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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般的研究學者而言，在著手研究文獻探討
時，大部份仍以人工方式來蒐集資料，可能導致蒐
集的時間較為冗長，也可能限制於某特定領域資料
庫，或因人工的方式進行整理，而導致處理上有些
許的誤差，每年在各個專業領域之中，因研究學者
所提出研究文獻越來越豐富，導致要找出各個領域
的核心文獻越來越困難，本研究將運用部份自然語
言處理技術（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NLP）
，以及詞彙頻率分析法（frequency
analysis，FA）擷取出特定領域較為相關的詞彙，
並透過關聯規則演算公式，以及本體論分享知識的
概念，建構出與特定領域相關的詞彙架構，透過該
架構可提供查詢特定領域詞彙的方向。
一、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要了解一研究領域的知識，需要透過一些描繪
知識領域的工具，例如引用文獻分析法、本體論
等。引用文獻分析法，可說明知識內容的繼承和利
用，其被引文獻和引用文獻之間具有的聯繫可找出
特定領域之基本理論結構、研究主題。
1-2 研究動機
本研究針對現有引用文獻分析檢索系統中的
摘要、關鍵字檢索等功能提出關聯規則演算公式，
強化其檢索的效果，接著透過部份自然語言處理與
詞頻分析法以及本體論的概念，從文獻摘要中擷取
出與領域較相關的詞彙，並建構出特定領域相關的
詞彙架構，以協助研究學者查詢特定研究領域詞彙
的方向，以及檢索出與領域相關的文獻。
1-3 研究目的
1. 發展關聯規則演算公式：因每一篇文獻可能包含
數個與領域相關的詞彙，因此需先得到文獻關聯演
算的結果，才可計算出詞彙關聯係數；其文獻關聯
演算公式包含引用文獻次數、引用期刊次數等參
數，其結果可得到文獻關聯係數；詞彙關聯演算公
式的部份則包含詞彙出現頻率，以及該詞彙所在文
獻的文獻關聯係數，最後可得到詞彙關聯係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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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越高代表對領域是越相關。
2. 建構特定領域擷取詞彙介面：透過引用文獻分
析、詞彙頻率分析法以及關聯規則演算公式的輔
助，可擷取出定領域中的較為相關的詞彙，最後參
考本體論的概念，建構與領域相關的詞彙架構，提
供查詢特定研究領域詞彙的方向。
3. 建構詞彙交叉檢索介面：以目的 1 所建構的詞彙
架構為基礎，增加詞彙與詞彙交叉檢索功能，以利
研究學者能確實檢索出有意義的文獻。
二、 文獻探討
2-1 自然語言處理
在本研究中主要透過 NLP 中的詞性標記
(Part-of-Speech Tagging)、文法分析(Grammar
Analysis)來描述論文中詞彙之間的關聯，再透過一
些方法擷取出有意義的詞彙，並以此關聯架構定義
其階層關係[1]。
壹 詞性標記
詞性標記簡稱 POS，進而瞭解句中所表達的事物。
例：對「The book has changed the way we about
information.」進行 POS 分析，會得到「The/DT,
book/NN, has/VBZ, changed/VBN, the/DT, way/NN,
we/PRP, about/IN , information /NNS」上述結果[5]。
，透過 POS 可找出句中的關鍵詞彙、文法以及文句
架構[2]。
貳 文法分析
主要先經由 POS 所產生的結果為基礎，進一步探討
詞彙與詞彙之間的關聯，定義出在文句中的資訊
[3]。文件中的關鍵詞彙或與主題相關的詞彙，通常
由「名詞-名詞」以及「名詞-動詞」所構成。
參 擷取詞彙方法
Gibson、Pearlmutter 與 Loomis 等學者曾提過辨識一
個詞彙的詞性與意義涉及許多主觀的想法，大致上
句子結構往往不會脫離名詞與動詞等子句[4]，句子
結構中一定有名詞，根據不同子句的組合，可產生
出不同的句子結構。因此可針對特定的句子結構進
行分析，並發展出專門擷取名詞的方法。除了分析
句子結構擷取詞彙的方法外，亦可透過詞彙頻率分

析，發展一詞頻加權公式，擷取出較高頻率以及對
於研究領域較有意義的詞彙；Robertson 等學者曾提
過相關領域詞頻加權公式[5]：

該公式包含詞彙頻率、出現詞彙的文獻頻率
以及文獻內文長度等多種因素，給予詞彙加權參
數，進而分析該詞彙是否與特定領域相關。

圖 1 句子結構(NP 表示名詞子句，VP 表示動詞子句)

圖 2 句子結構(NP=名詞子句，PP=介係詞子句)
2-2 論文檢索系統
本研究主要使用現有的論文檢索系統作為檢
索論文資訊之工具，該系統本身有提供引文分析功
能、檢索論文功能以及下載論文全文功能，詳細將
透過以下章節進行介紹。
壹 引用文獻分析 Citation analysis
其方法主要是數量的計算，純以計量方式來統計分
析文獻、作者、期刊被引用的次數。從引用文獻的
網狀系統進行分析引用文獻系統是一種以文獻的
引用和被引用所特有的相互關係所構成的文獻資
訊體，引用與被引用關係形成了鏈、樹、網型結構。
引用文獻網路系統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6]：(1)時序
網路 (2)書目耦合(3)共被引 (4)共同被引作者 (5)
共同引用詞彙。
2-3 本體論
Gruber 於 1993 年提出「本體論可以將共享
(share)的概念(conceptualization)明確(explicit)的形
式化(formal)。」當中說明本體論的四層涵義，包含
(1)共享：本體論是被群體共同認可的知識，不是個
體所有，而是屬於群體的；(2)概念：指本體論是從
真實世界的現象中得到一個概念的模式；(3)形式
化：指本體論可以被電腦所解讀；(4)明確性：指概
念的使用，概念必須被明確的定義及表達其限制
[7][8]。
壹 本體建構方法
在知識本體的建構及使用上，並沒有標準的
方法出現，但目前已有許多針對知識本體建構的研
究被提出，主要可分成人工建構、半自動建構以及
自動建構等方式，

貳

人工建構本體論
Noy 及 McHuinness 所提出知識本體的建構屬
於人工建構方式，大致分成以下幾個步驟[26]：
1. 決定本體論的領域及範圍：2. 是否有現存的本
體論可以採用或延伸使用本體論：3. 列舉領域中的
關鍵詞彙：4. 定義領域類別及其階層關係：5. 定
義類別的屬性(Property)：6. 建立實體(Instance)：
參 自動化建構本體論法
目前學者所提出自動化建構本體架構的方式
[9]：1. 文字分群為主：2. 以關聯規則為主：3. 以
字典為主：自動化的部份則是透過關聯規則計算出
詞彙關聯係數，以及找出詞彙相關的文獻。由於本
研究每經過一段時間，便會更新 Pubmed Central
所釋出的 XML 資訊。
肆 半自動化建構法
透過本體學習(ontology learning)的方式建構本
體架構，透過現有的領域本體架構，運用人工的方
式將現有資訊進行分析，步驟包含選擇資訊來源、
概念學習、確定領域焦點、關聯學習以及評估等步
驟。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步驟
本研究使用 PubMed Central 之論文資料集，擴
增現有論文檢索系統的功能，並導入演算公式建構
特定領域相關的詞彙架構，以協助研究學者能檢索
出有意義的文獻。在開發系統前必須先分析資料集
格式，經過許多資料處理程序後，開始建置系統、
開發模組，系統建置流程分為七大步驟，(1)解析文
獻 XML 檔案、(2)以 WEB 呈現論文資訊、(3)建置
詞彙資訊資料庫、更新論文資訊資料庫、(4)擴增論
文檢索功能、(5) 開發擷取特定領域詞彙模組、(6)
建構特定領域詞彙架構、(7)建構推薦查詢詞彙功
能。
3-2 資料蒐集
本研究進行系統開發之資料來源，主要來自存
取『PubMed Central』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生
物科技研究中心所發展與維護的資料庫，可取得全
文論文。在文獻資料的取得權限上，PMC 有許多可
公開存取之期刊論文，而本研究使用 PMC 提供之
『論文資料集』
，專門給需要資料挖掘的 XML 檔案
而不需要論文 PDF 檔、圖檔或補充資料之研究學
者，而此資料集之 XML 格式已遵循 DTD 檔案規
範，並且依照期刊名稱整理與排序，每一篇論文都
有 PMC_ID，適合用來做資料分析。
壹 資料來源
PubMed Central 是一個開放式的文獻資料庫，
提供了四種可存取資料的方法，本研究使用第四種
FTP 方 法 ， 下 載 已 封 裝 好 的 壓 縮 檔
article.tar.gz，檔案大小約 6.17GB，於 2013 年
07 月 15 日取得，解壓縮後的大小約 10GB，所有期
刊以資料夾方式區隔保存，資料夾名稱以期刊簡寫
命名並排序，
貳 資料狀態
本研究所取得之原始資料，共有 571,890 篇文

獻分佈在 1,874 本期刊中，為了解文獻授權開放狀
態，將各期刊作數量統計，以觀察此生物醫學文獻
檔案之期刊比重分佈。
3-3 前置處理
為了便於導入論文、詞彙關聯係數演算法，因
此必須建立相關資料庫以供演算法數據分析，故本
研究使用 MySQL 當作系統存取之資料庫，將論文
所屬期刊、作者、引用文獻以及論文摘要中的詞彙
擷取出來，並存入相關資料庫中，包含期刊、作者、
引用文獻以及詞彙分析等資料表。本節將描述相關
資料庫建置過程所進行之步驟。
壹 資料表設計
在 MySQL 建置一資料庫為『PMC』
，將資料存放於表
格『article』
、『author』
、『reference_paper』、
『journal』以及『 vocabulary_list』中，根據
『article』所儲存的欄位，依照相似名稱建立資
料表欄位，並設定其資料形態。
3-4 關聯係數演算法步驟
本研究參考文獻探討中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
之擷取知識分析法，另外發展一關聯係數演算公
式，藉以分析特定領域中關聯性較高的知識，關聯
係數演算虛擬碼如下：
PLn = 所有論文資訊集合[期刊資訊、參考文獻資
訊] ; /* JCT(期刊被引用次數)、LJT(目前論文清單
期刊的總數量)、PCT(文獻被引用次數)、LPT(目前
論文清單文獻的總數)

*/

for(i = 1; i <= n ; i++) /* i(目前選取論文索引值)、
n(論文總數)

*/

PRSi = PRSi-1 + JCTi / LJTi + PCTi / LPTi); /*
PRS(文獻關聯係數)
VLm

*/

= 所有詞彙資訊集合;

數)、LTT(目前詞彙總數)
for( j = 1 ; j <= m ; j++ )
值)、m(詞彙總數)

/* TN(詞彙出現次

*/

VRLz = VLw;
end
next
next
do( x=x-1 )
next
return

VRL = 較高關聯詞彙的集合

步驟 1 主要擷取論文資訊以及計算基本參
數，包含期刊被引用次數、目前論文清單期刊的總
數量、文獻被引用次數、目前論文清單文獻的總
數，步驟 2 到步驟 3 主要計算文獻關聯係數，步驟
4 到步驟 6 主要計算詞彙關聯係數，步驟 8 到步驟
18 主要紀錄較高關聯係數與排序功能，最後步驟
19 將較高關聯詞彙且排序完成的集合回傳至系
統，以便於建構領域相關詞彙架構。其公式如下列
所示：JS = JCT / LJT – (1)、CS = PCT / LPT – (2)、
PRS = Σ(JS1+JS2+…+JSi) + Σ (CS1+CS2+…CSj ) –
(4)文獻關聯係數(PRS)為論文期刊關聯係數(JS)加
上文獻關聯係數(CS)總和。TRS = (TN / LTT) *
[Σ(PRS1+PRS2+…+PRSn)] – (5)詞彙關聯係數(TRS)
則是將該詞彙所在論文的文獻關聯係數加總，接著
與該詞彙出現次數除以目前詞彙總數的結果進行
相乘。
四、 實例分析
4-1Healthcare 分析實例
透過關鍵字 Healthcare 檢索摘要中含有
Healthcare 的論文，取得 8031 篇文獻，詞彙共 2493
個；透過部份自然語言處理分析、詞頻分析方法，
再加上關聯係數演算法擷取出關聯係數大於 0.02
的概念，最後建構出領域相關的詞彙架構，並利用
Flash 建構出 Healthcare 研究領域相關的詞彙架構，
第一層是與 healthcare 直接相關的縮寫詞，第二層
為縮寫詞的全部詞彙，部份架構如下圖所示。

/* j(目前選取詞彙索引

*/

TRSj = TRSj-1 + ( TN j / LTTj ) * PRSi;
獻關聯係數)

集合 */

/* TRS(文

*/

x = j ; /* x 用於排序詞彙關聯係數之索引值

*/

while (TRSj >0.02 && x≠0 ) /*開始取得較高關聯
詞彙，由高至低排序*/
for ( z = 1 ; z <= x ; z++ )
for( w=z+1 ; w <= x ; w++ )
if( TRSz < TRSw)
VRLz+1= VLz ; /* VRL 用於存入較高關聯詞彙的

圖 3 Healthcare 領域相關的部份架構
經過系統分析後，Healthcare 研究領域相關的詞彙
包含 general practitioner (GP)、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BPSD)、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ADA)、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等詞彙，如下圖所示，參考系統
所建構的領域相關詞彙架構，可協助研究學者得知
領域之關鍵詞彙的查詢方向，提高檢索相關文獻的
效率。本研究分別以 GP、IADL 與 BPSD 等詞彙
來進行說明。

圖 4 Healthcare 領域詞彙分析表
根據詞彙分析表顯示 GP 詞彙關聯程度最高，關聯
係數為 0.7805，其次為 BPSD，關聯係數為 0.6709，
接下來為 ADA，其關聯係數為 0.4509，以此類推
表示上圖所列出的詞彙為目前 Healthcare 領域較為
相關的詞彙。

圖 5 Healthcare 領域 GP 檢索結果
針對 GP 詞彙進行檢索後，其結果表示 healthcare、
GP 詞彙相關的文獻包含 30 筆，其中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of suicide in patients with unipola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文獻較為相關，而期刊為
Annals of General Psychiatry 較相關，其結果如上圖
所示。

圖 6 Healthcare 領域 BPSD 檢索結果
針 對 BPSD 詞 彙 進 行 檢 索 後 ， 其 結 果 表 示
healthcare、BPSD 詞彙相關的文獻包含 3 筆，其中
Management of the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文獻較為相關，而期刊為
Clinical Interventions in Aging 較相關，其結果如上
圖所示。

圖 7 Healthcare 領域 IADL 分析表子詞彙分析表
針 對 IADL 詞 彙 進 行 檢 索 後 ， 其 結 果 表 示
healthcare、IADL 詞彙相關的文獻包含 2 筆，其中
Risk assessment for cancer surgery in elderly patients
文 獻 較 為 相 關 ， 較 為 相 關 的 期 刊 為 Clinical
Interventions in Aging，其結果如上圖所示。
五、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健康照護 Healthcare 關鍵字為引文
分析的實作範例，研究結果發現 Healthcare 研究領
域 相 關 的 詞 彙 包 含 general practitioner (GP) 、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 、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BPSD) 、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ADA) 、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等詞彙，
其中 GP 為最相關詞彙，其次包含 IADL 等詞彙，
說明了 Healthcare 領域檢索詞彙的方向。以下針對
本研究的限制與討論做詳述。
5-1 系統評估
本節針對本研究所開發的研究領域詞彙分析
系統進行評估，與 PubMed Central 文獻資料庫進行
數據及內容比較，並說明本系統之貢獻所在。
壹 比較搜尋結果之數量
本研究使用 Healthcare 關鍵字作為分析實例，
可取得 8031 篇文獻結果，根據演算法結果可取得
2493 較有意義的詞彙，同時在 PubMed Central 使用
Healthcare 關鍵字進行檢索，包含未釋出的期刊
2503 篇，共取得 10534 篇、在 ScienceDirect 中取得
9,082 篇、在 Web of Science 中取得 57,192 篇、在
PubMed 中取得最多的文獻 842,515 篇。
貳 比較檢索結果
為了評估本系統所分析的準確性是否正確，將
相關研究分析的結果與 PubMed Central 的分析結果
作比較，即使用 healthcare、general practitioner (GP)
詞彙進行檢索，並排除 PubMed Central 未釋出期刊
名稱，其檢索出 30 篇文獻，結果如圖所示，與本
系統所分析的結果一致，如圖所示，證明本系統所
推薦的詞彙具有準確性。
參 研究貢獻
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是結合了部份自然語言處
理技術、詞頻分析法、關聯規則以及部份本體論概
念，提供『研究領域詞彙分析』
、
『推薦檢索詞彙』、
『詞彙與詞彙交叉檢索』
等功能，若 PubMed Central
完全將期刊釋出，本系統『推薦文獻』與『推薦檢
索詞彙』的功能將會更加完善。

表 1 本系統與其他文獻資料庫功能比較
5-2 研究限制
壹 資料匯入程序繁雜
本研究延續原有自動匯入系統，將 XML 檔案
資訊批次匯入 MySQL 資料庫，由於原始檔案接壓
縮後，就依照期刊名稱建立資料夾，共 1874 個資
料夾，系統自動抓取資料夾後，提供點選清單給使
用者匯入，而一本期刊必須點選一次匯入的動作，
共要點選 1874 次，次數過多；由於主機記憶體容
量的限制，篇數超過 500 筆或文獻檔案大小超過

100MB 的期刊必須分批匯入，因此篇數一萬筆的期
刊，也要點選 20 次，而延長了資料庫建置時間。
貳 擷取文獻摘要的問題
當文獻統計模組存取 XML 檔案，擷取文獻摘
要內容時，其中 XML 標籤的元素< abstract >在少
數 XML 檔案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系統將排除 XML
標籤無元素< abstract >的 XML 檔案，以避免造成
演算法出現錯誤。
參 網頁執行效率
從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到最後分析，系統都計算
了程式執行秒數，以觀察程式運算的效率，各階段
所花費的時間都不同。
肆 年份過久無法連結
其中的小功能提供超連結依據 PMC_ID 連結至
PubMed Central 官方頁面，當資訊對稱時，本系統
與官方網站的內容是一樣的，但部分文獻由於年份
過久，連結到 PubMed 時會出現無此文獻的錯誤訊
息，透過標題的搜尋也無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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