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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網路書店的書籍搜尋服務會遭遇幾個問題，包括無法區別不同書籍對於查詢條

件的不同符合程度、無法區別不同查詢條件在使用者心目中的不同重要程度、以及無法

同時考量多個不同查詢條件的符合程度和重要程度以篩選出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書籍

排序。因此，本論文應用資料探勘與深度學習來開發一個書籍模糊查詢服務，以改善這

些問題，其主要功能包括：(1)建立具深度學習功能的 Crawler。(2)利用資料探勘計算詞

語關聯性。(3)書籍模糊查詢功能。(4)協同過濾推薦機制。 

 

關鍵詞：模糊查詢、資料探勘、深度學習、協同過濾、雲端運算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壹、 緒論 

 根據文化部的 104 年臺灣出版產業調查報告[20]，從 2001 年到 2015 年的 15 年間，

我國出版機構 ISBN 書號每年的平均申請數量超過 39,000 件，光這 15 年間的國內書籍

出版數就接近 60 萬本新書，而根據國際出版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IPA)的統計，美國 2015 年更是一年內就出版了 338,986 本新書。由此可知

國內外的中英文書籍不但數量非常龐大，而且正以驚人的速度持續增加中。隨著網際網

路應用的普及，使用者經常依賴網路查找所需書籍，目前國內外較有名的網路書店，例

如 Amazon.com[16]、Goodreads[17]、金石堂網路書店[21]、博客來網路書店[22]、誠品

網路書店[23]等，均提供使用者搜尋書籍之功能。但面對如此巨量的書籍資訊，使用者

往往需要耗費許多時間和精神，才能找到符合自身所需之書籍，這些網路書店的書籍搜

尋功能都會遭遇下列四項問題： 

（一） 大部分的書籍搜尋功能都是藉由輸入一個到多個關鍵字，找出書名和簡介中

有這些關鍵字的書籍。當使用者輸入的關鍵字較少時，常常會產生大量的搜

尋結果，使用者需要耗費時間去瀏覽眾多書籍；而當使用者輸入的關鍵字較

多時，往往只有稀少的書籍可以同時符合這些關鍵字，很多可能符合使用者

所需之書籍都會被排除掉而搜尋不到。 

（二） 使用者在搜尋書籍時，要考慮的條件可能不只書名和簡介中的關鍵字而已，

有時也需要將書籍的分類、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評價分數等多項條件

一起進行綜合考量，才能篩選出最符合需求的書籍排序。例如使用者可能喜

好某幾個分類的書、某幾位作者的書、某些出版社的書、出版年份比較新一

點的書、以及評價分數高一點的熱門書籍。而不同的條件應該可以互相補償

和截長補短，舉例來說，一本出版年份較舊但關鍵字完全符合且評價分數很

高的書，應該還是符合使用者所需求的書籍。因此，這些多個不同的條件應

該要同時考量以進行排序，由高至低的整體符合程度排序可以減輕使用者瀏

覽查詢結果時的負擔。 

（三） 使用者在搜尋書籍時，其查詢條件常常無法很精確，舉例來說，某一使用者

想搜尋有關“相對論和時間旅行”的書籍，而且想要尋找的條件是"出版年份

新一點、評價分數高一點"的書。其所輸入的關鍵字為“相對論”和“時間旅

行”，在這個情況下，某些相對論相關書籍的書名和簡介若使用「時光旅行」、

「時空旅行」、「時間穿越」、「穿越時空」等不同關鍵字，就可能會因為

關鍵字不正確而被排除掉。此外，"出版年份新一點"和"評價分數高一點"也

都是不明確的模糊條件，不同出版年份和評價分數的書對於這個使用者來說

應該有不同的符合程度，並非僅僅是"符合"和"不符合"的兩個選項而已，例

如出版年份「2012 年」的符合程度應該比「2008 年」高，評價分數「3.8 分」

的符合程度應該比「3.1 分」高。然而，傳統的書籍搜尋功能無法區別不同書

籍對於查詢條件的不同符合程度，也缺乏處理模糊查詢之能力。 

（四） 使用者搜尋書籍時所輸入的多個關鍵字，對使用者而言可能有不同的重要程

度，例如某個人輸入的關鍵字為“相對論”和“時間旅行”時，心目中可能

認為“相對論”的重要程度比“時間旅行”還高。而且書籍的關鍵字、作者、

出版社、出版年份、評價分數等多項不同條件對使用者而言也可能有不同的

重要程度，例如使用者可能認為書籍的關鍵字最重要，評價分數次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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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也有點重要，但作者與出版社則不太重要。但是傳統的書籍搜尋功能無

法根據各個不同查詢條件的重要性差異，來計算符合使用者需求程度的排序。 

為了改善前述網路書店書籍搜尋功能所遭遇之問題，本論文應用資料探勘與深度學

習來開發一個書籍模糊查詢服務，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 建立具深度學習功能的 Crawler：可以到各個不同的網路書店和圖書館自動擷

取書籍資料，利用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13]進行書籍的分類，並將取得之

書籍資料存入雲端資料庫中。使用書籍模糊查詢服務所搜尋到的書籍，不但

可以直接連結到各個網路書店查看簡介評價或進行購書，也會列出有館藏的

圖書館，讓使用者也可以就近到圖書館借閱此書籍。 

（二） 利用資料探勘計算詞語關聯性：Crawler 擷取的書籍資料量非常龐大，我們建

立巨量資料的 Apache Spark 高速運算框架對原始書籍資料進行識別和過濾，

並對每筆書籍的資料進行分詞找出書籍簡介中的詞語後，Apache Spark 再利

用 Mutual Information[3]進行資料探勘以計算詞語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數值，以

及利用 Association Rules[19]探勘出每本書籍的關鍵字。 

（三） 書籍模糊查詢功能：使用者所輸入的關鍵字，可以透過資料探勘所計算出的

詞語關聯性，找到與關鍵字相關的其他詞語(其符合程度為介於 0 到 1 之間的

模糊值)。除了關鍵字，使用者還可輸入分類、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評

價分數等多項模糊條件，每本書籍對於個別模糊條件可以利用模糊邏輯運算

[15]求出其符合程度，而且不同條件可以有不同的重要程度。利用模糊聚合

運算同時考量多個模糊條件的符合程度以及這些條件的重要程度後，可計算

出整體符合程度之數值以產生由高至低的查詢結果排序，可以減輕使用者瀏

覽查詢結果時的負擔。 

（四） 協同過濾推薦機制：根據不同使用者在網站上的活動情形（例如是否點選書

籍、收藏書籍、分享書籍等）進行統整運算，可以找出書籍喜好相似度高的

其他使用者所收藏或分享的書籍來進行推薦，也可以透過群體協同機制分析

哪些書籍比較受到大眾青睞，計算出每本書籍的熱門評分讓使用者參考。 

貳、 應用資料探勘與深度學習於書籍模糊查詢系統 

一、 具深度學習功能的 Crawler 

我們使用 python 來實作 Crawler 網路爬蟲，並採用 Customized Python Crawler Engine

作為系統框架，其架構流程如圖 1 所示，透過 Custimized Python Crawler Engine 可以管

理所有的資料處理流程，當 Crawler 取得書籍網站的 URL 後會產生 request 請求，所有

的 request 都統一由 Scheduler 進行調度，Scheduler 會安排和通知下一個要爬取的 URL

位址給 Crawler Engine，由 Crawler Engine 指派 Downloader 發送 request 請求，進行書籍

網站書籍的頁面下載，最後再 response 回傳書籍頁面資料給 Crawler Engine。我們並實

作 BeautifulSoup 模組來解析書籍頁面的 html，如果分析的結果是需要進一步抓取詳細

資料連結，則會再會產生新的 request 給 scheduler 行安排，若不需進一步抓取資料，則

將書籍頁面資料傳送至 Document Processor Pipeline 以便進行書籍資料的剖析、過濾與

篩選。對於比較複雜或難以判讀的書籍資料，我們實作了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RNN) 

[13]的深度學習功能進行書籍資料的判讀和分類。處理好的資料會透過 Spark SQL 來存

入雲端系統中的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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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Crawler 網路爬蟲執行架構圖 

我們針對 Crawler 所抓取下來的各項資料，利用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RNN)[13]

的深度學習方式將所有抓取到的書籍資料加以分類，有別於一般的類神經網路，RNN

在做神經網路的判斷時會將前一個資料的判斷結果，加入下一次判斷中做為參考，其目

的在於讓名稱類似但是分類不同的兩本書籍可以經由 RNN 演算而產生不同的分類結

果，進而增加我們書籍分類的準確率。因此，利用 RNN 記錄書籍資料的前後關聯性，

可以提高 Crawler 所抓取書籍資料之分類判斷的準確率，圖 2 為利用 RNN 進行深度學

習的架構圖，輸入的書籍簡介資料經由類神經網路演算之後，其結果的比重將加入下一

筆輸入的類神經網路分析中，RNN 利用這種方式，將資料的前後關係都考量進來，不

再是以往單一筆輸入進行個別考量，藉由將書籍資料的前後字句關聯性都考量進來，使

得分類的結果可以更加精確。 

 
圖 2：利用 RNN 進行深度學習之架構圖 

二、 利用資料探勘計算詞語關聯性 

為了找出詞語之間的關聯程度以進行書籍模糊查詢，我們採用 Church 和 Hanks[3]

的統計方法，以資料探勘的方式計算在所有書籍簡介中任兩個詞語之間的 Mutual 

Information，來定義兩個關鍵字詞語之間的關聯程度。並利用 Association Rules[19]來探

勘找出每本書籍的關鍵字。我們建立的巨量資料雲端運算平台架構如圖 3 所示，使用此

平台對巨量資料進行資料探勘的處理分為四個階段，包括(一)資料過濾與合併、(二)分

詞產生詞語列表、(三)計算詞語之間的關聯值、(四)探勘書籍之關鍵字。再將計算找出

的詞語關聯值以及書籍關鍵字存入 MongoDB 中供書籍模糊查詢服務使用。 

（一） 資料過濾與合併 

Crawler 爬蟲所取得各網路書店與圖書館的原始資料可能會有欄位不齊全

的問題，例如缺少簡介或是出版年月，因此我們實作了驗證程式先行驗證原始

書籍資料的完整性，確保原始資料擁有足夠的完整度進行後續處理，並過濾錯

誤資料或是具有空值之資料欄位。 

（二） 分詞產生詞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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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巨量資料雲端運算平台架構 

我們應用結巴(jieba)[18]對於書籍簡介資料進行分詞以產生詞語列表。利用

結巴系統可取得書籍資料中的所有構成詞語，做為後續利用 Mutual Information

計算詞語關聯值的詞語庫。此外，我們也利用結巴中 TextRank [8]的關鍵字萃

取 API，可初步找出書籍資料中的多個可能關鍵字，後續再利用 Association 

Rules 探勘找出書籍資料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關鍵字。 

（三） 計算詞語之間的關聯值 

利用分詞獲取各資料中的詞語之後，我們採用 Church 與 Hanks[3]之概念

來計算詞語之間的相關程度，假設詞語 x 與詞語 y 出現在書籍資料中之機率各

為 P(x)與 P(y)，而 x 與 y 同時出現在書籍資料中之機率為 P(x, y)，則詞語 x 與

y 之相關程度 I(x, y)為： 

 

接著，我們應用 Maximizing Set[14]將詞語間相關程度正規化至介於 0~1

之間。Maximizing Set中之Fuzzy Set可表示成  ={(x ,  (x))}, x∈X，其中  

(x)＝  ，F(x)為 Real-Valued Function，X 為 f(x)的值域，inf(x)為 f(x) 的

最小值，sup(x)為 f(x)的最大值。因此，關鍵字之間的相關程度都可以對應到一

個介於0~1之間的模糊值  (x)。我們利用 Spark SQL 對全部關鍵字之Mutual 

Information 進行運算，並將運算後之關聯值資料存入分散式 MongoDB。 

（四） 探勘書籍之關鍵字 

我們應用結巴取出並利用 Association Rules 來探勘該書籍最具有代表性的

關鍵字，我們將「具有關聯性的兩個關鍵字」視為一組具有 2 個 item 的 Frequent 

Itemset，給定固定的信心度，從支持度的最大值開始尋找，第一次出現該 

itemset 時之支持度，則可定為兩個 item 之間的關聯性，計算後的關聯值也

將存入 mongoDB 中提供後續的模糊查詢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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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書籍模糊查詢功能 

我們提出的書籍模糊查詢功能，使用者所輸入的關鍵字，可以透過資料探勘所計算

出的詞語關聯性，找到與關鍵字相關的其他詞語(符合程度為介於 0 到 1 之間的模糊值)。

除了關鍵字，使用者還可輸入分類、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評價分數等多項模糊條

件，每本書籍對於個別模糊條件可以利用模糊邏輯運算求出其符合程度，而且不同條件

可以有不同的重要程度。利用模糊聚合運算同時考量多個模糊條件的符合程度以及這些

條件的重要程度後，可計算出整體符合程度之數值以產生由高至低的查詢結果排序。 

（一） 模糊查詢條件與模糊重要性之輸入與定義 

 
圖 4：模糊查詢條件與模糊重要性之輸入介面 

圖 4 為我們提出的書籍模糊查詢輸入介面，使用者可藉由網頁的點選，輸

入各個模糊條件的查詢需求及其重要程度，使用者可針對每一項模糊查詢條件

選擇其重要程度，以及此模糊查詢條件每個屬性值的符合程度，但關鍵字的符

合程度則是直接由前述資料探勘所計算出的詞語關聯性作為其符合程度。舉例

來說，當某一使用者想要查詢有關“相對論”和“時間旅行”，分類是屬於“自然

科學”或“專業教科書”，出版年份“新一點”，且評價分數“高一點”的書籍。則使

用者可以藉由網頁的點選，選擇關鍵字、分類、出版年份、和評價分數等條件

作為要同時考量的模糊查詢條件，每個條件可以有不同的重要性，我們採用

Ngai[9]的歸屬函數值來表示不同的重要程度(如圖 5)，將最不重要、非常不重

要、比較不重要、普通、比較重要、非常重要、最重要等，重要性由弱至強的

模糊語意分別對應至一個三角形模糊數，以表達不同重要程度的模糊值分布。

不同屬性值符合某一個模糊查詢條件的符合程度可以分為離散型模糊和連續

型模糊兩種[6]，是我們擴展 Galindo 的模糊分類概念[4]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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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重要程度之歸屬函數 

1. 離散型模糊條件：當資料本身為離散型資料，如分類、作者、出版社等，

我們需要點選每個離散屬性值對於模糊條件之符合程度。我們同樣採用

Ngai[9]的歸屬函數值（如圖 6）來描述每個離散屬性值對於其模糊條件的

符合程度，將模糊語意完全不符合、非常不符合、比較不符合、普通、比

較符合、非常符合、完全符合等，符合程度由弱至強的模糊語意分別對應

至一個三角形模糊數，以表達不同符合程度的模糊值分布。 

 
圖 6：符合程度之歸屬函數 

2. 連續型模糊條件：當模糊條件的屬性值本身為連續型資料，如出版年份、

評價分數等，我們採用 type2 型態的梯形模糊數來作歸屬函數之處理，讓

使用者可在一段連續區間中依照其需求來作模糊條件歸屬函數之設定。使

用者只需設定代表完全不符合(0)的值及代表完全符合(1)的值，即可建構

連續數值屬性所對應之歸屬函數。舉例來說，“出版年份新一點”的模糊

查詢條件所設定的出版年份為“2004 年以前”完全不符合，“2014年以後”

完全符合，其建構之歸屬函數如圖 7 所示。 

 
圖 7：出版年份需求之歸屬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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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糊查詢條件與書籍資料之比對 

使用者輸入模糊查詢條件後，我們可先過濾書籍資料庫中完全不符合查詢

條件的資料，留下部份符合每個查詢條件的資料，以節省模糊計算所需花費的

時間及加快後續處理的速度。在模糊查詢條件與書籍資料的比對上，我們需先

計算書籍資料符合每個模糊查詢條件的程度，我們可以採用模糊邏輯理論的相

等可能性[15]來計算模糊查詢條件 A
~
與書籍資料 B

~
之間模糊相等的程度值，利

用 ))](
~

),(
~

[min(sup)
~~

Poss(
X

xBxAB,A
x

  來作書籍資料與模糊查詢條件的比對，依

此方法，我們可以取出資料庫中的書籍資料與模糊查詢條件中對同一屬性值符

合程度較小的部份為兩者比對後之符合程度(先取 min)，而當同一個搜尋項目

中有多個符合程度條件之結果，我們取其中最大的符合程度為最後之結果(再

取 sup)。關鍵字的模糊比對是直接以資料探勘得出的詞語關聯性來計算符合程

度，舉例來說，當模糊查詢的關鍵字為“時間旅行”時，假設有某一本書籍的

簡介中含有“時光旅行”、“時間穿越”、“穿越時空”等三個相關詞語，與“時

間旅行”的關聯程度分別為 0.84、0.52、0.67，則此書籍與“時間旅行”關鍵字

模糊查詢條件的符合程度即為 sup[0.84,0.52,0.67]=0.84。至於關鍵字之外的其

他模糊查詢條件，由於書籍資料的屬性值皆為非模糊的明確資料，因此，我們

只需要進行明確資料分別與離散型和連續型模糊查詢條件之間的比對。 

1. 當查詢條件為離散型模糊條件，書籍資料為明確資料時，則與書籍資料具

相同屬性值的最大三角模糊數為其符合程度。例如當分類名稱的模糊查詢

條件為"自然科學→完全符合"、"專業教科書→普通"，如果某一書籍資料

同時屬於"自然科學"和"專業教科書"兩個分類，由於完全符合大於普通符

合，則其模糊比對結果為取最大值(sup)的完全符合三角模糊數(1,1,1)。 

2. 當查詢條件為連續型模糊條件，書籍資料為明確資料時，則其符合程度為

書籍資料對應至此連續型歸屬函數的 y 座標值(Membership Value)。例如

當出版年份的模糊查詢條件為"2014 年以後→完全符合"、"2004 年以前→

完全不符合"時，假設某一書籍的出版年份為 2012 年，則其符合程度即為

2012 年對應至“出版年份新一點”模糊查詢條件歸屬函數的 y 座標值

0.8(如圖 8)，而另一本 2008 年出版的書籍對於此模糊條件的符合程度則只

有 0.4，可以根據不同的出版年份來區別不同的符合程度。 

 

圖 8：連續型查詢條件與明確數值之比對 

（三） 進行模糊聚合運算以產生符合程度排序 

經過模糊條件與書籍資料比對後，會產生每一筆書籍資料對於所有模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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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符合程度，我們須將此筆資料對於所有模糊條件的符合程度與重要程度進

行聚合運算，以得到一個整合所有模糊條件之整體符合程度值來加以排序。我

們預計採用 Fuzzy TOPSIS [2]的概念，來整合所有的模糊條件。所有模糊查詢

條件的符合程度及重要程度可能為三角模糊數或 Membership Value，為了整合

各種不同可能的資料型態，第一步須先將所有符合程度及重要程度值都正規化

成為三角模糊數。其次，為了將 Fuzzy TOPSIS 中的模糊決策矩陣進行重要性

加權，我們可以應用三角模糊數之乘法定義[7]將模糊查詢條件的符合程度及重

要程度值進行乘法運算。最後，為了將每一筆資料對於所有模糊條件的符合程

度與重要程度進行聚合運算，我們可以應用 fuzzy weighted average (FWA) [1]

運算，以 運算求出每一筆書籍資料整合考

量所有模糊條件後的整體符合程度，由於每個重要程度 wi和符合程度 都已正

規化成為三角模糊數再進行聚合運算，FWA 的計算結果得出的整體考量符合

程度仍為由三角模糊數組成的式子。為了讓整體符合程度能進行排序，方便使

用者瀏覽和點選模糊查詢結果，我們採用 T.Y. Tseng [10]提出計算三角模糊數

重心值之方法，利用計算三角模糊數的重心值 ，將經聚合運

算後的三角模糊數進行解模糊化(defuzzify)，得到一個介於 0~1 之間的明確數

值，以產生符合程度的數值排序結果呈現給使用者。 

四、 協同過濾推薦機制 

透過分析不同使用者對於書籍的活動紀錄，包括是否點選書籍、收藏書籍、分享書

籍，可以找出使用者之間的書籍喜好相似度，也可以找出比較受到大眾青睞的熱門書

籍。本論文提出之查詢系統除了輸入模糊查詢條件以獲得書籍符合程度的排序外，會再

輔以協同過濾機制，讓使用者也可以同時參考這些符合書籍的熱門評分，或進一步得到

協同過濾的書籍推薦，包括書籍喜好相似度高的其他使用者所收藏或分享的書籍、以及

同類別書籍的熱門評分排序。本論文的書籍協同過濾推薦機制包含相似度推薦和熱門評

分推薦，如圖 9 所示。 

 

圖 9：書籍協同過濾推薦機制 

（一） 協同過濾的相似度推薦 

協同過濾的推薦系統中，常以餘弦相似度(Cosine Similarity)[5]、皮爾森相

關性相似度(Pearson Correlation-based Similarity)[11]、以及調整餘弦相似度

(Adjusted Cosine Similarities)[12]來計算任兩位使用者之間的相似度。由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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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計算的評價值為是否有書籍收藏或書籍分享，其評價值只有 0 (沒有)或 1 

( 有 ) ，不會存在評價基準不同的問題，因此我們採用餘弦相似度

來計算使用者之間的相似度，此方法除了能

夠應於二維空間中，亦可應用在多維空間上，透過兩個 n 維向量 計算它

們之間的夾角 ，在比較兩使用者之間的相似度時，其結果不能為負數， 的

範圍必介於 0 到 1 之間，0 代表兩使用者完全不相似，1 代表兩使用者完全相

似。我們利用餘弦相似度定義書籍分享相似度和書籍收藏相似度如下： 

1. 兩位使用者 與 的書籍分享相似度為  ，

其中 是指使用者 與 曾分享過的書籍聯集中的第 本書籍， 是使用者 是

否分享過第 本書籍， 是使用者 是否分享過第 本書籍， 與 皆為布

林值，若分享過則為 ，沒有則為 。 

2. 兩位使用者 與 的書籍收藏相似度為  ，

其中 是指使用者 與 曾收藏過的書籍聯集中的第 本書籍， 是使用者

是否收藏過第 本書籍， 是使用者 是否收藏過第 本書籍， 與 皆為

布林值，若收藏過則為 ，沒有則為 。 

3. 兩位使用者 與 的喜好相似度可由書籍分享和書籍收藏相似度求得： 

， 與 分別為書籍分享相似度的權重值與書籍收藏相似度的權重值，

且 。 

（二） 協同過濾的熱門評分推薦 

書籍受到整體使用者的點選、分享、收藏越多次，代表此書籍越熱門，但

是書籍的點選、分享和收藏這三種不同動作對於熱門評分的相關性(或貢獻值)

應有不同。點擊書籍代表使用者只是有興趣去瀏覽此書籍資訊，與熱門書籍的

相關性較低；收藏書籍代表使用者瀏覽此書籍資訊後產生興趣，進而收錄此書

籍在自己的收藏列表中，與熱門書籍的相關性較高；分享書籍代表使用者瀏覽

此書籍資訊後，覺得此書籍資訊值得分享給其他人，與熱門書籍的相關性最

高。以這三種不同動作發生的次數來看，一般而言，書籍被點擊的次數一定是

最多，書籍被收藏的次數會少很多，而書籍被分享的次數最少。 

我們可以針對不同動作訂定不同的權重來計算每本書籍的熱門評分：

，其中 S 表示該本書籍被分享的總次

數，T 表示該本書籍被收藏的總次數，C 表示該本書籍連結被點擊的總次數，

、 與 表示各項動作的權重值， 。 

書籍模糊查詢的查詢結果如圖 10、圖 11 所示，透過模糊聚合運算與相似度的計算，

本系統會將所有符合查詢條件的書籍，依綜合考量的符合程度或協同過濾的喜好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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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至低列出給使用者，使用者能利用頁面左上角的按鈕切換以符合程度的查詢結果或

相似度的推薦結果來顯示書籍的排序，不論使用者選擇哪一種方式，在符合程度/相似

度的旁邊，我們會顯示該本書籍的熱門程度供使用者做為參考，也可以點選依熱門程度

排序來列出這些書籍熱門程度由高至低的排序，讓使用者能夠輕易的獲取有興趣的書

籍。使用者可以點選書名快速進入書籍頁面查看詳細資料，或是透過每本書籍右側的按

鍵，可點選收藏按鈕來收藏書籍資訊至個人清單或點選分享按鈕將此書籍分享至社群網

站，而這些使用者的行為會回饋給本系統進行協同過濾推薦的資料探勘。 

 

圖 10：依綜合考量的符合程度高低顯示書籍排序 

 

圖 11：依綜合考量的喜好相似度高低顯示書籍排序 

參、 結論 

傳統網路書店的書籍搜尋服務會遭遇幾個問題，包括無法區別不同書籍對於查詢條

件的不同符合程度、無法區別不同查詢條件在使用者心目中的不同重要程度、以及無法

同時考量多個不同查詢條件的符合程度和重要程度以篩選出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書籍

排序。為改善上述問題，本論文使用深度學習與資料探勘技術來開發具協同過濾推薦功

能的書籍模糊查詢服務，可以提供下列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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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具深度學習功能的 Crawler，可以到各個不同的網路書店和圖書館自動擷取書

籍資料，並利用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自動進行書籍的分類，再將取得之書籍資

料存入雲端資料庫中。 

二、 利用資料探勘計算詞語關聯性，計算在所有書籍簡介中任兩個詞語之間的 Mutual 

Information，來定義兩個關鍵字詞語之間的關聯程度。以及利用 Association Rules

來探勘找出每本書籍的關鍵字。再將計算找出的詞語關聯值以及書籍關鍵字存入

MongoDB 中供書籍模糊查詢服務使用。 

三、 提供書籍模糊查詢功能，讓使用者可以依照自身的喜好需求，輸入所要搜尋書籍的

模糊查詢條件及其重要性，整合考量所有書籍資料對於各個查詢條件的符合程度與

重要程度後，透過模糊聚合運算可求得真正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查詢結果排序。 

四、 提供協同過濾推薦功能，根據不同使用者在網站上的活動情形（例如是否點選書

籍、收藏書籍、分享書籍等）進行統整運算，可以找出書籍喜好相似度高的其他使

用者所收藏或分享的書籍來進行推薦，也可以透過群體協同機制分析哪些書籍比較

受到大眾青睞，計算出每本書籍的熱門評分讓使用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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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query of books at online bookstores. First, 

different books may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satisfaction to users’ query requirements. 

Traditional query of books is limited in its abilities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 issues of 

fuzziness. Second, different conditions may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ortance in users’ 

opinions. Traditional query of books cannot differentiate the importance of one condition 

from that of another. Third, several conditions cannot be considered simultaneously to rank a 

book based on their degrees of satisfaction and degrees of importance. To alleviate the 

mentioned problems, we propose a fuzzy query system for books through data mining and 

deep learning. First, a crawler is developed to gather and analyze books at online bookstores 

and libraries. Deep learning is applied to classify books into categories. Second, a data mining 

approach is proposed to obtain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words in book data. We 

utilize mutual information to compute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words, and utilize 

association rules to mine keywords for books. Third, a mechanism is proposed to state fuzzy 

queries by fuzzy conditions and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fuzzy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degrees of importance. Finally, the recommendation of books is made by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The similarity of users and the popularity of books can be computed based on the 

clicking, collecting, and sharing of books by all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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