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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搜尋引擎查詢資訊，已成為上網最重要的活動之一，但僅依賴關鍵字檢索功

能，是無法滿足使用者多元化的檢索需求，及解決資訊超載問題。為讓使用者能

快速有效查詢或瀏覽資訊，將資訊做適當分類，是一可行的改善方向。分類提供

脈絡資訊，可降低語意的模糊度，讓使用者避免查詢或瀏覽大量無關資訊；同時

也讓使用者觸類旁通，藉由相關類別發掘到新資訊。本文以使用者角度，介紹現

有網路搜尋服務所提供的分類架構特色及相關研究，並進一步分析歸納適合網路

搜尋應用的評估準則，以供後續相關系統發展之參考。 

【Abstract】 

Search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online activities amongst Web users. However, the 
current available keyword searching function may not satisfy diverse information 
needs and even exacerbat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With the help of 
appropriate taxonomies, this may provide an alternative for more effective Web 
searching and browsing. On one hand, taxonomy provides contextual information, 
which reduces the ambiguity and prevents users from browsing large amount of 
ir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llows users to discover unexpected or 
new information by serendipitous brows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important 
related studies on user-oriented taxonomy design for Web search. Further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axonomy evaluation is also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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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網路搜尋與資訊超載 
隨著網路的普及與資源的成長，使用搜尋引擎查詢資訊，已成為上網最重要

的活動之一。但根據 Delphi Group（2004）針對知識工作者的調查，59%使用者

認為在網路搜尋環境中，取用資訊雖比以往更為快捷便利，但卻有 68%的使用者

認為查詢資訊仍相當困難，而 62%的使用者對於檢索效率並不滿意。其主要原因

在於，搜尋引擎多僅提供關鍵字檢索功能，面對龐雜的網路資源，使用者輸入任

一關鍵字，常常就有動輒數十萬筆的查詢結果，無法快速有效過濾。同時，在利

用關鍵字檢索時，使用者若不清楚應輸入哪些合適的檢索詞彙，檢索結果也不一

定會令人滿意。此外，在檢索過程中，有許多使用者並非一直在進行關鍵字檢索，

而是花費更多時間在瀏覽檢索結果。更令人困擾的是同義詞（Synonym）、同形

異義（Homonym）等語意混淆問題，例如查詢”chips”，會查到”chocolate chips
（巧克力片）”，也會查到”micro chips（電腦微晶片）”等。由上述說明可知，僅

依賴關鍵字檢索功能，是無法滿足使用者多元檢索需求，及解決資訊超載問題。 
 
分類對檢索的價值 

為了讓使用者能快速有效查詢或瀏覽資訊，將資訊做適當分類，是一可行的

改善方向（Samler & Lewellen, 2004）。基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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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舉例來說，若能將詞彙做適當分類，

如前述 chocolate chips 屬食品類、micro chips 屬電子類，如此一來，chips 就不致

於產生混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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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所欲搜尋的概念有多種表達方式時，瀏覽則通常較為有

效。因使用者可依情境區分出不同概念（Sravanapudi, 2004；Delphi Group, 2002）。
分類的另一種價值是觸類旁通，亦即使用者可藉由各種型式的分類架構，刺激其

聯想相關概念，並進一步發掘（Discover）一些原本未預期到的資訊。例如由

micro-chips 所屬的電子類別，觀察到其中尚有 processor、ASIC、memory chips
等相關主題類別。簡言之，分類應有助於檢索效益的提升。 
 
分類架構的重要性 

網站介面設計的著名專定 Jacob Nielson（1990）曾比喻「在沒有分類系統的

電腦中查詢資訊，就像是手中沒有地圖在異國遊蕩」。就目前的網路搜尋環境中，

利用分類提昇檢索效益的作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利用人工或半自動方式建立分類

目錄，如 Yahoo!的分類目錄；另一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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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如 Vivisimo 的檢索結果分群

應用。一般而言，人工作法多利用事先定義（pre-defined）的分類架構如分類表

（Classification Scheme），將網頁進行分類；而自動化作法則依賴統計或演算法，

自動產生群集（Cluster）後，進一步形成一由下而上的類別架構（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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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舉例而言，同樣查詢”digital libraries”，在圖 1 所示 Yahoo!的查詢結果

中，使用者可一目瞭然查詢到的相關網頁及所屬類別，即除了查詢到的網頁資訊

外，還可以瞭解 digital libraries 屬於 Reference > Libraries > Digital Libraries 此類

別層級，也可看到其它相關的主題類別，包括如 Catalog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Conferences、Electronic Literature、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ETDs）、
Metadata、Organizations、Projects and Collections 等。 
 

 
 

圖 1 Yahoo!分類檢索結果舉例 
 

反觀自動化產生的分類架構，如圖 2 則為 Vivisimo 的查詢結果，左方的分

類架構是根據前 100-1,000 筆查詢結果進行相似性比對後，產生群集，並由各群

集計算出適當的類別，再予以呈現。雖然這些主題類別並無明確的邏輯結構，如

Conference、Books 是資料類型，Digital Collections、Library collections 是意涵，

Electronic,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igital Library、Alexandria, Project 是計畫名

稱等，但能讓使用者快速瞭解 digital libraries 的一些重要相關概念，同時也有一

些未預期到的類別，提供聯想。簡言之，有了這些分類架構，使用者可以快速瞭

解或釐清查詢結果所呈現的概念，協助其快速瀏覽查詢結果；同時，對於查詢詞

彙的相關概念，也能有一較整體、深入的認識，進一步幫助其形成較佳的檢索提

問（Query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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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網路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Vivisimo 之檢索結果舉例 
 
使用者觀點的分類架構 

然而，不論是人工或自動產生的分類架構，多是以資訊管理或網頁內容整理

的角度出發，對使用者而言，究竟這些分類架構所呈現的意義為何？人工與自動

產生的分類架構各有何特性及優缺點？對於檢索又有何助益等？都是值得探討

的問題。例如 Yahoo!的類別結構（Structure）雖具有一定的邏輯性，但類別固定，

較無彈性，如 Digital Libraries 屬於 Libraries 之子類，就無法再分屬於 Computers 
& Internet 類別。同時類別的關聯也是固定，無法提供查詢結果的動態呈現，如

Digital Buddhist Library and Museum 此網頁屬於 Buddhist > Education 之類別層

級，若 Digital Libraries 類別未與 Buddhist > Education 事先定義好其關聯，則上

述網頁就無法同時出現在 digital libraries 的查詢結果中。更困難的是，這種人工

分類架構無法快速建立新的主題類別，來提供檢索。除此，其類別的命名

（Naming）雖具可讀性，但因以網頁內容為依據，使用者是否能充份理解其意

涵，並快速獲取整體概念，仍需進一步研究。至於自動產生的分類架構，僅能說

是一種樹狀結構（Tree Structure），而非具有嚴謹從屬關係的層級結構

（Hierarchical Structure），也因此，使用者往往不易理解某些類別的結構。如

Conference 下有 Science、ACM 下有 Category 類別等。除此，其類別的命名是否

明確易讀、且具一致性等，也都形成相當大的挑戰。 
 
分類架構的應用與評估 

一般而言，分類架構的編製或產生，有依學科知識體系、由上而下來設計，

如圖書資訊學中有關分類表的訂定、自然科學中有關生物分類學的研究等。也有

依資訊處理目的、由下而上來產生分類架構，如資訊架構（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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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中有關網站內容的瀏覽架構設計。分類架構的應用範圍其實相當廣

泛，不僅在圖書資訊學有相當多的研究，在資訊架構與電腦科學領域中也有不少

探討（Rosenfeld & Morville, 2002）。就圖書資訊領域所關心的應用而言，主要是

以資訊組織為範疇；而在資訊架構研究中，則重視設計易用的瀏覽架構；至於電

腦科學，則關注發展自動分類方法。雖然分類架構研究已累積相當成果，但針對

使用者觀點評估分類架構的研究卻相當欠缺（Mai, 2004）。此外，自動化產生分

類架構也是近幾年才興起的研究主題（Krishnapuram & Kummamuru, 2003），預

期也將是改善網路搜尋中資訊超載問題的重要利器，實有必要由使用者觀點進行

評估。因此本文希望由使用者角度，介紹現有網路搜尋服務所提供的分類架構特

色及相關研究，並進一步分析歸納適合網路搜尋應用的評估準則，以供後續相關

系統發展之參考。 
 

二、 分類架構之意涵 

分類架構的概念相當複雜多元，相關概念包括由知識觀點探討知識本體

（Ontology）與分類學（Taxonomy），也包括由方法或技術觀點，探討分類

（Classification）與分群（Clustering）的異同。分類架構在本文是指根據某些物

件屬性所訂定之分類系統，如圖書資訊學所探討的分類表（Classification 
Scheme），網站資訊架構設計中有關各元素組織安排的分類架構（Website 
Taxonomy），或企業導入知識管理時所建構的知識分類表（Knowledge Taxonomy）
等。而本文所分析的分類架構則是以網路搜尋引擎中所使用的群集架構（Cluster 
Scheme）為主。雖然上述架構均為組織資訊為目的，偶爾也會交互使用，但其

概念不盡相同，進一步說明如下。 
分類學（Taxonomy）的概念源起於生命科學，可追溯至 18 世紀的瑞典學者

Carl Linnaeus，其建置了組織與描述動植物關係的階層架構（Hackos, 2005）。
Taxonomy 通常應用於特定機構或主題領域，不同於圖書館的分類表，是以整理

一般性資源為目的（Rajashekar, 2004）。分類學早期被認為是劃分生物種類的理

論與實務（Mayr, 1982），近年來則廣為應用於資訊檢索系統，主要是藉由結合分

類表與索引典技術（Gilchrist, 2003），以提供主題階層清單。其目的在提升資訊

檢索效率，因其有助使用者依資訊資源在分類架構中的「情境」（Context）位置，

選擇相關主題，進一步縮小查詢範圍（Cisco & Jackson, 2005）。進一步分析，一

個有用的 Taxonomy 其基本功能有二，一是讓使用者透過瀏覽類目的階層關係，

建立資訊的關聯、甚至形成新的看法（Delphi Group, 2002），即扮演「外部認知

鷹架」（Clark, 1997; Jacob, 2001）角色；二是幫助使用者發掘查詢時未聯想到的

相關概念（Samler & Lewellen, 2004），即作為「偶遇指引」（Serendipitous Guidance）
（Bruno & Richmond, 2003）的角色。 

而分類（Classification）則是圖書資訊學的核心研究主題之一。Kwasnik（1999）
認為「分類是表達與瞭解知識的一種程序（Process）與方法（Approach）」，我們

無時無地不在從事分類，吸收知識、表達知識、建立理論都需要分類。而一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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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類架構（Classification Scheme）即是能以有用的結構（Structure），將概念作

有意義的呈現與串連。Kwasnik 並提出四種分類結構：階層（Hierarchies）、樹狀

（Tree）、典範（Paradigm）、及分面（Facet）。其中依知識的階層關係呈現是最

常見的結構，例如圖書分類表；樹狀結構其實與階層相似，所不同在於後者的類

別並無嚴謹的繼承關係；而典範又稱矩陣維度（Matrix），是將兩種以上屬性並

列呈現，資料庫的表格（Table）或詮釋資料（Metadata）即是類似結構；而分面

其實與矩陣結構類似，只是分面的屬性較具通用性，且不侷限於二維結構。 
 

三、 分類架構於網路資源組織與檢索之應用 

將分類架構應用於網路資源組織整理已行之有年（Vizine-Goetz, 1999）。其

分類架構的訂定主要有採取標準的分類表（如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簡

稱 DDC）、與自訂的分類表（如 Yahoo!）。二者結構多為階層式或樹狀式。Chan
（2001）曾指出，雖然目前已有許多網路資源的分類架構，但多數仍缺乏如 DDC
與 LCC 般嚴謹的階層與概念架構。Vizine-Goetz（1996）也曾評估以 DDC 與 LCC
整理網路資源的可行性，他認為 DDC 與 LCC 的階層架構，在廣度與深度上足以

支援瀏覽，而其類號也能協助資訊檢索。Vizine-Goetz（2002）更進一步比較 DDC、
Yahoo!與 LookSmart 在分類架構的最上層標目、資源分佈情況、瀏覽、以及主題

樹是否可應用於多語環境等，他發現 DDC 的類目結構與網路資源主題目錄，皆

可提供階層與字順瀏覽方式，同樣也都可以應用於多語環境，而且有近七成的資

源均可歸入第五層以上的類目，因此其認為以 DDC 作為瀏覽架構及整理大量資

源是可行的作法。除此，Assadi & Beauvisage（2002）也認為由於網路並非百科

全書，亦非圖書館，網路涵蓋了不同主題與品質的服務與資源，且網路的使用情

境、使用者興趣及需求皆具多樣性，因此並不適合套用某學科領域的分類架構來

整理網路資源。 
上述研究多肯定圖書資訊分類架構的價值，但面對網路資源的龐雜與多元，

仍存在不少問題。Schwartz（2001）就認為使用者並不瞭解分類架構的設計與發

展原則，因此隨著資源數量的增加，階層架構可能無法涵蓋所有資源，甚至讓使

用者感到困惑。即使套用圖書分類架構來整理網路資源，困擾也不少。Schwartz
提到，因圖書分類架構多以學科為基礎，未必能因應網路這樣跨學科或多學科的

環境。此外，在非網路環境中，分類架構通常是與資源本身結合（如圖書的分類

標籤與圖書是共同存在於特定實體），但在網路環境中，分類架構與資源則是分

開儲存，其結構與設計似乎更需考量檢索上的效用，而不需侷限於學科知識體系

或實體空間安排。此外，Schwartz 也提出網路分類架構應具備以下特性：修訂容

易、具有彈性、易於使用、具包容性及權威性等。 
對於如何設計一適用於網路環境的分類架構，Harvey（1999）曾嘗試整理一

些注意事項如下： 
 
- 將分類架構的文獻保證原則（Literary Warrant）擴展至網路資源，必要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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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類目。 
- 修訂類別名稱，增強其表達性與通用性。 
- 分解和標記類號的組成因素，以識別其所表達的特定主題。 
- 持續增添新的術語作為索引詞彙。 
- 擴展分類法與其他控制詞彙的關聯。 
- 控制類別的深度，多數網路分類檢索系統只使用到前三層。 
 

就上述討論，圖書資訊學的分類研究多集中於分類的知識內容及資訊組織作

法的探討（Mai, 2004；Bates, 2002；Ellis, 1999）。若進一步針對網路資源檢索角

度，一般而言，查詢網路資源可區分為關鍵字檢索（Keyword Search）與主題瀏

覽（Subject Browsing）兩種模式。其中主題瀏覽模式，除了利用主題詞表如標

題表（Subject Headings）或索引典（Thesauri）來標記資源內容主題，以提供檢

索外，最主要作法仍是藉由分類架構對資源加以組織，提供使用者依不同類別及

結構來瀏覽資源。分類架構不同於主題詞表，在於分類架構可以將相關資源整理

於階層架構中，而主題詞表則通常只有單一概念排序，並未提供概念間的整體關

聯架構。在網路搜尋環境中，分類架構除了被許多入口網站作為網路資源的主題

瀏覽工具外，同時也被應用於跨語檢索的輔助工具。此外，對於同一資源若予以

多重分類，也可提供使用者以不同角度瀏覽（Cross, et al., 2000）。Koch & Day
（1997）提供了一些分類對於網路資源檢索的價值，說明如下： 
 
- 便於瀏覽資訊：當使用者不清楚網頁所包含的內容時，分類架構可協助其快

速瞭解。同時使用者也可藉由階層式架構逐一選取各項檢索結果。 
- 擴大及縮小檢索範圍：藉由相關類別的擴展與限制，可有效提升求全率與求

準率。此外，分類架構也有助於過濾大量的檢索結果。 
- 降低詞彙語意問題：以類別查詢可避免因詞彙造成的同義詞、同形異義詞等

問題。 
- 提供脈絡資訊：檢索結果若具類別資訊，則將有助於使用者更清楚檢索結果

的相關性。 
- 跨語檢索的輔助：藉由類別檢索或瀏覽，使用者即使未具備語言背景，也能

有機會進行檢索。 
- 跨資料庫檢索的輔助：若網路資源檢索系統採用同一種分類架構，即使資料

庫的類型、內容不同，使用者仍可藉由相關類別，進行跨資料庫瀏覽及檢索。 
 

綜言之，圖書資訊學的分類研究已具有相當歷史，也累積不少成果。然而面

對網路資源大量、異質、變動等特性，分類架構的設計與使用確實需要進一步調

整與改善。上述研究提出一些編製上的指導原則，但對於使用者的需求與使用探

討仍不多見，也是亟需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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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訊架構中之分類架構設計 

所謂的資訊架構（Information Architecture）是指對資訊系統的結構進行描述

的一套方法（Barker, 2005）。包括如資訊如何被組織、資訊瀏覽的方式、詞彙或

術語的選擇等。一個具有良好資訊架構的系統，使用者可輕易的使用系統、快速

獲取所需資訊。資訊架構的應用相當廣泛，最常見於網站及企業內部知識管理系

統的介面設計。其中，如何讓使用者能快速瀏覽內容，則有賴設計符合使用者需

求與認知的分類架構（Taxonomy Design）。 
根據 Rosenfeld & Morville（2002）建議，分類架構可區分為精確性架構（Exact 

Organization Scheme）與模糊性架構（Ambiguous Organization Scheme），前者僅

針對資訊定義明確的項目，分成集群，再依字母、地區、年代來排序，類似圖書

資訊的編目作法；後者則是依資訊的主題內容，將相關資料彙集起來，類似圖書

資訊的分類作法。模糊性架構的建構雖然成本較高，但對使用者的幫助較大，其

建置方法主要有 5 種，分別為依主題（Topic）、任務（Task）、觀眾（Audience）、
隱喻（Metaphor）、及混用（Hybrid）等。其中依主題來設計的架構最有用，但

也最具挑戰性。Rosenfeld & Morville 進一步對分類架構的結構設計提出一些建

議： 
 
- 階層式（由上往下）架構：對於成長快速的網站，宜採寬而淺的階層系統；

類別之間必須彼此互斥（mutually exclusive）；單一的分類架構必須在排它性

與包容性求取平衡；容許多重分類及具多階層（polyhierarchical）架構；注意

寬度與深度的平衡；注意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 
- 資料庫式（由下往上）架構：較適合大型分散式環境，如利用 Metadata 將關

聯式資料庫的結構與非結構化網頁做適當結合。 
- 超文字式架構：較有創意，彈性大，可彌補階層及資料庫式之不足，但需注

意使用者認知負擔。 
 
而在設計分類架構時，也有以下挑戰： 
- 模糊性（Ambiguity）：分類架構的基礎是語言，而語言具有模糊性，也因此

造成分類架構不易保持穩定。 
- 異質性（Heterogeneity）：不同資訊系統或網站所包含的內容與期望達成的目

的不同，因此不易形成一共通的分類架構。 
- 觀點差異（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s）：分類架構深受建構者觀點影響，同樣

的主題內容，不同觀點也會產生不同的分類架構。 
- 內部政治因素（Internal Politics）：分類架構多在某一機構組織中形成，為配

合機構目標，分類架構常常會受機構組織的權力結構所影響。此外，分類架

構也能反映顧客觀點，對整個機構組織影響深遠。  
 

Vogel（2003a）建議可依系統的設計目的來發展多個分類架構，而不應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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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個單一多目的的分類架構。此外，他也提出一些編製良好分類架構的原則如

下： 
 
- 深度（Depth）：以 5 層為宜，最多不超過 7 層。 
- 廣度（Width）：同義詞不應分割為層級，而應儘量合併。 
- 平衡度（Balance）：類別所含子類應儘量一致，避免有大小類差異。 
- 單一路徑（Single Path Progression）：避免尋找或瀏覽的路徑重複。 
 
除此，Vogel（2003b）也提到分類架構支援知識管理系統應注意的兩個層面，一

是管理層面，要關心分類架構的可維護性（Maintaina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
通用性（Universality）、可理解性（Understandability）等；另一則是以使用者為

中心的設計原則，應著重機動性（Dynamic）、有力性（Powerful）、可擴充性

（Scalability）、及彈性（Flexibility）等。 
  Sravanapudi（2004）認為所謂良好的分類架構可由兩個層面探討，即結構

（Structure）及完整性（Completeness）。前者是指分類架構應具邏輯性，以階層

式結構呈現，讓企業組織能明瞭各類別的意義；而後者則指分類架構應廣納所有

可以描述該領域的術語。此外，他也提到分類架構管理軟體應具備的條件，包括：

透通性（Transparency），是否可以讓設計者獲得所有有助於其決定分類架構有效

性的資訊；可擴充性（Scalability），是否可以處理大型的分類架構；調適性

（Adaptability），是否可以因應分類架構的更新；協同性（Collaborative），是否

提供分類架構的共同合作平台等。 
Hackos（2005）則提到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分類架構應具備特色，包括：使用

者認為分類架構相較全文檢索，是較有效率的檢索工具；最有效的分類架構應呈

現”方形”結構，即每個層級的類別總數等於每個類別其子類別的總數；類別標籤

若具鑑別度，使用者其實可以處理相當多的類目；分類架構在使用者瞭解該領域

的術語時效果最好；每個類別都應包含完整的關鍵字；類別所使用的術語與命名

方式應儘量一致。 
Chen & Dumais（2001）是少數針對使用者介面進行評鑑的研究之一。其請

使用者比較七種檢索結果的呈現介面，研究結果發現有分類的介面都比條列式介

面的效果好。該研究也建議一些分類介面的改善建議，例如分類介面最大的用處

在幫助使用者對檢索結果進行相關判斷，不僅需要提供類名，最好也能提供類名

的說明；類目層級不要過多，以免使用者瀏覽時無所適從；同一類目中的網頁最

好按照與該類目之間的相關程度排列等。 
上述研究多以企業網站應用為範疇，並以分類架構的管理角度，提出一些分

類架構編製時的注意事項。在這些研究中，可發現對使用者角度的重視，並強調

分類架構的使用性（Usability）或有用性（Usefulness），這不僅是資訊架構相當

重要的研究議題，也可做為網路資源檢索系統的分類架構評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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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動分群技術 

自動分群技術在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與文件探勘（Document 
Mining）領域應用相當普遍。基本上，分群是一種將資料不斷群聚，使得屬於同

一群內的元素彼此之間的相似程度，高於屬於不同群元素之間相似程度的過程

（Lewis & Croft, 1990）。根據 Jain 等人（1999）歸納，分群演算法主要區分為階

層式（Hierarchical）與分割式（Partitional）兩大類。前者不僅將資料分群，同時

也產生階層，這是本文欲探討的範圍。其主要是將元素群聚成一個由群集

（Cluster）所構成的樹狀結構（Tree Structure）。從一個單一包含全部元素的群集

開始分割，或是從若干個只含有單一個元素的群集開始組合。每一回合可以把一

個群集分割成更小的數個群集，或是組合成數個小群集，形成一個大的群集。其

實階層式分群演算法的過程並不複雜，最重要的步驟在於每個回合決定要被分割

（Split）或是合併（Merge）的群集。但其缺點為，當某一回合中一個群集的分

割或合併動作執行後，在之後其它回合中，將無法重新調整，因為之後回合中所

面對的，都是前一回合中產生的群集。 
在網路搜尋環境中，階層式分群演算法最常應用於檢索結果分群。相關研究

依分群所根據的特徵（Feature），主要有二類技術：一是以術語為基礎

（Term-based），另一則是以超連結為基礎（Hyperlink-based）（Jain, et al., 1999）。
前者使用文件中的術語（Term）為特徵，假設擁有相同術語的文件，其意義也會

較為相似（Broader, et al., 1997）。後者則以超連結 （Hyperlink）為特徵來源，這

類做法重視第三者網頁所給予的連結認同，而非文件本身所包含的術語，其假設

為文件的整體概念就是超連結的整合表達。換言之，一個超連結所代表的意義就

相當於該超連結所在網頁的作者對於目標網頁的看法。舉例來說，某兩篇文件經

常被共同引用（Co-citation）的意義就是，其他文件的作者認為該兩篇文件的整

體概念在某些意義上有關聯，所以才會同時引用該兩篇文件，因此兩篇經常被共

同引用的文件比起兩篇沒有被共同引用的文件，應該具有更高的相關性（Leouski 
& Croft, 1996）。 

自動分群技術仍存在不少問題待解，在 Amitay（1998）的研究中就提到，

網頁文件的字彙分佈（Word Distribution）與傳統文件不同，對分群演算法在運

作時造成許多困擾，歸納如下： 
 
- 高複雜性：由於網頁缺乏統一架構，因此其撰寫風格或是內容的歧異程度，

遠高於傳統文件，也無規則可循。 

- 雜訊：網頁不同於傳統文件，常包含許多額外資訊，如橫幅（Banner）廣告，

多少會影響到分群效果。 

- 缺乏效率：相較一般搜尋引擎所提供的關鍵字檢索，自動分群常需較多的運

算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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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易讀性：分群技術基本上是以文件內關鍵字的分佈為基礎，因此分群結

果不一定具有使用者認知上的語意效果，有時很難理解。 

綜言之，自動分群雖然能協助搜尋引擎快速產生群集及階層架構，但其有效

性如何並不明確。對使用者而言，其可讀性如何、對檢索的實質助益為何，都需

要進一步研究。 

 

六、 結語 

良好的分類架構可讓使用者透過瀏覽類目的階層關係，建立資訊的關聯、甚

至形成新的看法；也能協助使用者發掘查詢時未聯想到的相關概念。換言之，分

類架構所包含的類別及類別架構提供豐富多元的資訊，也帶給使用者嶄新的檢索

經驗。分類本質上屬於一種資訊表徵的方法，如何與資訊檢索系統做良好的結

合，還需要更多的研究與探討，其中分類架構的評估是系統設計的基礎。本文初

步提供一些相關研究的介紹，並根據文獻分析結果，初步提出一適用於網路搜尋

應用之分類架構評估準則（表 1），以提供後續研究參考。評估範疇包括檢索效

率、檢索效益、及檢索滿意度（滿意度再區分為整體、結構、及內容三項子範疇）

共 25 項評估項目。其中檢索滿意度的結構及內容項目，為單獨針對分類架構進

行評估。未來研究將依此為基礎，進行相關實証研究。 
 

表 1 適用於網路搜尋應用之分類架構評估準則建議 
評估範疇 評估項目 

加快瀏覽速度 效率 
(Efficiency) 加快檢索速度 

瞭解檢索主題本身概念 
瞭解檢索結果整體概念 
瞭解相關主題 
獲得先前不知的相關主題 
獲得先前未預期的檢索結果 
獲得所有與檢索主題相關的資訊 

效益 
(Effectiveness) 

過濾所有與檢索主題無關的資訊 
減輕認知負擔 整體 

(Integral ) 對整體檢索結果感到滿意 
類別架構的廣度適當 
類別架構的深度適當 架構 

(Structure) 
類別架構的階層具邏輯性 
類別具主題代表性 
類別主題意義明確 
類別主題容易理解 
相關類別具相容性 

滿意度 
(Satisfaction) 

內容 
(Content) 

不相關類別具互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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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架構具完整性 
類別架構具相關性 
類別名稱代表其所包含的主題 
類別名稱符合認知 
類別架構具有提示聯想作用 

  

類別名稱具有提示聯想作用 

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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