實體的特徵，再去比較這
些實體特徵的相似性，應該是有必要的。

由於這裡所分析的是新聞的文件，即
使這些新聞的來源不同（中國時報、聯合
報、民生報）但是對於各種實體的表達方
式仍有相當的一致性，所以系統對於實體
的搜尋仍能保持相當的正確率與回收率。
不過可以發現到的是，即使對於實體的描
述一致，但是實體也會有簡稱與縮寫，這
裡所碰到的主要問題也是在簡稱與縮寫部
分，完全不同的描述方法在這裡似乎影響
性並不是很大。

四、計畫成果自評
整體而言，研究內容與原計畫所列的

工作項目完全相符，並已經達成預期的目
標，所提出的整合系統適合在學術期刊或
會議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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