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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將模糊分類與模糊詮釋資料之概念應用於資訊選粹服務系統的設計上，以更滿足讀者的個人

化資訊需求。我們首先對於若干與本研究相關的領域進行探討，包括圖書館自動化、分類編目、資訊選

粹服務、詮釋資料、模糊理論等。接著，闡述模糊詮釋資料，並以模糊理論模型解釋其意涵。再者，提

出圖書模糊分類與編目，以及將模糊詮釋資料以中國機讀編目格式註錄至書目資料庫之方法。另一方面，

本研究亦對讀者進行模糊分類，以便讀者與圖書之模糊關係可藉由模糊合成運算獲得，達成模糊資訊選

粹服務之目標。最後，我們發展一套實驗型的模糊資訊選粹服務系統來印證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 

This study applies the concepts of fuzzy classification and fuzzy metadata to the design of the library 

system of 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so as to further correspond to the reader’s individual 

requirement of information. Firstly, we survey some fields related to our study, including library autom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ue, 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SDI), metadata, and fuzzy theory. Secondly, 

we attempt to define and expound the concept of fuzzy metadata by using fuzzy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model. 

Furthermore, we propose a fuzzy method for classifying and cataloguing books as well as a practical approach 

for recording the fuzzy metadata to bibliographical databases in CMARC format. The method of fuzzy 

classification is also applied to the reader, in order that the fuzzy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ader and books can be 

explicated in fuzzy compositi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fuzzy SDI. Finally, we develop an experimental fuzzy 

SDI system to verify the proposed methods in ou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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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資訊選粹服務（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SDI）(註 1)乃是針對讀者個別所需，

篩選出最適合的資訊，以主動積極的方式，定期提

供給讀者，以節省讀者檢索時間，並協助獲取更多

相關資料。SDI 通常都針對較新穎的文獻，而不做

回溯性的檢索，類似新知報導服務（Current 

Awareness Services），唯它更強調為讀者篩選資

料，提供吻合讀者所需的文獻，達到個人化資訊服

務。圖書分類編目則是圖書館的另一項重要工作，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遵循既定的各種標準化分類

法，達到將館藏資料分門別類之目的。不管是使用

何種類型分類方法，最終目的就是將其圖書做規律

性、一致性、有效性的分類，以便於讀者查找資料。 

分類編目與資訊選粹都是圖書館的服務項

目 ， 傳 統 上 都 採 用 明 確 分 類 法 （ Crisp 

classification），較無法描述圖書與類別或讀者與類

別之間的模糊關係。在如今資訊不斷累積的情況

下，如何透過「智慧型」程序提供最適切資訊，並

運 用 各 種 方 法 加 強 圖 書 館 藏 的 可 及 性

(Accessibility)，讓讀者因為方便而樂於利用，進而

達到提昇館藏使用率，是圖書館需要努力的。(詹

麗萍，民 92，頁 95-109) 

本研究提出以模糊分類（Fuzzy classification）

方式，對圖書與讀者進行模糊分類，並加註模糊詮

釋資料（Fuzzy metadata），以便在相關圖書與類

別、讀者與類別之間建立不同程度的聯繫。另一方

面，本研究亦發展一套實驗型的模糊資訊選粹服務

（Fuzzy SDI）系統，透過此系統的模糊檢索模組，

可以從檢索出的資料中，掌握書籍間的相關性，以

便進一步查找相關書籍；透過模糊資訊選粹服務模

組，可依讀者對書籍感興趣的程度提供新知資訊服

務，以更滿足讀者的實際需求。 

貳、相關研究 

為了讓本文架構更清晰、內容更具可讀性，本

節首先概述若干與本研究相關的領域，包括圖書館

自動化（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分類與編目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ue）、資訊選粹服務、詮

釋資料（Metadata）、模糊理論（Fuzzy theory）、標

題表（Subject headings）等。 

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電腦的使用與機讀編目格式(MARC)標準化

建立，在圖書館自動化發展過程中應是最重要的兩

大事件。不過在 60 年代中期與 70 年代中期之間由

於書目供應中心(1967 年 OCLC 成立)的出現，全

面線上處理系統的使用，以及 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2003)、RLIN 等網路連線

作業的發展，其電腦與 MARC 的使用所帶來的幫

助及其影響事實才完全被了解。(林孟真，民 85，

頁 13)而國內於 1981 年，由中國圖書館學會公佈中

國機讀編目格式(Chinese MARC)第一版，此時圖書

館系統才全面進入自動化時代。一般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基本上以「書目/館藏資料庫」為核心，加上編

目、流通、採訪、線上公用目錄、期刊處理、參考

服務暨文獻傳遞等模組所構成。(教育部，民 90) 

本研究除了理論分析外，在系統實作方面將完

成一個實驗版的圖書館自動化模糊系統，包含模糊

編目（ Fuzzy catalogue ）、模糊流通（ Fuzzy 

circulation）、模糊 SDI（Fuzzy SDI）、模糊檢索

（Fuzzy search）等模組。 

二、分類與編目 

圖書分類編目是依主題或性質將圖書分門別

類，編定書目資料，以使讀者可以迅速找到所需要

的圖書。圖書館的圖書分類規則通常遵循既定的共

通規範，國外以「美國國會分類法」（Libra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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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 Classification, LCC）(Library of Congress, 

1994)或「杜威十進分類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 ）(Bauer, 1988)居多，國內則

以「中國圖書分類法」（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CCL）(賴永祥，民 90)較普

遍 。 而 在 編 目 方 面 ， 則 有 機 讀 編 目 格 式 

(Machine-Readable Cataloging, MARC) (Library of 

Congress Network Development and MARC 

Standards Office, 2003)、國際標準書目著錄規則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ISBD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2003)、英美編目規則

第二版 (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AACR2) 

(盧秀菊，民 89，頁 16-44)等相關標準。 

在圖書館發展已達一定程度的今日，建構「因

人而異」而「量身訂做」的個人化數位圖書資訊環

境應運而生，以提供更多元化的資訊加值服務，提

高資訊服務品質及使用者滿意度。國外許多圖書館

早已開始加強這部分功能，例如所謂的強化記錄

(Enhanced records)，是將標準的書目著錄項目以外

與資料內容相關的資訊加到書目記錄之中，包括：

目次、書後索引、摘要、書評及序言等。(張慧銖，

2003) 

本研究擬在書目資料中加註模糊詮釋資料，也

可視為是強化記錄的一種，目的在於建構圖書、類

別、讀者之間的模糊語意關係，作為智慧型資訊服

務的基礎。 

三、資訊選粹服務 

SDI 是圖書館所提供的一種個人化新知服

務，屬於期刊目次服務所延伸出來的加值服務。早

在 1920 年代，紐約公共圖書館即已提供 SDI 服

務。當時的方式是請使用者填寫讀者興趣卡

(Profile)，當有新進館藏時就會依照這些讀者興趣

卡寄發相關資料，但是當時尚未有 SDI 這個名詞

出現，再加上當時科技未發達，對於提供這樣功能

的圖書館是相當費時費力的，因此沒有擴大服務的

跡象。(呂寓蘭，民 92，頁 9)一直到 1958 年，才

由電子工程師的資訊科學家 Luhn於《IBM Journal》

上發表一篇“A Business Intelligence System”文章，

說明利用電子計算機來處理資料，提供 SDI 的構

想，即為今日的肇端，次年，IBM 公司根據 Luhn

的構想設計出 SDI-1 的系統，並陸續發展出 SDI

系列系統。如今，SDI 在電子圖書館盛行「個人化」

服務的同時，也益顯重要。實施 SDI 須先建立讀

者興趣檔，包括個人基本資料、研究主題、關鍵

字 … 等。其次則須蒐集、過濾各種到館資料，如

期刊、圖書、會議論文……等，找出符合讀者興趣

者，定期對館藏資料庫進行配對，以找出符合讀者

需求的資料。(王錫璋，民 86) 

本研究所提出的 Fuzzy SDI，除了傳統 SDI 主

動提供資訊的功能外，主要融入模糊概念，以模糊

歸屬度（介於 0 ~ 1 之間）的高低來表示讀者對書

籍感興趣的程度：模糊歸屬度愈接近於 1 表示讀者

對該書籍愈感興趣；反之，模糊歸屬度愈接近於 0

則表示讀者對該書籍愈不感興趣。系統便可依據模

糊歸屬度判斷某讀者對某書籍感興趣的程度以便

提供更符合讀者需求的資料。 

四、詮釋資料 

知識組織（Knowledge Organization, KO）在網

路當道、資訊超載的今日，逐漸發展成一個重要的

研究領域，強調詮釋資料（Metadata）(註 2)的註

錄，藉由對原始資料進行詮釋、標示等加值處理，

而使資料更具語意層次的自我描述性，進而能更精

確的被檢索出來。為了讓詮釋資料發揮更大功效，

人們陸續制訂各種標準以供遵循。例如：廣為圖書

館界使用的MARC家族（USMARC、UKMARC、

CMARC ）； (Library of Congress Network 

Development and MARC Standards Office, 2003)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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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科技文獻的BibTex、EELS、EEVL、RFC 1807

等；描述人文社會科學資源的TEI Headers(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2003)、ICPSR SGML Codebook 

Initiative等；描述政府資訊的GILS Core Elements；

(GILS, n.d.)描述地理空間資源的CSDGM (Content 

Standard for Digital Geospatial Metadata)；(Federal 

Geographic Data Committee, 2003)描述博物館藏品

與檔案特藏的CDWA (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Baca, Murtha & Harpring, Patricia, 

1996)、CIMI (Computer Interchange of Museum 

Information) (CIMI Consortium, n.d.) 、 EAD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2)等；描述大量網路資源的Dublin 

Core(Dublin Metadata Core Element Set)( DCMI, 

n.d.) 、 IAFA/ WHOIS ++ Templates 、 LDIF 

(Ligh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

SOIF(Summary Object Interchange Format) 、

URC(Uniform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等；以及

描述語言 /語料庫的OLACMS (OLAC Metadata 

Set)( Simons, Gary & Bird, Steven, 2001)、描述物種

名錄的Species 2000 Data Standard (Species 2000, 

n.d.)、描述新聞的NITF (News Industry Text Format) 

(IPTC, 2004a) 和 NewsML (News Markup 

Language)。(IPTC, 2004b) 

五、模糊理論 

模糊理論（Fuzzy theory）基本上是為了處理

模糊概念所發展出來的，它實際上是模糊集合

（Fuzzy set）、模糊關係（Fuzzy relation）、模糊邏

輯（Fuzzy logic）、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模

糊量測（Fuzzy measure）… 等理論之泛稱(林信

成、彭啟峰，民 83)，是一門用以將模糊概念量化

的學問，起源於 1965 年扎德（L.A. Zadeh）教授

所發表的著名論文－「模糊集合」。(Zadeh, 1965, 

pp.338-353)模糊理論以模糊集合為基礎，以研究不

確定事物為目標，接受模糊現象存在的事實，

根據不清晰訊息，透過近似推理(Approximation 

Reasoning） (Zadeh, 1973, pp.28-44)過程而得到正

確結果，這與人腦「過程模糊，結論清晰」的思維

方式極其類似，因此已被廣泛的應用於各種不同領

域的智慧型系統中。( Jang, Sun & Mizutani, 1996) 

國內將模糊理論應用於圖書館方面的研究則

有：吳政叡的「模糊邏輯在主題分析的應用：標題

權值的計算方式」；(吳政叡，民 91，頁 10-17)卜小

蝶的「Fuzzy Search 技術在中文 OPAC 的應用」(卜

小蝶，民 85，頁 77-86)；曾元顯的「新一代資訊

檢索技術在圖書館 OPAC 系統的應用」；(曾元顯，

民 86，頁 82-93)林頌堅與阮明淑的「基於使用者

經驗的花卉資訊檢索系統」(林頌堅、阮明淑，民

90，頁 53-63)；林信成與蕭勝文的「模糊詮釋資料

及其在圖書館分類編目之應用」；(林信成、蕭勝

文，民 92，頁 61-76)張嘉彬的「模糊理論及其在

圖書資訊學上之探討」(張嘉彬，民 91，頁 45-62)…

等文，顯示模糊理論在圖書館的確有其應用價值。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原本分別發展的詮釋資料

與模糊理論兩個領域互相結合，提出模糊詮釋資

料，並應用模糊分類於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中，完成

模糊編目、模糊檢索、模糊流通與模糊 SDI 等功能。 

六、標題表 

標題又稱主題標目，編目館員用一個字、一個

詞、或一名詞片語標出一本書所敘述的主題，成為

書目記錄的檢索點，這就是編目作業中所謂的主標

題。(胡述兆、王梅玲，民 92，頁 41)圖書館把書

名開頭字樣及書名中最能表達主題的字樣取出作

為查檢的途徑，但逐漸發現這種方式不足以表達圖

書所要表現的主題，於是發展為主題標目，即從具

權威性的標題表中找出合適的標題，提供讀者查檢

主題的途徑。 

而本研究建議在進行圖書模糊分類時可以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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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表作為參考依據，以便客觀分類，賦予圖書對類

別的模糊歸屬度，系統再依讀者對類別的模糊歸屬

度，經過模糊比對後，可計算出讀者對圖書的模糊

歸屬度，用以代表該讀者對該書籍感興趣的程度。 

參、Fuzzy SDI 之理論建構與分析 

本研究所提出的Fuzzy SDI除了傳統SDI主動

提供讀者資訊功能外，更融入了模糊理論概念應用

在圖書資料，並提供了資料篩選功能以讀者對書籍

感興趣程度排序之，以最適切最符合讀者的形式顯

示之。為了使研究系統能順利的建置，首先進行理

論的建構與分析，對圖書與讀者進行模糊分類，並

註錄模糊詮釋資料，再進行模糊比對，依模糊歸屬

度找出讀者所感興趣的書籍，提供個人化的 Fuzzy 

SDI 服務。 

一、模糊詮釋資料 

模糊理論與詮釋資料原為分別發展的兩個重

要領域，在我們先前的研究中結合兩者之特點，提

出「模糊詮釋資料」之概念，並對其下了一個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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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信

成、蕭勝文，民 92，頁 61-76)綜觀目前大多數詮

釋資料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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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少具有模糊地帶，或涉及「模糊化」資訊者。

然而，在真實世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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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人類有許

多語言和思維也都是模糊的。例如：這本書和那本

書「很類似」；他開車「有點快」；那所圖書館「很

雄偉」；這張照片拍得「相當漂亮」……等；其中，

很類似、有點快、很雄偉、相當漂亮……等，都是

模糊語意詞（Fuzzy linguistic terms），人腦都可以

很容易的處理並理解，此種模糊現象顯然與傳統詮

釋資料有著極大的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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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模糊歸屬函數之概念，

詮釋資料之屬性、概念、關係可以用介於 0 ~ 1 之

間的程度表示，例如，某本書屬於哲學類的程度是

0.8，屬於藝術類的程度是 0.3；某位讀者喜歡甲書

的程度是 0.6，喜歡乙書的程度是 0.4，以此類推。 

Massimo Marchiori 在  “The Limits of Web 

Metadata, and Beyond” 一文中亦指出：(Marchiori, 

n.d.)現今在全球資訊網上詮釋網路資源的方法是

不夠成熟健全的，目前僅只能詮釋其清晰物件的屬

性意義，但無法表達出具有模糊意義的能力，因此

可透過模糊化（Fuzzify）屬性的特點，聯繫每一個

網上的物件的屬性，以表達對於網路物件彼此關係

的模糊數，以從 0 到 1 範圍的數字表達。0 值意味

著對於一個網路物件之屬性完全沒有適當的參考

價值，而 1 值意味著其屬性有完全適當之參考價

值，0 至 1 中間的值能夠測量出有關網路物件其屬

性之適當性高低。例如，我們以 20%表示其相關

性，可以以 0.2 表示之或者是相關性 50%以 0.5 表

示，這樣的方式是非常有彈性，因為詮釋一個物件

所屬類別，必須視它的特徵值與複雜度來判斷，而

這些判斷結果其實可以很單純化。如果能夠判斷這

些數字高低後，又可以確實保持合理性，然後假使

能夠再使用模糊概念獲得更完全和詳細的描述內

容，才是決定一個類別的成功因素。 

二、圖書模糊分類 

(一)明確分類模式 

傳統圖書館的分類模式為明確分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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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圖書與資訊學刊  第 52 期 

j

m

j
iji cd /

1
∑
=

= µ     公式 (2) 
可能。 

假設某一圖書館館藏中共有 n 冊圖書，其中第

i 冊記為 ，並以 D 表示所有圖書的集合，即

；現有 m 個圖書類別，第 j

類記為 ，並以 C 表示所有類別的集合，亦即

。對於某冊圖書 與某個類

別 的歸屬關係，我們可以用明確集合表示法表

示如下： 

id
niDdi ,...,2,1, =∈

jc
mjCc j ,...,2,1, =∈ id

jc

亦即： 

d1＝µ11/c1 + µ12/c2 + … + µ1m/cm

d2＝µ21/c1 + µ22/c2 + … + µ2m/cm

： 

dn＝µn1/c1 + µn2/c2 + … +µnm/cm 

例如「圖書館學的哲學」一書，其內容涵蓋了

圖書館學（屬於總類）與哲學（屬於哲學類）。若

經判斷其歸屬總類的程度為 0.8，歸屬哲學類的程

度為 0.3，便可表示成： 
⎩
⎨
⎧

∈
∉

=
ji

ji
ij cd

cd
,1
,0

σ           公式 (1) 

其中， ijσ 為特徵函數，若 屬於 ，則id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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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或中國圖書分類法），皆屬此種方法，適用此一

數學模式。 

圖書館學的哲學 = 0.8/總類 + 0.3/哲學類 

三、圖書模糊編目 

本文所提的圖書模糊詮釋資料，可以註錄到機

讀編目格式的 805 段中，以達圖書模糊編目之效。

同樣以「圖書館學的哲學」為例，假設此書的館藏

單位是淡江資圖系實驗圖書館（簡稱資圖），使用

的分類法是中國圖書分類法 CCL，並且在分類時

認定：此書屬於 0 類（總類）的程度為 0.8，分類

號為 020.11；屬於 1 類（哲學類）的程度為 0.3，

分類號為 170。據此，我們便可註錄如表一所示的

機讀編目格式，其中，805 段是為了凸顯書籍的模

糊性質而加入的。 

(二)模糊分類模式 

如果圖書內容之主題歸屬於若干學科領域，且

其歸屬程度有輕重之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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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用場。若將 視為一個定義在論域 C 上的離散

型模糊集合，且將 歸屬於某個類別 的程度以

id

id jc

ijµ （介於 0 ~ 1）表示，則此一模糊集合可記為： 

 

表一： [圖書館學的哲學] 機讀格式簡篇 

指標 
欄位 

1 2 
分欄 / 內容 說明 

010 0  $a 9578708033 $b 平裝 $d 新臺幣 400 元 ISBN 
100   $a 20030804 0chi09 e 一般性資料 
101 0  $a chi 作品語文 
200 1  $a 圖書館學的哲學 $f /賴鼎銘著 題名及著者 
205   $a 初版 版本項 
210   $a 臺北市 $c: 文華 $d, 民 82 出版項 
215 0  $a [11],295 面 $c : 圖 $d ; 21 公分 稽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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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欄位 

1 2 
分欄 / 內容 說明 

300   $a 含索引 一般註 
327   $a 參考書目:面 241-280 內容註 
606   $a 圖書館學 $x –哲學,原理 $2 csh 主題標題 
681   $a 020.11 $b 8366 $v 增訂七版 中國圖書分類法 
700  1 $a 賴 $b 鼎銘 人名_主要著者 
801  0 $a tw $b 資圖 $c 20030804 $g CCR $m4 出處欄 
805   $a 資圖 $d 020.11 $n 0.8 $d 170 $n 0.3 $t CCL 館藏紀錄 

 

從表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805 段加入了

「$a 資圖 $d 020.11 $n 0.8 $d 170 $n 0.3 $t CCL」

資料，其中的模糊詮釋資料「$d 020.11 $n 0.8」和

「$d 170 $n 0.3」所描述的模糊特性即是： 

µ (圖書館學的哲學) = 0.8/020.11(總類) + 

0.3/170(哲學類) 

此一作法由於採用標準機讀編目格式來註錄

模糊詮釋資料，因此，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並不需大

幅改寫，只需適當的解讀 805 段的分欄 $d 和分欄 

$n，便可輕易的具有支援模糊詮釋資料之能力了。 

四、讀者模糊分類 

資訊選粹服務除了必須有館藏資訊外還需讀

者資料的配合，最簡單的作法就是將讀者依既定類

別加以分類。本研究主要依據兩方面的資料來進行

讀者分類：(1) 讀者之學科背景；(2) 讀者之借閱

紀錄。 

讀者之學科背景可參考由國家圖書館針對全

國系所進行的「學位論文學校系所一覽表」(國家

圖書館，民 89)，此表是將全國各學系所依中國圖

書分類法分成十大類，先依讀者就讀系所之特色，

以及與各類別之相關性，定義出彼此之模糊關係矩

陣Ra；而讀者之借閱紀錄則可由流通模組中得知，

將讀者借閱書籍所屬各類別之冊數Rb，除以借閱書

籍總數N，計算所得之平均權值即代表讀者對該類

別感興趣的程度；最後將此兩部分合併在一起，即

可產生讀者模糊分類矩陣R，以方程式表示為： 

R(xi) = [Ra (xi) + Rb (xi) / Ni ] / 2   公式 (3) 

其中： 

xi ：第i位讀者 

Ra：讀者學科背景與十大類別之模糊關係矩

陣 

Rb：讀者借閱圖書分屬十大類別之冊數矩陣

Ni：第i位讀者借閱書籍總數 

對於某位讀者xi而言，其學科背景資料將反映

其歸屬於各類別之程度，即Ra (xi)，除非讀者轉系

否則不會任意改變，屬於靜態資料；而借閱紀錄

Rb(xi)則反映了讀者xi本身所借閱之圖書分佈於各

類別之多寡，而其平均值Rb(xi) / Ni則可視為讀者xi

對各類別圖書感興趣程度，會隨借閱記錄而改變，

屬於動態資料。此兩部分經過加權平均，在公式(3)

中各佔 0.5 的權值，計算出來的才是讀者與類別的

相關度。所以，讀者若因某些原因而借閱與本科或

興趣無關之書籍，將只影響Rb而不影響Ra。 

以此觀之，在評斷讀者的借閱傾向時，若考慮

層面越廣必定越能反映讀者之興趣，亦即可改變公

式(3)的計算項目及各項權值；此外，所提方法若

要應用於不同對象，如研究生或教師，則需對其需

求模式進行修正，同樣也是修正公式(3)的計算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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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與各項權值，以反應不同對象的借閱行為。此部

分並不在本文探討範圍內，將作為未來研究方向之

一。 

五、圖書與讀者之模糊比對 

有了圖書與讀者之模糊分類資料，便可對讀者

與圖書進行模糊比對的動作，以產生偏好矩陣(T)： 

T (xi , dj ) = R。S = max [ min (R(xi) , S(dj)) ]   公式(4) 

其中： 

R： 讀者的模糊分類矩陣，可由(3)式求得；

S： 圖書的模糊分類矩陣，可由模糊編目模

組得知； 

。： 稱為合成運算子，作用為推論 R 與 S

的合成關係； 

max： 取兩者歸屬函數的最大值，為模糊集合

的聯集運算； 

min： 取兩者歸屬函數的最小值，為模糊集合

的交集運算； 

xi ： 第 i 位讀者； 

dj： 第j本圖書。 

上述的概念描繪於圖一，可以更清楚了解系統

運算比對過程。 

 

 

讀者模糊分類矩陣(動) 

讀者學科背景(靜) 

讀者借閱紀錄(動) 

參考國圖訂定 

圖書模糊分類矩陣(靜) 

Fuzzy SDI 

參考標題表主客觀訂定 

隨讀者借閱習性改變

相加除於二 

Max[min(a,b)] 

依讀者喜愛排序 

 

圖一：Fuzzy SDI 之運算比對概念圖 
 

如此一來便可得知某位讀者對哪些書籍有較

大的興趣與接受程度，以便主動的提供讀者新知服 

務或是模糊資訊選粹服務，使圖書館自動化系統更

為人性化與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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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Fuzzy SDI 之系統實作 

為了驗證上述理論之可行性，本研究採用系統

實作方式進行。系統架構如圖二，分為前端使用者

子系統與後端管理者子系統兩大部分。 

前端使用者子系統除了使用者介面外，包含兩

個主要模組： (1)模糊檢索模組 (Fuzzy search 

module)；(2)模糊 SDI 模組(Fuzzy SDI module)。 

後端管理者子系統除了管理者介面外，包含五

個主要模組：(1)模糊編目模組(Fuzzy catalogue 

module) ； (2) 圖書管理模組 (Book management 

module) ； (3) 模 糊流 通模 組 (Fuzzy circulation 

module)；(4)模糊 SDI 模組；(5)模糊檢索模組。 

其中，模糊檢索模組與模糊 SDI 模組由使用

者與管理者共用。 

 

Internet 

Server Client 

管理者介面

使用者介面

模糊檢索模組 

模糊 SDI 模組 

圖書管理模組 

模糊編目模組 

模糊流通模組 
Database

 

圖二：本研究系統架構圖 
 

系統功能與實作結果詳述如下： 

一、模糊編目模組 

本模組主要是針對圖書的書目資料進行模糊 編目的動作，圖三為管理者的編目模組介面。 

 

 

 

圖三：模糊編目模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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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模組中可對圖書歸屬類別進行模糊分

類，為了讓管理者在衡量模糊歸屬度時能有更大的

彈性，特別設計了三種模式，分別如圖四、圖五、

圖六所示，說明如下： 

1.刻度值模式：模糊歸屬度以下拉方式選擇，

由 0.0 ~ 1.0 共分為十個刻度，0 代表完全不相關，

而越接近於 1 代表越相關。 

 
圖四：刻度值模式 

 

2.五等第模式：模糊歸屬度採用下拉式五等第

方式，可選擇「完全不相關」、「低度相關」、「中度

相關」、「高度相關」或「完全相關」。 

 

 

 
圖五：五等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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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輸入值模式：模糊歸屬度由輸入者自行填

入。建議可先參考圖書標題表，判斷圖書與類別之

相關程度後再行輸入，小數點後位數可依圖書館藏

規模大小而定，一般而言 1~3 位即已足夠小、中、

大型圖書館使用。 

 

 
圖六：輸入值模式 

 

管理者亦可對已輸入之書目資料進行瀏覽，如

圖七之畫面，顯示的資料有登入號、書名、作者、

出版社、出版地、出版年、ISBN、館藏地、索書

號以及某本書籍分屬十大類之圖書模糊分類矩陣。 
 

 

圖七：模糊編目後的產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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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糊流通模組 

一般流通模組主要是紀錄圖書流通與讀者借

閱資料。在本研究中，為了達成 Fuzzy SDI 之功

能，我們在流通模組中加入了讀者之模糊分類，並

將 Fuzzy SDI 模組之啟動與寄發功能整合在模糊

流通模組的介面中，如圖八所示。在虛線部分內只

要按下「Go」字樣，內部透過程式進行運算後，

即動態產生讀者之模糊分類矩陣，以供系統再與圖

書模糊分類矩陣進行模糊比對的合成運算。 

  

 
圖八：模糊流通模組與模糊 SDI 模組同一介面 

 

三、模糊 SDI 模組 

模糊 SDI 模組的核心為一內部比對程式，其

作用主要是對讀者與圖書進行模糊關係合成運

算。如前所述，在模糊流通模組中執行「Go」，便

會觸發本模組的比對程式。此核心程式原本並無畫

面，為了進一步說明內部比對過程，我們額外設計

了監看畫面。圖九顯示比對運算正在進行中，比對

過程會先產生讀者模糊分類矩陣，再對讀者模糊分

類矩陣與圖書模糊分類矩陣進行模糊合成運算，即

可得出描述讀者對圖書感興趣程度之模糊關係矩

陣，產生如圖十的結果，圓圈虛線的部分就是其中

某本書的推薦程度，愈接近於 1 的書代表愈適合該

位讀者。產生後的模糊關係矩陣即是適合該讀者之

Fuzzy SDI 資料。 

 

 
 

圖九：內部程式比對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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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讀者模糊分類與圖書模糊分類比對結果 
 

接著如圖十一所示，在模糊 SDI 模組介面執

行「寄送模糊 SDI」，就能顯示出某位讀者的個人

化模糊 SDI 清單，如圖十二的結果，圖中除讀者

的基本資料外，還有一個下拉式的推薦程度選項，

這個功能是為了便於讀者易於快速瀏覽，系統預設

值為 0.5，讀者可以依自己的喜愛程度再進行篩

選，如選擇「推薦程度=0.1」時就會將推薦程度大

於等於 0.1 以上的書籍顯示出來。 

 

 
圖十一：模糊 SDI 模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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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模糊 SDI 模組產生之結果 

 

最後，只要執行 E-mail 選項旁的「Go」，系統

就會自動啟動郵件功能，將 Fuzzy SDI 推薦清單寄

至讀者信箱，並加上系統連結網址，如下圖十三所

示，讀者只要定期的至個人信箱收信，或是上網查

看就能隨時收到或看到圖書館提供的個人化新書

資訊服務，並且具備了依讀者對書籍感興趣程度高

低的模糊歸屬度排序之功能。 

 

 

 
圖十三：寄送模糊 SDI 推薦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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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糊檢索模組 

模糊檢索模組主要是對圖書進行模糊檢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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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十四所示。類別部分提供使

用者以下拉式方式選擇中國圖書分類法 0~9 類，模

糊歸屬度部份也採用下拉表單方式供選擇，以決定

檢索資料時的關聯度，查詢結果之模糊歸屬度越接

近 1 之書籍，表示越接近所選擇之圖書類別。 

 

 

以上 

 

圖十四：模糊檢索模組介面 
 

使用者選定類號與模糊度後，系統會依內部書

目資料庫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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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數由高至低排序出來。圖十

五顯示使用者選擇類號為「總類」、模糊度為「0.9」

之檢索結果，所有模糊度高於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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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以便使用者快速瀏覽。從圖中也可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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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0 類：總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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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接近於 1 與「西洋醫學圖書分類系統析

論」的 1，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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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五：模糊分類檢索「0 類：總類」之結果 
 

圖十六則為檢索類別選「哲學類」，模糊度選

「0.3」之結果，共有「當代中國的哲學思考」、「社

會科學的理路」、「新聞心理學概論」、「哲學與新

聞」、「圖書館學的哲學」、「人體生理學」以及「土

地倫理」等書。由此兩畫面可知，「圖書館學的哲

學」一書分屬總類與哲學類兩個不同領域，歸屬程

度分別為 0.9 和 0.7，所以在兩類中皆可檢索到，

只是程度不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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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六：模糊分類檢索「1 類：哲學類」之結果 

 

模糊檢索模組除了模糊查詢外，另外提供了相

似查詢，如圖十七，其功能就是將某一類別裡模糊

度大於 0 的書全部檢索出來，主要是方便讀者透過

檢索結果清楚知道哪些書籍是相似相關的。

 

 

 

圖十七：相似查詢檢索畫面 
 

例如，在類別部分選擇世界史地類，結果如圖

十八，縱軸表示某一類擁有哪些書，而橫軸則表示

某本書歸屬於哪些類別。以虛線 A 部份為例，表

示同是世史類的書有「世界一百名人畫傳(0.9)」、

「中國古建築圖案(0.9)」…等，各依其與此類別的

關聯程度列出；而在虛線 B 部分，「中國古建築圖

案」則分屬於「世史(0.9)」和「藝術(0.8)」兩類；

如果再看藝術這一類的模糊歸屬度，則發現有「繪

畫(1)」、「中國古建築圖案(0.8)」和「世界一百名

人畫傳(0.2)」等。由此便可判斷圖書彼此間的關聯

性與相似性。

 

A 

B 

 
圖十八：相似查詢檢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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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本研究從實驗型系統實作過程中證實所提出

的幾個論點，包含 Fuzzy SDI、Fuzzy classification、

Fuzzy metadata ... 等，都可以應用於目前的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內，可供圖書館作為未來系統規劃設計

時的參考。 

本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歸納如下： 

(一) 模糊分類可以為人類在知識日新月異，圖

書內容愈趨複雜，跨領域資訊日漸繁多的

情形下，作為知識多重分類的解決方案之

一。  
(二) 模糊詮釋資料可以重建知識間的關聯性，

使其更加環環相扣，改善傳統分類系統的

二分法，進而使得一般使用者可以利用分

類檢索系統搜尋相關資料，從而得知相關

程度，使查檢資料更直接、更有效率；從

編目館員的角度來看，也較不會因個人主

觀因素造成取捨困難或認知誤差，使讀者

查詢資料時找不到相關書籍。同時也可以

降低參考館員回覆諮詢者問題的需求量。

此外，依據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不但能

為書籍作跨領域的分類，更可以將模糊詮

釋資料以機讀編目格式註錄於書目資料庫

中，解決模糊分類可能為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的書目共用帶來的困擾，更符合了

ISO2709 標準。 

(三) 模糊資訊選粹服務提供個人化服務，主動

提供讀者具有相關程度的新知服務資訊，

以便滿足讀者的實際資訊需求，提升圖書

館藏的可及性，讓讀者因為方便而樂於利

用，促進館藏使用率。 

綜而言之，現今資訊社會下，服務品質的衡量

標準，不外是以顧客為導向，因此各行各業不外乎

相繼對使用者服務品質的提昇格外重視，圖書館也

不例外，尤其圖書館一直以來就是以服務為導向，

沒有良好的服務品質就是沒有好的圖書館，所以在

網際網路快速成長的圖書館背後下，圖書館對於數

位化的服務品質日漸重視，WebOPAC 的發展就是

一例，尤其對讀者直接相關聯的參考服務更具重

視，如近幾年受到圖書館界頗受重視的線上參考諮

詢服務等議題就可以證明，所以假使能設計出本研

究 所 設 計 出 的 Fuzzy cataloguing 、 Fuzzy 

circulation、Fuzzy SDI、Fuzzy classification、Fuzzy 

Search 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相信可以提昇圖書館

更多的資訊加值服務品質，以符合讀者資訊需求，

因應未來更多智慧型資訊檢索系統的挑戰。 

 
(收稿日期：2004 年 9 月 17 日)

註  釋：

註 1： SDI 也譯為「專題選粹服務」、「資訊選擇傳播服務」、「專題資訊服務」等。 

註 2： 詮釋資料(Metadata)是「用來描述資料的資料」（Data describes other data）或「關於資料的資料」(Data about 

data)，其譯名有「詮釋資料」、「後設資料」、「元資料」、「描述資料」、「超資料」… 等，並不統一。

本文採用「詮釋資料」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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