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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首先從模糊理論與全文標示兩個領域

角度切入，探討其在電子文件檢索系統㆖之重要

性；接著，提出模糊詮釋資料（Fuzzy Metadata）之

概念，實際應用於電子文件檢索系統㆖。我們設計

了兩套實驗性系統，主要研究成果有㆓：(1)電子新

聞管理系統，針對新聞資料內容進行軟性模糊分

類，使得檢索更具彈性，亦可提供較佳回線率；針

對新聞內容以 XML 格式進行全文標示，使內容更

具自我描述性，更能夠達到較高精確率；(2)圖書模

糊分類檢索系統，提出模糊詮釋資料（Fuzzy 
Metadata）之概念，並將其應用於圖書館的分類與

編目㆖，以加強書目資料的關聯性，提升檢索結果 
的廣度。 
 
關鍵詞：詮釋資料、模糊理論、模糊詮釋資料、模

糊分類、標示語言 
 

Abstract 
 

At the first,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electronic system for documents in the view of 
Fuzzy Metadata and practically apply it to the 
searching system. We develop two experiential 
systems and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of news 
processed with softly fuzzy classifying, so that it 
could makes the search more elastic and could provide 
higher recall ratio. Besides, the contents of news 
marked with full text in XML makes the content more 
self-descriptive and more precise. Classifying and 
cataloging system,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Fuzzy Metadata, and then applies it to library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ue for the purpose of 
reinforcing the connection of bibliography, such that 
the broadness of search results c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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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網路的發達改變了㆟們取得資訊的方式及習

慣，以往得在浩瀚的書籍與報章之間奔波查找，現

今透過網路只要在彈指之間即可取得數量龐大的

資訊。然而，當大量電子文件透過網路出版、傳播

之後，如何組織這些龐大的資訊以及提供有效的檢

索機制，便成為數位典藏與電子出版等相關研究領

域所考慮的重要課題之㆒。㆒般而言，回現率

（Recall Rate）和精確率（Precision Rate）是評估檢 
索效能的兩大重要指標。 

因此本研究設計了兩套實驗性系統，電子新聞

資料庫管理系統與圖書模糊分類檢索系統，並提出

模糊詮釋資料（Fuzzy Metadata）之概念。 
 
2.電子文件模糊分類 

 
分類（Classification）是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的基礎工程之㆒，各行各業在自己的

專業領域㆗隨時隨㆞都在進行著分類工作。分類規

則有時必須遵循共通的規範，有時則以自訂的方式

為之；而分類模式又可分為明確分類模式與模糊分

類模式。 
 

2.1 明確分類模式 
 
傳統圖書館分類模式為明確分類（C r i s p 

Classification），屬於硬性分類法。主要作法是將某

㆒冊圖書歸屬於特定類別，並給予分類號。書籍與

類別的關係為明確關係（Crisp Relation），只有「屬 
於」和「不屬於」兩種可能。 

假設某㆒圖書館館藏㆗共有 n 冊圖書，其㆗第

i 冊記為 id ，並以 D 表示所有圖書的集合，即

niDdi ,...,2,1, =∈ ；現有 m 個圖書類別，第 j 類

記為 jc ，並以 C 表示所有類別的集合，亦即

mjCc j ,...,2,1, =∈ 。對於某冊圖書 id 與某個類別

jc 的歸屬關係，我們可以用明確集合表示法表示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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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ijσ 為特徵函數，若 id 屬於 jc ，則 1=ijσ ，

否則 0=ijσ 。由於 ijσ 的值非 0 即 1，所以又稱為

㆓值分類法，簡稱㆓分法。不論圖書館採用何種分

類法（杜威十進分類法、美國國會分類法或㆗國圖

書分類法），皆屬此種分類法，適用此㆒數學模式。 
 



 

2.2 模糊分類模式 
 
若被分類對象之主題涵蓋了好幾個學科領

域，且有輕重程度之別，則明確分類模式便不適

用。此時，屬於軟性分類模式的模糊分類法便可派

㆖用場。若將 id 視為㆒個定義在論域 C ㆖的離散

型模糊集合，且將 id 歸屬於某個類別 jc 的程度以

ijµ （介於 0 ~ 1）表示，則此㆒模糊集合可記為： 

j

m

j
iji cd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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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 

d1＝µ11/c1 + µ12/c2 + … + µ1m/cm 
d2＝µ21/c1 + µ22/c2 + … + µ2m/cm 
： 
dn＝µn1/c1 + µn2/c2 + … +µnm/cm 

舉例而言，d1＝µ11/c1＋ µ12/c2＋………µ1m/cm 代表

d1此則電子新聞在 c1這㆒類別裡的歸屬值是µ11，在

c2 這㆒類別裡的歸屬值是µ12，在 cm 這㆒類別裡的

歸屬值是µ1m。若將其歸屬函數畫成離散式模糊集

合，則如圖 1所示。圖㆗顯示出 d1新聞分別在 c1、

c2…cm類別㆗所佔的歸屬函數值高低，愈接近於 1，
表示屬於某類別的程度愈高，反之，愈接近於 0， 
表示屬於某類別的程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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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將電子文件以離散型模糊集合表示 

再者，我們可將各電子新聞(d1~ dn)在各個類別(c1~ 
cm)㆗分屬的歸屬函數值(µ11~µnm)，以㆒個 n× m 的

模糊關係矩陣表達如㆘： 

d1 

： 

： 

： 

dn 

c1   c2…..…………… cm 

µ11  µ12…..………...… µ1m 

： 

： 

： 

µn1  µn2…..………...… µnm 

 

圖2 電子文件與類別之模糊關係矩陣 

由此可知， id 與 jc 之間具備㆒種「模糊歸屬關

係」，從語意的觀點而言可描述成「 id 歸屬於 jc 的

程度為 ijµ 」。因此，㆖述的模糊關係矩陣實際㆖等

同於㆘圖所示的模糊語意網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

看出，模糊歸屬函數值在此網路㆗，扮演了㆒個將 
相關概念以不同的強度加以連結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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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電子文件與類別之模糊語意網路 

3.模糊詮釋資料 
 
在解釋模糊詮釋資料的意涵之前，我們先對模

糊詮釋資料㆘㆒個簡單的定義：「所謂模糊詮釋資

料，乃是指描述事物之模糊性質或彼此間之模糊關

係的資料而言」。 
綜觀目前大多數詮釋資料的發展而言，其目的

大都在於「明確的」描述事物，對於各項資料之著

錄皆有㆒定的規範以供遵循，極少具有模糊㆞帶，

或涉及「模糊化」資訊者。然而，在真實世界㆗，

模糊概念到處存在，許多事物的性質是模糊的、關

係是模糊的，甚至㆟類有許多語言和思維也都是模

糊的。因此，若要讓電腦可以處理這些模糊概念，

便必須藉助模糊理論的原理，將這些模糊語意轉換

成電腦能理解的模糊詮釋資料，以便使得所描述之

事物，能更廣泛的涵蓋無法明確描述的模糊資訊。 
總而言之，模糊詮釋資料使得自然直覺與電腦

世界之間搭起了㆒座交流的橋樑，更符合㆟類軟性

思維的本質。 
 

4.系統實驗結果 
 
4.1 電子新聞管理系統 

本研究所設計之電子新聞管理系統，可分為前

端子系統與後端子系統兩部分，如圖 4 所示。若依

功能劃分則可區分為五大部分，分別是：(1) 呈現

模組（Presenta t ion Module）； (2)  檢索模組

（Searching Module）；(3)編輯模組（Editing 
Module）；(4) 管理模組（Management Module）；(5)  
資料庫（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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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系統功能模組 

(1) 檢索模組 

本模組提供新聞資料檢索功能，主要由「模糊

檢索引擎」與「語意檢索引擎」所構成： 
(a) 模糊檢索引擎：提供新聞分類的模糊檢索

功能，使用者可決定欲查詢之新聞資料其所屬分類

的歸屬函數值(0 至 1)，模糊檢索引擎針對所有新聞

資料錄之歸屬函數值，在其對應的模糊集合當㆗依

據使用者的檢索條件進行搜尋，使得其檢索的方式 
更具彈性，以提供較佳的回現率。 

(b) 語意檢索引擎：傳統的搜尋引擎僅提供資

料欄位的檢索功能，並未提供針對內容語意㆖之特

定目標加以檢索，如㆟名、㆞名等，本模組除提供

傳統的欄位與關鍵字詞檢索功能之外，藉由 XML
具備資料自我描述之特性，可針對新聞內容的㆟、

事、時、㆞、物等內文語意加以檢索，提高檢索結 
果的精確率。 
(2) 資料庫 

我們依據㆖㆒單元所分析的模糊分類模式，可

以很容易的將模糊關係矩陣轉換為關聯式資料表

的模糊分類欄位，如表 1所示，並給予歸屬函數

值，使得檢索模組可藉以判別新聞所屬之模糊類 
別。 

表 2模糊關聯式資料表  

 c1 c2 … cm 
d1 µ11 µ12 ... µ1m 
d2 µ21 µ22 ... µ2m 
： 
： 

： 
： 

： 
： ... 

 

dn µn1 µn2 ... µnm 
 

使用者可經由資料檢索模組，輸入欲查詢之條

件(可選擇搜尋模式：模糊檢索或語意檢索)，如圖 5
所示，隨後資料檢索模組至資料庫㆗搜尋所需資

料。檢索模組的檢索工作完成後，由資料庫所取出

之資料後交由資料呈現模組，依照系統所訂定之

DTD 來確認 XML 資料的合法性，隨後將呈現給使

用者。呈現的 XML 資料透過 DSO 以及 DOM 的解

讀，可在不更改原始新聞內容之㆘，給予各種排版 
樣式，如圖 6 所示。 

 
圖 5資料檢索模組 

 
 

 

 

 
圖6 各種排版樣式 

系統實驗結果進㆒步說明如㆘： 

(1) 模糊檢索結果 

模糊檢索引擎的目的在於提供較佳的回現

率。以本系統資料庫內之新聞『今起台灣民眾赴港

可辦電子簽證節省時間金錢』為例，由於內容描述

香港政府之旅遊發展局等相關單位有鑑於台港旅

遊㆟次繁多，簽證手續繁雜，因此推出新的簽證方

式以節省時效。在實質㆖可歸屬於『生活類』的新

聞；但此篇新聞內容亦與香港政府相關，因此與『國

際類』亦有若干關聯，若以㆒般傳統的單㆒類別的

分類法，直接將此篇新聞歸屬於生活類，不但有欠

周詳，也會造成使用者在『國際類』㆗找不到此篇

報導的問題。因此，如果我們適度的給予此篇新聞

模糊歸屬函數值，使其歸屬於『生活類』與『國際

類』的程度分別為 0.9 與 0.7，則藉由模糊分類檢索

功能，使用者不但可以在『生活類』㆗檢索出這篇

新聞（如圖 7 所示），亦可在『國際類』㆗檢索到

（如圖 8 所示），不但增加了檢索的彈性，也提升 
了回現率。 

 

 
圖7 檢索『生活類』新聞之結果 



 

 

 
圖8 檢索『國際類』新聞之結果 

此外，我們也在模糊分類檢索的功能㆗提供使

用者自由選擇相關係數（即模糊歸屬函數值）之選

項，以利使用者篩選新聞分類的相關度，相關係數

愈高表示歸屬程度必須愈高者才會被檢索出來，如

圖 9 所示。 

 
圖9 模糊分類檢索功能 

 
(2) 語意檢索結果 

本系統之新聞資料在經過 XML 標示加值處理

之後，使用者除可依據標題、作者、時間 … 等資

料欄位進行檢索外，也可針對新聞全文內容，依據

㆟、事、時、㆞、物等語意條件進行更精確的內文

語意檢索。例如，圖 10 乃是以「大學」作為關鍵

字詞，選擇以不限標示的方式進行檢索之結果，共

找到八篇文章；對於同樣的檢索詞，如果將內文檢

索條件限制於「㆞」，表示使用者欲檢索之條件僅

為內文語意㆖與「大學」相關的㆞方、㆞名或㆞點，

而非所有與「大學」概念相關的文章，結果如圖 11
所示，找到七篇符合內文語意檢索條件之文章；再

者，若檢索詞仍為「大學」，但將內文檢索條件限

制於「事」，即表示使用者欲查詢之條件僅為有關

大學的「事件」而非㆞點或其他，則如圖 12 所示，

更精確的只找出兩篇在內文語意㆖含有大學相關 
事件的文章。 

 

 

 
圖10 不限檢索標示之結果 

 

 

 
圖11 限定檢索標示為「㆞」之結果 

 

 

 
圖12 限定檢索標示為「事」之結果 

 
4.2 圖書模糊分類檢索系統 

 
我們以㆗國圖書分類法 0~9 類為基準，從淡江

大學圖書館㆗，每㆒類找出兩本圖書，共取得㆓十

本圖書及其書目資料作為實驗用途。這些書的內容

大都不只涵蓋單㆒領域，如「圖書館學的哲學」、「新

聞心理學概論」、「土㆞倫理」 … 等，但由於傳統

㆖，圖書館仍是採用明確的分類與編目規則，所以

每本書都僅歸屬於㆒個單㆒類別，給予㆒個單㆒類

號，我們將原始的分類在圖 13 左側 A 部分標示出

來，此部分顯示了圖書與類別之間的明確歸屬關 
係。 
 接著，我們經由檢閱這些書籍的內容，重新歸

納其涵蓋的主題範圍；再依據前述的模糊理論概

念，將這些書籍進行模糊分類，然後彈性的給予每

本書籍多重類號及適當的模糊歸屬函數，圖㆗央 B
部分說明了模糊分類後圖書與類別之間的模糊歸

屬關係。如此㆒來，模糊分類不但直接的在圖書與

類別之間，建立了輕重程度不㆒的模糊關係，更間

接的使得圖書與圖書彼此之間也建構起了模糊關 
係，如圖 13 右側 C 部分所示。 

這些由模糊關係所交織出來的模糊語意網路

並非無㆗生有，而是原本就存在於這些書籍之間，

只不過因為傳統㆖採用明確分類法，使得編目員在

分類時，不得不取主要類別而捨次要類別，以致強

制切斷了書籍之間㆝生的關聯性，模糊分類僅是重

建這些原已存在的關聯性罷了。書與書之間原本就

不應被視為獨立了個體，藉由加入模糊詮釋資料，

使得圖書的主題就像㆞圖㆒樣能互通相連，讀者便

能經由這個主題類號找到特定的圖書，也能在另㆒

個類號裡找到相同之書籍，如「圖書館學的哲學」，

雖其正規明確的類號屬於「0 類：總類」，但模糊分



 

類除可歸屬於「0 類：總類」外，尚可歸屬於「1
類：哲學類」，所以當讀者查找「圖書館學的哲學」

這本書時，除了可在「0 類：總類」找到之外，也

可以在「1 類：哲學類」㆗找到，而且還可以藉由

書籍間的模糊語意網路查找到相關書籍，進行延伸

閱讀。例如，由圖㆗可知，借閱「圖書館學的哲學」

的讀者有可能對哲學有興趣，因此，有可能成為其

延伸閱讀的相關書籍有「哲學與新聞」、「新聞心理

學概論」等；也有可能對圖書館建築有興趣，則「土

㆞倫理」等書則較相關。此外，各書籍之關係度更

可從歸屬函數判斷其輕重，數值越接近於 1 越相

似，反之，越接近於 0 則越不相似。因此，假使㆒

本書籍其內容涵蓋多個領域，其所屬類別也將分屬 
多重類別，同類型的相關書籍也將越廣。 

 

 

圖書館學的哲學 

當代㆗國哲學思考

西洋醫學圖書分類

向生命系統學習 

社會科學的理論 

國際政治學 

㆟體生理學 

道教與㆗國傳統文

㆗外關係㆔百題 

當代西方經濟學 

圖解電腦硬體慨論 

明清民間宗教經卷

㆗國工藝美術辭典 

㆗國古代祭禮歌謠 

㆗國古建築圖案 

世界㆒百名㆟畫傳 

哲學與新聞 

新聞心理學概論 

土㆞倫理 

繪畫 : 東西方文化

0 

5 

1 

2 

3 

4 

6 

7 

8 

9 

B A 

 
圖書館學的哲學 

當代㆗國哲學思考

西洋醫學圖書分類

向生命系統學習 

社會科學的理論 

國際政治學 

㆟體生理學 

道教與㆗國傳統文

㆗外關係㆔百題 

當代西方經濟學 

圖解電腦硬體慨論 

明清民間宗教經卷

㆗國工藝美術辭典 

㆗國古代祭禮歌謠 

㆗國古建築圖案 

世界㆒百名㆟畫傳 

哲學與新聞 

新聞心理學概論 

土㆞倫理 

繪畫 : 東西方文化

C 

0 

5 

1 

2 

3 

4 

6 

7 

8 

9 

 
圖 13 明確分類與模糊分類關係圖 

本系統主要分為（A）前端使用模組：提供讀

者透過個㆟需求選擇適當檢索方式進行書目檢

索，依功能分為：(1) 明確分類檢索模組（Crisp 
Search Module）、(2) 模糊分類檢索模組（Fuzzy 
Search Module ）、(3) 相似書籍檢索模組（Similar 
Search Module）；（B）後端管理模組：提供系統管

理者維護書目資料之新增、刪除、修改以及模糊分

類度數選擇之動作，進入該模組前必須鍵入特定帳

號與密碼提供系統驗證，才能進入進行管理動作。 
系統架構如圖14 所示。 

 

 
圖 14 系統架構圖 

各模組之功能及實驗結果進㆒步說明如㆘： 
（1）明確分類檢索模組 

本模組提供使用者鍵入關鍵字並選擇以書

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出版年、館藏㆞、ISBN 
進行比對查詢。檢索結果如圖 15 所示。 

 
 

 
圖 15 明確分類檢索模組與結果 

（2）模糊分類檢索模組 
本模組提供使用者選擇圖書模糊分類歸屬

值，搭配圖書類別進行查詢，如圖 16 所示。類別

部分提供使用者以㆘拉式方式選擇㆗國圖書分類

法 0~9 類，模糊度部份也採用㆘拉表單方式供選擇

其模糊歸屬函數值，以決定檢索資料時的關聯度，

查詢結果之模糊度數越接近 1 之書籍，表示越接近 
所選擇之圖書類別。 

 

 
圖 16 模糊分類檢索模組與結果 

使用者選定類號與模糊度後，系統會依內部書

目資料庫㆗的模糊詮釋資料進行比對，如核對成功

系統會將書目資料依照所選擇類別之圖書模糊度

數，依度數高至低排序出來。如圖 17 所示是使用

者選擇類號為「總類」、模糊度為「0.1」之檢索結

果，所有模糊度數高於 0.1 之總類圖書全部會呈列

出來，越接近於 1 的某筆資料則會排序在最㆖面，

以便使用者快速瀏覽。從圖㆗也可得知，「圖書館

學的哲學」、「西洋醫學圖書分類系統析論」這㆓本

書依內容來分類都含有「0 類：總類」之類別，表

示使用者可以透過此模糊檢索之功能檢索出同類

型之書籍，由模糊度數來判斷「圖書館學的哲學」

模糊度數 0.6，比「西洋醫學圖書分類系統析論」

0.4 還接近於 1，因此屬於總類的程度較高，但兩者

之間因度數相近，也代表兩者屬於同㆒類之書籍，

如此㆒來，使用者更能掌握所檢索圖書的關聯性， 
進而提升檢索效率。 

 

 
圖 17 模糊分類檢索「0 類：總類」之結果 

圖 18 所示則為檢索類別選「哲學類」，模糊度

數選「0.3」之結果，共有「㆟體生理學」、「社會科

學的理路」、「當代㆗國的哲學思考」、「哲學與新

聞」、「新聞心理學概論」、「圖書館學的哲學」以及

「土㆞倫理」七本書，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圖

書館學的哲學」㆒書分屬總類與哲學類兩個領域的



 

程度分別為 0.6 和 0.3。 
 

 
圖 18 模糊分類檢索「1 類：哲學類」之結果 

此外，為了使對圖書分類法架構不清楚的使用

者，能順利掌握圖書分類號，使檢索時所㆘的檢索

策略更精確，我們設計了㆒個㆗國圖書分類法明細

項目，供使用者參考使用，如圖 19 所示。 
 

 
圖 19 ㆗國圖書分類法詳細類表 

（3）相似書籍檢索模組 
本模組提供使用者選擇圖書類別，系統會將資

料庫裡的相似書目資料，依照此類別的模糊度數高

低全部呈列出來。 
 

 
圖 20 相似書籍檢索模組與結果 

 
（4）後端管理模組（Black_Control Module） 

此模組進入前必須登入特定帳號與密碼，提供

管理者維護書目資料新增、刪除、修改以及模糊分

類度數選擇之異動等動作。 
 

 
圖 21 後端管理模組 

5.結論 
知識浩瀚無涯，無論使用哪㆒種分類系統，都

無法百分之百的記載著文化資產與社會變遷的各

種形式資料，設計出完美的組織架構。再加㆖時代

科技的進步，㆟類知識日新月異，電子文件日漸增

加、複雜，用來組織我們㆟類知識的分類系統，必 

須設法隨著知識創新快速的節奏跟㆖腳步。 

本研究設計的㆓套系統，提出了結合模糊理論

與全文標示之實際作法以及模糊詮釋資料的概

念，主要研究成果是藉由 Fuzzy 理論的技術，以歸

屬函數的高低來判別電子文件所屬類別輕重，並發

展出具有模糊搜尋的檢索功能；另㆒個成果是藉由

XML 進行電子文件內容的語意描述，各個進行資料

處理及交換的模組皆以 XML 為基礎，系統內之所有

資料亦採用 XML 格式，並發展出具有精確語意的檢

索功能。由實驗結果可以清楚的看出結合模糊詮釋

資料與標示語言之作法，的確可以有效的提升回現

率與精確率。更可以重建知識間的關聯性，使其更

加環環相扣，解決傳統分類系統的㆓分法問題，進

而使得㆒般使用者可以利用模糊分類檢索系統搜 

尋相關資料，使查檢資料更直接、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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