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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customized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odels without programming
and view the automatically predict results
of models by three method. AI Clerk
Platform further assi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derivation of
application services.

摘要
自然語言處理的一門核心技術資訊擷
取 （ Information Extraction ） ， 將 非 結
構 化 （ Unstructured ） 或 是 半 結 構 化
（Semi-structured）的內容，擷取部分
有意義的片語/子句對應到某一個特殊
的主題。可說是許多語言技術和應用
的 核 心 技 術 ， 本 論 文 提 出 AI Clerk
Platform，旨在加速和提升研發資訊擷
取工具的整個流程和便利性，提供友
善直覺視覺化的人工標記介面，設定
符合欲擷取的語意類別，執行、分配
與控管人工標記任務，讓使用者在不
用寫程式的情況下，就可完成客製化
資訊擷取模組，並提供三種方式瀏覽
和使用自建模組與其 API，進而協助其
它自然語言處理技術研發與應用服務
的衍生。

關鍵字：資訊擷取、資訊擷取平台、資訊擷
取 API、自然語言處理、DIY、AI Clerk Platform
Keywords: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Platform,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PI,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 DIY, AI Clerk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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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動機

檔案中的內容常常是用連續性的字元所組成
和表達，對電腦而言這樣的呈現和儲存是難
以統計、分析、理解與應用的。自然語言處
理 的 一 門 核 心 技 術 資 訊 擷 取 （ Information
Extraction），是將非結構化（Unstructured）
或是半結構化（Semi-structured）的內容，擷
取部分有意義的片語/子句對應到某一個特殊
的主題（Appelt, 1999）。舉例，辨識實體-人、事、時、地、物，如圖 1。透過資訊擷取
讓那些非結構化（Unstructured）或是半結構
化（Semi-structured）的內容，自動轉化據語
意的結構化資訊，所以可以知道圖 1 中“蔡桃
貴＂和“蔡阿嘎＂是人名，“2018 年＂是時
間，台北市是地，“恐龍玩具＂是物，在這
串非結構化的內容中，出現兩次人名。也就
是透過資訊擷取那些難以統計、分析、應用
與理解的非結構（Unstructured）或是半結構
化（Semi-structured）資料變成可以統計、分
析的。

Abstract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s a core
technology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which
extracts
some
meaningful
phrases/clauses from unstructured or semistructured content to a particular topic. It
can be said to be the core technology of
many
language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I
Clerk Platform, which aims to accelerate
and improve the entire process and
conven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extraction tools. AI Clerk
Platform provides a friendly and intuitive
visualized manual labeling interface, sets
suitable semantic label in need, and
implements, distributes and controls
manual labeling tasks, so that user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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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耗人力的過程，尤其資訊擷取是要在一堆
文字內容中，找出要標記的字串，並且記錄
下需要被標記的字串、被標記的字串位置和
所對應的語意，因此，很耗眼力，往往人工
標記的任務會是由多人一起分攤與執行。然
而，「需標記的字串是哪些？需標記的邊際
怎麼界定？」這是最常遇到的問題，往往也
跟技術研發未來的應用有關，如果遇到比較
需要標記比較專業的內容，譬如：前述的術
語論證結構，更非一般人可應付。無論人工
標記是哪種內容或挑戰難度，標記時的標準
和品質 都將影響 後續自動 化模組效 能的表
現。而且，多人一起分擔還衍生出標記的品
質和進度控管的問題。
因此，若有一個友善直覺視覺化的人工標記
介面，能讓標記人員清楚且便利的達成人工
標記任務，也可將標記任務分配給不同人，
讓眾人 分攤並監 管整個人 工標記品 質和進
度，標記哪些語意也是根據不同需求而自行
設定，讓使用者在整個資訊擷取工具的研發
過程不用寫程式，透過簡單的設定和操作步
驟 便能 完 成一 個 資 訊檢 索 的 API 供 呼叫 引
用，也就是加速整個資訊擷取工具的研發流
程，相信定可對許多自然語言處理技術的各
式應用服務研發有很大的幫助，而其中最大
的挑戰便在於怎樣讓各領域的人都可以透過
這介面 完成符合 客製化需 求的資訊 擷取工
具，必須將整個流程標準化而且操作介面易
理解。本論文介紹的 AI Clerk Platform 就是基
於這些緣由與目標。

圖 1. 資訊擷取之釋例
資訊擷取也可說是很多自然語言處理應用服
務 或 是 語 言 技 術 研 發 的 核 心 技 術 （ Wilks,,
1997）。資訊擷取最直覺的應用就是幫助達
到語意搜尋，可分別指定找出文件中意指水
果的“蘋果＂或是品牌名稱的“蘋果＂。有
學者將資訊擷取用於作為文本探勘的基礎找
出 文 本 之 間 的 脈 絡 （ Mooney & Bunescu,
2005)、也有學者用來輔助文本生成（KoncelKedziorski et al., 2019) （ Venkatachalam,
2020 ） 、 甚 至 是 輔 助 作 文 本 摘 要
（Venkatachalam, 2020）、對話系統（Yoshino
et al., 2011） 、 聊天 機 器 人（ Ali, 2020; Jiao,
2020）。為了達到不同應用服務，根據不同
應用情境領域、應用技術研發和資料特性，
其中資訊擷取和識別的語意類別各有不同，
例如：譬如在 Yoshino 等人（2011）的對話系
統，是資訊 擷取技術 獲得的術 語論證結 構
（predicate argument structures）資訊來輔助對
話系統技術研發，而 Ali（2020）研發的聊天
機器人所應用的資訊擷取資訊是將聊天內容
中所有的實體節取出，以“I want to know the
taxi rate in Islamabad（我想要知道伊斯蘭堡計
程車費率）＂這句話為例， “Islamabad＂ 和
“taxi＂就會被擷取出認為是一個實體值。同
樣是聊天機器人技術研發，Jiao（2020）研發
的與股票議題相關的聊天機器人所應用的資
訊擷取 資訊是股 票、名稱 、數量、 上限符
號、價格、名稱這類的語意。如果能加速資
訊擷取的研發過程，而且是能夠符合不同應
用情境和後續技術研發，資訊擷取工具能擷
取並辨識不同語意，將大幅加速和衍生其它
各式語言技術研發。
就如許多自然語言技術研發過程一樣，資訊
擷取的技術研發過程，會需要先有人工標記
的語料，接著是演算法建立模組，產生執行
檔或 API 等型態供使用。傳統若需要針對不
同領域 、應用情 境需要資 訊擷取的 核心技
術，需要在技術研發環境裡開始自建人工標
記語料，因為需要一定數量的標記語料所建
立的模組，才比較容易達到一定效能，自建
人工標記語料庫的過程變成是一非常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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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具
表 1.相關工具整理

競品名稱
Apache
cTAKES,
MedLee
(Friedman et
al.
1994,Friedma
n et al.,
19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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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與特色

toolkit 單
機執行工
具

特定（醫
療）領域
的資訊擷
取工具

自動擷取
固定的語
意字串

效益

降低研發人
員技術研發
過程中的寫
程式的工作
量，直接呼
叫產生更多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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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National
Center
SIFR
annotator
(Tchechmedji
ev et al.,
2018)







Google
AuotML NLP






IBM Watson
Knowledge
Studio













API, Web
Demo 介
面
特定（醫
療）領域
的資訊擷
取工具
自動擷取
固定的語
意字串
雲端
Platform
匯入含可
種自訂各
種語意的
人工標記
語料
各領域的
資訊擷取
模組建
置，產生
自製客製
化 API 供
遠端呼叫
雲端
Platform
各領域標
記語料建
置
提供友善
介面，建
置人工標
記資料
在平台上
建立模
組，減少
建立模組
時撰寫程
式以進行
語料格式
轉換和特
徵擷取，
模組建
完，讓其
餘語料以
自動化完
成標記



API
特定一般
領域的資
訊擷取工
具
自動擷取







降低研發人
員技術研發
過程中的寫
程式的工作
量，直接遠
端呼叫 API
產生更多應
用

AI Clerk
Platform





降低研發人
員技術研發
過程中的寫
程式的工作
量，直接呼
叫遠端 API
產生更多應
用






降低研發人
員技術研發
過程中的資
料建置時間

固定的語
意字串
（人事時
地物等）
Platform、
API
免寫程式
提供友善
介面，建
置各領域
標記資料
人工標記
任務分配
可自訂欲
自動擷取
的語意
在平台上
建立各領
域模組，
完成自動
標記，減
少建立模
組時撰寫
程式，產
生 API 供
遠端呼叫
或在此平
台直接引
用。

叫 API 產生
更多應用







讓無資訊背
景的人都可
使用。
降低技術研
發過程中的
資料建置時
間
降低研發人
員技術研發
過程中的寫
程式的工作
量，直接遠
端或在平台
呼叫自製客
製化 API 產
生更多應用

相關工具的功能特色與效益，整理如表 1，可
以發現相關工具多數著重在協助標記語料建
置、協助模組建置或是提供既有資訊擷取工
具的單一面向，提供既有資訊擷取工具提供
固定擷取的語意，沒法滿足研發各種自然語
言處理過程中針對不同應用情境可能會需要
擷取不同語意的各種不同客製化資訊擷取，
譬如：即便都是研發智能客服系統，但研發
零售業智能客服系統和政府單位智能客服系
統其中所需要的資訊擷取技術所要擷取的語
意就不會相同。擷取人名、組織名等的資訊
擷取結果，對零售業的智能客服的技術研發
效益不大。
Google AuotML NLP 雖然可以協助各領域的資
訊擷取模組建置，產生自製客製化 API 供遠
端呼叫，但它是以對自然語言處理或是機器
學習知識相當熟悉的技術人員所使用，必須
書打很多指令，人工標記的過程則非 Google

降低研發人
員技術研發
過程中的寫
程式的工作
量，直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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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otML NLP 想要便民處，連匯入的人工標記
資料是經由工程師轉換的格式，如圖 2。

圖 3. 自訂欲自動擷取的語意標籤

圖 2. Google AuotML NL 人工標記資料匯入
IBM 有 提供 協助 人工 標記 和任 務分 配的 功
能，但建立好的模組僅限於在平台上自動標
記其餘尚未標記的語料，所以目標著重在協
助建立人工標記語料。

圖 4. 友善的人工標記介面

本論文提出的 AI Clerk Platform 則包含提供友
善介面，將人工標記人物分配，協助人工標
記語料建置，並且可自訂語意，在平台上建
立各領域模組，完成自動標記，減少建立模
組時撰寫程式，產生 API 供遠端呼叫或在此
平台直接引用，所以整合並簡化了資料擷取
技術研發過程中的各階段步驟，整個過程免
寫程式，讓即便是非資訊人員的人，也可輕
易的完成資訊擷取工具。

3

圖 5. 標記員任務管理
除此之外，AI Clerk Platform 提供任務管理機
制，如圖 5，讓使用者將人工標記任務分割並
分配給不同標記者，並且查看標記進度，與
進行針對標記狀況進行審核，以利標記語料
建置成果維持一定品質。

AI Clerk Platform 功能

 協力建置領域標記語料
建立人工標記語料是自然語言處理領域最耗
時的地方，改善人工標記是必要的，為了解
決此情形，AI Clerk Platform 可以讓使用者根
據自己的領域，自訂該領域的語意標籤，如
圖 3，並且提供友善化人工標記介面，如圖
4，使用者只需要選取文字，再選擇語意標籤
即可，介面會以顏色區隔標記文字，使用者
可以更容易查看標記的文本以及輕鬆完成標
記，不再需要建立 Excel 檔或自行撰寫標記介
面。

 自建領域資訊擷取模組和 API
AI Clerk Platform 可以讓使用者建立資訊擷取
模組和 API，如圖 6，使用者不需撰寫程式，
只需點選按鈕即可進行模組訓練，平台提供
包含常見的「訓練全部語料」、「80%訓練語
料 20% 預 測 語 料 」 、 「 5 Fold Cross
Validation」三種訓練模式，滿足各種實驗設
定，並降低了技術門檻和實踐過程，人人都
可自建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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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AI Clerk Platform 提供一些訓練完成的
資訊擷取特殊領域 API，讓使用者可以直接呼
叫使用，目前已經有 3C 產品（如圖 9）以及
保險商品領域可以使用，3C 產品 API 針對手
機產品擷取效果最好，保險商品 API 可處理
常見意外險、醫療險、壽險、罐頭保單的相
關文本內容。

圖 6. 透過點擊與設定啟動模型之訓練
提供三種呼叫和瀏覽模組預測結果，如圖 7。
第一種是線上預覽，使用者可以在平台上直
接輸入文 字，平台 即時預測 並顯示在 介面
上；第二種是遠端呼叫 API，系統會告知使用
者呼叫方式，使用者就可以自行撰寫程式來
進行大量呼叫使用；第三種是匯入 Excel 並執
行自動預測，使用者將預測文本以 Excel 上傳
至平台，同時預測多筆文本，並可下載包含
預測結果的 Excel 檔案，如圖 8 為匯入 Excel
自動預測結果之釋例，Excel 是最普及且親民
的文書處理軟體，使得人人都可以享受資訊
擷取的強大效果。

圖 9. 3C 產品資訊擷取 API 預測結果之釋例

4

AI Clerk Platform 平台效益

圖 7. 提供三種方式呼叫和瀏覽模組預測結果
圖 10. 人力成本相對性比較示意圖
 大幅縮減人工處理資料成本
AI Clerk Platform 藉由友善人工標記介面、任
務管理並輔以後端演算法機制，大幅下降了
人工標記人力，其餘競品都仍需要大量人力
投入。如圖 10，AI Clerk Platform 與相關工具
所提及的產品做比較，做了成本相對性比較
示意圖，表達成本相對高低的概念，AI Clerk
Platform 可以大量下降人力成本。根據本團隊
針對建立 3C 產品領域模組為實驗，以手機類
文章和其它相機、電腦類文章相比，手機類
模組訓練全部此採用人工標記資料建置，而
相機與電腦類文章僅有部分訓練語料是由人
工標記，同樣是在論壇、業配文中找出商品
種類、型號、規格、功能、描述、評論、價
格的語意概念，透過後端演算法機制，當電

圖 8. 匯入 Excel 執行自動預測結果之釋例
 提供資訊擷取特殊領域 API
建立特殊領域資訊擷取模組除了考驗人工標
記人力，也考驗特殊領域的人力，標記人力
也需要具備特殊領域的知識才可以標記，教
育時間也更為曠日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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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腦類和相機類人工標記文章數量為手機類的
20%時，就可達到和手機類文章同等級效益。
因此，推估約可以節省 80%的人工成本。因
此可加速在更多特殊領域的技術研發和應用
是可期待的。

結論

本論文提出一個結合「協力建置領域人工標
記語料」、「自建領域資訊擷取模組和
API」、「提供資訊擷取特殊領域 API」特色
的 AI Clerk Platform。有別於現存的資訊擷取
工具，AI Clerk Platform 可以讓使用者自訂語
意標籤滿足客製化需求，透過任務管理機制
和友善的人工標記介面，讓使用者可以輕鬆
建置領域標記語料，並且可以在無需撰寫程
式的前提下，自行建立領域資訊擷取模組和
API，並提供線上預覽、遠端呼叫以及匯入
Excel 執行和瀏覽自動預測結果，也提供特殊
領域的資訊擷取 API，有 3C 產品以及保險商
品。AI Clerk Platform 可以大幅縮減人工處理
資料成本，並且快速衍生各種自然語言處理
應用服務，相信 AI Clerk Platform 可以協助學
界提升產能與效率。

 不用寫程式，完成客製化資訊擷取 API
不用寫程式是 AI Clerk Platform 重要特色，使
用者透過人工標記介面，可以用設定、選取
的方式完成標記，模組與 API 建立只需點選
按鈕進行，使用模組也可以透過匯入 Excel 執
行和瀏覽自動預測結果，這些功能特色除了
對研發更為便利，也更有助於連非資訊背景
的人都可使用。


衍生各式資訊擷取或自然語言處理應用
服務，減低技術門檻和成本
一般的競品需耗費大量的人力成本來建置資
訊擷取模型，而且都需要仰賴工程師來建立
模組，也意味著需耗費更多的時間成本來完
成智慧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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