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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時代改變與技術發展，人們接收到的資訊量大增，協助人們快速抓取到

關鍵變成是一大重點。自動文本摘要便是其中一大議題，依據文本的類型、摘要

生成的方式、目標摘要的形式以及軟硬體技術的支援程度不同來決定使用的理論

與技術。過去的文獻中較少以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技術來解決產生標題（短摘要）

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專注於檢驗深度學習應用於短摘要生成的效果。 

本研究使用WOS資料庫來收集50,387筆情感分析相關的論文資料，使用前處

理後的論文摘要與論文標題以訓練人工智慧模型，並以ROUGE評估與標準標題的

相似度，同時比較不同深度學習模型的效果。 

Abstract 

Due to the era of chang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information people 

receive are increasing enormously. Automatic text summarization is now a big issue 

for helping people obtain key information. For this issue, theories and technology are 

decided by text type, the approach of generating summaries, the target summary 

generation and the support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In the past, few literatures are 

relat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generating tittles (short summaries) by using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applying deep learning in short summary generation. The dataset includes 50,387 

essays which is related to sentient analysis from WOS database. Essay tittles and 

essay abstracts are used to tra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ep learning model to generate 

the candidate tittles. The similarity of reference tittles and candidate tittles is scored 

by ROUGE, and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deep learning models. 

關鍵詞：深度學習、序列到序列、自動文本摘要、長短期記憶、遞迴類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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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一、研究背景 

隨著時代改變與技術發展，人們接收到的資訊量大增，協助人們快速抓取到

關鍵變成是一大重點。自動文本摘要便是其中一大議題，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朔到

1958 年 Luhn 使用字詞頻率(Luhn, 1958)，依據文本的類型、摘要生成的方式、目

標摘要的形式以及軟硬體技術的支援程度不同，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技術輔助建

置一個摘要系統。在文字探勘的研究領域中，有很多關於機器翻譯 (Machine 

Translation)的研究。若要實作自動文本摘要，主要的方法有傳統的統計性方法、

圖論與機器學習等不同方法(Das & Martins, 2007; Nenkova & McKeown, 2012)。 

二、研究動機 

隨著序列到序列等序列模型問世(Chung, Gulcehre, Cho, & Bengio, 2014; 

Sutskever et al., 2014) 及硬體設備的效能提升，越來越多研究使用深度學習技術

來解決機器翻譯的問題。反之，過去的文獻中較少以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技術來解

決產生標題（短摘要）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利用序列到序列及長短期記憶等遞迴

神經網路用以訓練模型並專注於檢驗深度學習應用於短摘要生成的效果。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依據前文提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整理出以下兩個研究目的： 

1. 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包含傳統的統計性方法、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的方

法來產生候選標題，並比較三者的正確率。 

2. 特別針對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的方法，使用不同的模型來比較正確率。 

四、研究架構 

本研究一共分為五個章節，如圖 1 所示。以下是各章節的詳細說明： 

1. 第一章節主要說明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2. 第二章節為文獻探討，主要在探討文本摘要、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的相

關研究與文獻。 

3. 第三章節為研究方法與系統架構，將詳述研究的系統架構，以及本研究

的流程。 

4. 第四章節為資料分析與結果，本章節將根據第三章的系統架構進行實驗

的分析，並且評估結果。 

5. 第五章節，總結研究的結論、管理意涵以及未來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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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 

一、文本摘要 (Text Summarization) 

Radev 等人定義摘要是一個包含單一或多字的文本，這些文字在原本的文本

中代表重要的資訊且不會超過原始文本的一半，甚至明顯短於原始文本(Radev et 

al., 2002)。 

 

Radev 等人依據不同的分類來區分文本摘要，如表 1 所示。以下為各種分類

的說明： 

1. 單文件摘要 (Single-document Summarization)：從單一文件中擷取部分

段落或句子作為摘要。 

 

圖 1 論文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 自動文本摘要之分類 

類別 自動文本摘要種類 

輸入文件數量 
單文件摘要(Single-document Summarization) 

多文件摘要(Multi-document Summarization) 

摘要形成方式 
摘句摘要(Extraction Summarization) 

摘意摘要(Abstraction Summarization) 

使用者需求 
一般式摘要(Generic Summarization) 

主題導向摘要(Topic-oriented Summarization) 

資料來源：(Radev, Hovy, & McKeown, 2002)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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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文件摘要 (Multi-document Summarization)：從一個相關來源集合的文

件群中產生出一個單一摘要。 

3. 摘句摘要 (Extraction Summarization)：擷取原文中重複使用之重要的句

子或字詞並進行排序來重新產生摘要。 

4. 摘意摘要 (Abstraction Summarization)：使用同義字、擴充字句、語意分

析等創造新文句之方式來產生摘要。 

5. 一般式摘要 (Generic Summarization)：反映出作者的觀點之摘要。 

6. 主題導向摘要 (Topic-oriented Summarization)：與讀者所期待的主題有

所關聯之摘要。 

(一) 文本摘要技術及主要方法 

文本摘要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朔到 1958 年，包括使用字詞頻率(Luhn, 1958)、

位置(Baxendale, 1958)及關鍵詞(Edmundson, 1969)等特徵。Das 等人(Das & Martins, 

2007)與 Nenkova 等人的研究(Nenkova & McKeown, 2012)針對不同類型的摘要所

使用的技術及主要方法做了以下統整： 

早期的單文件摘要多以摘句形式產生為主，使用特徵值來評估擷取的字詞或

句子段落。隨著技術發展，常見的技術包含簡單貝氏法、隱藏式馬可夫模型、邏

輯線性模型、機器學習等。 

多文件摘要從 1990 年代中期受到重視，當時多採用新聞文章為資料集，除

了判斷某字詞段落是否該被擷取，還要判斷文章主題、兩者間的連貫性。常見的

技術為使用分群確認共同的主題、從每個分群中產生一個複合句、最大邊際相關

性、圖論等。 

文本摘要的主要方法可分為主題性及指標性兩種，主題性方法是先產生主題

字、字詞頻率等文本特徵來判斷輸入文本的主題並根據文本特徵來對句子評分，

再判斷是否擷取為摘要。而指標性方法常使用圖論與機器學習技術進行評分每個

句子的重要性，再以貪婪法選擇最佳的句子集合產生摘要。 

(二) 文本摘要評估方法－ROUGE 

Lin 在 2004 年提出 ROUGE 這個評估機制(Lin, 2004)，分別有 N 字詞 

(ROUGE-N)、最長共現詞 (ROUGE-L)、加權最長共現詞 (ROUGE-W)、跳躍字

元 (ROUGE-S)及單一字元跳躍 (ROUGE-SU) 等方法來評估兩份文件之間的相

似度。在 Lin 的研究中以一篇參考文本與多篇候選文本為例說明以上五種方法，

並以 DUC 的資料集做測試。 

首先是 ROUGE-N，如表 2 所示。計算參考文本與候選文本所共同出現的 N

字詞佔參考文本Ｎ字詞總數量的比例，即為該兩份文本間的相似度。當 N 大於

一開始，就要考慮該 N 字詞所包含的所包含的單字在兩份文本間的順序。以 C1

為例，參考文本所有的二字詞「police killed」、「killed the」、「the gunman」中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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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吻合順序的二字詞是「the gunman」，故相似度只有三分之一。以此類推，通常

N 字詞的長度越長，相似度就會越低。 

 

接著是 ROUGE-L，如表 3 所示。L 所代表的是最長共現詞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 LCS)，意指兩份文本間字序一致且最長的共同出現之詞。以 C1 為

例，與 R1 共同出現的詞為「police」、「the」、「gunman」，故有 75%的相似度。再

看 C3，雖然每個單字都有吻合且語意不變，但是因為字序不一致，故只有 50%

的相似度，此為 ROUGE-L 的缺點。 

 

ROUGE-W 則是將 ROUGE-L 的方法加以改良，計算加權後的最長共現詞，

如表 4 所示。在這個例子中文本為句子級的程度，按照 ROUGE-L 的計算方式的

計算方式 Y1 與 Y2 會擁有一樣的分數，但實際上 Y1 會更貼近 X1 的語意。故使

用 ROUGE-W 來計算每個句子以及它在整份文本中的位置並決定出相似度。 

 

最後要介紹 ROUGE-S，S 為跳躍二字元 (Skip-Bigram)，意指在考慮字序及

任意間隔的情況下每個字都會與其他字形成一個字配對，再計算吻合的配對數量

佔所有配對的數量比例。延續前文提到的四句英文句子，可以從表 5 看到四句所

各自產生的字配對，可以發現 C1 有達到一半的相似度。 

接著，再新增一句候選文本 C4：「gunman the killed police.」。可以發現雖然

C4 都有與 R1 所有的單字吻合，但是因為字序不一致而導致相似度為零。為解決

該問題，Lin 提出 ROUGE-SU 作為解決方法。SU 為跳躍二字元與單一字元的結

表 2 ROUGE-N 之說明（R 為參考文本，C 為候選文本） 

R1：police killed the gunman. 
C1：police kill the gunman. 
C2：the gunman kill police. 

C3：the gunman police killed. 

文本編號 ROUGE-1 ROUGE-2 

C1 0.75 0.33 

C2 0.75 0.33 

C3 1 0.66 

資料來源：(Lin, 2004)及本研究整理 

表 3 ROUGE-L 之說明（R 為參考文本，C 為候選文本） 

R1：police killed the gunman. 
C1：police kill the gunman. 
C2：the gunman kill police. 

C3：the gunman police killed. 

文本編號 ROUGE-L 

C1 0.75 

C2 0.5 

C3 0.5 

資料來源：(Lin, 2004)及本研究整理 

表 4 ROUGE-W 之說明（X 為參考文本，Y 為候選文本） 

X1：[ABCDEFG] 
Y1：[ABCDHJK] 
Y2：[AHBJCKD] 

文本編號 ROUGE-W 

Y1 0.571 

Y2 0.286 

資料來源：(Lin, 2004)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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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指假設在每個文本的起始點加入一個標記，該標記可以與每個字形成一個

字配對，故以 C4 的例子來說至少會有四個字配對可以吻合而產生大於零的相似

度。ROUGE-S 還有一種現象是會產生「the the」、「the in」等無意義的字配對，

為了解決這樣的現象，Lin 提出 ROUGE-S4 及 ROUGE-S9 等解決方法，概念是

限制字配對只能在規定的 N 字範圍內才能形成一個配對。 

 

二、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一詞最早是由 John McCarthy於 1955年

提出，所謂的人工智慧是製造智慧機器的科學與工程(McCarthy, 1998)。Russell 等

人所撰寫的著作將人工智慧的定義及類型整理分類成以下四種類型(Russell & 

Norvig, 2010)，如表 6 所示。 

 

表 6 分成兩個維度來衡量，左半邊強調思維過程與推理，右半邊強調行為；

上半部強調以對於人類技能表現的保真度衡量，下半部強調以理性的理想效能來

衡量，理性的定義是一個系統能在它認知範圍內做「對的事」。透過兩個維度可

以分成以下四種類型： 

表 5 ROUGE-S 之說明（R 為參考文本，C 為候選文本） 

文本
編號 

文本產生的字配對 
配對
總數 

吻合
數量 

ROUGE-S 

R1 
police killed, police the,  

police gunman, killed the,  
killed gunman, the gunman 

6 － － 

C1 
police kill, police the,  

police gunman, kill the,  
kill gunman, the gunman 

6 3 0.5 

C2 
the gunman, the kill,  

the police, gunman kill,  
gunman police, kill police 

6 1 0.167 

C3 
the gunman, the police, 

the killed, gunman police,  
gunman killed, police killed 

6 2 0.333 

C4 
gunman the, gunman killed, 
gunman police, the killed,  
the police, killed police 

6 0 0 

資料來源：(Lin, 2004; Russell & Norvig, 2010)及本研究整理 

表 6 人工智慧類型分類及對應之測試方法 

Thinking Humanly Thinking Rationally 

The cognitive modeling approach The “laws of though” approach 

Acting Humanly Acting Rationally 

Turing Test (Alan Turing, 1950) The rational agent approach 

資料來源：(Russell, Norvig, Canny, Malik, & Edwards, 2005)(Russell, Norvig, 
Canny, Malik, & Edwards, 2005)(Russell, Norvig, Canny, Malik, & Edwards, 

2005)(Russell, Norvig, Canny, Malik, & Edwards, 2005)(Russell, Norvig, Canny, 
Malik, & Edwards, 2005)(Russell, Norvig, Canny, Malik, & Edwards, 2005) 及本

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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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類人思考 (Thinking Humanly)：機器能像人類一樣思考、推理，且以對

於人類技能表現的保真度來衡量是否成功。 

2. 類人行為 (Acting Humanly)：機器的行為與人類的行為相似，且以對於

人類技能表現的保真度來衡量是否成功。 

3. 理性思考 (Thinking Rationally)：機器能像人類一樣思考、推理，且以理

性的理想效能來衡量。 

4. 理性行為 (Acting Rationally)：機器的行為與人類的行為相似，且以理

性的理想效能來衡量。 

其中第二種類型「類人行為」的測試方法—圖靈測試 (Turing Test) 的目的是

為智慧提供一個滿意的操作型定義。為了通過圖靈測試，電腦需要擁有以下幾項

能力： 

1. 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確保電腦能成功地

以人類語言溝通。 

2. 知識表達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儲存它知道或聽到的資訊。 

3. 自動推理 (Automated Reasoning)：以儲存的資訊回答問題及得出新結論。 

4.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ML)：適應新的環境並能偵測和推測新的

模式 (pattern)。 

5. 電腦視覺 (Computer Vision)：感知物體。 

6. 機器人技術 (Robotics)：操作和移動物體。 

本研究的主題，文本摘要，是被分類於 NLP 的分支－文字探勘的問題，並

使用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技術來完成。 

 
從圖 2 可以看到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三者之間的關係，機器學習

是人工智慧領域中的一個分支應用，而深度學習則是機器學習的其中一種種類，

接下來的章節將探討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 

(一) 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最早提到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的概念，是由 1948 年美國心

理學家 McCulloch 及 Pitts 所提出的仿生物神經網路(McCulloch & Pitts, 1943)，亦

被稱作人工神經網路，是一種平行運算方式(Sondak & Sondak, 1989) 且能透過樣

 
圖 2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三者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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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習(Specht, 1991)。Rumelhart 等人於 1986 年提出反向傳播演算法 (Back-

propagation)(Rumelhart, Hinton, & Williams, 1986)，主要用於計算損失函數的梯度

並更新權重值以達到損失最小化。正確率取決於樣本數的多寡，近年來已大量被

應用於各領域中(Rumelhart et al., 1986)。 

(二) 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傳統的方法有所不足或限制，例如：發生訓練時間過長或過度擬合 (Overfit) 

現象(Zheng, Chen, & Xu, 2013)且機器的學習能力會被隱藏層 (Hidden Layer) 的

數量給限制(Utgoff & Stracuzzi, 2002)。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是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的分支，期望將龐大、複雜的資料經過多層的隱藏層進行多

重線性或多重非線性運算而自動產生代表資料特性的特徵。 

深度學習的概念在 1990 年代已存在，因為當時電腦運算效能不足而效率不

佳，由機器學習的支援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為主流研究工具。

隨著近年的技術與研究發展，深度學習再次成為潮流。 

(三) 遞迴神經網路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遞迴神經網路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 在提出後 (Hinton & 

Salakhutdinov, 2006)，多被用在自然語言處理 (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圖像辨識和聲音辨識上。LeCun 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序列資料 (Sequential Data)、

語言分析、字詞的辨識和預測等研究實驗上，強大的動態結構之遞迴神經網路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有令人滿意的效果(LeCun, Bengio, & Hinton, 2015)。 

 

圖 3 為 RNN 的架構，展示整個輸入序列在每個時刻的網路結構。在輸入多

個相同序列上的每個時刻，RNN 總是使用三個相同的參數 (U, V, W) 來執行相

同的計算。透過共享參數來大幅減少機器在訓練階段所必須學習的參數數量，也

改善了訓練時間。由於參數共享這個特性，因此每個輸出取決於當前及前面時刻

的計算。訓練 RNN 時會遇到梯度消失或爆炸 (Gradient Vanishing / Exploding) 的

 
圖 3 RNN 架構圖 

資料來源：(Zacco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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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因為計算和反向傳播的梯度在每個時刻會遞增或遞減，而在累積到一定數

量的時間之後，梯度就會發散到無窮大或收斂到零。 

1. 長短期記憶 (Long Short-Term Memory) 

由 Hochreiter 及 Schmidhuber 於 1997 年提出(Hochreiter & Schmidhuber, 1997)，

主要是為了改善 RNN。圖 4 為長短期記憶 (Long Short Term Memory, LSTM) 的

概念架構，相較於 RNN 多了三個閘控制，分別是輸入閘 (Input Gate)、遺忘閘 

(Forget Gate)、輸出閘 (Output Gate)。 

 

輸入閘決定哪些輸入的信息需要被更新、遺忘閘能夠決定輸入的信息是否重

要到能被記住及能否被輸出閘輸出，可以解決原先 RNN 梯度消失、爆炸的問題

(Olah, 2015)。 

2. 閘循環單元 (Gate Recurrent Unit) 

閘循環單元 (Gated Recurrent Unit, GRU)由Cho等人於 2014年提出(Cho, Van 

Merriënboer, Bahdanau, & Bengio, 2014)，為 RNN 的一種變形，其網路結構類似

LSTM。相較於 LSTM 的三個控制閘，GRU 只有兩個閘門，分別是更新閘 (Update 

Gate) 與重設閘 (Reset Gate)。更新閘決定哪些數值需要被更新，而重設閘則在被

輸入新數值時，忘記之前所計算的數值。 

 

 
圖 4 LSTM 架構圖 

資料來源：(Graves, Mohamed, & Hinton, 2013) 

 
圖 5 GRU 架構圖 

資料來源：(Cho, Van Merriënboer, Gulcehre,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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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為 GRU 架構，其中 h、h̃ 分別為 z 與 r 負責篩選的活化函數，r 為重設

閘，z 為更新閘。 

3. 序列到序列 (Sequence-to-sequence) 

序列到序列模型 (Sequence-to-sequence, seq2seq) 是由兩篇文章在 2014 年描

述出 seq2seq 的主要概念及模型架構(Chung et al., 2014; Sutskever et al., 2014)。

DNN 在語音辨識、機器翻譯等問題上都有令人滿意的表現，但是仍受到輸入、

輸出須為相同長度與維度的限制。 

 
Sutskever 等人提出使用串接兩個 LSTM 所組成的模型來解決序列類型的問

題。第一個 LSTM 透過一次讀取一個序列而獲得大維度的向量，再使用另一個

LSTM 從這個大維度的向量擷取出輸出。以圖 6 為例，輸入為「ABC」，輸出為

「WXYZ」，當輸出到停止標記「<EOS>」後就停止預測。LSTM 會反向讀取輸入

的句子，是因為在資料中會引進許多短期的依賴性而使得優化問題更容易。 

Chung 等人提出使用兩個 LSTM 作為輸入的編碼器 (Encoder)及輸出的解碼

器 (Decoder)，圖 6 內的每個方框代表的是每個 RNN，最常見的就是以 GRU、

LSTM 來實作，在機器翻譯上有不錯的表現 (Chung, Gulcehre, Cho, & Bengio, 

2014)。 

三、本章小結 

本章經由前兩小節探討文本摘要的方法與種類、人工智慧的定義與分類，並

由人工智慧延伸、探討類神經網路的發展起源、深度學習、遞迴類神經網路與其

變形的神經網路模型，基於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想檢驗深度學習應用於短摘要生

成的效果，綜合文獻探討後歸納出以下符合本研究目的之方法： 

1. 傳統統計性方法：使用 TF*IDF 等特徵。 

2. 機器學習方法：SVM。 

3. 深度學習方法：LSTM、GRU、seq2seq。 

 研究方法與系統架構 

一、研究方法 

 
圖 6 seq2seq 架構圖 

資料來源：(Sutskever, Vinyals, & L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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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用資訊系統研究領域的系統發展研究方法論 (System 

Development Research Methodology)(Nunamaker Jr et al., 1990)，依 Nunamaker 等

人指出資訊系統研究的發展有四個週期，如圖 7 所示分別是建立理論 (Theory 

Building)、實驗法 (Experimentation)、觀察法 (Observation)、系統發展 (System 

Development)。 

 

詳細說明如下： 

1. 建置理論 (Theory Building)：包含新穎想法及概念的發展、概念性框架

或創新模型與方法的建置。 

2. 實驗法 (Experimentation)：制定研究策略與模擬實驗，依據理論來引導

實驗設計，且實驗結果可以重新且實驗結果可以改進理論與系統。 

3. 觀察法 (Observation)：擬定研究方法，包含個案研究、實地研究法以及

抽樣調查法等方法，協助研究者在實驗中測試所提出的特定假說。 

4. 系統發展 (System Development)：系統發展包含五個階段，分別是概念

設計、建立系統架構、雛形建置、產品發展以及技術轉移。 

Nunamaker 等人更進一步針對系統發展方法論描述五個主要的流程，分別是

建立概念框架、發展系統架構、分析及設計系統、建立（雛形）系統、觀察及評

估系統，如圖 8 所示。 

 

 
圖 7 系統發展為核心的研究生命週期圖 
資料來源：(Nunamaker Jr et al., 1990) 

 

圖 8 系統發展方法論流程圖 
資料來源：(Nunamaker Jr, Chen, & Purdi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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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概念框架：清楚陳述研究問題，透過實務與統整相關文獻的過程了

解發展系統所需的研究方向及方法。 

2. 發展系統架構：系統架構須包含可透視化與模組化的元件以及定義元件

的功能與相互關係。 

3. 分析及設計系統：設計資料結構、資料庫或知識庫及指定模組功能，並

設計出多種方案且從中選出一種來擴展。 

4. 建立（雛形）系統：從建置雛型系統的過程中了解概念框架與設計方案

的優缺點、系統的可行性與複雜度，並進行開發與測試。 

5. 觀察及評估系統：系統建置後即可依據概念框架與系統需求來解讀、評

估其表現，發展新理論或新模型，最後統整為學習經驗。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沿用 Piryani 等人於 2017 年的研究(Piryani, Madhavi, & Singh, 2017) 

所提出的十項情感分析的關鍵字指標作為資料庫查詢的關鍵字群，收集本研究所

需要的文本資料，圖 9 為本研究的實驗架構圖，本系統的 Input 是經過資料前處

理的論文標題、論文摘要與擷取的特徵值；本系統的 Output 是不同的模組所產

生的候選標題；本系統的特徵值將論文標題與論文摘要的關鍵字、動詞、名詞、

形容詞、高頻字等關鍵元素轉換成特徵值，並與論文標題、論文摘要一併當作

Input。實驗步驟的說明如下： 

1. 使用 WOS 資料庫來查詢所有相關的論文並匯出成 XML 檔案，再以程

式碼匯出成 CSV 檔案。 

2. 針對 CSV 檔案進行資料清理。 

3. 將處理後的資料輸入到不同的模組。 

4. 將不同模組產生的候選標題與標準論文標題進行 ROUGE 比對評估。 

 
圖 9 本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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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收集來源說明 

本研究使用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簡稱 WOS) 資料庫來收集資料，

為網際網路版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系統，用來存取有關科學、社會科學、藝術與

人文方面的世界一流學術文獻，並且檢視國際研討會、專題討論會、研討會、座

談會、講座與會議等活動的論文集。 

本研究使用 WOS 資料庫，包含以下四項子資料庫： 

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自然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收

錄 8,400 多種期刊，資料回溯至 1899 年。 

2.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收錄

3,000 多種期刊，資料回溯至 1898 年。 

3.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人文藝術引文索引資料庫，

收錄 1,500 多種期刊，資料回溯至 1975 年。 

4.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2015 年至今，為學術評鑑型資

料庫。 

四、資料集 

本研究沿用 Piryani 等人於 2017 年的研究(Piryani, Madhavi, & Singh, 2017) 

所提出的 1913 年至 2016 年期間代表的關鍵字指標為 Sentiment Analysis、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 Opinion Mining 、 Opinion Classification 、 Effective 

Computing、Sentiwordnet、Sentic、Mining sentiment、Mining sentiments、Affect 

Analysis 等共十項。依洪敬政學者的研究指出「Affect Analysis」涉及領域太過多

元，有分散焦點的疑慮(洪敬政, 2017)，故本研究移除該關鍵字，只使用剩餘的九

個關鍵字群作為查詢 WOS 資料庫的查詢字。 

 

圖 10 為本研究使用 WOS 資料庫收集資料的流程，首先第一步是點選側邊

欄的「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接者依序輸入九個關鍵字並以「OR」指

令串接，最後點選「Search」即可開始搜集。原始資料集是從 51,249 筆論文資料

 
圖 10 WOS 資料庫收集資料資料之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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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篩選出含有摘要且介於 1970 年至 2018 年的資料，共 50,387 筆，並將年份、

論文標題、論文摘要等資訊依序匯總成一份 CSV 檔案。 

五、資料前處理 

本研究擷取論文標題與論文摘要兩個欄位之資料，並以 Python 程式撰寫過

濾特殊字元及編碼統一轉換成 ASCII 碼，再將過濾過後的標題與摘要依序用一

個定位符號串連，形成一個「標題－摘要」配對再儲存為 TXT 檔案。 

 

圖 11 以資料集其中一筆資料做說明，該資料為 2016 年收入於 MIS Quarterly

的一篇期刊論文，摘要總計有 204 字，而標題共有 8 字。本研究將透過圖 9 的研

究架構所提及的三個模組分別產生候選標題，再透過文獻探討中提及的 ROUGE

來評估三份候選標題與標準標題之間的相似度。 

六、模型參數設定 

 

本研究以 Keras 及底層的 TensorFlow 作為深度學習的分析架構，從圖 12

的架構圖由下往上可以看到 TensorFlow 可以在不同的處理器執行運算並透過不

 

圖 11 自動文本摘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2 Keras 及 TensorFlow 架構圖 

資料來源：(林大貴, 2017)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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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平台上進行訓練，同時也具備分散式運算能力，可同時在數百台機器上執

行訓練模型，加速訓練深度學習模型的時間，目前可以支援多種不同的程式語

言。由於 TensorFlow 為低階的深度學習 API，需自行開發許多底層操作，為節

省時間，開發社群以 TensorFlow 為底層，開發高階 API，例如：Keras (林大貴, 

2017)。將經過資料前處理的資料作為模型的輸入，將資料分割成訓練資料集、

驗證資料集及測試資料集，在深度學習模型中每次訓練都會根據訓練資料集與

驗證資料集進行訓練及驗證，訓練完畢後再使用測試資料集來驗證該深度模型

的準確率。 

為了提高分析模型的準確率，須調整相關參數，以下將介紹本實驗設定的

參數，如表 7 所示。 

 

Dropout 是用來設定模型隱藏層丟棄的比率，為了在訓練過程中防止過適 

(overfitting) 的問題發生，Hinton 等人從各種不同類型的資料集與訓練的結果比

較得知將 Dropout 設定為 0.5 的比例是較佳的(Hinton, Srivastava, Krizhevsky, 

Sutskever, & Salakhutdinov, 2012)。損失函數 (Loss Function) 是計算預測結果與

標準答案的誤差，誤差越小則越準確，針對不同資料及預測結果的型態，設定

不同的損失函數。由於本研究的深度學習模型是將論文標題及論文摘要轉換成

one hot 的向量形式，所以選擇針對多類別的損失函數 categorical_crossentropy。

優化器 (Optimizer) 是指使用不同的優化演算法以加快收斂及提高準確率本研

究參考 Keras 官方範例程式碼採用 rmsprop。 

 資料分析與實驗結果 

一、 實驗與評估方式 

依照圖 9 的系統研究架構，使用 ROUGE 作為評估方法。將完成資料前處理

的資料集帶入不同的模組。首先，將三種候選論文標題中隨機抽取固定數量的候

選標題，再與資料集中相配對的標準論文標題進行 ROUGE 比對，採取 ROUGE-

1、ROUGE-2、ROUGE-L、ROUGE-SU 等評估機制來計算平均分數。 

二、實驗結果 

呼應第一項研究目的，將資料集輸入到三個不同的模組，分別是傳統的統計

性方法、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的方法。三個模組的輸出為各自產生的候選標題，

以下是三個模組的預期建置： 

1. 傳統統計模組：使用特徵值計算評估是否輸出為標題。 

表 7 深度學習模型參數表 
深度學習相關參數 設定數值 

Dropout 0.5 
Loss Function categorical_crossentropy 

Optimizer rmspro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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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器學習模組：以 SVM 模型為主，以二元分類的方式來判斷是否將該

字詞片段輸出為標題。 

3. 深度學習模組：以 LSTM 建置的 seq2seq 模型為主。 

目前將資料集分割成 10 等份子資料集，每份各有 5,000 筆「標題－摘要」

配對，將輸入層設定為字元水準，並使用 Keras 建置的 seq2seq 模型來訓練，設

定 batch size 為 64、epoch 為 10，每次訓練完畢後會將模型的參數及權重等數值

儲存並載入到新一輪的模型中訓練。 

 

圖 13 為由左至右、由上至下依序為前 5 個子資料集訓練後的 loss 與 val-loss

值。兩個數值從 0.72 開始下降，在訓練第三個子資料集的時候有下降到 0.48，

 

 

 
圖 13 第 1 至 25,000 筆訓練 10 epochs 的 loss 及 val-loss 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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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一直到第五個子資料集的訓練完畢都是維持在 0.6 左右。從數值來看，這個

seq2seq 模型尚未收斂，還有改善的空間。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從目前的深度學習模型訓練結果來看，loss 與 val-loss 值從 0.72 下降到 0.6，

還有空間可以改善。可以從模型輸入層的資料型態跟模型參數做變更及比較。例

如：字元水準變更成單字水準。 

二、研究貢獻 

本研究主要貢獻在應用深度學習技術於短摘要生成的研究，透過不同方法比

較，將 1970 至 2017 年所有相關情感分析的英文論文之標題與摘要做自動化生成

的訓練與測試。 

三、未來研究方向 

在未來研究上，對研究上的不足。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從兩方面著手進行： 

1. 擴充論文領域與排名較高的國際期刊，以收集更大量的資料，例如：AI

相關的期刊全數收集成一份資料集、資管核心期刊前十名的期刊全數收

集成一份資料集等。 

2. 加入更多模型參數及演算法，例如：注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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