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隨著網路世界的蓬勃發展，各種網路資源迅速成長。有越來越多

的使用者依賴搜尋引擎查詢資訊，使用搜尋引擎查詢已成為上網最重

要的活動之一(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2005)。根據

Delphic Group(2004)針對知識工作者的調查，有 59%的使用者認為現

在的網路搜尋環境比以往更為快捷便利，但也有 68%的使用者認為查

詢資訊仍相當困難，同時 62%的使用者對檢索效率並不滿意。主要困

難在於目前的搜尋引擎大多需要使用者給予明確的查詢詞彙

(Query)，才能夠獲得較佳的檢索結果，但由於使用者對系統瞭解有

限，要求其輸入適當明確的關鍵詞，以進行檢索其實相當困難。面對

龐雜的網路資源時1
 (Netcraft, 2006)，使用者只是輸入簡短的查詢詞彙

2，因此常會得到動輒數萬筆、甚至數百萬筆的檢索結果，而無法有效

地過濾許多不相關的資訊。 

 

再者，現今網路上所使用之搜尋引擎多以相關排序(Relevance 

Ranking)的方式呈現檢索結果，如 Google
3、Yahoo

4、MSN
5所檢索之

結果通常會以一長串的頁面，以文字條列方式(Rank List)呈現上萬筆

檢索結果，很難看出檢索結果間的關連。同時，很少使用者會花時間

去閱讀龐雜的檢索結果，有時反而讓使用者錯過重要的資訊。遇到查

詢詞彙語意混淆時就更加困擾，例如查詢“chips”，會查到巧克力片

(chocolate chips)，也會查到電腦微晶片(micro chips)等。換言之，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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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無法輸入合適的查詢詞彙時，其所得到之檢索結果也不一定令人

滿意。事實上在檢索過程中，有許多使用者並非持續地進行查詢詞彙

的檢索，而是花費更多時間在瀏覽檢索結果。簡言之，搜尋引擎目前

若僅依賴關鍵字詞檢索功能，是無法滿足使用者多元化的檢索需求，

以及解決資訊超載的問題。 

 

為了讓使用者能更快速有效的查詢或瀏覽資訊，一些搜尋引擎便

提供了經過組織整理的網路資源，例如 Yahoo、DMOZ
6、LookSmart

7

等，但此類組織整理的方式多需耗費大量的人力與時間，且其分類結

果因人而異，再加上網路資源增加及變動的速度，已遠超過人工所能

負擔。此外，藉由大量資料關聯計算，將檢索結果進行分群，即自動

分群(Automatic Clustering)，如 Vivisimo
8、Clusty

9、Grokker
10等。

Vivisimo共同創辦人 Valdes-Perez曾提及，假如網路是一家巨型書店，

浩如煙海的圖書被隨意堆放，那麼 Vivisimo則像是一位手腳敏捷的圖

書館員，可以迅速地將書架上的圖書按照一定的意義整理歸類，讓無

序的書店變成井井有條的圖書館(Beyond Google, 2004)。這也就是自

動分群搜尋引擎為追求之目標，希望能夠像圖書館一樣將圖書資訊分

門別類，方便使用者瀏覽相關主題資訊。 

 

分類對檢索的價值可由兩方面探討：一是分類提供了某種脈絡

(Context)資訊，可降低語意的模糊度(Ambiguity)，讓使用者避免查詢

或瀏覽大量無關資訊。舉例而言，若能將詞彙做適當分類，如前述實

例，chocolate chips屬食品類、micro chips屬電子類，如此一來 chocolate 

chips與 micro chips的 chips就不置於產生混淆。再進一步探討，當使

用者查詢特定人、事、時、地、物時，關鍵字檢索或許是有效的搜尋

方式，但當搜尋的概念有多種表達方式時，瀏覽則通常較為有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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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另一種價值是觸類旁通，也就是使用者可藉由各種形式的分類架

構，刺激聯想相關概念，並進一步發現一些原本未預期到的資訊，因

此分類對於檢索效益的改善極具助益。 

 

同前述，要將分類應用至網路環境中，除了可利用人工的方式外，

也有完全自動的分群方式，主要考量在於自動分群具有全自動、易應

用於各種文字資源(Text Collection)、輸出結果容易瀏覽，以及速度快

等特性，較為符合網路環境需求(Hearst, 2006；Zamir & Etzioni, 1998)。 

 

事實上，自動分群技術之相關研究已行之有年，尤其在資料探勘(Data 

Mining)與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簡稱 IR)領域上的應用相當

廣泛，但過去的使用環境仍以封閉的資料集為主(Frakes & Ricardo, 

1992；Jain, Murty, & Flynn, 1999；Berkhin, 2002；Xu & Wunsch, 2005)。

而有關自動分群技術評估方面，根據Rutgers大學研究團隊指出(Belkin 

et al., 2001, 2004)，要建立相關標準其實相當困難，主要原因有三：一

是傳統資訊檢索系統較為靜態，所使用的評估標準不一定適用於動態

情境；二是互動式資訊檢索系統本身的特性即是變動，因此評估標準

很難統一不變；三是使用者與查詢問題間的關連，也會影響到評估的

過程與結果，例如使用者的認知及情感狀態。故目前評估研究多以 IR

的求全率 (Recall)與求準率 (Precision)來評估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 Tonella et al., 2003；Crabtree et al., 2005)，或是以系統介面使用性評

估為主(Sebrechts et al., 1999；Chen & Dumais, 2000；Rivadeneira & 

Bederson, 2003)，對於以使用者觀點來評估群集架構及其使用性的研

究，則較為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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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進行相關探討，在經過歸納相關研究後發現(Su, 

2003)，現今的互動式資訊檢索系統評估已由系統導向轉變為使用者導

向的系統評估方式，可由相關性(Relevance)、有用性(Utility)及滿意度

(Satisfaction)等進行相關之使用者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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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 

目前對於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評估多著重於演算法，並以求全率

及求準率為評估重點，較少實際瞭解使用者需求。回顧過去使用者研

究，亦多以主觀滿意度為評估標準，少有兼具客觀評估使用情形及主

觀認知之相關研究。故本研究嘗試更深入瞭解使用者需求情境及實際

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過程，各項目的如下： 

 

一一一一、、、、 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使使使用用用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情形之情形之情形之情形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發展至今已有一段時日，但大多數的使用者仍

習慣使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因此本研究首先瞭解使用者實際利用自

動分群搜尋引擎與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的差異，及使用者使用群集的情

況、對群集內容、名稱的認知以及整個群集架構的看法等，所提出之

問題如下： 

1. 不同類型搜尋引擎之使用差異為何？ 

2. 使用者使用群集(Cluster)的情況為何？ 

3. 使用者對群集內容與群集名稱(Cluster Name)的認知情況為

何？ 

4. 使用者對群集架構(Cluster Structure)之看法為何？ 

 

二二二二、、、、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對使用者對使用者對使用者對使用者之助益之助益之助益之助益 

一般而言，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對使用者的助益多以使用者對檢索

結果之滿意度為評估標準，並以求全率、求準率和相關檢索來評估檢

索效率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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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除考量相關性外，希望能更完整瞭解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

擎的過程，因此將從使用者觀點探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檢索效率

(Efficiency)、檢索效益(Effectiveness)及使用者滿意度(Satisfaction)等面

向，觀察使用者實際使用系統時之檢索效率與效益，提出三個問題： 

 

1.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檢索效率如何？ 

藉由評估使用者完成任務時間、瀏覽結果的速度、找到

所需資訊的速度等。 

2.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檢索效益如何？ 

藉由評估使用者找到所需資訊之數量、品質，及是否能

讓使用者獲得其他與該檢索主題相關之資訊等。 

3. 使用者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滿意度如何？ 

藉由評估使用者滿意度，包含三個面向： (1) 整體

(Integral)，使用者的認知負擔、檢索結果的滿意程度；(2) 架

構(Structure)，層級與群集數量；(3) 內容(Content)，使用者

對群集命名的認知程度。 

 

三三三三、、、、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能協助使用者解決何種類型問題能協助使用者解決何種類型問題能協助使用者解決何種類型問題能協助使用者解決何種類型問題 

由於使用者情境與需求不同，多少會影響到使用者檢索的情境與

過程。所以研究中欲找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能協助使用者解決何種情

境的問題類型，故針對一般搜尋時常找的查詢類型依難易度與封閉

性，訂出四種情境：簡單/封閉、簡單/開放、困難/封閉、困難/開放。

期能由研究中發現，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較能協助使用者解決的問題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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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範圍研究限制與範圍研究限制與範圍研究限制與範圍 

一、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群集可由結構、命名及術語等面向探

討，現階段本研究將以結構及命名為範疇，不涉及術語方面的探

討，如標題、詞彙控制等。 

 

二、 研究中僅針對使用者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群集，亦即群

集內容進行探討，介面設計與使用性則不在本研究之探討範圍。 

 

三、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會受建置時之分群演算法、抽詞方式、相

關計算等技術影響，本研究初步選擇 Vivisimo作為實驗用搜尋引

擎，並依其檢索結果製作 Rank List Search(簡稱 RLS)，以作為自

動分群搜尋引擎與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對照，提供相同檢索結果

來源及相關排序結果。此外因無法同步動態產生 RLS與 Vivisimo

之檢索結果，再加上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特性即在於動態產生群

集，因此本研究無法限制其即時動態產生之群集結果，故使用者

在進行檢索時，每次產生的群集會有些許差異，亦即每次檢索之

群集結果不一定完全相同。 

 

四、 RLS與 Vivisimo皆為英文介面，再加上該搜尋引擎中文資料

不足的情況下，因而有語言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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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一一一一、、、、    分群分群分群分群(Clustering) 

無預先存在的分類架構，且不需事先定義類別，完全依據計算文

件的相似度並將之分堆(Grouping)的過程。(SearchTools.com, 2003；蔡

景祥，民 94) 

 

二二二二、、、、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Classification) 

以一個既定的分類架構為前提，需事先以人工定義好類別

(pre-defined class)，先訓練部分文件集合以形成分類模型(classifier)將

文件進行分類，使內容相似之文件存放於鄰近的位置。(蔡景祥，民

94；楊瑋琳，民 95) 

 

三三三三、、、、    查詢詞彙查詢詞彙查詢詞彙查詢詞彙(Query) 

為使用者轉換問題所提出之詞彙(term)，可由一個或多個詞彙組

成為一個查詢詞彙。亦即藉由使用者概念分析與詞彙轉換之過程，產

生查詢詞彙，並藉由查詢詞彙與系統溝通，表達使用者之資訊需求。

(Spink, Wolfram, Jansen, & Saracevic, 2001；陳光華、莊雅蓁，民 90) 

 

四四四四、、、、    相關排序相關排序相關排序相關排序(Relevance Ranking) 

相關排序作為檢索結果，可將最相關的資訊優先排序在前面，節

省使用者瀏覽檢索結果的時間，為目前搜尋引擎開發者最常使用的方

式，其相關依據為文件與查詢詞彙間的相關數值高低。(張郁蔚，民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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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RLS(Rank List Search) 

依照一般搜尋引擎之呈現與使用方式設計，並抽取 Vivisimo之檢

索結果與相關排序結果，以作為本研究之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操作平

台。 

 

六六六六、、、、    群集群集群集群集(Cluster) 

藉由分群方式，所聚集之相似主題，無固定主題類別。(參考圖

3-6) 

 

七七七七、、、、    群集名稱群集名稱群集名稱群集名稱(Cluster Name) 

群集內容所代表之主題意義，稱為群集名稱。(參考圖 3-6) 

 

八八八八、、、、    群集架構群集架構群集架構群集架構(Cluster Structure) 

經由分群後產生群集架構，包含群集之類別、層級、與其階層排

序方式等。(參考圖 3-6) 

 

九九九九、、、、    檢索效率檢索效率檢索效率檢索效率(Efficiency) 

使用者使用搜尋引擎檢索之速度，時間越快代表效率越好，判斷

依據則為完成時間、瀏覽速度、找到所需資訊速度等。 

 

十十十十、、、、    檢索效益檢索效益檢索效益檢索效益(Effectiveness) 

評估使用者是否能藉由搜尋引擎找到所需，及其資訊之品質與相

關性、所找資訊之涵蓋範圍、檢索期間所耗費之精力，如多少時間、

開啟多少網頁、點擊幾次才能找到一筆相關網頁等，藉以判斷檢索效

益之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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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Satisfaction) 

藉使用者喜好滿意度，瞭解使用者滿意因素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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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 Netcraft 2006年 5月之報告，全球已有 81,565,877個網站。 

2
 Silverstein(1998)、 Jansen(2000)、 Pu, Chuang & Yang (2002)等人之

研究指出，網路使用者所輸入之查詢詞彙，平均約為 2.35 個單詞

(Words)；Chien & Pu(1996)也指出中文之檢索詞平均長度約為

1.5-1.6個字(Characters)。 

3
 http://www.google.com.tw/ 

4
 http://tw.yahoo.com/ 

5
 http://tw.msn.com/ 

6
 http://www.dmoz.org/，為全球最大也最廣泛的公共人工分類目錄。 

7
 http://search.looksmart.com/ 

8
 http://vivisimo.com/ 

9
 http://clusty.com/ 

10
 http://www.grok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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