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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今科技進展快速的時代，發想新研究方向是重要且需跟上趨勢的任務。在論

文數量快速成長下，如何以適合的分析方法有效率的利用資源是值得探討的議題。過

往多以主題偵測與追蹤方法進行分析，未考慮使用者的背景知識與喜好，且以廣泛的

關鍵字表達，無法有效幫助發想新研究。本研究提出以階層式隱性樹分析先找出潛藏

在過往研究中的主題及關鍵字，以混合式推薦法綜合考慮主題趨勢、熱門程度及使用

者喜好，推薦出適合的主題，再設計一學術論文標題生成法將關鍵字轉變為通順的標

題，期望能讓研究人員快速獲得符合自身興趣且清晰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研究方向發想、階層式主題架構、個人化推薦系統、標題自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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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研究趨勢與階層式主題架構於研究題目之產生與推薦 

壹、 導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全球各國競爭趨於激烈，為了增加自身競爭力，各國更加重視學術研究所帶來

的科技發展，期望能夠利用創新的研究及科技增強國力，而在現今這個時代，科技及知

識的進展更是快速變化(劉鎮寧、張瑞娟，民 99) 因此發想新研究方向成為一件重要且

需要跟上時代趨勢的任務。而在進行學術研究時，研究人員首要面對的工作便是要訂定

研究方向，在發想新研究方向時，需要對該領域過往的研究論文進行主題的整理與趨勢

的分析，以找出適合自己且更有價值的研究方向。 

Jinha (2010)指出，自 1900 年開始全球的論文出產量呈現指數成長，甚至在(Boon, 

2016)的調查中發現從 21 世紀開始，全球的學術研究論文數量大量增加，每一年有著 4-

5%的增加量。因此若能利用現今進步快速的電腦運算能力設計一適合的分析方法，快速

的從數量如此龐大的學術論文中尋找、分析其中的關聯與特點，從而協助使用者發想新

研究方向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過往有許多學者嘗試以文字探勘的技術自動萃取文件的主題並追蹤其發展的趨勢，

提供研究人員在研究方向的決策時有更多的依據(Ogawa & Kajikawa, 2017; Zhang et al., 

2016)，除了一般常見單純以時間區段來分析不同主題的熱門程度外，也有試圖以不同區

域，不同期刊來進行更細化的趨勢分析(Sun & Yin, 2017)，然而以往許多主題萃取與趨

勢分析的研究，會使用文件分類演算法與主題模型等方法，將文件的字詞分派到某個主

題之下，再以這些字詞來代表該主題所代表的義涵。而主題的命名則是由人力去觀察其

中的關鍵詞，再去推敲字詞之間的關聯性來決定(Chen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6)，而

後在描述熱門主題及主題趨勢時也都是以剛剛的命名與該主題下的關鍵詞來做為代表

顯示給使用者。這樣的方式雖然能產生一些主題及關鍵字，但以研究人員的角度來看仍

需要以這些相當廣泛的字辭去搜尋閱讀相關論文，難以單從關鍵字便能清晰的知道可以

進行的研究方向。而以學術文章來說，文章標題通常會清楚得呈現該研究的精神，不會

包含太多不相關的字詞，也不會使用意義過於廣泛的詞彙，而是以最剛好的方式清楚描

述文章的內容與方法(Hartley, 2005)，因此若是能以題目的格式與精神來呈現欲推薦的主

題，相較之下研究人員應該比較能夠理解能夠進行的方向。 

除此之外，過去的研究也大多專注在一個很廣泛的領域，將其分為數個子主題(Sun 

& Yin, 2017; Zhang et al., 2016)，鮮少考量到在如此廣泛的領域中，也許使用者只對其中

幾個子主題較有研究，那麼當系統推薦某個熱門主題時，若非熟悉的領域，也難以展開

研究，甚至不易評估該主題與自己熟悉領域的相關性或是否存在跨領域的機會，那麼實

質幫助其實有限。因此若是能夠考慮使用者的背景知識、領域與喜好，則可以選出較相

關的熱門主題，提升推薦的品質。 

隨著網路世代的來臨，人們獲取知識與資訊的方式正在改變，以前必須依靠多方閱

讀，從書籍、報章雜誌中尋找有用資訊的來源。而現在因為網路的便利性，只要想知道

某個主題的知識或是某個人、事、物的相關資訊，只要在網路搜尋引擎上輸入關鍵字，

即可獲得大量的相關資訊，也因為這樣的行為模式變化，搜尋引擎已經成為人們主要的

知識查詢工具。其中以 google search 為全球民眾最常使用之搜尋引擎(Allen, 2017)。當

使用者在搜尋引擎上查詢某關鍵字時，這樣的動作也很直接的代表了使用者對此關鍵字

感興趣，而由 google 所開發的 google trend 可以用來追蹤某個關鍵字隨時間或區域的熱

門程度變化，因此透過 google trend 可以獲得全球使用者在不同時間點對某個關鍵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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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程度，若能將這樣考量時間性的關注程度納入每個主題的新穎度計算中，應該能夠

找出更貼近當下的熱門主題。 

而在標題自動生成技術部分，過去 Lopez, Prince, and Roche (2014)等人曾做過一連

串的研究，嘗試將本來沒有標題的一般文件(如電子郵件、新聞、網路文章…)，利用文

字分析找出重要句子及其關鍵字詞，根據現有一般文件標題特性，組成一個能夠包含文

章內容主軸的標題。然而其所分析之一般文章標題主要以名詞片語所組成，這樣的特性

在學術論文標題部分並不是相當符合。觀察現有之學術論文，其標題除了名詞片語之外，

還包含了如連接詞、介係詞…等其他詞性的字詞，連接各個名詞片語，以表達名詞片語

間的關係與標題整體的意思。因此若能考慮學術論文標題特性，參考原有之標題自動生

成方法，應該能使生成的標題更加符合一般常見的學術論文標題型式，並使使用者更加

理解該標題所隱含的研究主題及方向。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背景，研究人員在研究方向發想時，需要大量閱讀該領域過往的研究，

並進行主題整理與分析，藉此得知比較熱門的主題與其趨勢，再評估自己的專業領域來

訂定研究方向與題目，而在現今這個資訊過載的時代，以人工的方式進行這些工作所需

要的時間與精力都非常巨大。 

雖然已有些研究試圖以文件分類與主題模型等方法自動整理過往的研究，但是其中

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如以關鍵詞呈現給使用者較為不明確、沒有考慮到使用者的背景知

識與專長、甚至是以往只專注在期刊論文上，其新穎程度是否適合等這些問題都使得以

往的研究沒那麼適合應用在幫助研究人員找到適合的研究方向，因此本研究試圖以下列

方式建立個人化的推薦適合研究方向之系統。 

1. 以主題偵測的方法歸納出文件的主題並分析近年來的研究趨勢 

2. 將 google trend 納入主題趨勢的分析，以期得到更符合現實的主題新穎程度。 

3. 綜合分析主題趨勢、熱門程度及使用者喜好來找到適合的主題。 

4. 將適合的主題運用標題自動生成方法產生清楚的研究方向推薦給使用者。 

透過上述的方法期望本研究能夠改善舊有模式下的部分缺點、降低研究人員在進行

方向發想時所需的工作量，並推薦出適合的研究方向。 

貳、 文線探討 

一、主題偵測與追蹤 

主題偵測與追蹤(Topic detection and tracking)起源於 1996 年，希望能在人力不介入

之下從新聞串流中偵測出主題的技術。而後於 1997 年，第一個主題偵測與追蹤系統被

實作了出來(Allan, Papka, & Lavrenko, 1998)，至今已有相當多的學者投身於此領域中，

從一開始的文件分群技術發展，演變出更為複雜的主題模型，其概念為，如果一篇文件

在講某個主題，那麼該主題相關的字詞就會出現較多次，而其他不是該主題的文章就會

比較少使用這些字詞，所以主題模型便利用文件的字詞統計數字進行分析，找出文章中

所包含的主題與各個主題所占的比例。基於這樣的概念，許多學者運用不同的運算方式

提出多種主題模型，如 Deerwester, Dumais, Furnas, Landauer and Harshman(1990)應用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LSA)方法找出文件中的主題，及運作原理為將原本的文件－字

詞矩陣，利用線性代數中奇異值分解的方式，得到文件－隱藏主題與字詞－隱藏主題這

兩個矩陣，分別代表每一篇文件所隱含的主題及每一個文字跟主題間的關聯強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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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mann (1999)加入文字與文件共同出現與機率的概念，提出 Probabilistic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PLSA)。Blei, Ng, and Jordan (2003)則再將 dirichlet distribution 的概念加入提出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將文件集合輸入模型後可以學習出每篇文章的各主題機

率分佈，與每個主題內各字詞的機率分佈，然而在 Lu, Mei, and Zhai (2011)的整理中發

現，LDA 的表現在主題模型中大多都是較佳的，而 LDA 與 PLSA 雖然表現不相上下，

但是在文件分群及文字分類兩種與本研究較相關的作業中，LDA 比 PLSA 表現要好，因

此本研究將更深入研究 LDA 的其他延伸模型。 

Blei and Lafferty (2006)等人加入時間因素提出 dynamic LDA 的概念，以此來得到不

同時間下每個主題的分配，(Sun & Yin, 2017)也模仿其方法，把主題區分成不同的區域、

期刊及時間，去觀察運輸領域相關研究的趨勢。而在主題結構方面，許多學者並不滿足

於原本 LDA 扁平的主題架構，認為階層性的主題結構能夠給讀者較清楚的概念，尤其

在學術論文的主題分析上，更是可以得到較全面的資訊(Chen et al., 2017)，然而比較過

往幾種不同的階層性主題偵測方法(Blei, Griffiths, & Jordan, 2010; Paisley, Wang, Blei, & 

Jordan, 2015)，都有一共通問題，即為需要人工定義主題的階層架構，這樣不僅費時費

工，更限制了模型的學習過程，因此 Chen et al. (2017)發展出了新的學習演算法－

hierarchical latent tree analysis(HLTA)，此方法將所有字詞先分派到一個小主題下，再將

小主題分派到中主題下，在將每個中主題分派到大主題下，每次分派時都考慮到主題間

字詞的相關程度，並利用 uni-dimension test (UD-test)測量每一個主題下關鍵字詞的領域

一致性(Schwarz, 1978)，將領域一致的留在該主題內，不重複的則從主題中刪除。重複

上述步驟，以此形成一個階層性的主題架構。然而在其方法中，並不允許一個字詞被分

配到不同的主題之下，這樣的條件也使得階層的建立受到限制，影響到主題之間相關程

度的計算。同時此模型也並未加入時間因素，這使得觀察趨勢的任務較為困難。 

綜合以上所述，在主題偵測與追蹤上，依據先前學者之研究將選擇主題解釋能力較佳的

主題模型，而主題模型中又以 LDA 表現為最佳也最適合本研究的情境，然而各種 LDA

的延伸仍各別存在些許缺點，因此本研究將結合 dynamic LDA 與 HLTA，以得到兼具時

間因素與階層性的主題架構，並嘗試改善其缺點。 

二、個人化推薦系統 

隨著網路上快速成長的資訊量，使用者要從網路上搜尋到想要的資訊以經越來越不

容易，縱使網路上存在許多具進階過濾條件功能的搜尋系統，系統回傳的搜尋結果數量

依舊相當龐大，使用者仍須逐筆查閱並過濾掉無關的資訊，因此推薦系統的重要性不言

可喻。推薦系統通常以使用者的喜好或是過去的使用習慣做為依據，去尋找並推薦其有

可能有興趣的資訊，減輕使用者在搜尋及過濾上的負擔。 

為了提升推薦項目的品質，使其更貼近使用者的興趣，個人化的推薦系統會針對使

用者資料、歷史使用紀錄、評分狀況…等進行分析，藉以預測其喜好。過往的推薦系統

主要可以分為三類(Lü et al., 2012)，分別為內容基準推薦(Content-based recommendations)、

協同推薦(Collaborative recommendations)及混合式推薦(Hybrid approaches)，以下將詳細

介紹這些方法： 

1. 內容基準推薦(Content-based recommendations)：此方法假設使用者的喜好不會

改變，所以會將與其過往感興趣的項目有相似特徵的項目推薦給使用者。例如

在論文查詢系統中，若使用者時常下載具有某些關鍵字的論文，則系統會認為

其對該關鍵字有興趣，便會推薦也具有此關鍵字的論文。 

2. 協同推薦(Collaborative recommendations)：此方法則會參考其他使用者之過往

評分記錄，將推薦與目標使用者有相似喜好的那些使用者所感興趣的項目。 

3. 混合式推薦(Hybrid approaches)：此方法顧名思義即為同時採用內容基準推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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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推薦，能夠較有效的符合不同種類的使用者需求，並能解決例如 cold start…

等推薦系統常見的問題。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以混合式的方法來建立研究方向推薦系統，期望能考量到較多不同

面向的需求，推薦出符合使用者的喜好與現今研究趨勢的主題關鍵字詞，並期望能解決

其他的推薦系統常見的問題。 

三、標題自動生成 

標題產生(Title Generation)的部分首先可參考 Lopez, Prince, and Roche (2011)所提出

的 Automatic Titling Approach，原本的想法是為了將沒有標題的文件產生一個合宜的標

題，可以應用在網路文章或電子郵件系統中，若是文件沒有給定標題，可以透過分析文

件內容先找出關鍵字詞，將其前後字詞納入組成片語，再透過權重來選出適當的名詞片

語做為標題。 

然而如同緒論所述，上述方法只生成一個名詞片語為標題，並不適合用來產生學術

論文的標題。為了符合本研究之目的，將設計新的標題自動生成方法，首先，參考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NLG)經典渠道模型-typical pipeline model(Reiter & Dale, 2000)，主要

可以分為三個步驟： 

1. 文件規劃(Document Planning)：蒐集相關的字詞及現有的同類型文件，並訂定

生成文字的語意目的，如「敘述」、「說明」等等。 

2. 句子規劃(Sentence Planning)：選擇合適的字詞與句法結構，並將選出的字詞整

合進入該句法結構中，形成通順的句子。 

3. 表層實現(Surface Realization)：將所生成的句子結合並套用一般自然語言的形

式，成為真正的自然文件，如句首字母大寫、標題字母大寫等。 

在標題自動生成部分，標題及為一個句子也代表要生成的整份文件，因此在文件規

劃部分，將先分析學術論文標題的特性。而 Jamali and Nikzad (2011)發現，主要可以將

論文標題分成三大類， 

1. 宣言型標題(Declarative titles)：說明主要的研究發現及結論。 

2. 描述型標題(Descriptive titles)：僅描述文章主題而未說明結論。 

3. 疑問型標題(Interrogative titles)：以問句的方式引出主題。 

本研究將以上述三種類型標題作為文件規劃中的標題目的。而在句子規劃與表層實

現部分，則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方法(Rivindu & Parma, 2017)，包括以人為方式定下各種字

詞規則的 rule-based 方法、以訓練資料的統計資訊作為輔助的 Statistical 方法、以現有

文件作為模板將字詞填入的 Template-based 方法以及最近快速發展的 Neural network-

based 方法。其中 rule-based 方法需要花費大量人力及時間，手工建立各個字詞的文法規

則，因此並不適合本研究。而在 Neural network-based 方法上，雖然有許多學者發現其在

自然語言生成的一些項目中表現良好，如自動摘要、對話產生及機器翻譯等(Sutskever, 

Vinyals, & Le, 2014; Luong, Pham, & Manning, 2015)。但是觀察其方法及結果，卻發現在

語意的關聯性與串聯上有良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想在幾句之內快速的轉換所描述的主題

時則表現較為不佳，考量本研究想生成的論文標題及為常包含多個主題於單一句子的後

者，因此 Neural network-based 方法也不適合本研究。Deemter, Theune and Krahmer (2005)

則指出 Template-based 方法可以利用現有的模板解決文件規劃與表層實現兩個部分，並

有著文法正確及較易閱讀的特性，且 Mairesse, Gašić, Jurčíček, Keizer, Thomson, Yu and 

Young (2010)指出若能以融合 Statistical 方法，所生成的句子會更符合自然語言，也發現

引入統計方法後，以片語的方式代替原來的單個字詞，能夠達到比較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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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方向推薦系統共分為資料收集與前處理模組、主題偵測模組、研究機

會排名模組與標題自動生成模組，方法架構如圖 1 所示。本章節將簡單介紹個模組的功

能。 

二、文字前處理模組(Text Preprocessing) 

本研究使用電腦程式從學術網站中依照發行年分收集各期刊之文章，並將所需的資

訊(如標題、作者、摘要及關鍵字…等)擷取出來，並進行文件前處理。前處理包括斷詞

與詞性處理(tokenizer)，字詞還原(stemming)與停用字移除等步驟。經過上述步驟可將原

本摘要中的文字斷成一個一個的字詞，而後在將字詞還原為原型，最後再利用停用字清

單將較無意義的字詞刪除後保留下的字詞以供後續使用。 

三、特徵處理模組(Feature Processing) 

在此模組中，會將經過文字前處理的文件利用詞袋模型來進行特徵擷取以組成特徵

空間，之後使用 n-gram 將文字進行組合，輔以 tf-idf 找出重要字詞，識別出在文章中具

有前後意義的特定字詞組成特徵字詞清單，再以此清單建立特徵字詞空間，並將所有論

文文章依據特徵字詞出現次數投射至該空間中，取得每一篇文章的特徵文字向量。 

四、階層式主題偵測模組(Hierarchical Topic Model) 

參考 Chen et al. (2017)之方法，將階層主題架構以結構樹(structure)的方式呈現，結

構樹中所有的葉子(leaf)為顯性二元變數(node)，代表著該節點的特徵字詞是否有在一份

文件中出現，而除了葉子以外的節點則皆為隱性變數，代表其所有子節點(children)在一

份文件中的共同出現機率是否有超過門檻值。 

為了建構出階層式主題架構，本研究修正並使用 HLTA 演算法以偵測主題相近的特

徵文字，並將其歸屬至同一隱性變數，在此稱之為主題島，圖 2 為建構一主題島之範例，

首先將特徵字詞清單的字詞當作子節點，找出中 mutual information(MI)值最高的兩個特

圖 1：研究方向推薦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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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字詞如(a)，而後再找出與此對特徵字詞有最高 MI 值的字詞如(b)組成初始主題島，此

後每一輪都嘗試加入與主題島有最高 MI 值的特徵字詞如(c)，並進行 UD-test，測試是否

主題內字詞領域一致性夠高，測試通過則在嘗試加入下一個特徵字詞如(d)，若是沒有通

過則將 UD-test 所分出來的 model1(有包含最高 MI 值的主題島)輸出成為主題島如(e)。 

將所有字詞都分至第一層的主題島之後，再將第一層所有主題島當作子節點重覆此

流程，變可以建構出一階層式主題架構。接著再利用 MI 值找出每個主題島中最具代表

性的字詞當作其代表字詞。最後利用此主題架構建構出主題空間，再次將所有論文文章

依據主題代表字詞出現與否建構文章主題向量。 

五、研究機會排名模組(Research opportunity Ranking ) 

根據階層式主題偵測模組所建構出的階層式主題架構，分析使用者提供之資訊與論

文作者的撰寫喜好，並為每一個主題計算熱門程度及趨勢變化分數，並利用目標使用者

與每位作者的相似度及主題間之相關程度，計算協同過濾與內容基準的分數，最後利用

不同的權重將各種分數進行調和，混合式推薦方法，選出較適合使用者且具有研究機會

與價值之主題，之後將各個推薦的主題輸入下一模組進行標題自動生成。以下將介紹各

分數的計算方法與推薦系統的運作方式。 

1. 熱門程度分數 

熱門程度為一個主題在該年度被該領域學者所關注的程度，愈多人撰寫相關的

主題及代表該主題愈熱門，因此以主題被幾篇該年度發表的期刊論文提及次數

作為指標。 

2. 趨勢變化分數 

在本研究中分為期刊趨勢以及 Google 趨勢，期刊趨勢變化為一個主題在近年

來的熱門程度變化趨勢，將檢視其是個逐漸沒落或漸漸興起的主題，熱門程度

逐年上升的主題，趨勢變化分數則會越高；Google 趨勢則是利用 Google Trend

查詢主題中所有代表字詞在近年來的平均搜尋指數，平均搜尋指數代表了大眾

對該字詞感興趣的程度，進而代表該主題在搜尋引擎中的查詢熱度變化。最後

將這兩種分數由不同權重值進行線性相加組成單一的趨勢分數。 

3. 協同過濾分數 

在進行協同過濾之前，需要先辨識出目標使用者(target user)與其他使用者其有

興趣或是喜好的主題，本研究將資料集中的論文作者視為其他使用者，根據其

發表過的期刊論文搭配階層性主題架構建立使用者對每個主題的喜好程度，再

利用目標使用者與其他使用者之喜好向量相似度計算每個主題的協同過濾分

數，以此方法與目標使用者相似的其他使用者所喜愛的主題會得到較高的分數。 

4. 內容基準分數 

推薦出與使用者喜好較相關的主題，須先分析每個主題之間的相關程度，在此

本研究將以階層式主題架構協助相關程度分數的計算，計算方法以主題間的

MI 值為主，以此方法，與目標使用者喜好主題相關程度高的主題會得到較高

圖 2：主題島建構流程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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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基準分數。 

 在計算完上述四種分數之後，會為其各自設定權重值，將四種分數進行線性相加，

得到最後的推薦分數，再從其中選擇分數較高的輸出至標題自動生成模組進行後續的標

題生成。 

六、標題自動生成模組(Title Generation) 

在此模組中，藉由上階段所推薦的主題與其代表字詞，將代表字詞利用本研究提出

的標題自動生成方法，組成較容易理解的標題形式輸出給使用者。而標題的自動生成流

程如圖 3 所示，首先會對所有現有標題進行名詞片語的辨識，接著利用辨識出來的名詞

片語及搜尋引擎的協助將要推薦之主題代表字詞進行擴充，形成名詞片語的型式，最後

使用分類器將現有標題分成前面所述的三種標題，取其最常出現的句法結構當作模板，

以搜尋引擎作為評分方法，將代表字詞擴充出的名詞片語選擇最適合的名詞片語替換進

模板之中，形成適合、通順的標題，此模組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3：標題自動生成模組架構圖 

肆、 實驗結果 

在此部分，為了降低減少人為評估的方式，本研究將利用 2015 年為分界點，在之前

所 2015 前發表的 2153 篇論文當作分析及訓練的資料集，2015 後發表的 1271 篇論文則

當作答案資料集，藉以驗證本研究各方法的效果。而因應本研究之個人化推薦方法，只

以分界點兩邊都有發表著作的作者進行實驗，在總共 5241 名作者中取了 679 名測試者，

以這 679 名作者輪流當作目標使用者，以他們在分界點前的著作包含的主題建立其對主

題的喜好程度，並嘗試為其推薦適合的主題，再以 2015 以後的著作來驗證是否有包含

系統推薦的主題。以下將說明實驗的設計及結果。 

一、實驗一：在趨勢分數加入 Google Trend 於主題推薦之效果。 

 在此將先實驗在評估主題趨勢時，加入 Google 趨勢是否有幫助，首先設計了三種

分數計算方式，分別為熱門程度+期刊趨勢、熱門程度+Google 趨勢及熱門程度+期刊趨

勢+Google 趨勢，並以 Precision、Recall、F-measure 與 Accuracy 來進行效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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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 4 中可以看出，三種方法中以熱門程度+期刊趨勢+Google 趨勢這樣的推薦方

法效果最佳，然而熱門程度+期刊趨勢在所有情況下也都比熱門程度+Google 趨勢的效

果要好，因此可以推論主題的在主題的推薦上，不考慮個人化因素下，基本上期刊趨勢

比 Google 趨勢更為重要，但是若能同時考慮兩種分數，將能夠包含到比較多不同的情

況，在主題的推薦上將更為準確。 

二、實驗二：加入個人化因素(協同過濾及內容基準分數)於主題推薦之效果。 

在此實驗中，將主要實驗加入個人化因素後，在主題推薦上是否有幫助，首先定義

過往研究只使用的熱門程度與期刊趨勢綜合分數為基本法(base)，其次本研究設計了五

種分數計算方式進行比較，分別是全部分數、基本法+Google 趨勢+協同過濾、基本法

+Google 趨勢+內容基準、協同過濾+內容基準與基本法+Google 趨勢，並進行推薦效果

的評估。 

 

圖 4：不同趨勢分數計算方法推薦表現。其中 hot+JT+GT 代表熱門程度+期刊趨勢+Google 趨

勢；hot+JT 代表熱門程度+期刊趨勢；hot+GT 代表熱門程度+Google 趨勢 

 

圖 5：加入個人化因素的推薦效果表現(一)。其中 All 代表全部分數；base+GT+CF 代表基本法

+Google 趨勢+協同過濾；base+GT+CB 代表基本法+Google 趨勢+內容基準；CF+CB 代表協同

過濾+內容基準；base+GT 代表基本法+Google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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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5及圖 6中可以看出，在除了Recall這個指標外，皆以全部分數及基本法+Google

趨勢+內容基準分數的方法較佳，而在推薦主題數目較多時，又以全部分數來進行推薦

效果較佳，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在加入個人化因素後，確實能夠有效的提升主題推薦的

準確率，其中又以內容基準的推薦法效果較為顯著，然而協同過濾的方法也能有效的提

升整體推薦的穩定度。 

實驗三：不同形式之研究方向呈現方法啟發性比較。 

 在此將將測試讀者對於標題句(Title)、名詞片語(NP)及關鍵字詞(Keywords)這三種型

態的研究方向啟發性，利用所生成的 100 句研究方向標題，讓讀者一次觀看三種研究方

向表達型態中的兩種，並選擇較能啟發讀者對於研究方向想法的型態。 

由圖 7 可以看出，在標題－關鍵字詞(Title_word)與名詞片語－關鍵字詞(NP_word)

這兩個比較之下，都是關鍵字詞的另一方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由此可見，之前以關鍵字

詞呈現的方式，對於讀者來說是相當沒有啟發效果的，而在標題－名詞片語(Title_NP)的

比較中則可以發現，仍然是標題句的型式較受到喜愛，但也有部分標題在文法較不通順

時，讀者比較會認為名詞片語有較高的啟發性。 

 

 
圖 7：研究方向呈現型式啟發性比較直條圖。 

 

 

0

20

40

60

80

100

120

Title_NP Title_word NP_word

Inspiration

Title NP Keywords

圖 6：加入個人化因素的推薦效果表現(二)。圖例代號如圖 5 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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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先以階層式主題模型，分析出潛藏在過往論文中的主題，在以個人化的

推薦方式推薦出適合的主題，最後設計一學術文章標題自動產生方法將這些主題關鍵字

組合成通順的標題推薦給使用者。進行主題的推薦時，除了以往常考慮的因素外，更加

入了 Google Trend 以及個人化因素，在實驗中也證實了加入這些因素，能夠使主題的推

薦更為準確。而本研究所設計之標題生成演算法，也能夠生成文法通順、語意表達清楚

並擁有研究方向啟發性的標題句。 

因本研究在研究方向推薦時，只考慮了在期刊論文中出現過的字詞當作關鍵字，未

來可以嘗試加入不同的資料來源，在新穎性與嚴謹性上作一個調整，讓系統可以在確保

研究方向皆為可行的狀況下，找出更多更新穎的字詞及主題，推薦給使用者，讓使用者

能夠在研究方向發想上，有更大的突破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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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era, technology progresses rapidly,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new research idea 

and to keep up with trends. With the growth number of papers, how to use resources with 

appropriate analysis methods is an issue worth to exploring. In the past, topic detection and 

tracking methods were mostly used for analysis. They did not consider the user's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preferences, and they were expressed by general keywords, which is not 

effectively to help researcher developing new research idea. This study proposes a framework 

to use Hierarchical Latent Tree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topics and keywords that are hidden in 

literature, then use a hybrid recommendation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opic 

trends, popularity and user preferences, and recommend suitable topics. Finally, design an 

academic paper title generation method turns keywords into fluent titles, which hopefully will 

enable researchers to quickly obtain a clear research direction in line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Keywords: Research idea develop, hierarchical topic model,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ystem, automatic title gen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