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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科技的發展，語意網 （Semantic Web） 技術越趨成熟，透

過解析語意方式來處理網站資料的應用越來越多，其中本體論是最常

用來實作語意網的技術。以論文搜尋為例：如瀏覽者看完資料後，在

論文看到了重點和心得想記錄下來卻沒有一個儲存和發表意見的地方；

此外，瀏覽者若想找其他相關資料時就必頇重新搜尋，會增加瀏覽者

的搜尋時間。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建置一個基於本體論的論文推

薦系統（A Research Recommending System Based On Ontologies；ORRS），

系統內建置了文獻知識本體，提供搜尋文獻、自動推薦論文、建立個

人研讀心得、提供相關文獻等功能，給使用者一個更加便利的管理與

分享論文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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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隨著網際網路快速的發展與資訊的進步，許多資訊都儲存到網路

上，讓使用者能透過網路進行資料的分享、搜尋等等。但是隨著資料

與資訊越來越多、數量越來越龐大；現在搜尋引擎如：Yahoo、Google

都使用關鍵字搜尋，當學生在搜尋引擎上搜集這些文獻時，搜尋結果

的方向將會過於廣泛，使用多個關鍵字共同查尋時，雖然搜尋的範圍

縮小了，但使用者還必頇逐一檢視，才能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資訊。 

對於想要研究新專業領域的人來說，或許並不知道該領域是否還

需要一些基礎知識與其他相關的專業領域知識，造成研究的學生不知

道該如何入門，而且這些搜尋結果其實還有許多有待專業人士驗證其

文獻的正確性。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這網路普及的世代裡，資訊都放到網路上，供瀏覽者查詢，以

論文搜尋為例，瀏覽者想知道關於某領域的論文有哪些，但是如果搜

尋到論文有好幾十篇，甚至好幾百篇，在這幾百篇裡摻雜了其他只跟

此領域有點關係的論文，這樣會讓瀏覽者的負擔增加。當瀏覽者看完

論文後，想要了解更多相關文獻時，又使用關鍵字搜尋，就會跟以上

結果相同，如能自動推薦給瀏覽者看，必能減少使用者負擔。而瀏覽

者在論文看到了某些重點和心得想記錄下來或有其它相關文獻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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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沒有一個儲存和發表意見的地方。因此本論文建置一個基於本

體論的論文推薦系統（A Research Recommending System Based On 

Ontologies；ORRS）來解決上述的問題。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點：  

 改善論文搜尋方式 

因為在傳統論文查詢系統中，瀏覽者在查詢論文時，查詢結果往往

顯示論文過多，造成瀏覽者瀏覽論文時，會顯得非常吃力，所以本系

統利用語意網技術將論文以領域分類的方式儲存， 避免瀏覽者搜尋論

文時出現非此領域相關的論文。 

 自動推薦相關的論文及參考文獻 

當使用者看完一篇論文或文獻之後，想要再看其相關資料時，系統

會自動推薦相關論文或文獻，讓使用者可以節省不必要的時間搜尋相

關資料。 

 建立研讀心得筆記 

將老師或學生研讀論文過後的心得或意見放置到系統上，以供後續

使用者在讀過此篇論文紀錄心得和意見時，能夠參考先前使用者所存

下來的資料，有個改進的對象，也可讓使用者提供與此篇論文相關文

獻，讓之後的使用者能參考更豐富的相關資料。 

 

1.3 研究方法和限制 

本研究基於本體論在實驗室建立以論文搜尋為主的知識本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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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推薦論文和搜尋論文、建立個人研讀心得、提供相關文獻等功能

的系統。本系統可提供實驗室成員和一般的使用者使用，讓老師和學

生能夠了解此實驗室的產出。 

 

本研究限制有以下幾點： 

 無法使用過於複雜的自然語言搜尋文獻 

我們的系統無法使用過於口語的方式搜尋文獻，我們提供預先提供

的搜尋規則建立搜尋表單，限制使用者搜尋的方式，未來可以導入自

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1] 技術，如此可以

大幅增加使用者的搜尋方式。 

 目前僅針對英文之文獻關鍵字查詢 

由於我們的外部知識本體是以英文為主，針對許多專業領域之專有

名詞於中文有許多不同的翻譯方法，藉此我們主要以英文為主。 

 

1.4 論文架構 

本文共分為五個章節，各章節說明如下 

緒論:介紹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和限制與論文架構。 

文獻探討：探究語意網技術發展，及其相關技術的應用，如RDF、OWL、

SPARQL 等。 

研究方法：關於本研究的問題描述、解法、系統架構和系統功能的介紹。 

系統開發與實作： 關於本研究之系統開發與實作部分。 

結論與未來發展：本系統之完成的工作項目和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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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和應用的相關工具等參考來源。 

 

備註: 

本論文已於四月份投稿 2013 ITAMC 資訊技術應用及管理研討會，已

於五月三十一日至義守大學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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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使用一般搜尋引擎來搜尋論文時，常會因欲搜尋論文的部分資料

或使用的技術相同，而一同搜尋到很多沒有相關或不同領域的論文，

因此本研究以語意網（Semantic Web）技術來改善一般論文的搜尋方式。

下列將逐一介紹本研究所使用到的技術和工具，2.1 節是語意網路及其

應用、2.2 節是相關工具簡介、2.3 節是相關研究。 

2.1 語意網 

語意網（Semantic Web）於 2001 年由全球資訊網的發明人 Tim 

Berners-Lee 在[2]一文中所提出。語意網為現今網際網路的延伸，為擴

展全球資訊網上的文件（如：HTML）資訊，在其文件上增加能夠讓電

腦理解的語意（Meta Data），使 WEB 資訊能有更加完善的標準和定

義。在語意網的架構下可把人類描述的資料，變成電腦所能理解的資

料型態，並且讓電腦能夠理解人類的語言。電腦要能夠閱讀語意，需

要利用資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3] 與

統一資源標示符（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URI）[4] 到相關網頁

資源，然而知識內容的互通，則需要靠每一個網路資源上的定義表達

架構的知識本體（Ontolog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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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語意網階層 

 

圖 2.1 語意網階層架構圖[2] 

 

語意網的運作可由如圖 2.1 的階層架構圖來表示，底層的統一資源

標示符（URI）與萬國碼（Unicode） [6]，主要提供識別所有資源的方

法。對網路的資源而言，可以運用在統一資源定位器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URL） [7] 描述網路上資源所在的位置。上層之 XML，

是一種較具延伸性的語言，先將文件結構化，再藉由命名空間

（Namespaces）與 XML schema 來描述文件結構。 

到達資源描述框架層，這一層可用來描述資源的關聯性，並且定

義各個類別的屬性來描述語意資訊。接著到達 Ontology，藉由知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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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支援，能精確地描述各領域之語意與邏輯規則，提供給上層的邏

輯層（Logic）處理語意，並進行邏輯推論，而 XML 數位簽章可做為

驗證層（Proof）的推理依據，提供可信賴（Trust）之服務。 

 

2.1.2 資源描述框架 

資源描述框架，主要功能為描述資源間的關聯性。以 XML 為主要

語言來做表達，RDF 提出了一個簡單模型來表示任何資源，稱為 Triple。

此模型由點和點以及弧線所連結而成，點用來表示資源，弧線用來表

示資源間的關係。RDF 和 XML 是互相補足的關係，RDF 利用標準化

的方式來規範 XML，而 XML 文件可用簡單的方式來引用 RDF[8]。 

RDF 三元組 （RDF Triple） 是 RDF 的一種描述法，RDF 的理解

與英文文法相似，會有主詞、動詞、受詞，RDF Triple 就是用這樣的

方式描述，通常一個 RDF Triple 包含三個部分:主體（Subject）、謂詞

（Predicate）、物件（Object）， 

圖 2. 2 為一個簡單的 RDF 描述圖，當 RDF 的節點為 URI 時通常

都用橢圓表示，而節點為文字時則用方框來描述，將上圖以 RDF Triple

描述，會表示成如圖 2. 3 的格式。 

RDF-S （RDF Schema） [9] 是 RDF 的延伸，同樣是知識本體表

達語言，也是以 XML 語言來做表達，RDF 為了描述抽像的數據模型，

需要具體的書寫，最後定義出一個能讓機器理解的詞彙，當預定義的

詞彙不夠用時，就和 XML 需要 Schema 讓使用者定義一樣，為了可以

自己定義詞彙，就出現了 RDF Schema。RDFS 提供 RDF 的規範，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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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定義 RDF 類別和屬性。 

 

圖 2. 2 RDF 描述圖  [8] 

 

 

圖 2. 3 RDF Triple 描述圖  [8] 

 

2.1.3 網路本體語言 

網路本體語言 （Web Ontology Language；OWL） [10]，多被使

用於處理網路資訊的內容，OWL 可提供多樣式語意的詞彙，使機器可

以更容易理解資源的屬性和類型，OWL 可以使網路資源更容易被自動

化程序給搜尋到。OWL 本體是一個 RDF 圖像概念，可把一組 RDF 三

元組、RDF 圖、或是一個 OWL 本體圖分別寫在許多不同的句法形式。

然而，OWL 本體的意義是完全取決於 RDF 圖。因此，它是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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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語法的 RDF / XML 形式，只要這些結果建立在相同基礎的 RDF

三元組句法形式上，都可讓文件中使用的語法形式擁有完全相同的涵

義。 

OWL 有三種依照表達能力遞增的子語言：OWL Lite、OWL Dl 和

OWL Full： 

 OWL Lite：已排除掉一些複雜類別讓使用者能夠更簡單設計與

操作，但語言本身缺乏 RDF 的相容性與表達性。 

 OWL Dl：限制了 RDF 與 OWL 之間的使用，更明確、精準地

描述資訊讓機器能夠做更多的推理支援。但缺點就是缺乏相容

RDF 的廣泛性，對於資料本身的限制較多。 

 OWL Full：優點是可以屬性表達多樣化。但是定義的東西太多、

太含糊會使得機器無法做推理邏輯。 

 

 

圖 2. 4 Level relation of OWL Language [10] 

 

2.1.4 SPARQL 

SPARQL （SPARQL Protocol and RDF Query Language） [1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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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用於 RDF 上的查詢語言，於 2008 年 1 月 15 日，正式成為全球資

訊網路協會（W3C）的一項推薦標準。目前被用來查詢 RDF Triples 事

實及知識本體（Ontology）。 

 

2.1.5 Description Logics Constructors 

描述邏輯（Description Logic；DL）[12] 是一類用於知識表示的邏

輯語言和以其為對象的推理方法，主要用於描述概念分類及其概念之

間的關係。描述邏輯方法多數被用到涉及知識分類的應用領域，如數

字圖書館和面向全球資訊網的信息處理。描述邏輯是當前語義網發展

中本體的理論基礎。一個描述邏輯系統中的名字可分為概念（concept），

屬性（role）和實體（individual）。例如，一個用描述邏輯描述的知識

庫如下 [12]： 

是包含於，  是結合， 是繼承存在 

男人  人 （男人 是 人） 

丈夫  男人   婚配於.人 （丈夫是 婚配於 至少一個 人 的 男

人） 

男人（張三） （張三是一個男人）其中，「男人」，「人」，「丈

夫」是概念，「婚配於」是屬性，「張三」是實體。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BB%E8%BE%91%E8%AF%AD%E8%A8%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BB%E8%BE%91%E8%AF%AD%E8%A8%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E%A8%E7%90%86%E6%96%B9%E6%B3%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4%B9%89%E7%BD%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AC%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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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Description Logic Conventional Notation [12] 

 

 

2.2 相關工具 

2.2.1 RAP   

RAP （RDF API for PHP） 是以 PHP 語言開發，是一個使 PHP

透過RAP能夠更容易的解析RDF檔案並且提供使用SPARQL來查詢、

推論等功能的套件 [13]。包含以下特性： 

 表述方法：將 RDF 模型以三元組方式呈現。 

 本體論方法：通過詞彙表中指定的方法操作 RDF 模型。 

 基於名稱圖表和四元組 [13] 的 RDF 數據集管理方案。 

 整合並支援 RDF/XML，N3 [14]，N-TRIPLE， RSS 的格式解

析。 

 支援 W3C SPARQL 的查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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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 RDF-S 推理和部分 OWL 繼承的推理引擎。 

 提供類似 Joseki [15] RDF server 的服務功能。 

 支援前段關聯數據（Linked data）。 

 後台數據庫模型的可視化管理。 

 支持常用的語法（如 XML）。 

RAP 的查詢模組: 

是 RAP 最常用到的功能模組，查詢一主體項目時，同時可以回傳

包含主體、謂詞、受詞內的值，並可過濾一定程度之有陳述的辭彙數

量。 

Joseki [15] : 

Joseki 是一個在網路上發布之含有 RDF 模組的伺服器，含有 URLs

並可透過 HTTP GET 去做訪問，Joseki 也是 RDF 框架的一部分。 

 

2.2.2 RSS 2.0 

簡易資訊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RSS） [16] 是一種訊

息來源格式規範，用以發佈經常更新資料的網站，例如部落格文章、

新聞、音訊或視訊的網路摘要。RSS 檔案包含了全文或是節錄的文字，

再加上發文者所訂閱之網路摘要部份資料和授權的數據。網路摘要能

夠使發行者自動地發佈他們的資料，同時也使讀者更能夠定期更新他

們喜歡的網站或是不同網站的網路摘要。RSS 摘要可以藉由 RSS 閱讀

器、Feed Reader 等的軟體來閱讀。 

RSS Reader是指可用於閱讀RSS、Atom等消息來源的軟體或服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6%81%AF%E4%BE%86%E6%BA%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6%81%AF%E4%BE%86%E6%BA%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A8%E8%90%BD%E6%A0%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B3%E8%A8%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6%96%E8%A8%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RSS
http://zh.wikipedia.org/wiki/Ato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6%81%AF%E4%BE%86%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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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見的瀏覽器都有整合 Feed 的訂閱功能，使用者藉由將網路摘要

輸入 RSS 閱讀器或是用滑鼠點取瀏覽器上指向訂閱程式的 RSS 小圖示

之 URI（非通常稱為 URL）來訂閱網路摘要。RSS Reader 會定期檢閱

是否有更新，然後給使用者決定是否頇下載。 

 

2.3 相關研究 

目前已有相關應用語意網技術的研究或類似系統的建置，下列將

探討三篇與本研究相關的論文，並且將深入了解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 [17] 的功能，以及評估相關系統的優缺點，來作為本研究建

置系統的參照範例。 

 

應用本體論設計與建置摘要系統-國立政治大學 [18] 

這篇研究以兩種方法來建置英文文章的自動摘要系統，並比較其

結果的優缺點，第一種是以 Term-frequency 的方式建構，第二種是以

本體論（Ontology） 的技術建構，最終實驗效率以本體論的建構法勝

出，本體論的資料型態為 OWL，並具備關鍵字搜尋和共享性。 

  

開發國小植物教學語意查詢系統-南華大學 [19] 

在這篇論文的系統中，建構了教學相關的植物知識本體，並設計

包含 SPARQL 查詢語言之使用者介面，以提供一個查詢的平台，用於

協助教師、學生與家長掌握學習歷程中教材內容的異同。此系統本體

論範圍指侷限在教科書上的植物，並以 RDF 的本體論儲存格式存取。 

http://zh.wikipedia.org/wiki/URI
http://zh.wikipedia.org/wiki/URL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_OKXg/search?q=sc=%22%E5%8D%97%E8%8F%AF%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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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emantic Web來建構一個以 PBL為基礎的小型團體知識管理系統

-逢甲大學 [20] 

這篇論文利用近年來發展迅速的語意維基（Semantic Wiki），搭

配問題本位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和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建立一個適用於小型研究團體的知識管理系統。並且提供協

作平台進行合作學習。此系統具備共享性，並以 OWL Lite 的本體論儲

存格式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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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ORRS）與此三篇論文所建置的系統的比較，如下表所示： 

表 2.2 相關研究比較表格 

學校 

屬性 

國立政治大學 南華大學 逢甲大學 

嶺東科大

（ORRS） 

論文名稱 

應用本體論設

計與建置摘要

系統 

開發國小植物

教學語意查詢

系統 

使用 Semantic 

Web 來建構一個

以PBL為基礎的

小型團體知識

管理系統 

基於本體論的

論文推薦系統 

共享性 有 有 有 有 

關鍵字搜尋 有 有 有 有 

本體範圍限

制 

無限制 只限課本上

的植物 

無限制 無限制 

儲存方式 本體論 本體論 本體論 本體論 

本體論型態 OWL RDF OWL Lite RDF 

 

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17] 

台灣博碩士論文不僅是大學重要的學術產出，更是研究人員最為

重要的成果結晶，台灣博碩士論文網透過數位典藏的方式，具體展現

研究人員的智慧結晶，促進研究成果與資訊的傳播及利用，並且提供

國內外的學術人士，可更便捷的檢索及全文下載服務，讓研究人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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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際網路，瀏覽不同學校以及研究人員的相關研究，達到資源共

享及學術交流的目標。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主要的功能為: 

 建置公告（最新論文置入等…）。 

 系統各部分都有功能操作說明。 

 有會員個人化功能。 

 收錄的論文都有授權。 

 搜尋範圍不設限。 

 每篇論文資料格式統一顯示。 

 

以下為我們系統 ORRS 與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的主要功能比較

表: 

表 2.3 系統比較表 

系統名稱

功能比較 

ORRS 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

系統 

公告 有 有 

功能操作說明 有 有 

個人會員 有 有 

論文授權 有 有 

心得筆記 有 無 

搜尋範圍 不設限 不設限 

文章推薦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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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標為:自動建立論文知識類別本體（包含研讀

心得）、自動推薦相關的論文及參考文獻，以及更符合使用者搜尋的

需求，所以本研究主要必頇解決的問題為：論文解析與儲存的方法以

及如何推薦符合使用者所需的資料。 

以下我們將逐一介紹本研究設計的方法，包括 3.1 節是問題描述與

解法觀念，3.2 節是系統架構介紹，3.3 節是系統之知識本體設計，最

後 3.4 節是論文搜尋和推薦之詳細方法說明。 

 

3.1 問題描述與解法觀念 

問題一： 

一般論文管理系統，並沒有將論文資料做仔細的整理及分類，可

能影響使用者在搜尋上的精確度，例如：使用者想要搜尋水果的釋迦，

在輸入關鍵字搜尋釋迦時，出現的結果會有水果的釋迦，以及佛教的

釋迦牟尼。為了減少這種情形的發生，必頇事先將論文的各領域及基

本資料定位清楚，因此對論文的解析與儲存的方式是相當重要的。 

為了改善資料儲存與搜尋的方式，我們使用了語意網的本體論來

代替資料庫的儲存，將各論文的基本欄位定位清楚，之後使用 RDF 上

的搜尋語法 SPARQL 來進行資料的搜尋，以達成資料搜尋的準確性以

及減少搜尋的時間。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9%87%8A%E8%BF%A6%E7%89%9F%E5%B0%BC


 

18 

問題二： 

在使用者研讀完某論文後，或許會對該論文的領域及相關文獻產

生興趣，若能正確的推薦相關的論文及文獻，就能讓使用者的閱讀更

加方便以及節省搜尋的時間。 

使用者在尋找和閱讀文獻的同時，將瀏覽過的紀錄加入至個人之

Ontology，再透過語意網推理與文獻的本體，將所有相關的文獻推薦給

使用者，將能夠更方便且快速的讓使用者閱讀偏好的文獻類型。 

問題三： 

當使用者閱讀一篇新的論文時，雖有摘要的簡要介紹，但是並未

真正看完整篇論文內容，故不知該篇論文是否實際對使用者有效益或

是根本與使用者所期望的內容大相逕庭，若能有更精確或已有相關的

內容比較，必定能讓使用者省下更多閱讀時間與精力，來完成文獻的

探查。 

使用者在尋找和閱讀文獻時，可針對已有使用者閱覽過的論文做

初步探討， 並且針對其他使用者個人心得的部分，去評估是否繼續深

入探究此篇論文，由觀看摘要與心得來作對該篇論文第一印象的內容

判斷與簡易內容，可讓使用者更能節省探查文獻的時間與更方便取得

文獻資料。 

因此本論文建置一個基於本體論的論文推薦系統（A Research 

Recommending System Based On Ontologies；ORRS） 來解決上述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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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架構 

ORRS 提出的主要功能如下： 

 實驗室資源存取：放置額外的資源或是其他相關知識檔

案。 

 個人資料檔：能在系統建置個人的資料，如性別、學歷、

科系、研究領域。 

 文獻輸入：將所讀過的論文或是相關文獻建置到系統中。 

 語意化文獻查詢:系統分析關鍵字的語意後，直接輸出所

要查詢的文獻，不會出現不相關的文獻。 

 相關文獻推薦：系統推薦所查詢的論文相關文獻，減少再

次搜 尋資料的時間。 

 個人文獻研讀筆記：研讀論文或相關文獻後，可建置個人

的心 得筆記。 

 自訂追蹤訂閱文獻摘要：能自訂是否要訂閱最新的文獻摘

要。 

 

為達到以上功能，本研究提出如圖 3.1 的系統架構圖，使用者透過

瀏覽器進入使用者介面，登入使用帳號後，由使用者輸入介面輸入想

要搜尋的資訊，經由論文推薦查詢器處理，向儲存論文本體資料庫要

求相關資訊回傳至文獻推薦管理系統後，呈現在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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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文獻條件查尋
樣板存取模組

客製化文獻摘要資訊
訂閱樣板建立模組

RSS Feeds Reader

文獻語意查尋引擎

文獻查詢結果
索引建立模組

使用者查詢條件
語法轉換模組

語法規則
查詢模組

文獻查詢介面

文獻知識本體

系統常態資
料庫

知識本體查詢引擎

文獻輸入介面
個人研讀筆記輸入

介面

個人研讀筆
記建立模組

文獻建立
模組

知識領域
定義引擎

使用者層級

WEB應用程
式層級

資料儲存本
體層級

外部知識本體
DBpedia

資源存取介面

資源
索引
建立
模組

檔案伺服器

同領域文獻推
薦引擎

資源存放目錄建
立模組

 

圖 3.1 系統架構圖 

 

以下介紹各主要模組的功能和各知識本體的介紹： 

 文獻建立模組 

進行文獻資料的建置。使用者透過文獻輸入介面輸入文獻的基本

屬性，再將文獻建立模組輸入的基本屬性透過知識領域定義引擎向外

部知識本體 DBpedia 進行資料屬性的定義，並向文獻知識本體搜尋相

關屬性的文獻，最後透過文獻建立模組將定義完的文獻建立文獻知識

本體。 

 個人研讀筆記輸入模組 

使用者透過研讀筆記的輸入介面將研讀過文獻的心得或筆記建立

到系統常態資料庫，讓之後的使用者能夠參考之前的人讀過的心得。 

 外部知識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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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部知識本體為 DBpedia，是一個儲存諸多領域知識的知識本體，

這些知識透過關係的結構所組成，為眾多 Semantic Web 應用程式中不

可或缺之 Linked Data 的一部分；透過此外部知識本體讓我們更容易地

為文獻判定所屬的領域。 

 文獻知識本體  

為知識本體中最重要的知識庫，由文獻建立模組建立文獻後，將

文獻知識儲存在文獻知識本體中，再藉由知識領域定義引擎定義好領

域的類別和歸屬後，最後將其有語意的文獻知識儲存在文獻知識本體

內。 

 知識領域定義引擎 

在使用者新增文獻的同時，將使用者輸入的關鍵字依序向外部知

識本體 DBpedia 詢問該關鍵字之領域關鍵字，再將結果傳回文獻建立

模組分別建立這些領域的關聯後，一併與文獻的 URI 等基本資料建立

至文獻知識本體；而當自 DBpedia 自動尋找該關鍵字之關鍵字領域與

本系統的文獻知識本體內的領域類別關係太疏遠時，老師的角色亦可

透過此知識領域定義引擎以手動的方式新增及修改關鍵字領域之間的

關係。 

 系統常態資料庫  

為一般的常態資料庫，用來存放使用者查詢條件語法轉換、語法

規則查詢、個人心得筆記和一些基本資料，如實驗室成員個資、帳務

以及文獻的基本屬性資料和其它的資訊都會被放在此資料庫中。 

 資源存放目錄建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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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文獻與筆記的同時，皆可透過此資源存放目錄建立模組建立

一個專屬於此文獻或筆記的目錄，來存放完整原文檔案等等附加文件，

並經由檔案伺服器來儲存這些檔案。 

 資源索引建立模組 

在查詢 ORRS 系統內之文獻以及筆記時，資源索引建立模組則會

立即產生一個檔案存取的索引清單來提取存在檔案伺服器上的檔案資

源。 

 文獻查詢結果索引建立模組 

文獻查詢介面能讓用者查詢文獻及相關文獻的研讀心得。使用者

先透過文獻查詢介面輸入欲查詢的文獻資料到文獻語意查詢引擎，讓

使用者所輸入的查詢條件由使用者查詢條件語法轉換模組透過語法規

則查詢模組去參照系統常態資料庫中所儲存的規則，將輸入的條件轉

換成SPARQL語法，再由知識本體查詢引擎向文獻知識本體進行查詢，

同時透過同領域文獻推薦模組進行相關文獻的推薦，並可在所查詢的

文獻寫入個人心得筆記。 

 RSS 訂閱模組 

提供了文獻資料的訂閱功能。在使用者進行查詢時，就會將搜尋

的規則儲存至系統常態資料庫中，當使用者欲進行訂閱時，可以參照

常態資料庫中的規則來進行客製化的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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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之知識本體與常態資料庫設計 

3.3.1 文獻知識本體設計 

此知識本體之設計為文獻可透過所屬的領域之間的關係，來達成

給讀者在閱讀某篇文獻，可依照那篇文獻相關的領域作延伸閱讀之文

獻的推薦之目的；為此我們將文獻的 URI、所屬領域的資訊為基礎建

議此一文獻知識本體。 

此文獻知識本體分為兩個類別： 

 文獻：存放文獻 URI、文獻標題、文獻領域以及文獻作者。 

 領域：存放領域及領域之間的關聯，提供文獻選擇所屬的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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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文獻知識本體： 

  

 圖 3.2 文獻知識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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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系統常態資料庫設計 

為了減輕系統透過RAP繁瑣地針對單一Ontology推論造成的負擔，

我們將冗長的文獻摘要、參考文獻等詳細的資訊、以及筆記內所有的

資源等使用 MySQL 關聯式資料庫做存取，其作為本研究中的統常態資

料庫，以下為此資料庫之資料表欄位的設計： 

 圖 3.3 文獻知識本體圖像化 



 

26 

表 3.1 成員資料表 

成員資料表欄位 

英文欄位名 中文欄位名 資料類型 範例 

mid 成員識別碼 Int（10） （自動編號） 

type 職稱 Tinyint （2） 0（學生） 

username 帳號 Varchar（50） a123456 

password 密碼 Varchar（50） a123456 

name 名字 Varchar（10） 羅智剛 

sex 性別 Tinyint （2） 1（男性） 

aq 學歷 Varchar（10） 學士 

group 組別 Varchar（50） 1;2（小組編號） 

department 科系 Varchar（50） 資訊網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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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筆記資料表 

筆記資料表欄位 

英文欄位名 中文欄位名 資料類型 範例 

n_id 筆記識別碼 Int（10） （自動編號） 

p_id 文獻識別碼 Int（10） 1 

creator 筆記建立者 Int（10） （Member ID） 

emphasis 研讀重點 Text 什麼是 NFC… 

reports 研讀心得 Text NFC 和藍牙都… 

applied 相關應用 Text 除了電子小額付款

外… 

devkit 相關工具 Text RFID READER… 

references 參考資源 Text http://alliance.cu... 

file_serial 附件 Int（20） 21537877178786 

post_date 出版日期 Timestamp 2013-05-22 

sharing 分享 Tinyint（2）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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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小組資料表 

小組資料表欄位 

英文欄位名 中文欄位名 資料類型 範例 

oid 小組識別碼 Int（10） （自動編號） 

gname 小組名稱 Varchar（50） ORRS 

domain 研究領域 Text Semantic 

Web;Ontology;Know… 

adviser 指導教授 Int（10） （Membe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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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文獻資料表 

文獻資料表欄位 

英文欄位名 中文欄位名 資料類型 範例 

id 文獻識別碼 Int（10） （自動編號） 

title 文戲名稱 Text 基於本體論的論文研

讀管理系統 

author 文獻作者 Varchar（50） 羅智剛;曾建勛;張育

偉;劉光茗 

adviser 指導教授 Varchar（50） 李怡慧 

school 學校 Text 嶺東科技大學 

creator 文獻建立者 Int（10） （Member ID） 

pub_date 出版日期 Date 2013-05-21 

pub_from 出處 Text  畢業論文 

summary 摘要 Text 隨著科技的發展… 

references 參考文獻 Text [1]Berners-Lee, T., 

Hen… 

file_serial 附件 Int（20） 2574967278578 

create_date 建立時間 Timestamp 201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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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論文推薦之方法 

為了呈現使用本體論內object的predicate [8] 有助於推理的特性，

本研究利用符合相同領域的類別所屬的文獻，作為讀者延伸閱讀文獻

的推薦，以下是本研究之相同領域推薦演算法和應用範例： 

 相同領域推薦演算法： 

Algorithm SameSubDomain（C1,C2,…,Cn）; 

Assume : G is ORRS Graph 

Input : C1,C2,…,Cn （欲查詢的領域） 

Output : 傳回所有欲查詢領域之子集合 D 

 

Begin 

 將所有欲查詢的領域（C1,C2,…,Cn）置入陣列 Q 中； 

       D = Null; 

 Foreach（QC  in Q） 

{ 

  Array_SuperNodes = all SuperDomainOf QC; 

Array_SubNodes  = all SubDomainOf Xi in G, 

where ∀Xi ∈ Array_SuperNodes; 

         D = D + Array_SubNodes; 

} 

 Unique（D）; //將陣列 D 內重複的元素剔除 

Return 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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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領域推薦演算法 應用範例： 

Mobile 

Operating 

System

iOS Android
Windows 

Mobile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Linux

Graph G

LAMP

Software

Web 

Development
software

WISA

 

Input: 

C1 = Android 

C2 = LAMP 

G = Graph G 

 

Output: 

O = [0] iOS 

  [1] Android 

  [2] Windows Mobile 

  [3] LAMP 

  [4] W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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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使用者流程 

本系統共有四個使用者，一般使用者、學生、老師和系統管理者，

每個角色擁有的權限與功能皆不同，以下將逐一介紹各使用者的權限

和功能。 

 

4.1 使用者的權限與功能 

一般使用者 

 查詢實驗室產出 

 查詢實驗室成員 

 申請加入實驗室成員 

學生 

 建立文獻 

 查詢文獻 

 個人資料修改 

 觀看研讀心得 

 查詢實驗室產出 

 查詢實驗室成員 

老師 

 管理文獻關鍵字領域之關係 

 新增小組成員 

 建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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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文獻 

 個人資料修改 

 觀看研讀心得 

 查詢實驗室產出 

 查詢實驗室成員 

系統管理者 

 管理成員帳號 

 管理評論 

 管理文獻 

 管理研讀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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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個角色的操作流程圖 

以下介紹將逐一介紹學生的操作流程： 

  

圖 4.1 學生操作流程圖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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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查詢實驗室產出及成員之功能流程: 

 

圖 4.2 學生查詢實驗室產出及成員的使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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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為學生查詢實驗室產出及成員的使用流程圖。使用者選擇查

詢實驗室產出後，系統會將實驗室的產出全部列出來，等待使用者選

擇參與文獻的作者名稱，選擇後系統自動查詢個人知識本體內該作者

並列出該作者相關的文獻清單；選擇查詢實驗室成員後，會先搜尋系

統常態資料庫並輸出成員清單，並等待使用者選擇成員，選擇後輸出

該成員相關文獻。 

 

 學生查詢、建立文獻及個人資料修改之功能流程: 

 

圖 4.3 學生查詢、建立文獻及個人資料修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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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為學生查詢、建立文獻及個人資料修改的功能使用流程圖；

使用者選擇建立文獻後，要先輸入文獻基本屬性，系統自動建立文獻

知識本體後會詢問是否建立研讀心得，選擇是就進行心得之建置，否

則直接列出建立結果。選擇查詢文獻，先輸入查詢關鍵字，系統查詢

文獻知識本體，判斷文獻是否存在，判斷是後會先推薦與其相關的文

獻，否則直接輸出查詢結果；選擇個人資料會先顯示個人的檔案，輸

入進行修改的資料後，儲存並更新個人檔案。 

圖 4.4 為建立文獻的流程圖，使用者一開始進到建立文獻的介面，

在這裡需要輸入文獻的基本屬性，例如文獻的標題、作者、指導教授、

關鍵字等等，當使用者輸入完這些基本屬性後，系統會透過 RDF API，

將輸入的關鍵字轉換成 SPARQL 語法，並向外部知識本體 DBPedia 進

行文件領域的定義，例如以我們這篇論文為例，我們關鍵字有三個

Semantic Web、Ontology 和 LMS，把這三個關鍵字向 DBPedia 詢問後，

系統會將這三個關鍵字的所有分類結果各別顯示出來，讓使用者能清

楚知道關鍵字分別屬於那些領域，如有同義詞的部分，系統會先詢問

使用者所輸入的關鍵字是什麼意思，之後才會將關於這關鍵字的所有

分類顯示出來，當系統將領域定義清楚後，會向文獻知識本體詢問該

領域的文獻是否存在，是的話會將這篇文獻建立到該領域的文獻知識

本體中，如果不存在，系統會自動將該領域建立一個新的知識本體，

並將文獻建立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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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建立文獻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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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為查詢文獻的流程圖，一開始使用者先選擇所要查詢的資料，

如要查詢的論文、領域、出處、作者或指導教授。使用者輸入想要查

詢的條件到文獻語意查詢引擎，系統會透過使用者條件語法轉換模組

與語法規則查詢模組，將搜尋的條件先依照系統常態資料庫中已儲存

的規則，讓輸入的條件轉換成 SPARQL 語法，再藉由查詢知識本體的

引擎跟文獻知識本體去進行查詢的動作，最後將文獻知識本體裡所儲

存的資料依所查詢的條件顯示出來，查詢到的文獻也會把摘要一併顯

示，以方便讓使用者尋找到符合需求的內容。 

 

圖 4.5 查詢文獻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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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觀看研讀筆記之功能流程: 

 

圖 4.6 學生觀看研讀心得使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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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為學生觀研讀心得的使用流程圖；使用者選擇觀看心得後，

將各心得列出供使用者觀看，使用者閱讀完後，可選擇是否進行討論。 

以下介紹將逐一介紹老師的操作流程圖： 

圖 4.7 老師操作流程圖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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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查詢實驗室產出及成員之功能流程: 

 

圖 4.8 老師查詢實驗室產出及成員使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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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查詢、建立文獻及個人歷程檔案之功能流程: 

 

圖 4.9 老師查詢、建立文獻及個人歷程檔案使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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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為老師查詢、建立文獻及個人資料修改的功能使用流程圖。

使用者選擇建立文獻要先輸入文獻基本屬性，系統自動建立文獻知識

本體後會詢問是否建立研讀心得，是就進行心得建置，否則直接列出

建立結果。選擇查詢文獻，先輸入查詢關鍵字，系統查詢文獻知識本

體，判斷文獻是否存在，是會先推薦與其相關的文獻，否則直接輸出

查詢結果。 

 

 老師的研讀筆記之功能流程: 

 

圖 4.10 老師觀看研讀心得使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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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為老師觀看研讀心得的使用流程圖。在此老師多了是否開

放研讀心得的功能，系統列出研讀心得後，老師可選擇該篇論文進行

開放觀看權限的設定，設定完後也可選擇是否進行討論。 

 

 一般使用者查閱實驗室產出、成員及申請加入實驗室之功能流

程： 

 

圖 4.11 一般使用者查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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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為一般使用者操作流程圖。來賓的操作流程大至上學生相

同，唯一不同的是申請加入實驗室，來賓如果想要成為實驗室成員，

頇選擇申請加入實驗室，填寫申請單後，等待管理員及老師審核。 

 

以下將逐一介紹管理者各功能之操作流程: 

圖 4.12 管理所有成員帳號使用流程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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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管理所有成員帳號使用流程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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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管理成員帳號使用流程圖： 

 

圖 4.14 管理者管理成員帳號使用流程圖。 

 

圖 4.14 管理者選擇管理帳號，系統會顯示所有成員清單，管理員可以

去進行成員的審核、檢視及編輯成員和群組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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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資源區及所有文獻評論之功能流程: 

 

圖 4.15 管理者管理資源區及評論使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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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為管理者管理資源區及評論使用流程圖。進行資源區的管

理時，會先將所有資源區的列出，管理員可對存放的檔案和分類進行

新增、刪除及變更權限。進行評論管理時，會先依照文獻分類、標題

及評論者顯示評論列表，之後可對評論紀錄進行新增、刪除或修改。 

 

 管理所有文獻及研讀筆記功能之流程: 

 

圖 4.16 管理者管理文獻及研讀筆記功能使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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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為管理者管理文獻及研讀筆記的功能使用流程。管理員選

擇管理文獻時，會依知識領域檢視所有文獻，管理者可對知識領域之

分類進行手動新增、刪除及修改類別及分類內所有資料；選擇管理研

讀筆記功能，會依照文獻分類、主題及筆記作者顯示筆記列表，管理

員可進行研讀筆記的新增、刪除、修改以及參閱權限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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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開發與實作 

在本章節，我們將介紹建置本體論推薦系統時所需要的工具和開

發環境，以及整個系統實際的操作過程。 

5.1 系統及開發環境簡介 

 硬體:  

1. CPU: Intel E1500 2.20GHz 

2. RAM: 2.0GB 

3. 網路卡: Marvell Yukon 88E8057 PCI-E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作業系統:  

Linux centos 6.2.1 

 軟體:  

1. Apache 2.2.15 

2. PHP 5.3.2 

3. Protégé 3.4.8 

4. Dreamweaver CS6 

5. RDF API for PHP V0.9.6 

 外部資料： 

DB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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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統實作 

圖 5.1 為此畫面為系統平台的首頁，上方的功能列中有搜尋文獻、

文獻登錄、成員、研讀筆記、說明及登入。以下將以本論文為範例來

實作系統的功能。 

 

圖 5.1 系統首頁 

 

使用者點選登入系統，可進行會員登入，如非會員身分者將是為

一般使用者，只可搜尋文獻及觀看實驗室成員。如圖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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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登入畫面 

 

圖 5.3、圖 5.4 為使用者登入後想新增一篇新的文獻時，可點選文

獻登錄建置文獻的基本屬性，輸入完各個基本欄位後，可上傳 PDF 檔

案，按下送出便可新增完成。 

 

圖 5.3 文獻建置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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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文獻建置頁面 

 

圖 5.5 為確定文獻是否新增成功，透過搜尋文獻查看。在搜尋欄輸

入論文關鍵字，本論文關鍵字有 Semantic Web、Ontology，當輸入

Semantic Web 系統會自動列出關鍵字有“s”字母的詞，讓使用者可直

接選取，輸入完後搜尋。 

 

圖 5.5 搜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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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和圖 5.7 為搜尋完的結果會分為三個部分，中間是本論文的

名稱和摘要，論文名稱下會有論文的分類，左側有此論文的作者、指

導教授、論文的年分、學校系所及來源出處，右側會有搜尋結果、相

關推薦和最近新增的文獻，相關推薦會依照所查詢關鍵字的類別，推

薦所有相關技術或領域的文獻供使用者參考。按下詳細資料會顯示論

文的參考文獻和 PDF 檔，右側會變成有新增筆記、同學的筆記，點選

新增筆記可讓使用者寫下研讀後的心得和筆記，同學開放筆記則是可

觀看別人所開放的研讀筆記。 

 

圖 5.6 搜尋結果 



 

57 

 

 圖 5.7 搜尋結果 

 

圖 5.8~圖 5.11 為新增筆記功能，讓使用者把在論文和文獻中看到

的重點或是心得記錄下來，可開放是否給之後的使用者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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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筆記建立 

 

 

圖 5.9 筆記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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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筆記建立 

 

 

圖 5.11 筆記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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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為此間實驗室的成員，點選後會列出所有在本實驗室裡的

老師及學生的基本資料。 

 

圖 5.12 實驗室成員 

 

圖 5.13 為研讀筆記的功能，可看到使用者自己在哪些論文中有新

增研讀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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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研讀筆記 

 

圖 5.14 為此系統各項功能之說明，可讓剛加入此實驗室的成員了

解此系統該如何操作，可簡單的上手。 

 

圖 5.14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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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發展 

本研究貢獻在於透過語意網之技術，幫助實驗室成員能夠更容易

的搜尋到想要尋找的相關文獻。系統提供自動推薦相關文獻及建立個

人研讀筆記之功能；透過使用者建立的文獻研讀筆記，能夠幫助其他

使用者在尋找這些領域的文獻時，並且分享其他使用者對於此篇文獻

所撰寫的研讀筆記，增進意見交流。本系統提供實驗室的資訊讓使用

者清楚知道此實驗室的產出。 

 

期望此系統未來搜尋方式能夠以更口語化與語意化的搜尋，讓使

用者更能找到所需要的知識與相關資料。例如：輸入“Windows 是什

麼？”系統能自動辨別 Windows 為作業系統，並且顯示有關 Windows

的知識或者擷取自某篇文章的相關介紹等。目前已有製作說明手冊的

計畫，每當本系統更新時，說明手冊將陸續進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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