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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電影是人們普遍的休閒活動之一，電影資訊也是人們經常透過網際網路查找
的資訊之一，然而網際網路上龐大的電影資訊卻也有著資訊分散、重複性和不一
致的問題。鏈結資料是實踐語意網的最佳實務，其基於資料的機制有助於不同系
統間的資料交換與整合。本研究運用內容管理系統 Drupal 建構一套融入鏈結資
料精神，以 IMDb 的電影、導演和演員資料為基礎，整合 DBpedia、LinkedMDB、
DBtune，以及大英圖書館等鏈結資料來源的電影資訊系統，使電影資訊內容更加
豐富且提升鏈結資料的閱讀性。最後並藉由系統使用性量表來評估該系統的使用
性，了解使用者對本系統的接受度，評估結果顯示本系統的使用性是可接受的。
Movie watching is a common leisure activity, and thus people seek for
information about movies from the Internet very often. However, for such a large data,
there are problems derived like information scattering, duplication and in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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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 Data is a best practice for Semantic Web, and the data-driven technique helps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data among systems. This study creates a linked
data-based movie information system by the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Drupal.
This system exploits the information on movies, directors, and actors from IMDb, and
integrates the information from several linked-data producers, including DBpedia,
LinkedMDB, DBtune, and British Library. In this manner, the system provides rich
movie information and enhance readability of linked data. Finally, this study
evaluates this linked data-based movie information system by the 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 to understand user usability and acceptance of the system, and the SUS
evaluations show that this system’s usability is acceptable.

【關鍵詞 Keywords】
語意網、鏈結資料、RDF、SPARQL、使用性量表
Semantic Web; Linked Data; RDF; SPARQL; System Usability Scale

一、前言
網際網路和全球資訊網發展迄今已成為人們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網際網路和全
球資訊網上各種系統的整合、資料的交換則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亦因而促成了語意
網（Semantic Web）的發展。Tim Berners-Lee（Berners-Lee, 2000）指出，所謂的語
意網即是建構一個基礎建設，在這基礎建設下賦予資訊明確的定義，使得電腦能夠理
解富含語意的文件和資料，從而促成電腦與人們的協同工作。要達到語意網的第一步，
便是以電腦能夠理解的方式來描述任何具體或抽象、實體或虛擬的事物（thing）
，以
及事物間的關聯性，而鏈結資料（Linked Data）便是實現語意網的最佳實務（Linked
Data, n.d.; 柯皓仁、陳亞寧，2013）
。
電影是門綜合藝術，也是人們普遍的休閒活動之一。無論是觀賞電影前後，人們
經常在網際網路上查找電影資訊。現今提供電影資訊的網站眾多，然而該等網站（如
IMDb、開眼電影網等）通常僅提供單一資訊，如想知道電影其他周邊相關的資訊（如
其原著小說、原聲帶等），使用者通常必須額外利用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來獲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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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各電影資訊網站大多都有獨立運作的資料庫、呈現各自的電影相關資訊，讓使用
者自行查找其相關的資料，對於如此龐大資料來說，利用鏈結資料的概念描述，協助
電影相關資料被發現、取得和使用具有令人期待的潛力。故本研究擬透過現存的電影
資料，以鏈結資料技術實作一個電影資訊系統，促成不同電影資訊相關系統間的資料
交換與整合。

二、文獻探討
本節就鏈結資料、RDF 與 SPARQL，以及系統使用性量表之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一）鏈結資料
鏈結資料（Linked Data）是來自於語意網概念下的資料分享的方式，它所提出
的原則促進網際網路上來自不同地方的資源在同一框架下能被存取，這些資料或後設
資料能夠由電腦辨識，再進一步的分享與再利用（Berners-Lee, 2006）。鏈結資料進
一步解釋指得是將結構化的、電腦可讀的資料，透過發布技術並建立資料之間相互連
接的一種實際方式，並且使用者擁有更多的資料操作權限。鏈結資料依循四個原則（柯
皓仁、陳亞寧，2013；Berners-Lee, 2006; Heath & Bizer, 2011），進一步說明如下。
1. 以統一資源標識符（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URI）為任何具體或抽象、實
體或虛擬的事物命名。
2. 使用 HTTP URI 來查找特定事物：以 HTTP 做為客戶端和伺服器端之間查詢及
傳送 URI 的機制，使人或電腦可以查詢特定 URI 所代表事物的相關資訊。
3. 伺服器端使用 RDF 與 SPARQL 等標準，提供特定事物的相關資訊：當伺服器
端接獲客戶端運用 HTTP URI 或 SPARQL 對於特定事物的請求時，伺服器端會
以 RDF 標準格式將其相關資訊傳回給客戶端。
4. 對於特定 URI 所代表事物的相關資訊中，應包含其他相關事物的 URI，使得事
物間得以串連，提供使用者多樣化資訊。
根據最新資訊，鏈結開放資料雲（Linked Open Data Cloud）在 2014 年 4 月已
有涵蓋政府、出版、生命科學、使用者產生內容、跨領域、媒體、地理、社會網絡等
領域共 1,014 個鏈結資料集（http://lod-clou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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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資料的相關應用已逐漸普及，其中 DBpedia Mobile（Becker & Bizer, 2008）
乃是一個行動環境中鏈結資料的應用，DBpedia 萃取自維基百科，將其轉為鏈結資料
型態，並結合 GeoNames、CIA Factbook、EuroStat 和 US Census 等資料集提供豐
富的資訊。DBpedia Mobile 充分使用 DBpedia 的地理資料，藉由 GPS 的技術自動
探索使用者所在位置附近的相關內容，並藉由鏈結資料瀏覽器提供視覺化的地圖介面。
鏈結資料亦曾運用於複雜的生態資料管理，將森林火災、植物標本、昆蟲採集、森林
動態樣區資料和臺灣物種名錄等五個資料庫透過鏈結資料串連，提供生態資料一個新
的分享方法（林朝欽、麥館碩、夏禹九，2011）。至於在圖書館界，則有虛擬國際權
威檔（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VIAF）
、美國國會圖書館鏈結資料服務（LC
Linked Data Service）、大英圖書館的自由化資訊服務（British Library Free Data
Services）
、OCLC 的 WorldCat、歐盟的 Europeana 等鏈結資料服務（柯皓仁、陳亞
寧，2013）
。
（二）RDF 與 SPARQL 概述
鏈結資料所遵循的格式標準為資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W3C, 2015）
。RDF 乃是一種以圖論（Graph）模型（由相連的節點與邊所
組成）為基礎的資料結構呈現方式，將資料編碼組成「三元組」
（Triples）句型結構，
由主語（Subject）
（類似於主詞）
、述語（Predicate）
（類似於動詞）和賓語（Object）
（類似於受詞）所組成，一個三元組又可稱之為一個「陳述句」（Statement），用以
描述事物的屬性和事物間的關聯性。通常 RDF 在鏈結資料的架構中，以被序列化
（Serialize）成其他格式的資料（如 RDF/XML、RDFa、RDF/N3 和 RDF/N-Triples
等）
。
W3C 針對 RDF 格式設計了 OWL-QL、RQL、RDQL 以及 SPARQL 等查詢語
言，其中 SPARQL 是目前最廣為使用的 RDF 查詢語言。SPARQL（全名為 SPARQL
Protocol and RDF Query Language）以類似 SQL 的語法提供使用者查詢 RDF 資料
（W3C, 2013）
。RDF 儲存系統大多提供有 SPARQL 查詢端點（endpoint），藉此讓
使用者以 SPARQL 語言對 RDF 儲存系統進行資料查詢。
（三）系統使用性量表
使用性（usability）的評估方法有很多種，每種都有其適用之目的、限制。使用
性評估的主要目的在於找出系統之問題，並衡量系統使用的情況，以了解使用者真正
操作系統的經驗與感受。本研究採用 Brooke（1986）的系統使用性量表（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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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bility Scale, SUS）作為系統評估的方式，該量表針對網站使用時較常遇到的主觀
感受，提出了 10 個問題計分的五等第量表，計算後的分數結果稱之為「SUS 分數」，
此分數能評估一個網站使用性的好壞。SUS 分數代表使用者對系統使用性的綜合評
量，可作為不同網站或系統之間使用性的比較，但每題題目所表示的分數並不具有意
義，不適合被單獨比較或作為其他用途。
「SUS 分數」計算的方式是將題目分為兩組，
一組為奇數組 1、3、5、7、9 題，另一組為偶數組 2、4、6、8、10 題，將奇數組的
各題原始分數減去 1，可得到各題對應的分數，再用 5 減去偶數題各題的原始分數，
便可得到各題對應的分數，最後計算總分，將奇數組和偶數組兩組對應的分數相加，
相加結果乘以 2.5 後即為 SUS 分數。
Bangor、Kortum 與 Miller（2009）對於計算出來的 SUS 分數予以分級，提出了
可接受度範圍（Acceptability Ranges）
、學校等級尺度（School Grading Scale）和感
官形容評量（Adjective Ratings）等三種不同的評量標準，並彙整出一份 SUS 分數對
應量尺，在該研究中指出 70 分是最低可接受的標準。Sauro（2013）則提出 500 個
產品的平均 SUS 分數為 68 分，且能將 SUS 應用於 5 位測試者的小樣本。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研究與發展法（Research & Development）來開發以鏈結資料為基礎
的電影資訊系統。本節說明該系統所採用的資料集、開發環境和平臺、系統流程與架
構。
（一）資料集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集包含 IMDb、DBpedia、LinkedMDB、DBtune。
1. 電影資料集 IMDb（http://www.imdb.com/）
本系統使用 IMDb（Internet Movie Database）為電影名單來源，IMDb 是
一個針對電影、電影演員、電視節目、電視藝人、電玩遊戲和電影製作小組的
線上資料集，包含過去、現在上映的全面性電影和電視資訊，除了有豐富的作
品資訊，包括影片演員、導演、劇情、影評等基本資訊外，更進一步提供相關
的影音資料，如預告片、宣傳影片等。近年來 IMDb 為因應越來越龐大的電影
資訊內容以及網路應用的興起，開始提供開放式資料集的下載，進而使得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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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相關應用的出現。IMDb 資料集截至 2014 年 11 月提供約 313 萬的作品（包
含電影、電視、電玩遊戲等作品）和 629 萬筆人物。
由於目前 IMDb 尚未提供鏈結資料格式或 SPARQL 查詢介面，因此在建構
本系統前，需要對原始資料進行主題挑選和格式統一。本研究利用 IMDb 所釋
出資料集當中的 movie list 檔案，清除非電影資料，例如電視劇、電視節目、電
玩影音等，剩下名單皆為電影資料，以此做為系統之主要電影清單，再將電影
名稱後方的上映年份和特殊標記符號清除，轉換結構化格式，以便後續將資料
轉成鏈結資料格式進行連結配對。
2. DBpedia（http://dbpedia.org/）
本研究為了將電影資料延伸至本地資料庫的框架之外，並強調鏈結資料的
重複使用性，因此採用 DBpedia 所開放的資料，以重複利用 Web 上已有的資料
和已存在使用的知識本體（ontology）。
DBpedia 基於鏈結資料的基本格式要求，將 Wikipedia 資料萃取成結構化的
RDF 語法表示，並提供 SPARQL 語法查詢介面。採用 DBpeida 作為電影補充
資料的優點，一方面符合鏈結資料標準格式和重複使用已有的資源；另一方面
可透過 SPARQL 指令的複寫將資料顯示在本研究建構的系統上，不須將 IMDb
其他資料完整匯入本地資料庫，節省空間和處理時間。DBpedia 使用不同的知
識本體來表示不同的主題資源，同一主題內也會因資料欄位的不同，而有不同
的屬性（property）
。本系統以電影資料為主，因此找出 DBpedia 中電影資料所
使用的知識本體，主要來自已在 Web 上活躍使用的 rdf、rdfs、foaf 和 DBpedia
自身的 dbpedia 知識本體。表 1 詳細列出 DBpedia 電影常見的屬性和所代表的
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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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DBpedia 電影常見詞彙
屬性
rdfs:label
dbpedia-owl:abstract
dbpedia-owl:director
dbpedia-owl:producer
dbpedia-owl:cinematograp
hy
dbpedia-owl:country
dbpedia-owl:distributor
dbpedia-owl:editing
dbpedia-owl:gross
dbpedia-owl:musicCompo
ser
dbpedia-owl:runtime
dbpedia-owl:starring
dbpedia-owl:thumbnail
dbpedia-owl:wikiPageID
dbpedia-owl:writer
rdf:type
rdfs:comment
foaf:name
foaf:primaryTopic

URI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
ema#
http://dbpedia.org/ontology/abstract
http://dbpedia.org/ontology/director
http://dbpedia.org/ontology/produc
er
http://dbpedia.org/ontology/ciemat
ography
http://dbpedia.org/ontology/country
http://dbpedia.org/ontology/distribu
tor
http://dbpedia.org/ontology/editing
http://dbpedia.org/ontology/gross
http://dbpedia.org/ontology/musicC
omposer
http://dbpedia.org/ontology/runtim
e
http://dbpedia.org/ontology/starring
http://dbpedia.org/ontology/thumb
nail
http://dbpedia.org/ontology/wikiPa
geID
http://dbpedia.org/ontology/writer
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
ema#
http://xmlns.com/foaf/0.1/
http://xmlns.com/foaf/0.1/

含意
資源的名稱資訊
電影的摘要
電影的導演
電影的製片
電影的攝影師
電影的發行國家發行
電影的製片商
電影的剪輯
電影的營收
電影的配樂作曲
電影的片長
電影的演員
電影對應的圖片
電影對應 Wiki 文章的
編號
電影的編劇
資源所屬類型
資源簡短摘要(500 字
以內)
對應 foaf 的資源名稱
對應 foaf 的主題來源

資料來源：http://mappings.dbpedia.org/server/ontology/classes/

3. LinkedMDB（http://www.linkedmdb.org/）
LinkedMDB 的資料來源包含了 IMDb、FreeBase 和 DBpedia 的電影資訊，
將其整合統一之後轉換成鏈結資料格式，也支持使用 SPARQL 查詢其資料，雖
然 LinkedMDB 存取三個內容豐富的資料集，所提供的電影資訊不算完整，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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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其他 DBpedia 未包含的電影資訊內容，使得 LinkedMDB 部分資料在本系
統能補足其他電影資訊。LinkedMDB 除了建立自己的電影知識本體外，也使用
了 rdf、rdfs、Dublin Core（DC）和 foaf（Friend of a Friend）等知識本體的詞
彙，表 2 詳細列出 LinkedMDB 常見的屬性和所代表的含意。
表2
LinkedMDB 常見詞彙
屬性
rdfs:label

movie:initial_release_da
ta
movie:music_contributo
r
foaf:made

URI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
#
http://purl.org/dc/terms/date
http://purl.org/dc/terms/date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
e/actor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
e/cinematographer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
e/director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
e/editor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
e/film_cut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
e/film_of_distributor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
e/filmid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
e/initial_release_data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
e/music_contributor
http://xmlns.com/foaf/0.1/made

foaf:page

http://xmlns.com/foaf/0.1/page

dc:title
dc:data
movie:actor
movie:cinematographer
movie:director
movie:editor
movie:film_cut
movie:film_of_distributo
r
movie:filmid

含意
資源的名稱資訊
對應 DC 的資源名稱
資源的日期資訊
電影的演員
電影的攝影師
電影的導演
電影的編劇
電影的剪輯
電影的製片商
對應電影資源的編
號
電影的上映資訊
電影的配樂作曲
對應 foaf 電影的導
演
對應 foaf 的外部連
結

資料來源：LinkedMDB

4. DBtune（http://dbtune.org/）
除了電影本身資訊外，電影原聲帶也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本研究以
MusicBrainz （ http://musicbrainz.org/ ） 做 為 電 影 相 關 音 樂 的 資 料 來 源 。
MusicBrainz 被稱為「開放的音樂百科全書」
，所有 MusicBrainz 資訊都是開放
性的，可以很容易地獲得這些資料。DBtune 將 MusicBrainz 透過 D2R 工具建
構 SPARQL 端點，提供鏈結資料查詢，藉由 URI，可以作為電影資訊所釋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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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原聲帶音樂曲目做連結，使得此服務具有獨一無二的優勢。除此之外，
DBtune 也採用為音樂主題設計的知識本體，是一個很好的電影補充資料來源。
表 3 詳細列出 DBtune 用於電影原聲帶資源的屬性和所代表的含意。
表3
DBtune 常見詞彙
屬性
URI
rdfs:label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
ma#
dc:title
http://purl.org/dc/terms/date
mo:amazon_asi
n
mo:musicbrainz
mo:image

http://purl.org/ontology/mo/amazon_
asin
http://purl.org/ontology/mo/musicbra
inz
http://purl.org/ontology/mo/image

含意
資源的名稱資訊
對應 Dublin Core 的資源名
稱
對應 Amazon 的標準識別號
對應 MusicBrainz 的曲目
音樂資源的作品表達資訊

資料來源：DBtune

（二）開發環境和平臺
本 研 究 運 用 開 放 原 始 碼 的 內 容 管 理 系 統 （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Drupal（https://www.drupal.org/）—發展鏈結資料系統。Drupal 具有靈
活的內容管理功能，提供使用者針對不同的內容類型（Content Type）
、使用者檔案、
內容回應、分類或其他實體（Entities）自訂適合的欄位。由於其開放原始碼的特性，
凡具有 PHP 程式設計能力者都可以參與開發合作，以持續改進 Drupal 核心、模組、
版型及分發安裝功能，且隨著 Drupal 升級，許多重要模組亦能隨之更新。Drupal
在一個具有高擴展性核心（Core）上搭載各式各樣的模組（Module）組織建構一個
網站系統，在 Drupal 7 版本提供資料發布者更廣泛的操作性介面，資料能透過核心
程式 RDF Mapping API 轉換成 RDF 格式公開，任何格式的欄位都能對應到一個
RDF 屬性。
在 Drupal 中，使用者可建立不同的內容類型，每種內容型態都可自行定義其欄
位（Content Field），透過內容類型所建立的頁面稱為節點（Node）。Drupal 能讓內
容類型、欄位和節點分別對應到 RDF 三元組句型結構中的主語、述語和賓語。定義
好內容類型，系統會產生 rdfs 的詞彙表，建立節點之後，系統會產生一個 HTTP URI，
透過此機制，Drupal 中的內容都能轉換成 RDF 的語意格式，並獲取 HTTP URI 發
布在網際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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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pal 釋出 RDF 功能後，其開發團隊也加入其他領域的知識本體，如 FOAF、
SKOS、SIOC、OWL 和 Dublin Core 等，將這些關於網站的基本描述詞彙放入基本
頁面和文章內容中，相關內容類型之間的對應如圖 1。

圖 1 Drupal 7 RDF Schema。取自
https://groups.drupal.org/files/drupalRDFschema4.png

Drupal 提供了 RDF 的鏈結，使用者能在不同的資料集之間有目的的瀏覽。在
Drupal 原有的功能中，可把欄位值設定為網站內的另一個節點，也就是用欄位表示
節點 A 和節點 B 之間的關係。當欄位被對應到一個 RDF 屬性，節點也同時轉換成
RDF 格式之後，節點 A 和節點 B 之間就能由 RDF 屬性來定義他們的關係。Drupal
每項功能，都以模組的型式開發而成的，只需透過啟用或關閉模組來決定功能是否可
用，也可新增模組來增加新功能，自從加入語意網 RDF 的概念後，與 RDF 相關的
模組也越來越多，本研究利用相關模組加以改寫，進而達成在 Drupal 上發展電影的
鏈結資料。本研究運用的模組詳細內容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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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本系統採用的 Drupal 關鍵模組
模組名稱
CCK

RDFx
SPARQL、
SPARQL View
RDF Proxy

功能
CCK（Content Construction Kit），能在內容類型裡面添加新的欄位，
滿足不同的需求。CCK 可以增加一些自訂的欄位，一般發文僅有內文、
標題而已。使用 CCK 模組，能增加其他欄位以擴充內容類型所蒐集的
資料型態。
RDFx（RDF Extensions）模組為 Drupal 提供較為全面的 RDF 支援，
包括 RDF 資料的逐一建立和匯入其他的外部 RDF 資料，並支援 RDF
一系列序列化的格式，例如 RDF/XML、NTriples、Turtle。
SPARQL 和 SPARQL View 這兩個模組為 RDF 資料提供檢索技術，並
且 SPARQL View 模組是依賴於 SPARQL 模組的。
RDF Proxy 模組用來從其它的 RDF 網站蒐集 RDF 資料。

（三）系統流程與架構
圖 2 為本系統鏈結資料的整體運作流程圖，首先向系統告知資料欄位所使用的
RDF 詞彙來源，再向系統說明外部鏈結資料集的 SPARQL 端點。當知道端點後，敘
述資料集的資料內容，接著再從資料內容中定義系統的欄位，並作 RDF 屬性的對應，
緊接著將資料欄位透過 SPARQL 查詢語法將資料取出，最後將取出的結果在本系統
裡呈現。

RDF詞彙來源
SPARQL 端點
敘述資料集內容
RDF屬性對應
擷取資料
呈現SPARQL結果
圖 2 系統流程

圖 3 為本系統之系統架構圖，主要透過原始資料的處理與分析（filtering）
、從資
料庫轉換為鏈結資料格式（RDFizing）和 RDF 屬性與欄位對應（mapping）而達成
電影鏈結資料的整合，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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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統的核心資料主要來自 IMDb 資料庫，對資料進行分析，檢核與校正彙整
並建立與導演、演員的關聯，將資料匯入本地資料庫，使其成為適用於本研究
的資料格式，以利於與其他資料集進行比對時，能使資料在單一框架下被描述
使用。
2. 透過 Drupal 內容管理系統的 RDFx 核心應用模組，將存在於本系統資料庫的資
料正式轉換成鏈結資料的型式，並儲存於 RDF 倉儲（ARC2）
，等待與外部資料
集的鏈結。
3. 查找和使用鏈結資料雲上與電影相關的開放資料（如 DBpedia、LinkedMDB）
，
經過程式的編寫、詞彙與詞彙的對應和來源資料內容的辨識，串連載入至系統，
最後將資料正式以鏈結資料的型式發布於網路，提供可連結和查找 SPARQL 端
點，並呈現鏈結資料電影資訊系統介面供使用者探索。

圖 3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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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建構
本研究採用鏈結資料技術，將電影資訊網站提供的電影資料庫與鏈結資料雲上其
他相關資料集相互連結與對應，以使本研究所建立的電影資料能盡到最大的資料分享
及使用效益。本節將說明如何整合使用 Web 上的開放原始碼工具與開放的詞彙集，
以將電影資料進行處理並且發布上網。首先說明本系統所規劃的內容與欄位，與所使
用到的模組；第二節闡述資料處理與轉換過程，包含對資料內容的檢核、依據資料內
容所收集的知識本體或詞彙、資料庫中的內容轉換為 RDF 與對應，以及本系統的
URI 命名方式；第三節說明將資料載入 RDF 倉儲系統的過程，並將資料發布至 Web
上與其他資料集之間建立起連結。
（一）內容建置
準備進行鏈結資料前，本研究將 Drupal 內容管理系統安裝至伺服器，建立電影
（film）
、導演（director）和演員（actor）等三種內容類型，並且規劃此三種內容類
型之欄位，以便後續外部資料能與本系統鏈結，此三種內容類型的欄位說明見表 5。
表5

內容類型與欄位
內容類型
film

欄位
field_f_title
field_f_genre
field_f_director
field_f_starring
field_f_language
field_f_country
field_f_abstract
field_f_homepage
field_f_runtime
field_f_release_date
field_f_pages
field_f_book
field_f_isbn
field_f_amazon
field_f_musicbrainz
field_f_picture

說明
電影名稱
電影分類
電影導演
電影演員
電影出版語言
電影發行國家
電影摘要
電影官方網站
電影播放長度
電影上映日期
電影相關網站
電影相關書籍名稱
電影相關書籍 ISBN
電影購買原聲帶網站
電影原聲帶相關資訊
電影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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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續）
內容類型
director

actor

欄位
field_d_title
field_d_birthdate
field_d_birthplace
field_d_nationality
field_d_residence
field_d_abstract
field_d_picture
field_a_title
field_a_birthdate
field_a_birthplace
field_a_nationality
field_a_residence
field_a_abstract
field_a_picture

說明
導演名稱
導演出生日
導演出生地
導演國籍
導演居住地
導演簡介
導演照片
演員名稱
演員出生日
演員出生地
演員國籍
演員居住地
演員簡介
演員照片

（二）資料處理與轉換
鏈結資料初始階段首先要對資料內容進行分析，找出適合本研究的主題以及相關
性。在資料轉換前，需要進行檢核與校正，使機器得以操作資料轉換。鏈結資料的目
標在於將資料作為一個可供眾人使用的資料庫，處理與分析原始資料後，下一步驟應
為每筆資料加上獨一無二的 URI，使其成為網路上的資源。而後建立統一的資料格
式，並選擇和重複使用 Web 上合適的詞彙來增加網路資料與資料之間的交互操作
性。
1. 資料準備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 IMDb 的資料，內容來源有五，分別為 movie.list、directors.list、
actors.list、country.list、language.list 和 genre.list。雖說各資料皆從 IMDb 獲取，
但原始資料凌亂且無法直接匯入資料庫，必須刪除其他非電影資料，再與導演、
演員等資料建立關聯；並且為了之後電影資料能順利與其他資料集鏈結，需將
篩選後的電影資料轉換成相同格式。IMDb 的電影原始資料（movie.list）中包
含有五種非電影的資料，分別是電視劇（television series）
、迷你電視劇（television
mini-series）、電視製作只在電視上放映的電影（TV movie）、視訊影音（video
movie）和電視遊戲（video game），本研究著重於電影資料，因此上述提及的
資料皆篩選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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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e.list 原始資料的規則，電視劇名稱前後會加上「" "」
（雙引號）
；迷你
電視劇名稱除了前後加上雙引號之外，尚在電視劇名稱後加上「(mini)」；只在
電視放映的電影加上「(TV)」
、視訊影音加上「(V)」
、電視遊戲則加上「(VG)」，
本 研 究 透 過 上 述 規 則 ， 過 濾 剩 下 的 建 立 編 號 並 匯 入 資 料 庫 。 actors.list 和
director.list 原始資料的規則與 movie.list 大致相同，導過演過電視劇的加上雙引
號，以此類推，不同之處在於導過或演過非電影的導演或演員，可能也演過一
般的電影，因此在過濾上述規則前，需先比對過濾後的 movie.list 和原始資料
actors.list、director.list 是否有同樣的電影資料，有相同電影資料則保留，完全
無相同電影資料則過濾。
資料篩選過濾完成後，整理出適合本系統的電影資料概念與關係，以電影
（Movie）資料為中心匯入至電影內容類型，包含有電影發行的國家（Countries）
、
電影出版的語言（Language）和電影所屬分類（Genre）等欄位，其餘分別匯入
導演資料（Directors）至導演內容類型和演員（Actors）資料至演員內容類型，
總計共有 58 萬筆電影資料、322 萬筆演員資料和 37 萬筆導演資料。
2. URI 設計
本研究採用 Drupal 作為將資料庫轉換為 RDF 的工具，核心是 RDFx 模組，
在這個模組中定義使用 W3C 推薦的 RDFa。在 RDFx 模組下，Drupal 可以分
析使用者的資料結構自動產生對應，關聯式資料庫轉 RDF 的預設對應規則是內
容類型（content type）對應到 RDF schema 中的類別（RDF class）
，資料表中
的欄位（field）作為該類別中的個體所具備的屬性（RDF property）
，資料表中
的節點（node）視為該資源的來源（RDF resource）
。根據鏈結資料的規則，類
別、屬性與資源都會依照設定規則給定 URI，而文字類的資料或是非 URI 的資
料可加上資料型態，例如字串、整數或浮點數等來幫助資源的辨識。本研究亦
設計每部電影有自己的 URI，以便往後系統建立 SPARQL 端點，能找到有該電
影資料的 SPARQL 節點。
本研究自行定義的 URI，乃是直接以網域名稱與目錄階層當作命名空間，
對於 URI 中的本地名稱，則以人可閱讀理解之字詞命名取代 Drupal 預設的節點
編號。由於本研究的來源資料中有大量的英文電影名稱和人名，因此針對以上
命名方式，以「_」
（底線）取代「 」
（空格）作為本地名稱，例如電影名為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取代成 Guardians_of_the_Galaxy。URI 命名通則如表 6。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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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s of the Galaxy 這 部 電 影 ， 內 容 類 型 屬 於 film ， URI 則 會 以
http://140.122.104.69:8080/movie/film/Guardians_of_the_Galaxy 呈現，此部
電影導演是 http://140.122.104.69:8080/movie/director/James_Gunn，而演員
其中之一是 http://140.122.104.69:8080/movie/actor/Chris_Pratt。
表6
URI 命名通則
Node

URI

Movie

http://140.122.104.69:8080/movie/{contenttype}/{moviename}

Director

http://140.122.104.69:8080/movie/{contenttype}/{directorname}

Actor

http://140.122.104.69:8080/movie/{contenttype}/{actorname}

3. 詞彙選擇與對應
此階段的目的是按照本系統現有資料的欄位，將目前非 RDF 的資料（包括
電影、導演、演員、發行國家、出版語言和電影分類）轉換成 RDF 格式，使資
料有一致的標準描述標籤，本步驟利用 Drupal 的核心程式 RDF Mapping API，
將儲存至資料庫的欄位對應到 RDF 詞彙。系統所採用對應詞彙皆選擇來自網路
上最大且最多領域的 DBpedia Ontology，它不只提供一系列關於電影領域的知
識本體，也因其處於鏈結資料雲的中心位置，擁有龐大豐富的外部連結，並且
持續的更新和維護，適合做為本系統詞彙對應的來源。系統現有資料欄位與 RDF
詞彙對應如表 7。
表7

現有資料欄位與 RDF 詞彙對應
內容類型
Film

Director
Actor

欄位
field_f_title
field_f_director
field_f_starring
field_f_country
field_f_language
field_f_genre
field_d_title
field_a_title

RDF 詞彙
rdfs:label
dbpedia-owl:director
dbpedia-owl:starring
dbpedia-owl:country
dbpedia-owl:language
dbpedia-owl:genre
rdfs:label
rdfs:label

Drupal 會以 RDFa 格式呈現所對應的欄位詞彙，圖 4 是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資料為例呈現的 RDFa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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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div about=" http://140.122.104.69:8080/movie/film/Guardians_of_the_Galaxy">
<h1 property="rdfs:label">Guardians of the Galaxy</h1>
</div>
導演：
<div about=" http://140.122.104.69:8080/movie/director/James_Gunn">
<div property="dbpedia-owl:director">James Gunn</div>
</div>
演員：
<div about=" http://140.122.104.69:8080/movie/actor/Chris_Pratt">
<div property="dbpedia-owl:actor">Chris Pratt</div>
</div>
發行國家：
<div class="fields">
<div property="dbpedia-owl:country ">USA</div>
<div property="dbpedia-owl:country ">UK</div>
</div>
採用語言：
<div class="fields">
<div property=" dbpedia-owl:language">English</div>
</div>
電影分類：
<div class="fields">
<div property=" dbpedia-owl:genre">Drama</div>
<div property=" dbpedia-owl:genre">Mystery</div>
<div property=" dbpedia-owl:genre">Thriller</div>
</div>
圖 4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資料的 RDFa 格式呈現方式

（三）連結資料與發布
經過資料處理和轉換階段，系統的電影資料已經轉換成 RDF 格式。本研究查找
了網路上的相關資料集，並且改寫 SPARQL View 模組，目的是透過 SPARQL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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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依據系統所需要的鏈結的資料，向對方的 SPARQL 端點請求資料。另外是將
所查詢到的資料，與本系統的電影進行比對，減少電影配對的錯誤發生。
在運用 SPARQL 查詢指令請求資料前，本系統先前已將 IMDb 資料進行處理分
析和匯入資料庫，並且將欄位與 RDF 詞彙對應（見表）
，接著需將剩下未有資料並
等待外部鏈結的欄位，像是摘要（field_f_abstract）、官方網站（field_f_homepage）
等和 DBpedia、LinkedMDB、DBtune、大英圖書館等資料集所提供的 RDF 詞彙作
對應，見表 8。
表8

鏈結欄位與 RDF 詞彙對應
鏈結欄位
field_f_abstract
field_f_homepage

RDF 屬性
dbpedia-owl:abstract
dbpedia-owl:homepage

field_f_runtime

movie:runtime

field_f_release_date

movie:release_date

field_f_pages

foaf:page

field_f_book

dc:title

field_f_isbn
field_f_amazon

bibo:isbn10
bibo:isbn13
mo:amazon_asin

field_f_musicbrainz

mo:musicbrainz

field_f_picture
field_d_birthdate
field_d_birthplace
field_d_nationality
field_d_residence
field_d_abstract
field_d_picture
field_a_birthdate
field_a_birthplace
field_a_nationality
field_a_residence
field_a_abstract
field_a_picture

dbpedia-owl:thumbnail
dbpedia-owl:birthDate
dbpedia-owl:birthPlace
dbpedia-owl:nationality
dbpedia-owl: residence
dbpedia-owl:abstract
dbpedia-owl:thumbnail
dbpedia-owl:birthDate
dbpedia-owl:birthPlace
dbpedia-owl: ationality
dbpedia-owl: residence
dbpedia-owl:abstract
dbpedia-owl:thumbnail

說明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電影摘要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電影官方網站資
料
鏈結 LinkedMDB 所提供的電影播放長度
資料
鏈結 LinkedMDB 所提供的電影上映日期
資料
鏈結 LinkedMDB 所提供的的電影相關網
站資料
鏈結大英圖書館所提供的電影相關書籍
資料
鏈結大英圖書館所提供的電影相關書籍
ISBN 資料
鏈結 DBtune 所提供的購買電影原聲帶的
網站
鏈結 DBtune 所提供的電影原聲帶相關資
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電影相關圖片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導演出生日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導演出生地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導演國籍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導演居住地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導演摘要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導演圖片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演員出生日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演員出生地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演員國籍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演員居住地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演員摘要資料
鏈結 DBpeida 所提供的演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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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QL 指令於資料集進行查詢後，有資料時會回傳資料放入 SPARQL 語法所
定義的查詢結果欄位內，再藉由改寫過後的 SPARQL View 模組，將查詢結果與系統
欄位連結，將資料放入欄位中，再顯示於系統頁面上。
為了使 SPARQL 查詢能與本系統的電影資料相互對應，本研究將電影名稱
（field_f_title）、導演名稱（field_d_title）和演員名稱（field_a_title）等欄位定義為
一個{name}變數，透過此變數利用 SPARQL 查詢指令，向資料集請求查詢 rdfs:label
屬性內的資料與{name}變數一致的資料，如圖 5。
本系統鏈結的 SPARQL 查詢語法大致可分為電影、導演、演員、電影相關書籍、
電影原聲帶，詳細說明如下。
1. 電影資料
圖 5 以 PREFIX 開 頭 的 文 字 定 義 了 詞 彙 的 命 名 空 間 縮 寫 ， 例 如
dbpedia-owl:Film 即為<http://dbpedia.org/ontology/Film>的縮寫，通常是一
個可查找的 URI。語法中如果套用了 dbpedia-owl:Film 屬性，便接受了該屬性
的所有特性。語法一（圖 5）
）和語法二（圖 6）分別告訴了 DBpedia 和 LinkedMDB
的 SPARQL 端點，需要使用到 rdf、dbpedia-owl、movie、foaf 的詞彙表，給定
暫時定義的資料集變數和查詢的欄位，請求 rdfs:label 屬性的資料，如果這個
rdfs:label 屬性在 DBpedia 資料集內有提供 foaf:homepage、dbpedia-owl:abstract、
dbpedia-owl:thumbnail 屬性的資料，以及在 LinkedMDB 資料集內有提供
movie:initial_release_date 、 movie:runtime 屬 性 的 資 料 ， 就 分 別 放 入 到
d_homepage、d_abstract、d_image、mdb_release_date、mdb_runtime 的欄位，
並 且 根 據 DBpedia 資 料 集 限 制 ， foaf:homepage 、 dbpedia-owl:abstract 、
dbpedia-owl:thumbnail 必須同時符合 rdf:type 屬性是 dbpedia-owl:Film 的資料才
能回傳。本研究發現 DBpedia 資料集中有部分使用 rdfs:label 屬性也使用
foaf:name 屬性作為代替資料的名字描述，因此當語法一（圖 5）找不到符合查
詢的資料就改以使用語法二（圖 6）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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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pedia dataset!
PREFIX rdf:<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
PREFIX dbpedia-owl:<http://dbpedia.org/ontology/>
SELECTDISTINCT ?dbp ?d_homepage ?d_title ?d_abstract ?d_image
WHERE {
?dbp rdf:type dbpedia-owl:Film;
rdfs:label"{name}";
rdfs:label?d_title.
OPTIONAL {?dbp foaf:homepage ?d_homepage}
OPTIONAL {?dbp dbpedia-owl:abstract ?d_abstract}
OPTIONAL {?dbp dbpedia-owl:thumbnail ?d_image}
}
# LinkedMDB dataset!
PREFIX rdfs: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
PREFIX movie: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e/>
SELECT DISTINCT ?linkedmdb ?mdb_title ? mdb_release_date ?mdb_runtime
WHERE {
?linkedmdb rdfs:label "{name}";
rdfs:label mdb_title;
OPTIONAL {?linkedmdbmovie:initial_release_date ? mdb_release_date}
OPTIONAL {?linkedmdbmovie:runtime ? mdb _runtime}
}
圖 5 電影資料查詢語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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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pedia dataset!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dbpedia-owl: <http://dbpedia.org/ontology/>

SELECTDISTINCT ?film ?d_homepage ?d_title ?d_abstract ?d_image
WHERE {
?film rdf:type dbpedia-owl:Film;
foaf:name "{name}";
foaf:name ?d_title.
OPTIONAL {?film foaf:homepage ?d_homepage}
OPTIONAL {?film dbpedia-owl:abstract ?d_abstract}
OPTIONAL {?film dbpedia-owl:thumbnail ?d_image}
}
# LinkedMDB dataset!
PREFIX rdfs: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
PREFIX movie: <http://data.linkedmdb.org/resource/movie/>
SELECT DISTINCT ?linkedmdb ?mdb_title ?mdb_release_date ?mdb_runtime
WHERE {
?linkedmdb rdfs:label "{name}";
rdfs:labelmdb_title;
OPTIONAL {?linkedmdbmovie:initial_release_date ?mdb_release_date}
OPTIONAL {?linkedmdbmovie:runtime

?mdb_runtime}

}
圖 6 電影資料查詢語法二

2. 導演和演員資料
導演與演員的資料來源亦來自於 DBpedia 資料集（如圖 7）
，SPARQL 查詢
模式與電影資料查詢語法大致相同，除了請求的欄位資料不同，還增加了
dbpedia-owl:nationality 、 dbpedia-owl:birthDate 、 dbpedia-owl:birthPlace 、
dbpedia-owl:residence 屬性，分別是導演與演員的國籍、出生日、出生地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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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了減少導演與演員之間可能人名相同，導演的 rdf:type 屬性要符合
yago:Director 值，而演員需符合 yago:Actor 值，才能將資料回傳。

PREFIX rdf: <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
PREFIX dbpedia-owl: <http://dbpedia.org/ontology/>
SELECTDISTINCT
?dbp ?p_title ?p_abstract ?p_image
?p_nationality ?p_date ?p_place ?p_residence
WHERE {
?dbp rdf:type yago:Director;# Director content
?dbp rdf:type yago:Actor;# Actor content
rdfs:label"{name}"; rdfs:label ?p_title.
OPTIONAL {?dbp dbpedia-owl:abstract ?p_abstract}
OPTIONAL {?dbp dbpedia-owl:thumbnail ?p_image}
OPTIONAL {?dbp dbpedia-owl: nationality ?p_nationality}
OPTIONAL {?dbp dbpedia-owl:birthDate ?p_date}
OPTIONAL {?dbp dbpedia-owl:birthPlace ?p_place}
OPTIONAL {?dbp dbpedia-owl: residence ?p_image}
}
圖 7 導演、演員資料查詢語法

3. 電影相關書籍資料
電影相關書籍的資料查詢語法如圖 8，資料集是來自大英圖書館所提供的鏈
結資料，此資料集所使用的詞彙表，除了使用常用於網站的 rdf、Dublin Core、
SKOS 的詞彙，也利用書目本體知識（Bibliographic Ontology）和 ISBD 詞彙
表來表達書本資料的 ISBN 和頁數，本研究亦匯入上述兩者的 namespace，作為
屬性的對應。此資料集與其他資料集不同之處在於名稱採用 dc:title 屬性，而將
rdfs:label 作為書籍的作者屬性，並使用 bibo:isbn10 和 bibo:isbn13 代表此書 ISBN
的屬性，isbd:P1053 為頁碼、skos:notation 為此書的版本。假如查詢的資料是空
值，在本系統即不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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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IX dc: <http://purl.org/dc/terms/>
PREFIX rdfs: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
PREFIX bibo: <http://purl.org/ontology/bibo/>
PREFIX isbd: <http://iflastandards.info/ns/isbd/elements/>
PREFIX skos:<http://www.w3.org/2004/02/skos/core#>
SELECT DISTINCT
?book ?b_title ?b_author ?b_isbn10 ?b_isbn13 ?b_pages ?b_edition
WHERE {
?book dc:title "{name}"; dc:title ?b_title.
OPTIONAL {?book rdfs:label ?b_author}
OPTIONAL {?book bibo:isbn10 ?b_isbn10}
OPTIONAL {?book bibo:isbn13 ?b_isbn13}
OPTIONAL {?book isbd:P1053 ?b_pages}
OPTIONAL {?book skos:notation ?b_edition}
}
圖 8 電影相關書籍資料查詢語法

4. 電影原聲帶資料
DBtune 使 用 較 多 已 存 在 的 音 樂 本 體 知 識 （ Music Ontology ） 來 描 述
MusicBrainz 的資料集，但也有自行建立詞彙表，以 vocab 為開頭的屬性。本系
統的電影原聲帶資料，鏈結 mo:musicbrainz 屬性來顯示相關的音樂，亦鏈結
mo:amazon_asin 屬 性 來 抓 取 亞 馬 遜 標 準 識 別 號 碼 （ Amazon Standard
Identification Number）成為能提供亞馬遜的電影原聲帶購買連結，並使用
vocab:albummeta_coverarturl 屬性提供電影原聲帶的圖片。電影原聲帶的資料查
詢語法如圖 9。
PREFIX rdfs: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
PREFIX mo: <http://purl.org/ontology/mo/>
PREFIX vocab: <http://dbtune.org/musicbrainz/resource/vocab/>
SELECTDISTINCT ?music ?m_title ?m_amazon ?m_musicbrainz?m_image
WHERE {
?music rdfs:label "<name>"; rdfs:label ?m_title.
OPTIONAL {? music mo:musicbrainz ?m_musicbrainz}
OPTIONAL {? music mo:amazon_asin ?m_amazon}
OPTIONAL {? music vocab:albummeta_coverarturl ?m_image}
}
圖 9 電影原聲帶資料查詢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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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本節鏈結了 DBpedia 的電影摘要和圖片，導演和演員的簡介、出生日、出
生地、國籍、居住地和照片；LinkedMDB 的電影播放長度、電影上映日期；大英圖
書館的電影相關書籍、作者、ISBN、頁數和版本；DBtune 的電影原聲帶、亞馬遜購
買網站和專輯圖片。本系統所鏈結的資料集以及資料集所提供的 SPARQL 端點如表
9。
表9

資料集與 SPARQL 端點
資料集
DBpedia
LinkedMDB
大英圖書館
DBtune

SPARQL 端點
http://dbpedia.org/sparql
http://data.linkedmdb.org/sparql
http://bnb.data.bl.uk/sparql
http://dbtune.org/musicbrainz/sparql

最後步驟為公開本系統的 SPARQL 端點，讓使用者也能在網路上查找本系統的
資料，成為正式的鏈結資料集。Drupal 透過安裝 SPARQL 模組，開啟 SPARQL 端
點的功能，藉由內建的 RDF index 功能，建立 RDF 索引，能使在 RDF 倉儲內的每
筆資料經由屬性對應，並透過查詢介面，在系統的 SPARQL 端點進行查詢。本系統
所提供的 SPARQL endpoin 介面如圖 10，網址為 http://140.122.104.69:8080/
movie/sparql。

圖 10 SPARQL 端點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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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展示與評估
本節首先展示本系統呈現的畫面與功能（http://140.122.104.69:8080/movie/），
再藉由測量工具 SUS 進行系統的使用性評估。
（一）系統展示
使用者進入系統後，藉由主選單選擇查找的內容（電影、導演、演員），經由文
字方塊輸入關鍵字，系統會將此關鍵字至匯入的 IMDb 資料做搜尋，將查詢結果呈
現於畫面中。使用者也可不透過搜尋方式，讓系統預設所產生的隨機 100 筆資料進
行瀏覽，如圖 11。
系統的鏈結資料呈現方式整體來說以 IMDb 資料為核心，呈現該部電影 Genre
（分類）
、Director（導演）
、Language（語言）
、Country（國家）和 Starring（演員）
的內容，同時分別連接至 DBpedia 鏈結資料獲取 RDF 為 dbpedia-owl:abstract 的電
影簡介和 dbpedia-owl:thumbnail 的圖片；至 LinkedMDB 鏈結資料獲取 RDF 為
movie:release_date 的電影上映日期和 movie:runtime 的播放長度；至 DBtune 鏈結資
料獲取 RDF 為 mo:amazon_asin、mo:musicbrainz 的電影相關音樂和原聲帶照片；
至大英圖書館鏈結資料獲取 RDF 為 dc:title、bibo:isbn10、bibo:isbn13 的電影相關書
籍資料。

圖 11 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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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為查找「Forrest Gump」電影的例子，系統一進入電影內容頁面，便會即
時發出 SPARQL 查詢至 DBpedia、LinkedMDB、DBtune 和大英圖書館的 SPARQL
端點請求此部電影的資料，分別將相對應的資料呈現於系統上。

圖 12 電影內容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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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查找導演內容或演員內容方式與電影內容相同，利用文字方塊輸入關鍵字
搜尋，系統亦會即時送出 SPARQL 語法至 DBpedia 的 SPARQL 端點請求導演或演
員的出生日、出生地、居住地、國籍、簡介和照片，系統並同時提供該導演或演員所
導過或演過的電影列表，演員的顯示結果如圖 13。

圖 13 演員內容頁面

（二）系統使用性評估
本研究使用 SUS 量表評估網站的使用性，填寫量表前，先向使用者說明本系統
的建置目的與主要功能，再請受試者自由操作本系統。使用者能夠查找任何電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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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或演員資料，隨後即開始填寫問卷。參與問卷調查者共有 23 名，其背景分別為 3
位圖資系、17 位資管系與 3 位電信系的學生。表 10 分別是 23 位使用者填寫量表的
數據與換算出來的 SUS 分數。
根據使用者使用系統後所填寫的使用性量表，由表 10 可知使用者對於本系統使
用性程度，使用者 C、使用者 E 與使用者 F 給予的使用性程度最高為 80 分，而使用
者 V 的使用性程度最低為 55 分，整體而言使用性程度為 72 分，顯示本系統達到系
統使用性量表的標準（Bangor, Kortum, & Miller, 2009; Sauro, 2013）
。
表 10

各使用者填寫 SUS 結果
題號
使用者 A

Q1
4

Q2
3

Q3
4

Q4
2

Q5
4

Q6
3

Q7
4

Q8
2

Q9
4

Q10
2

總分
70.0

使用者 B

3

1

3

4

4

1

3

2

4

1

70.0

使用者 C

3

1

4

1

4

2

4

1

4

2

80.0

使用者 D

3

2

5

2

3

2

5

2

4

1

77.5

使用者 E

4

1

5

2

3

3

5

2

5

2

80.0

使用者 F

3

2

4

1

4

2

5

2

4

1

80.0

使用者 G

4

1

3

1

2

2

5

1

3

3

72.5

使用者 H

4

1

5

2

4

1

3

3

3

1

77.5

使用者 I

2

3

4

1

4

2

5

3

4

1

72.5

使用者 J

3

3

3

1

3

1

4

1

3

3

67.5

使用者 K

4

3

5

2

2

3

5

2

3

3

65.0

使用者 L

4

1

4

2

3

2

3

2

3

1

72.5

使用者 M

4

1

3

2

4

3

4

1

4

2

75.0

使用者 N

3

1

3

1

3

3

3

3

4

1

67.5

使用者 O

4

1

4

1

4

2

4

1

3

3

77.5

使用者 P

4

1

4

2

2

1

4

3

4

1

75.0

使用者 Q

2

1

4

1

4

2

4

1

4

2

77.5

使用者 R

4

2

4

1

2

1

5

2

4

2

77.5

使用者 S

4

2

4

2

4

1

3

1

4

2

77.5

使用者 T

3

3

5

1

3

2

4

1

4

2

75.0

使用者 U

3

2

4

3

4

3

4

2

4

3

65.0

使用者 V

3

3

4

3

3

3

4

3

3

3

55.0

使用者 W

4

2

4

3

4

3

4

3

4

3

65.0

3.43

1.78

4

1.78

3.35

2.09

4.09

1.91

3.74

1.96

72.0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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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題號 Q1、Q3、Q5、Q7、Q9 為正向回饋，根據表 11 可看出，針對這 5 題勾
選同意和非常同意加起來的比率達到 70%以上的有「Q3 我認為這個電影資訊系統容
易使用」
、
「Q7 我認為大多數的人都能快速了解學會使用這個電影資訊系統」二項，
由此可知使用者普遍覺得本系統易用性高且容易學習。
在另一方面，題號 Q2、Q4、Q6、Q8、Q10 為負向回饋，根據表 11 可看出，
針對這 5 題勾選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加起來的比率達到 70%以上的有「Q2 我覺得這
個電影資訊系統過於複雜」
、
「Q4 我想我會需要技術上的協助，才能使用這個電影資
訊系統」
、
「Q8 我覺得這個電影資訊系統使用起來非常困難」與「Q10 我需要先學習
很多知識，才能開始使用這個電影資訊系統」等四題，顯示使用者普遍覺得使用本系
統不需要藉由他人的協助、也無須具備額外的專業知識即可使用此電影資訊系統。負
向回饋題
「Q6 我認為這個電影資訊系統缺乏一致性」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未達 70%，
顯示在電影資訊系統功能與內容的一致性上仍有成長空間，經由晤談得知，使用者認
為本系統較新或較舊的電影，其內容有部分資料不夠完善。此外，針對負向回饋題「Q4
我想我會需要技術上的協助，才能使用這個電影資訊系統」，仍然有 4%的使用者填
寫同意，透過晤談得知，使用者對於本系統的隨機推薦電影頁面，無法明確地進行電
影判斷和瀏覽，且使用者認為系統的執行速度影響到瀏覽時是否需要技術上的協助，
期待改善系統效率與速度。
表 11
SUS 人數與百分比結果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0
0%
11
48%
0
0%
10
43%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題號
Q1

我 會願 意經常 使用 這個
電影資訊系統

Q2

我 覺得 這個電 影資 訊系
統過於複雜

Q3

我 認為 這個電 影資 訊系
統容易使用

Q4

我 想我 會需要 技術 上的
協助，才能使用這個電影
資訊系統
我 覺得 這個電 影資 訊系
統 將各 種功能 整合 的很
好
我 認為 這個電 影資 訊系
統缺乏一致性

Q5
Q6

2
9%
6
26%
0
0%
9
39%

沒有
意見
9
39%
6
26%
5
22%
3
13%

0
0%

4
17%

6
26%

9
39%

不同意

12
52%
0
0%
13
57%
1
4%

非常
同意
0
0%
0
0%
5
22%
0
0%

7
30%

12
52%

0
0%

8
35%

0
0%

0
0%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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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續）

人數
百分比

非常
不同意
0
0%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8
35%
0
0%
8
35%

題號
Q7

我 認為 大多數 的人 都能
快 速了 解學會 使用 這個
電影資訊系統
我 覺得 這個電 影資 訊系
統使用起來非常困難

Q8
Q9

我 很有 自信能 夠使 用這
個電影資訊系統

Q10

我需要先學習很多知
識，才能開始使用這個電
影資訊系統

0
0%

沒有
意見
5
22%

9
39%
0
0%
8
35%

6
26%
7
30%
7
30%

不同意

11
48%

非常
同意
7
30%

0
0%
15
65%
0
0%

0
0%
1
4%
0
0%

同意

六、結論
本研究藉由實作鏈結電影資料的方法，示範鏈結資料於電影資料上的應用，提供
電影的查詢與瀏覽。鏈結資料的運作必須依賴資料的開放程度和需要具備與外部資源
作交換的能力，本研究採用 Tim Berners-Lee 所提出的鏈結資料原則，使用知識本體
和 RDF 描述資料，完成了將電影資料轉換為鏈結資料格式，發布了資料至 SPARQL
端點，並且查找了目前線上活躍使用的資料集合，透過 SPARQL 鏈結了外部的資料。
茲將本研究的貢獻陳述如下。
（一）建立鏈結電影資料平臺
隨著鏈結資料技術應用的日益擴展，相關的工具與技術逐漸推出，作為內容管理
系統的 Drupal，除了可進行編輯、發布資訊等，也結合了鏈結資料技術，發布相關
應用模組，惟因模組開發人員並未持續關注，未更改成符合其相依性模組的相容性，
且未進行版本上的更新，以至於功能尚未成熟，一般使用者不易使用。本研究經反覆
開發與測試，歸納出本系統於 Drupal 上建立鏈結資料的規則及流程，並修改其相關
模組，建立出一套以鏈結資料為基礎的電影資訊系統。
除了著重於電影資料的部分，本研究所開發之電影資訊系統也提供了瀏覽導演和
演員的相關資料，能將有關於導演執導的電影和演員參與演出的電影，顯示於平臺上，
使用者只需瀏覽導演或演員的鏈結資料，即可迅速了解內容或連至其他電影的鏈結資
料。本研究亦建立 SPARQL 端點供使用者查詢來自 IMDb 的部分電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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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電影內容更為豐富
傳統電影資訊網站的內容，需要利用網路機器人、網路蜘蛛或爬蟲程式將所需要
的資料全部儲存於伺服器上，系統開發者依據系統的功能去規劃資料庫，再根據資料
呈現方式抓取資料庫。上述的方式，除了需要有足夠的資料庫儲存空間外（例如電影
的照片儲存空間）
，資料需靠單方來編輯修改。在本研究中，透過系統中的 SPARQL
View 模組和 SPARQL 查詢語法的設計，開發者可以快速地向鏈結資料集請求電影相
關的資料，再將資料呈現於系統上。最大的優點除了能減少系統空間外，對於資料的
更新，都能藉由鏈結資料的方式同步更新，當系統鏈結了其他資料集，當資料集的內
容改變，本系統的內容也會改變。
（三）提升鏈結資料的閱讀性
過去在網際網路世界，網站內容著重於「資料如何呈現」
，較少琢磨在「資料的
本身」
，自從語意網概念的興起後，開始重視資料本身所蘊含的資訊力量，隨即發現
資料散亂於各處且各格式不一致，或是資料重複性的問題。鏈結資料技術的出現，成
為一個有效的，能讓資料格式統一，並且能使機器了解此資料意義的方式。大多數使
用鏈結資料的系統，對於使用者，不論以 SPARQL 查詢所回傳的結果或是網頁內容，
皆以用 URI 的方式呈現資料的內容，就像是一串網址一樣，必須透過查看 RDF 詞
彙在此資料集對此內容的定義為何，才能理解此 URI 資訊。本系統利用 Drupal 的網
頁內容建置架構，加上 CSS 排版，將鏈結回來的資料放入指定的欄位，並給予欄位
名稱，亦將圖片的 URI 直接以 HTML 圖片格式呈現。使用者可省去對應 RDF 詞彙
所代表的意義，增加鏈結資料的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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