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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1.1 系統發展抽象化思考的價值 

自從 1946 年第一台電腦 ENIAC 問世，1948 年春天預存程式

(stored-program)概念的推出，造就第一批 6 人小組的程式設計團隊，程式

的開發儼然成為一項讓冰冷電腦硬體活起來的點睛工作，雖然當初只為了

計算砲彈彈道，其所耗費的人力物力，如今聽來令人瞠目結舌，但其所提

出之觀念及實務上可行作法已公認為是現在資訊化時代重要推手(Courses 

& Surveys, 2007)。隨著電腦計算能量日益增強、普及率大量提升，其應用

已不僅為了國防或學術計算複雜數值，舉凡金融、航運、光電、半導體、

政府、教育、服務、通訊、生技醫療甚至娛樂等各產業都有各式各樣的電

腦協助人們能快速且便利地完成例行或決策制訂等工作，電腦以其應用的

廣度及深度成為後工業社會人們生活不可或缺的一部份。 

當人們對電腦依賴日漸加深，應用的想法與需求不斷膨脹，使軟體程

式的數量急劇擴張，維護的難度增高，早期只為專屬目的而開發程式的作

法已無法應付，致使開發成本陡升已令業者到吃不消的地步，更甚的是軟

體發展專案最後宣告失敗的例子亦逐漸稀鬆平常。於是在 1968 年近 50 名

電腦科學家於北大西洋公約組織科技委員會召開的國際軟體工程學術會

議上第一次提出了「軟體危機」(software crisis)這個名詞。並在這次會議

中討論和制訂如何擺脫「軟體危機」的對策，認為以工程化的原則與方法

進行軟體發展工作，是降低「軟體危機」威脅的一個主要解決方案，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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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倡議軟體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概念誕生，至今已成為研究軟體開

發和系統維護的重要學識基礎(Aspray, Keil-Slawik, & Parnas, 1996)。 

近四十年來軟體工程的進展，無論從軟體發展技術或軟體專案管理兩

方面，皆認為透過抽象化作法能幫助我們妥善管理複雜性並確保永續性，

特別是被視為能改進軟體工程實務的一項強大思維：軟體再用(software 

reuse)，經彙整所有軟體再用相關方法其實施的流程步驟不外乎是抽象化、

方案選擇、客製化及整合等四項，這其中又以抽象化為軟體再用是否成敗

之重要關鍵(Krueger, 1992)。 

所謂抽象化即是將某件所關心事物其中不重要的細節隱匿，僅留下希

望讓人們能專注於有用資訊上的簡潔描述或規範(Shaw, 1984)，例如：火車

或捷運地圖大多以抽象化方式精簡標示搭乘者所關心的路線及站名，其他

地形、建築物或甚至街道的細節為避免混淆皆隱匿不予描繪。事實上，電

腦科學家從過去就已知曉運用抽象化來協助管理軟體在智慧層次上的複

雜性，咸認有兩大理由需要抽象化，首先是藉由抽象化的幫助來找出哪些

才是軟體設計過程中必須處理的實際事務；其次就是透過較高層次的抽象

化設計，讓產出可以被再利用於該層次所轄的其他情境下(Wagner & 

Deissenboeck, 2008)。因此抽象化的價值不只是簡化複雜性以減輕程式開發

者工作負擔，同時也是一種知識管理的方法，透過之前的系統發展經驗去

擷取並累積可以重複利用的知識，未來在面對相似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可

以運用前人的知識而不需要花費過多的精力在發展類似的軟體或方法

上。 

由此可見，抽象化與再用性的關係可謂一體兩面(Wegner, 1987)，此再

用性不僅作用在程式碼或軟體元件的層級上，對於軟體發展過程中無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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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系統設計、品質保證或是專案管理等所產生的知識也是我們希

望能再利用的目標。而且從圖 1 的典型軟體發展價值鏈(typical software 

development value chain) 引導出的提升軟體生產力機會樹 (softwar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opportunity tree)亦明白指出善用軟體組件再用性，

以減少所需撰寫之程式碼是提振軟體生產力的有效方法之一，某個案顯示

當有 60％原始碼為再生的程式碼時，約可在典型的軟體開發流程上降低

10％的設計成本、50％程式撰寫與測試階段成本以及 60％的維護成本，若

從價值鏈的成本分析來看，則可約略節省 27.5%的總成本，可見抽象化後

所帶來的再用效益是極顯著的(Boehm, 1987)。 

 

圖 1 典型軟體發展價值鏈(Boehm, 1987) 

在軟體開發各階段其實都包含著抽象化工作，從需求分析、高低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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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乃至程式撰寫，無一不是從現實世界現象或軟體將執行的機器實體上

進行抽象化。抽象化能力已經是軟體工程相關從業人員不可或缺的重要本

職學能。只是抽象化的工作尚須經過適當的訓練才能夠做到去蕪存菁又不

至於言不及義的境界(Kramer, 2007)。而且一個好的抽象作品無論是框架

(framework)或模型(model)，都必須經過多方檢驗洗禮才能成為具有再利用

價值。也就是說當軟體發展過程有抽象化成果產出，實際運作上就隱含著

必須以反覆式流程(iterative processes)進行，而難僅以直線流程設計方式完

成工作。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系統發展本就包含抽象化思考，過去僅著重簡

化複雜性使需求得以釐清與確認設計範疇，雖說現今應用環境廣泛程度及

對軟體需求深入程度都極高，但許多基本功能需求(如：認證、授權等)及

面對的問題(如：統計分析、排程等)在各領域應用環境下其解決方式幾乎

是可以通用的。因此，如今吾人應該追求在發展過程中即以更高層次抽象

概念來思考軟體系統問題以便能抽取出通用法則，減少設計上耦合度

(coupling)，增進再用性，不僅減輕系統建置及維護的工作負擔與重複開發

投資，同時亦提高軟體發展產出的利用價值與保值能力。 

1.1.2 本體論在資訊系統的應用 

不管是要更熟悉所面對的問題或希望獲得再利用效益，此兩者抽象化

過程及結果的呈現都需要溝通(communication)，亦即需要一個適當的表達

方式來與其他人或機器互動，而為了達到有效溝通，無論是人際間、人機

間或系統間之訊息傳送都應著重語意上的一致，這個過程本質就是知識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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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要如何分享概念抽象化後的人造物(artifact)讓彼此瞭解且能避免

對方誤解，這個問題的答案，在 10 多年前一群人工智慧學者為處理知識

表達問題下了一個很好的定義與方向：「本體論(ontology)」。所謂本體論就

是將事物抽象化成明確定義的產出以便分享之規範，而且本體論具備本體

的承諾(ontological commitment)特性，確保其中所用之詞彙意義的一致性

(Gruber & Olsen, 1994)。此外，本體論在搭配了一些明確定義的解題

(problem-solving)法則後還能為我們所面對的應用領域其塑模工作及解決

方案建置實施提供合宜的定型作法(formalism) (M. A. Musen, 2000)。 

這些年來由於網際網路服務與分散式系統概念異軍突起，面對著系統

間資料交換問題，本體論的應用也逐漸從人工智慧、計算語言學領域跨足

到其他資訊系統相關研究領域及應用，包含： 

 企 業 整 合 (enterprise integration)(Fox & Gruninger, 1994)(M. 

Gruninger, Atefi, & Fox, 2000)(Liou & Chang, 2008)、 

 資訊檢索及萃取(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extraction) (Abdelali, 

Cowie, Farwell, Ogden, & Helmreich, 2003)(Muller, Kenny, & 

Sternberg, 2004)、 

 語意網(semantic web) (Staab et al., 2000)(Davies, Fensel, & Van 

Harmelen, 2003)(Sheth & Ramakrishnan, 2003)、 

 地理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Smith & Mark, 

1998)(Fonseca, Egenhofer, Davis Jr, & Borges, 2000)、 

 法律資訊系統(legal information systems)(Bench-Capon & Vi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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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生 物 資 訊 學 (bioinformatics)(Stevens, Goble, & Bechhofer, 

2000)(Degtyarenko et al., 2008)、 

 軟體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M. A. Musen, 1998)(Dillon, Chang, 

& Wongthongtham, 2008)、 

 智慧型代理人系統(intelligent agent-based systems)(Finin, Fritzson, 

& McKay, 1992)(Lee, Wang, & Chen, 2008)、 

 資料庫設計(database design)(Storey, Dey, Ullrich, & Sundaresan, 

1998)(Sugumaran & Storey, 2002)、 

 資訊塑模(information modeling)(Ashenhurst, 1996)(Mylopoulos, 

1998)、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Lehmann, 1996)(Kajan & 

Stoimenov, 2005)、 

 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Y. Sure, Staab, & Studer, 2002) 

(Rothenburger & Galarreta, 2006)、 

 數位學習(e-Learning) (Liou, Chang, & Wu, 2005)(Snae & 

Brueckner, 2007) 

尚有眾多熱門應用領域不及備載，顯而易見本體論已逐漸成為一正式

的概念抽象化規範，且多用在塑模及要求語意一致的環境下。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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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帶來的再利用效益也是極為顯著與不可忽視的。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本體論做為描述領域問題及系統架構之概念化工

具，提高溝通性、再用性、清晰性(clarity)及易維護性，關於本體論其他詳

細定義與說明將留在第二章再來繼續探討。 

1.1.3 本體論應用的挑戰 

從前面兩個小節，我們看到抽象化思考在發展資訊系統的價值以及運

用本體論的潮流和可能帶來的效益。然而，現階段本體論的相關研究仍存

有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很多都是來自本體論的本質與現實之間取捨

衡量的衝突，畢竟抽象的事物對大眾而言還是很困難的。我們來看看有哪

一些挑戰： 

1. 首先，建構本體論是困難、耗時及昂貴的，尤其是當所要求的本

體論還需支援自動化推論時更是雪上加霜。探其原因有一項很大

因素就是要讓一群領域專家對該領域的觀點有共識就是一件難

事(M. Gruninger & Lee, 2002)。 

2. 不僅定義合宜的本體概念是棘手的工作，目前大多數的實務領域

亦缺乏可供知識系統直接利用的概念定義，因此在真實世界的認

知與系統所處理的知識之間，仍存有表達上的落差。 

3. 發展本體論的出發點是為了能共享及再利用，但是當其他使用者

與開發者對系統的假設、範圍或其他執行環境不一致時，將造成

再利用的困難(Everett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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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尚無本體論的客觀評量與標竿比較的通用標準，也造成了本體論

品質參差不齊，不是太過獨特就是通用概念難以對應至真實環境，

不易再利用或共享。(N. Guarino & Welty, 2002) 

5. 缺乏精密有效的方法來支援本體論的運用與發展，目前大多數的

方法皆僅涵蓋本體論的開發建立，且前提是在具備已經實體整合

的系統環境下運作僅為了達成讓系統間資訊的語意一致。而無一

通用方法從分析整合作業及商業流程乃至設計與本體論概念名

詞能相對應的系統架構(Wache et al., 2001)。 

縱使有這些挑戰，也有學者從建置多套本體論驅策相關應用程式之經

驗中就實務上的觀察提供我們一些可行方向 (Sheth & Ramakrishnan, 

2003)： 

 多利用本體的承諾 (ontological commitment)透過語意正規化

(semantic normalization)在定義及使用該本體論之專家間達成認

同。 

 若要採用現有的本體論可依其母體來抉擇，根據經驗大約以可描

述 100 萬事實大小之本體論功能最強大。 

 發展過程不論是人際間、系統間或人機間都要注意資料品質問題，

亦即要能妥善處理語意混淆。 

 輕量級本體論雖然描述能力較弱但實務上應用效果最好。 

 儘可能運用後設資料(metadata)擷取以簡化資料複雜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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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能支援異質資料與系統。 

 查詢程序最好能支援本體及後設資料查詢並存取異質內容。 

 若要建立語意相關應用程式需專注在三大重點：本體論建立、語

意註解及查詢/推論功能上。 

綜上所述，目前建置本體論驅策之資訊系統大多只從資料觀點的本體

論為主，對於系統流程之動態行為觀點則少有涵蓋，更不用提兼顧開發過

程所面對的其他資訊技術或管理等問題之抽象化。故而使得本體論驅策系

統遲遲停留在資料整合面的相關應用上，難以跨出更大的步伐。因此，引

發本研究之動機採用多重觀點本體論進行系統發展，以期透過更全面的抽

象層次探討本體論驅策資訊系統未來可能發展。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四點： 

1. 探討系統開發抽象化思考觀點並以累積系統發展知識為目的。 

2. 採用本體論增強系統相關概念描述能力，除可延伸再利用先前領

域專家所發展的本體論，還能維持系統使用詞彙語意的一致性，

方便與外界標準接軌。 

3. 引入資訊技術本體論概念，透過抽象化資訊技術連結系統靜態動

態模型，提高本體論驅策系統本身的溝通性、再用性、清晰性及

易維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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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出一套開發方法運用抽象化將系統以通用層次分層並搭配以

內容理論為出發點具較高品質及描述能力的本體論建構資訊系

統，並以此建立數位學習教材工廠實現方法論成果。 

1.3 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提出如何運用多重觀點本體論驅策以建構資訊系統之模

型架構和方法，其適用範圍建議如下： 

 本研究適合亟欲藉助本體論表達一致性及再用性等優點，追求核

心知識與系統發展經驗之共享及累積的組織。 

 本研究適合用於有建置多重實例需要之應用系統上。 

 本研究尤其適合已有產業標準可遵循並能直接再利用的應用領

域。 

 具物件導向設計樣式觀念之發展團隊。 

 本研究針對系統抽象化多重觀點僅提供靜態資料觀點、動態流程

觀點及 IT 系統架構觀點，尚不含系統發展過程中專案管理及品質

保證等觀點。 

 本研究不包含針對所提出的系統發展方法其成本估算、使用效能、

滿意度等量化指標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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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章節安排 

論文共分六章，各章內容簡述如下： 

第 1 章 緒論 

說明本研究的背景、動機、目的、研究範圍以及本論文的架構。 

第 2 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分為兩大部分，首先介紹本體論背景知識並延伸本研究提出

之本體論觀點，其次則以應用程式框架為資訊技術抽象概念進行探討。 

第 3 章 研究方法 

首先簡介設計科學中系統發展研究方法之理論，接著說明本研究之研

究方法及各階段之活動內容與產出。 

第 4 章 多重觀點本體論架構 

說明以靜態資料本體論、動態行為本體論及支援性本體論輔以通用性

分層建構資訊系統之架構。 

第 5 章 案例討論 

以數位學習教材工廠為例討論多層式應用程式框架為資訊技術本體

論配合以 SCORM 模型的後設資料為靜態資料本體論及教材組裝流程為動

態行為本體論所建構之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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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結論與建議 

說明本論文的研究結果、實務與學術上的貢獻以及未來應持續探討的

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