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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際網路有著許多豐富的資料，若我們想從網
際網路裡學習知識，就必須透過網頁瀏覽方式或靠
網站本身提供的檢索機制來查詢相關資料。但是，
使用這些資訊檢索機制，對中小學生來說，可能很
困難，這是因為必須先熟悉檢索機制與相關領域知
識，而熟悉各個網站的檢索機制與使用檢索機制，
對中小學生來說，在各方面領域知識還不太充足的
情況下，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因此，對中小
學生來講，其最希望的學習方式，應該是直接告訴
他們問題的答案及答案所在，而不是讓他們獨自摸
索與彙整答案，這也是最好與最快速的自我學習方
式。所以，本研究的目的，便是希冀善用各式內容
網站知識，透過知識擷取技術與互動式問題回答機
制，來縮短中小學生學習知識的流程及提高自我學
習的興趣。

這是因為若是透過網站提供的檢索機制來查詢資
料，則必須先熟悉其檢索機制，對中小學生來說，
在各方面的領域知識還不太充足的情況下，使用檢
索機制還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所以其自我學習的
成效可能相當有限。因此，對中小學生來講，其最
佳的學習與問題解決方式，應該是直接告訴他們問
題的答案及答案所在，而不是讓他們獨自摸索答
案，而這也是最快速的自我學習方式。
所以，本研究便是希冀善用各式數位內容網
站，透過互動式問題回答機制，來縮短中小學生學
習的流程及提高自我學習的興趣，協助中小學生逐
步建構自我學習環境。因此，本研究運用中文問題
回答系統技術與基於概念架構的中文資訊擷取技
術結合各式網站透過跨網資訊連接等方式來轉置
建置成為適合中小學生的問答式自我學習系統。

2. 相關研究探討

關鍵詞：問題回答系統、自我學習系統、知識擷取。

Abstract
Web sites contain amount of documents (web
pages) i
nr
e
s
pon
s
et
oaus
e
r
’
sinformation search or
learning request. While a list of documents can be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for the user, frequently it is not.
Usually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he system to provide
the answer itself instead of requiring the user to search
for the answer in a set of documents. Thus, we have
developed an architecture that augments Meta search
agent so that they support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question answering. In this project we develop a new
approach to build an interactive 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 for student self-learning. Which we believe to
be the first general-purpose, fully-automated Chinese
question-answering system available on th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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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隨著新世代台灣學術網路骨幹的建置與寬頻
網路的普及，台灣網際網路至少已有上百個優質數
位內容網站，許多豐富的資料與知識皆已隱含在其
中，但是，若我們想從這些數位內容網站裡學習知
識，則必須透過網頁瀏覽方式或靠網站提供的檢索
機制來查詢資料，這對中小學生來說，太困難了，

1970 年代強調教導式學習，但自 1985 年起迄
今已改成學習為主。主要的理由是大多數學者認為
真正教育的目標在累積有用的知識，培養「個人的
研究」態度，建立自我學習能力[2]，而網際網路上
的各式數位內容網站正提供了一個自我學習的環
境，各式數位內容網站正試圖扮演輔助及改善傳統
靜態及序列學習的角色[3]。 不過，當中小學生還
沒有明確的相關領域知識基礎時，其知識的學習常
常是透過提出質疑、問題等過程的激發，才會獲得
成長[4]。而目前各式數位內容網站對中小學生尋求
知識的過程最大的障礙就是資訊查尋技能(如網站
索引及分類的使用問題)及系統障礙(如忽略中小學
生檢索策略貧乏的問題)[17]。
所以，目前的數位網站若直接運用於中小學生
的自我學習上，將會面臨迷失學習方向的問題，因
為在學習者不知如何進行或尋找資訊的線索時，這
種學習容易造成學習情緒的沮喪[5]。因此，本研究
提出透過鼓勵中小學生直接提問的方式來激發與
統合各類知識，以建立自我學習環境與培養主動求
知的精神，幫助其在數位學習過程中減少因資訊技
能的缺乏造成學習阻礙，進而培養其透過探索和發
現式的學習過程來自我獲得知識的成長。
近年來問題回答系統在資訊檢索、資訊擷取、
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等研究領域都受到注意
[6][7][10][11]。很多系統都正在發展當中，主要的
研究方向以網際網路上的資訊為潛在的答案來源
為主。如 Kwok [8]等人發展的 Mulder 問答系統，

這個系統會對問句與所有傳回的網頁資料做複雜
的語法分析，但這會更要求電腦的計算能力，而
Agichtein [13]等人針對問答系統則展現一個查詢句
的轉換技術，同樣的技術也出現在 Eric [12]，這個
技術概念發展是因為目前的搜尋引擎例如 Google
等都沒有提供或具備自然語句的查詢介面，然而，
他們的研究是專注在如何使網路搜尋引擎能精確
地找到所要的文件資訊，所以，沒有提出任何機制
可以從這些文件資訊中來找出與回答答案。
最後，Dragomir[9]等人提出以機率方法發展自
然語言問答系統，整個系統的處理流程有五個步驟:
問句轉換，文件抓取，段落擷取，詞組擷取與答案
排序。而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機率方法則是運用在後
三個步驟中，不過，他們所提出的方法可能無法適
用在多變的中文語句中。不過，從上述的研究探
討，我們可以了解到問題回答系統已成為自我學習
的最佳工具，這已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

3. 自我學習系統架構說明
本研究之互動問答式自我學習系統，原則上利
用我們之前研究所提出的網頁知識擷取技術
[14-16]，將數位網站內容資料加以再次組織整理，
然後運用概念分析技術將所擷取之資料作知識概
念分析與知識連結分析處理，以建構出知識學習網
絡資料庫，然後透過問題回答技術建構自我學習系
統之問題回答介面與使用者互動，使使用者能直接
以中文問題提問之方式達到互動式的自我學習效
果。整個系統架構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自我學習系統架構圖

4. 互動式問答系統建構方法說明
目前數位內容網站資料可依資料型態概分為
近似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資料形式則包括有文
章、圖表、影像及聲音等。網站上的近似結構化資
料大都是以表格格式來展現，其資料形式則包括圖
像、文字與數字等資料型態，而網站上的非結構化
資料則大多以圖文描述方式來直接呈現相關資
訊。由於數位內容網站有著各類型的資訊，我們需
要不同的知識擷取技術與策略。針對近似結構化的
網頁文件資料，我們採用知識模板方法，透過半自
動化的表格資料擷取規則設定，來擷取與關聯表格
內的重要資訊，但限於論文篇幅，僅以範例說明系
統實際運作效果，本文僅針對非結構化網頁文件資
料說明擷取方法，並透過範例與實際系統建立等方

式來驗證提問式自主性學習方法的可行性，整個問
答系統的運作流程架構如下圖 2 所示。

圖 2 互動式問答系統運作流程架構
我們的系統發展步驟主要分為:(1).問句分析(2).
網頁擷取(3).網頁分析(4).答案擷取與知識概念關聯
等幾大部分，其中問句分析與網頁分析，都必須先
完成斷詞與詞性標註等工作，在我們的研究中斷詞
是採用中研院詞庫小組所開發的中文分詞技術
[1]，至於詞性標註，一般是採用句法分析的文法標
註，如名詞，動詞，形容詞等，此種標註的優點是
能明確標示句型架構，但缺點是較難表達字詞的概
念關係，所以較適合應用在文法或句法分析上，在
語義分析與知識概念分析上就較為困難，為了解決
此一缺點，我們就將中文字詞分為一般字詞、文句
關係詞與疑問詞等三大類，另外對這些字詞定義一
套詞性標註，簡略說明如下。
(1)一般詞性標註
這類的字詞大多為句法分析上的名詞，在我們
所提出的概念關係模式中大部分是歸屬於主體詞
(ENTITY)，主要的詞性標註類型為:
詞性標註
詞性標註說明
O
物件主體詞(Object)，如”
汽車”
NX
名詞或屬性詞組(attribute)，如”
住址”
Q
計量單位詞組，如”
公升”
V
數量詞組，當數字資料與計量單位詞
合併後就轉為數量詞組，如”
一百二十
公升”
T
時間詞組，如”
今日、昨日”
NXX
新詞或未能判定之詞組
X
虛詞，如”
因此”
(2)文句關係模式詞性標註
字詞與字詞之間，基本上是透過連接詞來串
接，這類的字詞在概念關係模式中是歸屬於關係詞
(RELATION) ，主要的詞性標註類型為動作類與集
合類:
詞性標註
詞性標註說明
A
動 作 詞 (Action) ， 如 ”發 佈 ”， ”建
立”…
是”
、”
位在”、”
、、、、 集合屬性詞組，如”
…
、、= … 的”

(3)疑問詞詞性標註
主要運用在問句分析，用來確定問句類型，以
發掘發問者的主要意圖及所想要了解的訊息，相關
細節在下面問句分析步驟中將會說明。
至於系統的其他運作流程步驟與方法說明，分
別在下面章節中描述。

問題主體:冬天(NX)、蝴蝶(NX)
限制與動作條件:看不到(A)
答案類型:長答案
答案資料型態:原因說明詞組
Step3: 問句 ERE 關係概念轉換
Entity1
Relation
Entity2
冬天
看不到(A) 蝴蝶

4.1 問句分析

4.2 網頁擷取

我們依據問句的特性，透過斷詞與詞性標註，
將使用者的問句關鍵詞組轉換為問題主體
(Entity)、限制條件與動作條件(Relation)、答案類型
與答案資料型態等項目，然後再將問句關鍵詞組轉
換組合為 ERE(Entity-Relation-Entity)的關係概念架
構，其中問題主體為問句中的物件名稱或名詞詞
組；限制條件與動作條件為問句中的關係詞，此關
係詞會影響最後找出之答案；透過問句之疑問詞可
以確認問題的答案種類及答案資料型態。
基本上問題的答案型態可能是人名、地名、時
間點、數量、定義、原因與方法說明，而答案的長
度類型有短答、長答及是否類與選擇類的答案，透
過問句分析，確定問句類型以後，大致就可以發掘
問句的主要意圖及發問者所想要了解的相關訊
息，以利爾後答案之尋找，而問句類型可經由問句
的疑問詞來判斷，如下表 1 所示。

此部分的工作是定時由搜尋代理人程式(Meta
Search Agent)去搜尋各式數位內容網站的網頁文件
資料，並將其逐一擷取回來，準備交由網頁分析程
序處理。

表 1 疑問詞對應表
疑問詞

詞性
標註
XNA
誰、何人…
哪裡、哪邊、何 XPL
處、哪兒、那裡…
何時、啥時、何 XT
年、何月、多久…
多少、多高、多 XV
長、多重…
什麼、甚麼、何 XD
謂、何為…
如何、怎麼… XE
為什麼、為何… XR
是否、是不是… XYN
還是、或是、或… XOR
那些…
那一…

XMA
XSA

對應的答案 對應的答案
型態
長度
人名詞組
短答案
方位性質的 短答案
地名詞組
時態性質的 短答案
時間點詞組
數量性質的 短答案
數量詞組
定義或描述 長答案
說明詞組
方法說明詞 長答案
組
原因說明詞 長答案
組
肯定或否定 短答案
的答案型態
選擇類的答 短答案
案型態
多個答案
一個答案

舉列來說，問句”為什麼冬天看不到蝴蝶?”經
過問句分析與詞性標註後會得到如下之資訊。
Step1: 詞性標註
為什麼(XR)冬天(NX)看不到(A)蝴蝶(NX)
Step2: 問句分析

4.3 網頁分析與網頁內容知識擷取
在分析非結構化文件資料時，必須先完成斷詞
與詞性標註，而網頁分析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做到各
式網頁內容的知識擷取，而所謂的知識擷取是要能
辨識或找出隱藏在各式網頁內容的知識，並希望能
做到相關知識粹取與整合，因此，本研究針對非結
構化的網頁資料，提出 EAVR 知識概念分析與 ERE
知識答案擷取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4.3.1 EAVR 知識概念分析方法
此方法主要是用來彙整與構築網頁內容的相
關知識概念，希望透過概念關係來關聯出知識概念
樹，我們透過特定字詞的語意瞭解，將字詞與字詞
之間的關係轉為關係(Relation)模式，並仿照集合理
論將文件中所隱含的知識概念關係模式化，並定義
了如下的基本集合關係(Relation)模式:
基本集合 關係概 特定字詞 例句與集合關係概
關係 念標註
念轉換
包含
的、之… Ex:美國的白宮

美國白宮
被包含或 
在、是、位 Ex:日月潭在南投
屬於關係 
在…
日月潭南投
日月潭南投
交集
同 位 詞 ( 如 Ex:台北和高雄

“
;”
符號) 、 台北高雄
和…
聯集
或者、或… Ex:台北或高雄

台北高雄
延續關係 
“
，”
符號、 E:台北，高雄
其、由… 台北高雄
同義關係 =
“
[”
符號… Ex:澳洲[澳洲大陸]
澳洲=澳洲大陸
透過以上的基本集合關係模式，當文句中含有
某些特定的字或詞時，其代表關鍵詞組(Entity)與關
鍵詞組(Entity)之間隱含有某些概念關係，因此，又
可定義出下列的概念推導關係模式:

基本關係 1
可推導之概念關係
IF
THEN
E1(Entity1) E2(Entity2) E1 A1(Attribute1)
A1—>Value=(E2)
(Entity1 至少可推導存在
一個 Attribute1，其
Value=Entity2)
例如:”
澳洲的天鵝河”
這句中的 Entity 為”
澳
洲”
(Entity1)，”
天鵝河”
(Entity2)，而”
的”
這個字則轉
換為集合關係模式: (包含)，所以可推論出以下的
概念關係架構:
澳洲(E1) 河川(A1)
河川(A1) —>Value=天鵝河(E2)
(河川可透過知識概念樹搜尋替換而來)
基本關係 2
可推導之概念關係
IF
THEN
E1(Entity1) E2(Entity2) E2 A1(Attribute1)
A1—>Value=(E1)
(Entity2 至少可推導存在
一個 Attribute1，其
Value=Entity1)
例如:”
皇蛾是台灣最大的昆蟲”
這句中的 entity
為”皇蛾”
(Entity1) ， ”台 灣 ”
(Entity2) ， ”昆
蟲”
(Entity3)，而“是”這個字則轉換為集合關係模
式: (屬於) ，所以可推論出以下的概念關係架構:
台灣(E2) 昆蟲(A1)
昆蟲(A1) —>Value=皇蛾(E1)
(昆蟲可透過知識概念樹搜尋替換而來)
基本關係 3
可推導之概念關係
IF
THEN
E1(Entity1) E2(Entity2) E1 A1(Attribute1)
A1—>Value=(E2)
(Entity1 至少可推導存在
一個 Attribute1，其
Value=Entity2)
例如:”
天鵝河由澳洲大陸往西邊流”
這句中的
entity 為”
天鵝河”
(Entity1)，”
澳洲大陸”
(Entity2)，
而“由”這個字則轉換為集合關係模式:  (延續
關係) ，所以可推論出以下的概念關係架構:
天鵝河(E1) 位置(A1)
位置(A1) —>Value=澳洲大陸(E2)
(位置可透過知識概念樹搜尋替換而來)
所以，結合前面的論述，我們發展一套知識概
念分析方法，稱之為”
EAVR 概念樹”
，我們認為文
件，大多在描述或告知某些資訊，所以有意義的文
件內容，應該包含下列知識概念特徵因子:
Entity: 主體(文件內容的關鍵詞組)
Attribute:描述主體的屬性
Value: 屬性的值
Relation:串聯主體與主體或屬性之間的關係
透過知識概念特徵因子組合運算可得出文件
的知識概念特徵因子，因此，文件若以向量式表
示，可表示如下:
文件的向量式:Ds=( E i，Aj ，Vk ， Rl)

( Ds: 第 s 個文件，E:Entity，A:Attribute，V:Value，
R:Relation )
經由文件特徵擷取後所產生的”EAV “串列
(list)，再透過 E-R Model 或 EAV 串列關係轉成文件
的 EAVR 概念樹，最後再經由文件樹間的相似度計
算完成樹的合併，進而擴展成為較大的 EAVR 概念
樹，透過 EAVR 概念樹的關係索引，就能將相關知
識概念粹取與整合。

4.3.2 ERE 知識答案擷取方法
為了能進一步做到問題答案回答，所以另外將
文件概念簡化轉換成為 ERE(Entity-Relation-Entity)
的關係概念架構，透過以上的詞性標註，我們將文
件轉換成為 ERE 的二元關係串列，如下所示：
文件詞句=E+R+E+R….或 R+E+R+E…….
所以文件內容，就轉變為以二元語義關係串列
來描述整篇文章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係，例如:”
皇
蛾是台灣最大的昆蟲”
這句話就可轉成如下的 ERE
串列:
Entity1
Relation
Entity2
皇蛾
台灣
是()
台灣
最大的(A)
昆蟲
因此，第 s 個文件的 ERE 串列集可以表示如下:
Ds=( E i，Rk ，Ej)
經由文件特徵擷取後所產生的”ERE“串列，
可做為問題回答的答案來源，這就是我們所提出的
ERE Model 方法。

4.4 答案擷取與知識概念關聯
在此步驟中我們將問句的 ERE 關係串列與網
頁的 ERE 關係串列做相似度比對搜尋來找尋候選
答案，若候選答案超過一個以上時，我們就另外依
據候選答案的權重來決定出問題的最佳或者近似
答案，相關演算法說明可參閱我們之前之研究
[15]。另外透過 EAVR 概念樹的關係索引，亦可將
相關知識概念與資訊連結一併粹取呈現。詳細之運
作效果，我們在下一章節中以實際範例來說明。

5. 問答系統運作範例說明
透過網站與網路來學習或獲得知識是未來自
我學習的趨勢，但是現存之數位內容網站建構時未
以人類學習知識之概念來思考及架構，因此造成知
識分散而難以連結。為簡單說明與比較問答系統與
傳統數位內容網站運作的差異性，所以，我們以昆
蟲 數 位 化 博 物 館 (http://insect.cc.ntu.edu.tw/91insect/)
的網站內容做對照分析。以下圖 3 這個部分網頁內
容為例，隱藏許多有關昆蟲的知識，有文字與圖像
資訊，甚至整個網頁檔案內容也是知識的來源，但
問題是圖像跟什麼資訊有關？網頁內容到底描述
了哪些重要的知識？然後這些知識跟哪些知識有
關？或者跟哪些網頁檔案內容相關？傳統的數位
內容網站是靠學習者自我摸索與彙整，而自我學習

系統，則靠系統的自我知識學習分析。

分析方法，以此網頁範例為例，至少可以立即回答
下列問題:
Q1:台灣最大的昆蟲？
Ans: 台灣最大的昆蟲是皇蛾。
Q2: 昆蟲什麼時候出現在地球？
Ans: 昆蟲在三億五千萬年前出現在地球。
Q3: 皇蛾翅膀開展有幾公分？
Ans: 皇蛾當翅膀開展只有二十五公分左右。

6. 雛形系統建置功能展示說明

圖 3 昆蟲數位化博物館部分網頁內容

為了實現與驗證互動問答式自我學習系統的
運作成效，我們建置了自我學習雛形系統，目前我
們所建置完成之互動問答式自我學習系統具有自
然語句提問與知識概念導引的功能，如下圖 5 所示。

就自我學習系統來講，以上這些問題，必須靠
知識概念關聯分析才能做到，在我們的研究裡是透
過 EAVR 概念樹分析方法，將上述網頁內容的知識
抽取轉化為 EAVR 知識概念關聯樹來表示，下圖 4
為我們節錄部分 EAVR 知識概念樹來展現其知識概
念的組成架構。

圖 5 自然語句提問與知識概念導引功能展示圖

圖 4 昆蟲數位化博物館網頁內容 EAVR 概念樹化
之後的動作，就是將網頁內容再轉換為 ERE 的
二元關係串列，以方便之後的問題答案的查找，同
樣的我們以上述網頁內容為範例轉化為 ERE 關聯
串列，下表 2 為我們所節錄的部分 ERE 二元關係串
列內容。

系統允許中小學生以自然語句來提問問題，例
如”冬天的主要星座有那些?”，”台灣有哪些國家
公園?”等，系統都會以最接近的答案來回答問題，
除此之外，亦可透過知識概念導引來加速知識概念
的學習與縮小資料搜尋範圍。若透過知識概念導引
更可達到下列功能:
(1).概念式分類知識提示: 當中小學生對提問的問
題沒有概念時，提示概念式分類架構。
例如中小學生對昆蟲沒有什麼提問的概念
時，可提示此類資料的主要內容概念架構，如”
種
類”
、”體長”等，以幫助中小學生快速蒐尋所要的
資料。如下圖 6 所示。

表 2 ERE 二元關係串列內容表
Entity
臺灣
昆蟲
皇蛾
翅膀

Relation
最大的
是
當
開展只有

Entity
昆蟲
皇蛾
翅膀
二十五公分左右

待完成上述的知識概念關聯分析後，自我學習
系統只要透過問句分析，將使用者的問句轉化為對
應的問句 ERE 關聯串列後，透過 ERE 與 EAVR 關
聯串列相似度比對搜尋或資料型態與權重分析
後，就有能力來回答使用者的問題。
事實上，透過我們的 ERE 與 EAVR 概念關聯

圖 6 概念式分類知識提示

(2).動態知識概念分類擴展: 依據中小學生的提問
問題概念詞，做即時動態的知識概念分類擴展，以
提示及幫助中小學生快速蒐尋所要的資料。
例如中小學生欲搜尋”
蚜蟲”的相關資訊時，可
即時動態提示此詞之概念分類架構，如”
體長”
、”
翅鞘”
等。
(3).蒐尋資料收斂: 依據中小學生的提問問題概念
詞及即時動態的概念分類架構，以做到搜尋的資料
量自動過濾縮減，以幫助中小學生快速蒐尋到所要
的資料。
例如中小學生欲搜尋”
昆蟲”
相關的網頁時，透
過分類概念延續為”
昆蟲,蚜蟲”
後，即可將原本的搜
尋網頁量收斂為少數幾篇，以幫助使用者快速蒐尋
到正確的網頁資料。
至於表格式的網頁資料，我們則是透過事先定
義好的各類知識模板，來擷取與彙整相關網站表格
內的重要資訊，例如，假設描述台灣河川的相關知
識包含河川名稱與河川圖片，那我們就先依據此假
設先定義與建立好台灣河川的知識模板，然後透過
資料擷取規則庫的關聯規則，將相關網站資料彙總
到此知識模板內，中小學生便可透過自然語言快速
擷取到台灣河川的任何資料，如下圖 7 所示。

圖 7 台灣河川知識模版

7. 結論與預期發展
本研究運用知識概念分析與問題回答技術嘗
試讓分散之知識能加以重組與連結，使中小學生能
真正利用網站知識來達到快速自我學習之目的，除
此之外，本研究亦嘗試建構網路知識仲介者的角
色，將數位內容網站視為知識提供者，一般大眾則
視為知識學習者，而本研究所建構之互動問答式自
我學習系統網站則扮演知識轉仲介與撮合之角
色，使需要獲得知識與學習知識之使用者能快速得
到所要之知識，這將是我們最重要的預期研究發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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