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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獻探討 

2.1 本體論 

2.1.1 定義 

本體論是源自亞里斯多德在哲學上欲探究萬事萬物現實存在的基本

特性並分析歸納其「形而上」概念的學說。主要探討什麼是已存在的實體

(entities) 或事物(things)，以及這些實體間是以什麼關係來交互作用，並嘗

試說明如何定義並規範其表示的方式，常被用於事物的塑模(modeling)工作

上，因此被視為是一種內容理論(content theory)不同於機械理論(mechanism 

theory)著重於設計制度或解決問題之方法並觀察結果(Jackson, 2000)，而旨

在呈現內容的概念、屬性以及概念間的關係，因為即便有再完好的技巧方

法若無高品質的內容支持，其成果仍是有限的(Chandrasekaran, Josephson, 

& Benjamins, 1999)。 

其實在 70 年代 Minsky 學者提出知識表達框架之構想，運用稱為框架

(Frame)的抽象資料結構來表述既有之現實環境時(Minsky, 1974)，就已經有

本體論的影子，類似想法一直在資訊科技領域受到關注與運用，特別是在

人工智慧學科協助處理自然語言語意方面的探討(Lehmann, 1992)。從 1990

年代本體論逐漸運用來建構與知識相關之資訊系統，在資訊領域之定義最

常引用是 Gruber 學者的：「本體論為將事物概念化的規範(ontology is a 

specification of conceptualization)(Gruber, 1993)。」隨後另由 Borst 學者擴

充提出較廣為接受的說法為：「本體論為將事物化為共享概念之正式且明

確 的 規 範 (ontology is a formal, explicit specification of a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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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ization) (Borst, 1997)。」 

也有學者分從不同面向來探討本體論內涵，從功能面看，它能提供字

彙概念及實例，來描述特定領域中的專有術語及關係(Staab et al., 2000)。

從應用上來看，多用於溝通、互用(Interoperability)及軟體工程上。溝通的

重點在於一致性表達與人際間知識分享；互用的目的在於系統之整合，使

機器能自動化地交換資料，為系統間的資訊分享；軟體工程的應用則多利

用本體論的概念抽象化層次與精準描述表達能力提供再用性與可靠性(M. 

Uschold, 1996)。 

雖然從哲學觀點來看，本體論代表著就是對萬事萬物的抽象化術語規

範，並無所謂多重本體論(multi-ontology)存在的必要，然而從實務上只用

單一本體論(mono-ontology)來表達萬事萬物卻是困難重重，因而有運用多

重本體論或混合本體論(hybrid-ontology)來進行研究(Xu, Xiang, & Chen, 

2007)，使本體論也對應成從某特定觀點對世界現象進行概念化的獨特規範

(Zhang, Silvescu, & Honavar, 2002)。 

綜觀前面各學者的看法，本研究認為本體論旨在將現實世界上所發生

的現象從中抽取「概念性共識」並明確定義為機器可讀取之術語、概念、

屬性、關係、函式、限制及原理進而組成「抽象模型」以便在各軟體應用

系統及人群間再利用及分享，此定義以圖像表達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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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體論定義示意圖 

2.1.2 本體論種類 

根據不同條件本體論有許多分類方式。以描述現象的豐富程度來區分，

本體論可分為輕量級(lightweight)本體論與重量級(heavyweight)本體論。其

中輕量級本體論僅描述術語、概念、概念類別、性質與概念間關係。而重

量級本體論所能描述的除了包含輕量級本體論內容外尚有限制與原理

(Gomez-Perez, Fernandez-Lopez, & Corcho, 2004)。 

若是依據本體論的通用性(generality)來區分的話，我們可以將本體論

分為下列四類(Studer, Benjamins, & Fensel, 1998)： 

 應用本體論(Application ontologies)：此類本體論是從某一特定應

用所需的知識抽取出來，它是跟應用息息相關的，例如：針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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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應用之物流知識。 

 領域本體論(Domain ontologies)：這類本體論乃定義某領域之知識，

其可被該特定領域中之應用程式或學者再利用，例如：物流領域

之知識，可被不同產業之物流應用來運用。 

 通用本體論(Generic ontologies)：此類本體論包含共通知識在跨領

域中都適用。 

 陳述本體論(Representational ontologies)：這一類的本體論與各知

識領域無關，他們定義如何對知識進行塑模之語言，依據不同知

識表達要求，而有所不同，例如：對輕量級本體論也許可以利用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即可描述，但要能完整描述重量

級本體論就得使用 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或

OWL(Web Ontology Language)了。 

除此，根據要概念化的主體，我們還能進一步的區分出靜態結構(static 

structural)本體論及動態行為(dynamic behavioral)本體論。這兩種型態的本

體論不只能用來做本體論的分類，還能用在以動靜兩種不同觀點對現實世

界之現象進行塑模。稍後本研究將提出以多重觀點本體論的塑模方式進行

系統發展之方法。 

2.1.3 本體論的用途 

運用本體論的理由基本上可歸納出下列五點(Noy & McGuinn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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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人際間或軟體代理人間分享對資訊架構的共通理解，使得資訊

有自動擷取及彙整之可能。 

2. 為了再利用領域知識，使我們有機會可以透過集成多個已存在之

本體論來描述更複雜的領域。 

3. 使領域的假設 (domain assumption)更明確，讓我們對領域知識的

規格與適用環境更為清楚及明瞭如何來運用它。 

4. 為了區分領域知識與業務知識(operational knowledge)，將抽象層

次分層讓不同階層的成員面對問題時減少細微作業干擾使專注性

提高。 

5. 用來分析領域知識，藉由領域名詞的正規描述，增進分析嚴謹性。 

從資訊系統角度來看，每個資訊應用系統也都有其自身的本體論，因

為本質上它也是用「抽象」的程式碼來描述這個世界，當然現在我們將用

較為正規的方式來表達此本體論，而且這個本體論驅策著資訊系統所有元

件運作，因此，我們將之稱為本體論驅策資訊系統(ODIS, ontology-driven 

information systems) (N. Guarino, 1998)，依據使用本體論的時機有下列兩

種： 

 發展階段使用本體論：是以再用軟體開發過程中各產出的角度，

引入本體論做到語意的一致性，降低重複執行概念分析與理解之

成本，達到減少誤解並能協助進行系統重構(refactoring)。 

 執行階段使用本體論：此種應用時機多發生在系統間需互相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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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下，特別是智慧型軟體代理人(software agent)在處理溝通問

題 上 常 可 見 到 所 謂 的 本 體 論 驅 策 溝 通 (ontology-driven 

communication)。 

此外，依據運用模組則有將本體論用於資料庫、操作介面及應用程式

等三種，分就兩個使用時機點，整理其運用本體論方式如表 1。 

表 1 本體論使用時間點與地點之用途說明(來源：本研究) 

 發展時期使用 執行時期使用 

資料庫 建構資料概念模型及異質資

料庫整合。 

與資料庫協同合作提供語

意內涵搜尋。 

操作介面 透過圖形化介面協助查核模

型有無規則衝突。 

提供語彙庫對應讓使用者

更加瞭解系統所用詞彙。 

應用程式 協助建立概念類別及關係。 將領域本體論抽出應用程

式外建構以知識為基礎之

系統。 

2.1.4 本體論發展方法 

關於本體論的開發，一般而言有下列三種發展作法(Y. Sure et al., 

2002)： 

 由上而下(top-down)─先定義最為通用的概念，再逐步發展獨特性

概念。 

 由下而上(bottom-up)─也就是先將最為獨特的概念定義好，再組

織起來抽象化找出共通的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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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法(combination)─不管獨特性或通用性，先定義出最顯著的概

念，再來發展其他的獨特概念及通用概念。 

然而建置本體至今仍沒有標準的方法及程序。在過去建置本體的研究

中，通常將開發的程序稱為本體工程方法(Ontology engineering)，例如 Noy

與 McGuinness 曾對開發本體整理出由決定範圍、概念定義到建立實例等

七項步驟(Noy & McGuinness, 2001)，而 Uschold 及 King 是第一個提出明

確的本體論建置方法與方法論，它包含由動機到測試等六項程序(M. 

Uschold & King, 1995)。之後雖然陸續有 TOVE(M. Gruninger & Fox, 1995)、

KACTUS(Bernaras, Laresgoiti, & Corera, 1996) 、

METHONOLOGY(Gomez-Perez, Fernandez, & de Vicente, 1996) 、

SENSUS(Swartout, Patil, Knight, & Russ, 1996)以及 On-To-Knowledge(Y. 

Sure, Staab, & Studer, 2004)等發展方法但都是一般的原則建議，並沒有具

體的程序方法。 

不過，對於本體論的編撰，目前則有許多本體論編輯器可以幫助研究

知識工程的專家與學者建立本體論，在本體論編輯器中必須有概念階層、

屬性與限制，而這些編輯器也需提供圖形使用者介面並且符合基於應用本

體論軟體發展的標準。Protégé是目前較多人使用的發展本體論的工具軟體，

可以讓領域專家建構、修改本體論，並且可藉由修改重複使用本體論來建

立以知識為基礎的系統(Knublauch, 2004)。除此，相類似的編輯器還有

Ontoprise、Ontopia、OilEd 等工具，表 2 為這些本體論發展工具針對程式

型態、儲存媒體支援、支援的本體論表達語言、是否開放原始碼、是否支

援外掛模組、是否支援規則推論引擎及有無提供應用程式介面(API)之比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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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發展本體論之工具比較表 

 Protégé Ontoprise Ontopia OilEd 

型態 Editor Suite Suite Editor 

儲存媒體 Database, files Database, files Database Files 

支援語言 

Flogic, OIL, 

Ontolingua, 

OWL 

Flogic, RDFS Topic Map DAML+OIL, 

RDFS 

開放原碼 是 否 否 否 

可用外掛 是 是 是 是 

推論引擎 是 是 是 是 

提供 API 是 是 是 是 

2.2 應用程式框架 

為了要讓系統能透過簡單客製過程即能適用於系統定義的領域範圍

內不同組織、產業或環境，我們必須將系統進行抽象化。也就是定義出資

訊技術的本體論，以便找出系統有哪些部分是所有環境下皆通用的，哪些

則具獨特性得各別客製。有許多方式可以對資訊系統進行抽象化工作，應

用程式框架(application framework)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本研究之案例所

採行的作法。 

2.2.1 框架的定義 

當軟體系統變得越來越複雜時，物件導向應用程式框架對於軟體業以

及學術界來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十年來，軟體的再利用已經是軟體

工程的主要目標。軟體再利用不是簡單的一件事，而且大部分著重於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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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再利用。由於物件導向的浮現，對於較大元件的再利用技術已經具可

行性，以致於有了物件導向應用程式框架的定義。框架的發展吸引了很多

研究者以及軟體工程師的注意，而且框架也對很多領域重新做了定義。 

所謂應用程式框架就是一個系統的再利用設計，它描述了系統如何分

解成一組互動的物件。而系統有時候是指整個應用系統或者只是一個子系

統。框架描述了元件、物件及這些物件之間的互動，它也描述了每一個物

件的介面及物件之間的控制流程；另外，它也描述了系統的責任如何映射

到物件(Fayad & Schmidt, 1997)。 

由於框架是一種再利用的技術，所以通常會由一組抽象類別及這群抽

象類別的互動來描述。框架本身是一個半成品，設計人員將可再利用的設

計製成框架，再由程式開發人員將這個半成品客製化成可用的應用程式。 

框架通常會針對特定的領域開發，讓成功的設計可以被重覆使用。設

計人員將一個領域的應用系統，切分成若干個抽象類別，並定義各個類別

的責任(responsibility)與其相互間的合作關係來提供新系統架構設計的指

引。開發者可繼承這些類別並建立類別之間的關連來建構新系統。 

框架與傳統函式庫(Library)皆屬於軟體再利用技術。其最大不同在於

反向控制(inversion of control)，即「實作和流程控制角色的互換」，這也是

建立框架時最重要的技巧，我們會在稍後更詳細說明其優點。 

框架的優勢是納入了物件導向語言三個有利的屬性：資料抽象(封裝)、

多型及繼承。框架描述物件導向系統的架構，如物件的種類及其互動的關

係。框架是由一組類別來表示，同時物件互動的範型(stereotype)也跟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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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屬於框架中的一部份。綜合以上，應用程式框架的定義可歸納為以

下三點： 

 框架是一個系統的全部或者是部分可再利用的設計，它是由一組

類別表示以及實例物件互動的方式。 

 框架是一個應用系統的骨架，可以由系統開發者進行客製化。 

 框架是一個可再利用、半完工（Semi-complete）的應用系統，它

可以特殊化以產生客戶所要求的應用系統。 

綜上所述，隨著物件導向觀念以及軟體再利用技術的發展，應用程式

框架已經漸漸地受到重視，原因在於應用程式框架為系統發展者帶來下來

四點好處： 

 模組化：框架的模組化藉由區域化設計及實作改變，去幫助改善

軟體品質。區域化降低瞭解及維護現有軟體需求之難度。 

 再利用：框架提供定義明確介面的元件可以重組以建構新的應用

程式。而再利用可減輕開發者的壓力以及可提升生產力外還包括

軟體品質、可信度、執行效率等的提高。 

 可擴充性：框架提供了掛勾(hook)的機制可以擴充其介面以增加擴

充性。 

 反向控制：框架的執行架構可以由反向控制來定義。此架構可以

使用事件處理物件，藉由框架的反應分派機制來客製化框架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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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程序。當事件發生時，框架的分派機制藉由掛勾(hook)的方法反

應到事先登錄的控制物件，讓此物件為該事件執行特定的應用程

式程序。反向控制允許框架決定哪一個應用程式的特定方法被啟

動以回應事件。 

本研究之案例採用物件導向應用程式框架來發展資訊技術的抽象概

念層，就是基於有模組性 (modularity)、再用性 (reusability)、擴展性

(extensibility)、簡易性(simplicity)及易維護性(maintainability)等優點。根據

前面所述，應用程式框架被視為半成品系統的設計方式，它僅描述系統的

抽象類別及如何與實體互動溝通的方法，整個框架或其中一部份都可被拿

來再利用(Fayad & Johnson, 1999)。因此一個穩健的應用程式框架應該要能

描述(Fayad, Schmidt, & Johnson, 1999)： 

 框架的組成物件及物件間如何互動。 

 各物件之存取介面定義及各介面間之控制流程。 

 各物件在系統中負責處理的工作。 

 系統如何區分成各組件，亦即各組件之分界線。 

 如何提供給系統的高階設計(high-level design)時可再利用之說

明。 

這些描述項目基本上即可視為應用程式框架品質評量中有關完整性

判斷之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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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應用程式框架產生實例系統的機制作法，大致可分為下列

三種(Buchi & Weck, 1997)： 

 黑箱框架(Black-box frameworks)：此類框架是由一些實體或現成

可用(ready-to-use)的類別所組成。系統開發者僅需透過組裝組件不

需詳細瞭解各組件內部實作邏輯即可建立想要的成品。 

 白箱框架(White-box frameworks)：此類框架與前者完全不同是由

抽象類別所集成的。系統開發者需靠繼承方式來運用此類框架並

且也要對該領域知識多所瞭解才能發揮白箱框架功效。 

 灰箱框架(Grey-box frameworks)：這類框架可謂前兩者之混合乃由

抽象類別及實體類別所組成。系統開發者則透過繼承及組合方式

使用灰箱框架來實作出應用程式。本研究於稍後幾章內容所提之

應用程式框架皆屬此類框架。 

2.2.2 如何發展應用程式框架 

大多數框架開發所採取的是反覆的設計原則，這和其他大部分的軟體

開發一樣，本研究的資訊系統應用程式框架也不脫離這原則。一開始會先

進行領域的分析，收集一些範例。一般而言，領域分析的步驟有三個主要

的活動(Fayad & Johnson, 1999)： 

1. 領域背景分析：確認領域的範圍，分析領域知識以及產出圖解文

件。 

2. 建立領域抽象模型：確認正確的領域元件、資料、行為、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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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 

3. 形成領域架構：產生應用程式框架的骨幹。 

接著系統架構師根據所分析的內容進行框架設計，而一開始框架的初

步版本通常是設計能夠去執行這些範例，所使用的是白箱框架。再來是利

用架構設計階段產出的框架去建構應用程式，建構好的應用程式藉由評估

步驟指出框架的缺點，這些缺點通常是指出框架中很難客製化的部分。藉

由經驗的累積可以去改善框架，這一整段設計流程就這樣持續反覆進行直

到框架可滿足該領域之應用為止，接著將可決定是否將完成的框架轉為黑

箱框架方便商品化。最後，若時間上還很寬鬆的話，還可以嘗試建構應用

程式中較艱澀難抽象化或者是較罕用的部分。 

除此，在框架的發展階段，設計樣式(design pattern)將被大量運用在框

架中處理設計課題，如增加彈性、再用性等議題上。所以，我們也能將設

計樣式視為應用程式框架的基本架構元件(architectural element)。 

我們採用反覆式發展流程的理由有三點： 

1. 領域分析不易完整：除非是這個領域夠成熟，否則連專家都很難

去解釋它。而領域分析的錯誤會在系統建立時被發現。所以，由

於領域的不夠明確及錯誤，需採用反覆的設計原則。 

2. 框架的設計常會更動：不僅如此，元件的實作也可能需要修改，

所以，透過反覆式發展流程可以很方便的修改。 

3. 框架是抽象的：所以，框架的設計是依賴原來的範例，而每一個



 

26 

 

範例都會考慮讓框架更通用及可再利用。但是因為框架若太大，

需考慮所有範例的話會花費太多成本，因此，採用反覆式發展原

則。在框架尚未被證明可用之前，不應該被廣泛的使用，因為修

改它時會耗費很多成本。 

框架的設計過程有兩種模式： 

 框架開發者也開發應用程式，但是區分時程進行，一個是運

用框架去作延伸，另一個是加強之前的延伸以修正框架。 

 由另一個部門設計框架，框架設計者藉著使用框架去做測試，

而且也依賴主要框架使用者的回饋。 

在運作良好的前提下，第一個模式是適合小群體且管理者也瞭解框架

設計的重要性以及能夠給予足夠的時間去修正框架。第二個模式是比較適

合大型開發團體及專業開發團體，但是框架設計者需要常跟框架使用者進

行溝通。第二個模式在業界來說是比較流行的。 

關於應用程式框架開發流程，較為人常見與使用的為熱點驅策

(hot-spot driven)應用程式框架發展流程，所謂熱點就是框架中可以被客製

化改變的點(Pree & Sikora, 1997)。藉由找出熱點並驗證就能逐步推出框架

所在。此流程步驟如下(Pree, 2000)： 

1. 定義好特定物件模型。 

2. 找尋並確認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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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或再設計)框架。 

4. 由框架產出應用程式。 

5. 回第 2 步，直到所有熱點都能滿足需求。 

參考個案實務運行經驗後，本研究屬於小群體開發團隊採用第一個模

式進行作業即框架開發者也開發應用程式，整體開發流程則採行熱點驅策

開發方法配合以通用性分層的作法發展多層式應用程式框架為本研究的

資訊技術本體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