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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內容安排如下：第一節回顧研究問題，並總結本研究在分析

比較 RDF 與 Topic Maps 在知識表徵能力之異同發現。第二節基於本

研究對 RDF 與 Topic Maps 之分析比較結果，對 RDF 與 Topic Maps
在語法、應用、與實作方面提出具體建議。第三節列舉本研究未能探

討或於研究過程中發現到的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供後續研究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由探討網路知識表徵之發展趨勢等課題，及分析比較 RDF

與 Topic Maps 在知識表徵能力之異同中，試圖回答三個問題：  
 
 網路知識表徵之發展趨勢為何？ 
 RDF 與 Topic Maps 在表達概念或主題關聯之語法、所能表達的

語意、及應用情境等為何？異同為何？ 
 RDF 與 Topic Maps 在圖書館網路資源組織應用的可行性為何？ 

 
本研究對網路知識表徵之發展趨勢的瞭解是由文獻分析獲得；對

RDF 與 Topic Maps 在語法及所能表達的語意之異同，及圖書館網路

資源組織的可行性，是藉由對語法的比較，及實際以 RDF/XML 與

XTM 對國家圖書館建置的「網路資源選介網站」進行編碼，就呈現

結果檢視其異同等方式予以分析；應用情境則是以網路上蒐集到以

RDF 與 Topic Maps 實作的網站或系統來從事觀察。 
 
一、網路知識表徵之發展趨勢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嘗試瞭解網路知識表徵之發展趨勢，結果發

現，就巨觀層次而言，網路知識表徵之發展趨勢，在提供有助於人們

建立與分享知識，並能協助機器對資源的自動處理，以提昇人們對資

訊處理效率的網路環境。就次巨觀層次而言，整個網路知識表徵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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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乃累進式歷程，由網路資源之可讀性和可定址為基礎，發展詮釋資

料的互通語法，進而考量資源與資源間之語意關聯，並藉由 Ontology
對概念間的語意關係予以限定，最終朝向透過推論與驗證機制，讓機

器能對資源進行自動且有意義的處理。而就微觀層次而言，基本上網

路資源之可讀性和可定址是以 Unicode 與 URI 為基礎；XML 與 XML 
schema 可作為詮釋資料的語法互通基礎，namespace 可協助詮釋資料

之詞彙的語意互通與識別；資源與資源間之語意關聯可藉由 RDF 或

Topic Maps 來標示，並以其作為協助 Ontology 互通之資料模型；

Ontology 的限定語法則有許多，例如 OWL、RDF Schema、與 TMCL
等；至於推論與驗證的發展，目前主要由規則標記先導計畫（The Rule 
Markup Initiative）主導。 
 
二、RDF 與 Topic Maps 在語法、語意表達及應用情境之異同 
 

綜合本研究之分析比較結果，發現 RDF 與 Topic Maps 在知識表

徵能力各有所長。以下，本研究依據對 RDF/XML 與 XTM 的分析與

實作結果，將 RDF 與 Topic Maps 在元素、語法、語意表達、應用情

境、及其他面向之異同整理於表 6-1。 
 
表 6-1  本研究之分析比較結果 
項目             規範 RDF Topic Maps 

立基觀點 
傾向為資源提供詮釋

資料 
傾向以涵蓋資源的主題

來看資源 

描述取向 
表示屬於某屬性的資

源，適合作資源描述 
表示和某主題有關的資

源，適合作主題索引 

元素與語法方面 

表徵概念或事物的名詞 node 表徵 resource topic 表徵 subject 

對資源或主題的識別 
rdf:about 

rdf:nodeID 

<subjectIndicatorRef> 

<resourceRef> 

<topicRef> 

標示資源或主題的名稱 <rdfs:label> 
<baseNameString> 

<variantName> 

敘述的基本元素 主詞 主題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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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語 
受詞 

主題間的關聯 
主題的資源指引 

資源間關係意涵的指定 述語 
關聯類型 
資源指引類型 

自訂詞彙 藉由 namespace 加入 

在<instanceOf>之下： 

1. 用＜topicRef>參照

某主題的 ID。 2. 用
<subjectIndicatorRef>參

照 URI 或某主題的 ID。 

述語或關聯的限定 

可 用 <rdfs:domain>

與<rdfs:range>分別

限定述語適用的主詞

及屬性值 

無 

類具繼承性 可以<rdfs:subClassOf> 可以<instanceOf> 

限定屬性基數 無 無 

基本資料類型 XML Schema DTD 
指定為互斥的類 無 無 

指定為反屬性、遞移屬

性、或對稱屬性 
無 無 

推論規則 有 無 

語法的有效性驗證 
規 範 並 未 提 供

RDF/XML Schema 或

DTD 

規範有提供 XTM DTD 

語意表達方面 

關聯有無方向 
須由主詞指向受詞，單

向關係 
欠缺方向，雙向關聯 

關聯的多元性 
由「三元素」組成的二

元關係 

同一關聯可有多個成員

扮演不同角色，可表示

多元關係 

描述一組事物 
RDF 容器（rdf:Bag、

rdf:Seq、rdf:Alt）。

RDF 集合（rdf:List、

不具像 rdf:Seq 能用來

表示成員間的順序是重

要的元素；亦無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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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first、rdf:rest、

rdf:nil） 

RDF 集合一樣，具有限

定所描述的成員即為所

有成員的意涵 

表示屬於某類 <rdf:type> <instanceOf> 

表示為某類的實例 <rdf:ID> 
<topicRef>或

<subjectIndicatorRef> 

表示階層關係 <rdfs:subClassOf> 
未提供，但可利用

<instanceOf>來表達 

捕捉敘述的情境 無 <scope> 

應用情境 

資訊檢索：資訊檢索：使用者可以利用 RDF 發佈

詮釋資料，提高文件檢索效率。使用者可藉由

Topic Maps 對資源之主題與關聯的描述，提供主

題檢索。 

資源瀏覽：RDF 可藉由對資源的描述，提供多種

詮釋資料欄位供使用者瀏覽；Topic Maps 可藉由

對資源進行主題索引，提供使用者不同的主題瀏

覽面向。 

資源管理：網站的管理者可對網站內容，進行動

態且客製化的內容目錄管理。甚至可用於分析資

源間的關聯，查找與管理不易為人察覺的資訊。 

資料複用：RDF 與 Topic Maps 的資料模型具有標

準化且不具專屬性等特性，因此任何人或組織均

可複用不同來源的資料，甚至為資料添入其他資

訊來豐富原資料的意義。 

共通應用 

資源整合：組織或機構可透過標準化的資料模

型，整合其在不同應用之資料。 

資源處理方式 
傾向作資源描述，並對

資源之詮釋資料進行

自動處理。 

傾向作主題索引，建立

知識樹，也就是由人整

理分析一定範圍之資

源，著重對資源之主題

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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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面向 

同 

可由不同主題面向來對資源進行瀏覽，只要使用

者定義的語意愈豐，可瀏覽的面向亦將愈豐；但

RDF/XML 與 XTM 仍都只是描述語法，最後表徵

的結果（也就是瀏覽介面）仍須靠應用軟體的設

計來展現。此外，當使用者瀏覽面向的同時，也

能幫助使用者對資源獲得更多的認識。 
資源瀏覽 

異 

在 Topic Maps 中，可對主題、關聯、以及資源指

引訂定類型；此外，還可定義主題在關聯中扮演

的角色，因此在 Topic Maps 中亦可由這些面向來

瀏覽資源，而這些特徵在 RDF 中均未加以規範。 

同 
各自均有查詢語言。但 RDF/XML 與 XTM 仍都

只是描述語法，最後的檢索功能仍須靠應用軟體

的設計來展現。 
資訊檢索 

異 
RDF 傾向由資源及詮釋資料來查找資源；而在

Topic Maps，則傾向以和資源有關的主題來查找

資源。 

同 

只要使用者定義的語意愈豐，可過濾資訊的面向

或主題亦將愈豐。但 RDF/XML 與 XTM 仍都只

是描述語法，最後的過濾機制仍須靠應用軟體的

設計來展現。 資訊過濾 

異 
在 RDF 中，可以由系統自行設定提供那些詮資料

欄位供使用者過濾資訊；而在 Topic Maps 中，基

本上則是藉由「範圍」與「角色」來過濾資訊。 

同 皆具資源整合的能力 

資源整合 
異 

RDF是將具有相同URI的資源或屬性視為相同而

進一步互通；而在 Topic Maps 中，只要主題有相

同的「主題識別」<subjectIdentity>或同一

事物在同一「範圍」內有同樣的名稱時就會予以

合併。 

編碼 
RDF/XML
有序列語

以 RDF/XML 進行敘述，同樣的 RDF 資料模型可

以有不同的寫法，且使用者可以輕易自訂述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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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簡略

語法 
彙，因此即使找到 RDF 瀏覽器（例如 Longwell
與 BrownSauce），但卻不是將 RDF/XML 匯入系

統，由系統自行解析即可呈現這麼容易，還需依

系統需求加以設定（Config）才有辦法呈現編碼

人員欲顯示的詮釋資料欄位。也因為 RDF/XML
在編碼上的彈性，因此造成開發一般通用的

RDF/XML 瀏覽器並不容易。 

XTM 有固

定寫法 

XTM 有固定的 19 個元素標籤，且 XTM 規範也

提供 DTD，所以 XTM 在編碼上有固定寫法。也

因為如此，所以開發通用且能處理 XTM 的瀏覽

器較為容易。 

互通 

語法可以

轉換，但語

意卻不一

定可以準

確對應 

本研究利用 Omnigator 的語法轉換功能，將所撰

寫的 XTM 匯出成 RDF/XML，進一步觀察，結果

發現在 XTM 中利用<instanceOf>表示的階層關

係，及定義的「資源指引類型」在對應後皆喪失

了原本定義的語意，而對映成不具意義的編碼，

例如 rdf:nodeID="A126" 與<j.1:id13551501>，

可見 RDF/XML 與 XTM 在語法方面雖可轉換，

但語意的對應仍有瓶頸。 

Ontology的

訂定 

若訂定不

合適的

Ontology，

那麼整體

幫助仍將

有限 

對 RDF 與 Topic Maps 來說，若定義的類、屬性、

或主題不合適（例如某主題包含許多資源），而系

統又缺乏資訊過濾機制的話，那麼也許會讓使用

者在瀏覽時感到資訊過多，以致對使用者的整體

幫助有限。特別是對 Topic Maps 來說，若定義了

不合適的 Ontology，那麼其在資源瀏覽之成效將

難以彰顯。 

人為成本 
資訊組織

的角度 

RDF與Topic Maps在資訊組織的人為成本孰高孰

低，需視應用目的為何，或是否有已訂定的通用

詞彙或 Ontology 供資訊組織人員使用而定。此

外，若需表示知識樹，基本上適合採用 XTM 編

碼，但其實也可以在 RDF/XML 中建立表示主題

的類，並利用屬性來表現類的階層或相關關係。

而若欲以詮釋資料來描述資源時，則較適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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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XML 來編碼，不過也可利用 XTM 標記，但

編碼的過程會較為繁複，因為需將每個詮釋資料

欄位都建立為主題，然後再藉由關聯加以描述。

總而言之，以 RDF/XML 編碼前，需思考或搜尋

是否有通用的描述詞彙（例如 Dublin Core）才進

行編碼，因為採用通用的描述詞彙，將能有助於

爾後的資源分享與整合；而以 XTM 編碼前，需

對資源加以瞭解，並投入一定精力於資源之主題

分析工作，以建立合適的 Ontology，但若已有個

人或組織訂定了合適的 Ontology，將可大幅降低

Topic Maps 在主題分析的成本。 

 
本研究認為，基本上任何敘述應都有辦法利用 RDF/XML 或 XTM

來標記，只是 XTM 較適合用來表示知識樹，而 RDF/XML 較適合以

詮釋資料來描述資源；此外，若使用自訂詞彙來表示關聯的語意，會

降低語意互通性及電腦自動推論的能力，且 XTM 受到關聯欠缺方向

的影響（RDF 必由主詞指向受詞，而 XTM 對關聯則無此限制），因

此較難協助電腦自動推論（雖然善用「範圍」<scope>能有助於處理

Topic Maps 中的關聯欠缺方向的問題，幫助系統根據情境，適切地標

示出關聯類型，但這不是通用的處理方式128）。 
 

總而言之，RDF 與 Topic Maps 彷彿語意的「載體」一般，協助

機器「瞭解」資料，藉由共通的資料模型與規範，除可協助資訊互通

與交換外，它們讓人們能以通用的方式來描述任何主題領域的資源，

讓資源在描述方面有共通的資料模型，而在呈現與應用上則隨應用軟

體的設計而可以多樣化。 
 
 

                                                 
128 例如 “Employment” 關聯類型三個名稱，包括 “Employment” 這個預設名稱（若

沒有指定「範圍」的話，就表示其在任何「範圍」都有效）；另動詞 “Employs” 與 
“Employed by” 這兩個名稱則是分別在 “employer” 與 “employee” 的「範圍」內才

有效。如此一來，便可幫助系統根據情境，適切地標示出關聯類型。因此，善用「範

圍」<scope>將能有助於處理 Topic Maps 中的關聯欠缺方向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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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DF 與 Topic Maps 在圖書館網路資源組織應用之可行性 
 

本研究以國家圖書館建置的「網路資源選介網站」為例，實際以

RDF/XML 與 XTM 進行編碼，依據實作經驗及呈現結果與原網站之

異同，認為 RDF 與 Topic Maps 在圖書館網路資源組織之應用具可行

性，因利用其標記的網站具有分類架構較具彈性與延伸性、可提供使

用者由不同面向瀏覽資源，以及有助於分類架構的交換互通、資源整

合、與機器的自動處理等原「網資選介網站」所缺乏的特性，如表 6-2
所示。 
 
表 6-2  「網資選介網站」與 RDF/XML 或 XTM 標記的網站之比較 

網資選介網站 RDF/XML 或 XTM 標記的網站 

以固定的分類架構瀏覽資源 

多面向瀏覽資源。只要 Ontology 訂的

愈語意豐富，使用者就愈能享有多樣

的瀏覽選擇。可用不同的分類架構來

組織描述相同資源，藉由多面向的分

類，顯示資源的不同層面；同時，對

不同的資源，亦能以同一種觀點來看

它。不過 RDF/XML 與 XTM 仍都只

是描述語法，最後的瀏覽介面仍須靠

應用軟體的設計來展現 

分類架構的修訂較無彈性。使用者

需在已訂定的分類架構中增加新資

源 
分類架構易於延展，較有彈性 

資 源 組 織 方 式 偏 向 由 上 而 下

（Top-down）導向，先有分類架構

再歸類新資源 

資源組織方式可以由上而下或由下

而上（Bottom-up） 

分類架構不易交換互通 

由於 RDF 與 Topic Maps 是標準化的

資料模型，因此較有助於分類架構的

交換互通、資源整合、以及機器的自

動處理 

傾向集中式管理 可以分散建構分類架構、更新資源 

資料以專有形式儲存管理，獨立維 由於 RDF 與 Topic Maps 是標準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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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不便資源分享 資料模型，因此能提高資料的複用

性；換言之，即使是不同的入口網

站，但若採用 RDF 或 Topic Maps 描
述資源，則將有助於資源彼此的互通

與處理，甚至將資料以有意義的方式

連結在一起，產生資料綜效的效果 

收錄的資源品質有人為控管 
在整合資源時傾向以機器自動處理

的方式添入，因此對資源品質的控管

相對較弱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據研究發現與實作經驗，分別對 RDF 與 Topic Maps 在
語法、應用、與實作方面提出以下建議。 
 
一、語法方面 
 
（一）RDF 
 
 限定語法撰寫方式 

以 RDF/XML 描述事物，同樣的 RDF 資料模型可以有序列語法與

簡略語法兩種寫法，雖然如此可以讓寫法具有彈性，但卻增加了

系統在實作上對語法解析與處理的複雜度，同時也容易造成使用

者應用 RDF/XML 於不同系統時，可能需依系統的處理需求修改

語法。因此建議 RDF/XML 規範未來可以特別或限定語法撰寫方

式。 
 
（二）Topic Maps 
 
 以 URI 作為指定「主題識別」的方式即可 

由於 Topic Maps 對描述同一事物之「主題」的識別方式有二，一

為有相同的 URI；一為主題在同一「範圍」內有相同的名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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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識別工作較單純可靠；而後者則增加了對主題的識別與合併

工作的複雜度，且即使主題在相同的「範圍」有同樣的名稱，亦

不必然保證指涉的是相同的事物，因此建議以 URI 作為指定「主

題識別」（<subjectIdentity>）方式即可。 
 修訂關聯欠缺方向的問題 

由於 Topic Maps 缺乏如 RDF Schema 提供的基本 Ontology 詞彙，

此外建立的關聯欠缺方向（雖然善用「範圍」<scope>能有助於

處理 Topic Maps 中的關聯欠缺方向的問題，幫助系統根據情境，

適切地標示出關聯類型，但這不是通用的處理方式），且同一關

聯可以加入不同成員扮演不同角色，因此難以對其建立通用推論

規則，不利軟體進行自動推論處理。若考量便於軟體代理人自動

推論處理的話，建議可修訂關聯欠缺方向的問題。 
 改採支援 XML Schema 

XTM 採用的是 DTD，所以可支援的資料類型不如支援 XML 
Schema 來得多。建議改採支援 XML Schema。 

 
二、應用方面 
 
 資訊組織面向 

單就資源描述或主題索引來看，如傾向作資源描述，適合採用

RDF；如傾向對資源作主題索引，建立知識樹，著重對資源之主

題分析工作，適合採用 Topic Maps。而若需同時處理資源描述與

主題索引的話，本研究建議兩種作法：一是對資源描述用

RDF/XML 標記，而對主題之索引用 XTM 標記，然後另外建立

主題與資源的連結；二是完全採用 RDF/XML 來標記，而展現知

識樹的方式就是在 RDF/XML 中建立表示主題的類，並利用屬性

來表現類的階層與相關關係，甚至進一步促進社群內的成員，在

表示相同的資源屬性與主題時，都使用相同的描述詞彙（例如

Dublin Core）及相同的主題（例如 rdf:ID指向相同的 URI），以

協助資源分享與整合。此外，為能節省主題分析的人為成本，本

研究亦建議由主題領域專家來訂定共通的知識架構，供編碼或資

訊組織人員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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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作方面 
 
(一) 使用廣為人知的詞彙 

RDF/XML 與 XTM 提供的雖皆為標準化的資源描述方式，但即

使採用 RDF/XML 與 XTM 仍不能保證可以達到語意互通與資源

整合，因為採用者可能使用不同的詞彙，也就是指定了不同的

XML Namespace，因此建議實作時，應先搜尋是否已有相關詞

彙，如欲描述的概念若已有廣為人知的詞彙存在，則應予以採

用。例如欲描述「創作者」時，用 Dublin Core 詞彙<dc:creator>，

而不是自建另一個詞彙如<ex:author>來表示同樣的概念。如此

才能有助於語意互通與資源整合。 
(二) 建立或採用合適的 Ontology 

建立 RDF 與 Topic Maps 時，均需建立或採用合適的 Ontology，
來對類、屬性、或主題予以明確定義，特別是對 Topic Maps 來說，

若定義了語意不合適的 Ontology，那麼其在資源瀏覽之成效將難

以彰顯。不過對 RDF 與 Topic Maps 來說，若定義的類、屬性、

或主題不合適（例如某主題包含許多資源），那麼使用者亦有可

能感到資訊過多，而系統又缺乏資訊過濾機制的話，那麼也許會

讓使用者在瀏覽時感到資訊過多，以致對使用者的整體幫助有

限。因此如何建立或採用合適的 Ontology，或提供使用者較佳的

資源過濾主題面向或機制，亦為實作時需考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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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建議 

 
 以下列舉本研究未能探討或於研究過程中發現到的一些值得研

究的問題，供後續研究參考。 
 
一、 對應用情境作全面探討 

由於本研究對應用情境之分析比較，僅以在網路上蒐集到的網站

或系統為對象，因此建議未來可更全面的對相關研究進行探討，

以瞭解 RDF 與 Topic Maps 之實作能力與限制。 
二、 實作並評估對圖書館網路資源組織之成效 

由於本研究是以國家圖書館「網路資源選介網站」為例，探討

RDF 與 Topic Maps 於圖書館網路資源組織之可行性，而該網站

並未利用詮釋資料組織網路資源，因此建議未來可將利用詮釋資

料協助網路資源組織之案例納入實作，進一步評估 RDF 與 Topic 
Maps 之成效。 

三、 評估現有系統之知識表徵能力 
實際評估以 RDF 與 Topic Maps 建置之系統的知識表徵能力，例

如資源整合、資訊檢索、與資訊過濾等面向。 
四、 探討 RDF 與 Topic Maps 之互通性問題 

可嘗試評估目前已發展的對應規則之成效，或自行發展更合適的

對應模式或規則。 
五、 分析比較其他知識表徵語言 

例如分析比較 RDF 與 Topic Maps 語法家族中，能定義更豐富語

意之語言，如 OWL 與 TM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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