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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應用日本學者佐佐木整、竹谷誠（1998）所提出 illustrative mapping method 
（簡稱 IM法）於階層概念圖（hierarchical concept map），不僅可以減少階層概 

念圖中的交錯邊數，同時階層概念圖的實際應用中，IM 法具有其它減少交錯邊 

方法所沒有的特性，可以群聚同性質的概念。但是，目前並無相關文獻探討  IM 
法在減少交錯邊數的成效。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採用Matlab程式去模擬 IM法在減少交錯邊數的成 

效，同時為了能廣泛用在實際之階層概念圖的應用中，特別針對正規階層圖的模 

式去模擬。所以，分別隨機產生代表 30 個頂點 6 階層、60 個頂點 6 階層和 60 
個頂點 12 個階層的正規階層圖之連接矩陣，統計連接矩陣在經  IM 法後，所能 

減少交錯邊數之比率，同時反覆執行這樣的模擬實驗 100次，並求平均減少交錯 

邊數的比率。本研究的結果如下： 

一、IM法對於正規階層圖，在平均減少交錯邊數的成效約 30%至 70%，平均減 

少的比率受正規階層圖中連邊發生的機率影響，當連邊發生的機率越高，平 

均減少的比率就越低，當連邊發生的機率越低，平均減少的比率就越高。 

二、雖然平均減少交錯邊數的成效，受連邊發生的機率所影響，但是實際可以減 

少正規階層圖中交錯邊數的多寡，取決於正規階層圖的結構。 

三、在模擬的過程中，發現 IM法如同其它減少交錯邊數的方法，亦有不穩定的 

狀況，其不穩定的狀況多半發生在同一階層中相鄰的兩頂點，若這些相鄰的 

頂點能左右對調，可以進一步改善減少交錯邊數的成效。 

關鍵字：減少交錯邊數、階層概念圖、Illustrative mapp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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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e Japanese scholar H. Sasaki (1998) puts forward illustrative mapping method 
(abbreviated as  IM  law)  in  stratum's concept picture  (hierarchical  concept map),  the 
ones  that  can  not  merely  be  reduced  in  stratum's  concept  picture  interlock  and 
counting,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tratum's concept picture, IM 
law has other reduction to interlock the unexistent characteristic of method, all right 
clustering  and  concept  of  nature.  However,  there  are  not  relevant  documents  that 
probe into IM law and reduce and mixed with the effect counted at present. 

So,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department is to adopt Matlab procedure to 
imitate  IM  law  and  reduce  and mixed with  the  effect  counted,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use  it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al  stratum  concept  picture  extensively, 
especially  imitate  to  the  way  of  the  regular  stratum's  picture.  So,  it  represents  30 
summit  pinnacle  6  strata,  60  summit  pinnacle  6  strata  and  connection matrix  of  the 
regular stratum's pictures of 60 summit pinnacles and 12 strata to produce at random 
separately, count  the matrix of connecting after  IM  law, can  reduce and mixed with 
the rate counted, carry out such 100 times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 repeatedly at the 
same time, and ask and reduce and mixed with the rate counted equally.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1. IM law, to the regular stratum's picture, reducing and mixed with about 30% effects 
counted  to  70%  equally,  the  rate  reduced  equally  is  being  connected  with  the 
probability happenning in the regular stratum's picture and sounded, it is the higher 
to act as and connect with the probability that happens, the lower the rate reduced 
equally  is,  act  as  and  connect  with  the  probability  happenning  is  the  lower,  the 
higher the rate reduced equally is. 

2.  Though  reduce  and  mixed  with  the  effect  counted  equally,  connected  with  the 
probability  happenning  and  sounded,  but  reality  can  be  reduced  regularly  mixed 
with the number counted in stratum's picture, depen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regular 
stratum's picture. 

3. During the process of imitating, find that IM law is mixed with the method to count 
like other reduction, also have unstable states, two adjoint summit pinnacles in the 
same  stratum  take  place  mostly  in  its  unstable  state,  summit  pinnacle  that  with 
adjoint these Yes about rightadjust, can be improving and reducing and mixed with 
the effect counted further. 

Keywords: reducing crossing edges, proper hierarchical map, illustrative mapp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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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 
階層概念構圖是利用圖形理論的方式，來表達知識結構，以頂點表示知識結 

構中的概念，而且以連接兩頂點的邊代表概念與概念間的關聯，並以階層的上、 

下次序關係，表達概念發生的先後次序、讓整個概念構圖能充分地表達特定的知 

識結構。 

（一）階層概念圖雖能有效地表達知識結構，但是在實際的應用中，常會發生概 

念之間的連邊、邊與邊之間有複雜的交錯現象。假如一個概念圖中有過多 

的交錯邊現象，會降低對概念圖的可被理解及閱讀之特性。 

（二）同性質的概念群易分散。當概念圖中，同性質的概念過渡分散，會使得追 

蹤概念的先後次序，變的不容易。 

這兩常見的現象，會使得概念圖的結構鬆散或複雜地難於理解。這兩現象通 

常會用手試繪去調整，或重新再製作一個新的階層概念圖，來達到減少交錯邊數 

及概念群分散的現象。 

二、研究目的 
針對日本學者佐佐木整、竹谷誠 （1998） 所提出的 illustrative mapping method 

（簡稱  IM 法），能聚集階層化的概念構圖中具有同性質的節點，同時亦能減少 

圖中的交錯邊數，對概念構圖的理解有很大的助益（Takeya, 1999），但是文獻中 

缺少廣泛的佐證。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程式的模擬及執行，獲得對 IM法更多 

的瞭解及印證。 

三、名詞定義 
為了能瞭解與佐證 IM法的效能，下面對本研究所需用的名詞加以定義。 

【定義 1】階層圖（hierarchical concept map） 

設V 為平面上 n個頂點所成的集合且  N V V V  ,..., ,  2 1  為V 的不相交分割，亦即 

U 
N

k 
k V V 

1 = 
= ，且 φ = j i  V V  I ，  } ,..., 2 , 1 {  N j i j i ∈ ∀ ≠ ， ， ，若 

（一）  } : {  * *  V v v vv E ∈ ⊆ ， 為有向邊所成集合。 

（二）  j i j i E vv < ∃ ∈ ∀ ： ， ， *  使得  i V v∈ 且  } ,..., 2 , 1 { *  N j i V v  j ∈ ∈ ， ， ，則稱 
) , , (  N E V G  為階層圖。 

【定義 2】正規階層圖（proper hierarchical concept map） 

設  ) , , (  N E V G  為一階層圖，若  E uw∈ ∀ ，  } ,..., 2 , 1 {  N k ∈ ∃ ，使得  k V u∈ 且 

1 + ∈  k V w  ，則稱  ) , , (  N E V G  為正規階層圖。 

【定義 3】階層子圖（hierarchical concept sunmap） 

設  ) , , (  N E V G  ，若  V V ⊂ *  且  E E ⊂ *  以及  N N ⊂ *  ，則稱  ) , , (  * * *  N E V G  為 
) , , (  N E V G  的階層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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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4】連接矩陣 

設  ) , , (  N E V G  為階層圖，且  } ,..., , {  2 1  m v v v V = ，若 
  

 
 
 

∈ 

∉ 
= 

) ( 1 

) ( 0 

E v v 

E v v 
a 

j i 

j i 
ij  ，則 

m m ij a A × =  ] [  稱為  ) , , (  N E V G  的連接矩陣。 

【定義 5】邊重要度 

設  ) , , (  N E V G  為有m個頂點的階層圖，亦即  m V n = ) (  ；若  E uw∈ 且令 

（一）  } | { ) (  E vw V v w A ∈ ∈ = 為 E 中可到達頂點w的頂點所成集合。 

（二）  } | { ) (  E uv V v u R ∈ ∈ = 為 E 中可從頂點u到達的頂點所成集合。 

則 

  
 

  
 + 

×   
 

  
 

× 
= 

2 
1 

2 

)] ( [ )] ( [ ) ( 
m m 

u R n w A n uw I  稱為有向邊uw的邊重要度，其中  ] [x 表 x的最 

大數，亦即  k k x ∃ ⇔ = ] [  ：整數，使得  1 + < ≤  k x k  。 

【定義 6】點的重要度 

設  ) , , (  N E V G  為階層圖，則 ∑ ∑ 
∈ ∈ 

+ = 
) ( ) ( 

) ( ) ( ) ( 
v A u v R w 
uv I vw I v I  ，稱為在V 中頂點 v的 

點重要度。 

【定義 7】正規階層圖的交錯邊數 

設  ) , , (  N E V G  為有m個頂點的正規階層圖，若  m m ij a A × =  ] [  為  ) , , (  N E V G  的連 

接矩陣，則 ∑ ∑ ∑ ∑ × = 
= 

− 

= 

− 

= + = 

m 

i 

m 

j 

i 

k 

m 

j l 
kl ij  a a C 

2 

1 

1 

1 

1  1 
稱為  ) , , (  N E V G  的正規階層圖的交錯邊數。 

貳、文獻探討 

一、NPComplete Problem 
對於減少階層圖中的交錯邊數這樣的問題，已有學者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演 

算法中屬於一個Npcomplete問題 （Gary & Johnson, 1983）， 所謂一個Npcomplete 
問題，是說這樣的問題，在明確定義所需執行的程序下，撰寫成程式交由電腦去 

執行，這樣的執行程序是無法在多項式的時間內完成，換句話說，當資料量成長 

時，時間的消耗會非常嚴重，同時這樣的問題，是沒有所謂最佳的解法，只能盡 

力做到最佳的近似解。 

二、IM 法的繪製流程 
IM 法的繪製，主要是反覆不停地選擇頂點及放置所選擇頂點，其整個步驟 

如下： 

（一）選擇重要度最大的頂點  i V ，將其放置於中心軸上。若有兩個以上的時候， 

任選其中一個。 

（二）與頂點  i V 緊連的頂點中，從中選取重要度最大的頂點  j V  ，將其放置於中 

心軸上。若有兩個以上的時候，根據下面的選擇法則來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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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頂點  i V 或  j V 緊連的頂點中，從中選取重要度最大的頂點  k V ，將其放置 

在中心軸上。若最大值有兩個以上的時候，根據選擇法則選取一個。 

（四）若步驟三所選到之頂點  k V 無法放置於中心軸時，則根據下列配置法則來 

擺放。 

如果還有未擺放的頂點時，則回到步驟三重複進行，直到全部的頂點都擺放 

完為止。 

選擇法則： 

以下的文中，  ' V 表示已經擺放上去的頂點所成的集合，而  m L  表示頂點  m V  與 
' V 連結之所有的有向邊長度之總和。 

（一）挑選能放置於離中心軸最近的頂點。 

（二）若步驟一中沒有離中心軸最近的頂點可選取時，則選取能與  ' V 連接出最 

多邊的頂點。 

（三）若步驟二仍無法選出頂點時，則從滿足步驟二之所有候選頂點中，選取  m L 
最小的頂點  m V  。 

（四）若步驟三無法決定的時候，選擇任意一個的頂點。 

放置法則： 

（一）某頂點選擇放在中心軸的左邊或右邊之準則，乃看該頂點放在左邊時，能 

與  ' V 緊連之頂點的個數較多呢？還是該頂點放在右邊較多來決定，選擇 

放在較多的那一邊。 

（二）若步驟一中，左右兩邊緊連的頂點個數一樣多時，則根據與這些緊連頂點 

連接的有向邊之邊長總和來決定，選擇放在有向邊之邊長總和最小的那一 

邊。 

（三）若步驟二中，不管放在中心軸的哪一邊其總長都一樣時，則根據該頂點所 

要放置層級，其在中心軸左右兩邊頂點個數的多寡來決定。選擇放在較少 

的那一邊。 

（四）若步驟三中，仍無法決定放那邊時，則任選一邊放置。 

参、研究方法 

一、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流程可分成三個部份，首先第一部份利用Matlab 6.5版的程式開發 

IM法程式，因為Matlab程式對矩陣運算已提供完好的儲存及運算模式的特性， 

正符合階層圖是以連接矩陣的儲存方式，同時以這樣儲存模式，方便後續相關方 

法的研究和方法的程式開發以及比較，例如重心法（Sugiyama, Tagawa, & Toda, 
1981）在減少交錯邊問題上，對階層圖的儲存方式及運算方式，皆以矩陣為主。 

其次第二部份，針對第一部份開發的 IM法程式進行模擬研究。整個模擬研究可 

分成五個步驟：第一步驟，設定初始值，初始值的設定分別為頂點數和階層數以 

及臨界值，這些初始值的設定是作為模擬研究的自變數。第二步驟，產生連接矩 

陣，若元素值超過臨界值，則元素設定為 1，其值代表兩頂點間有連邊的產生， 

反之則設定成 0，其值代表兩頂點無連接邊的產生。第三步驟，檢驗第二步驟所 

產生的連接矩陣，是否能符合代表一個正規階層圖的連接矩陣，若檢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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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則執行第四步驟，若檢驗的結果不是，則回到第二步驟重新產生一個新的矩 

陣。第四步驟，執行 IM 法程式，將第三步驟的連接矩陣帶入 IM 法程式執行， 

並記錄最終頂點的位置次序以及原本和最後的交錯邊數。第五步驟，反覆執行第 

二步驟到第四步驟 100次。最後，第三部份，將第二部份的資料繪製成基本的折 

線圖，並觀察及解釋。 

二、研究工具及程式開發 
本研究採用Matlab 6.5版程式進行模擬研究，Matlab程式以內定矩陣的方式 

儲存數值，並且採用矩陣運算的方式進行運算，適合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可以減 

少對矩陣設定及矩陣運算需有精細規劃的時間。 

為了實行 IM法的執行步驟，必須明確地對電腦定義出演算的程序及步驟， 

因此在演算過程加入：（一）加權選擇重要度及（二）加權位置重要度的策略（佐 

佐木整、竹谷誠，1998）。 

（一）加權選擇重要度 

在同一個階層中，以中心軸為主，分左右兩側，每一邊的頂點權重值，以位 

在中心軸上的頂點權重值為最大值 1，分別往兩側遞減，亦可說越接近中心軸的 

點，加權值越大，其加權的公式如： 
j 

j j 
ij  N 

n N 
W 

1 + − 
= 。例如欲計算圖一中  j V 頂 

點的加權選擇重要度，先計算同一階層位於主軸左邊的所有頂點數  4 = j N  ，其  j V 

所在的位置  3 = j n  ，所以  j V 的加權選擇重要度值 
2 
1 

4 
1 3 4 

= 
+ − 

= ij W  。 

圖一 加權選擇和位置重要度值的解說圖 

（二）加權位置重要度 

加權位置重要度用在判斷頂點應放置哪一個位置。當頂點與放置頂點位於同 

一側時，加權值取正值；反之，頂點與放置頂點位於異側時，加權值取負值，其 

加權公式如下： 
j 

j 
ij 

N 
n 

sign W = *  。例如，當選擇  i V 頂點後，如何計算放置  i V 頂點 

要放置在主軸的左邊或右邊的加權位置重要度？以圖一為例，當頂點  i V 和  j V 位 

於同一側時，sign取正號+，同時計算與  i V 有連邊的頂點之加權位置重要度，在 

圖一中只有  j V 與  i V 相連，所以頂點  i V 的加權位置重要度為 
4 
3 * + = ij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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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了讓選擇法則及放置法則能在程式裡執行，將上述的選擇及放置法則 

修改如下： 

選擇法則： 

1. ∑ 
≠ = 

+ = 
n 

i j j 
ij i j j i i  W V V I V V I V I 

, 1 

] )} , ( ) , ( [{ ) (  ，其中  ij W 為加權選擇重要度。 

2. ∑ 
≠ = 

+ = 
n 

i j j 
i j j i i  V V I V V I V I 

, 1 

)] , ( ) , ( [ ) (  。 

3.  在子圖中，計算在相鄰頂點的堆疊裡，每一頂點V 對子圖中的頂點連接的頂 

點數。 
4.  相鄰頂點的堆疊中，每一頂點V ，在原先階層圖中的重要度值。 
5.  相鄰頂點的堆疊中，每一頂點V ，在原先階層圖中的連接頂點數。 

放置法則： 

將選出來的頂點V，預放於階層子圖中的主軸之左邊及右邊，同時計算下列 

的參考值。 

1. ∑ 
≠ = 

+ = 
n 

i j j 
ij i j j i i  W V V I V V I V I 

, 1 

* ] )} , ( ) , ( [{ ) (  ，其中  * 
ij W  為加權位置重要度。 

2. ∑ 
≠ = 

+ = 
n 

i j j 
i j j i i  sign V V I V V I V I 

, 1 

] )} , ( ) , ( [{ ) (  ，當  i V，  j V 兩頂點位於同一側時，則 sign 

取正號，當  i V ，  j V 兩頂點位於異側時，則 sign取負號。 
3.  在子圖中以中心軸為基準，分別計算左、右兩側頂點與頂點的連接邊數。 
4.  在子圖中以不越過中心軸為基準，分別計算左、右兩側頂點V 可到達的頂點 

數。 

三、研究結果 
首先，檢視 IM法程式在製圖上的開發成效。圖二為一個隨機產生的正規階 

層圖之連接矩陣，並且依據其頂點的位置及連接邊發生的情況，繪製而成的模擬 

階層圖。而圖三是將代表圖二模擬階層圖之連接矩陣，代入 IM法程式執行後， 

所得最終頂點的排列之相對次序，並且在不改變原有的連接邊之情況下，所繪製 

而成的 IM法圖。 

其次，將所得之模擬結果數據依據臨界值大小分製成折線圖，觀察臨界值、 

頂點數和階層數的變動對減少交錯邊數的影響及趨勢 （見圖四、圖五以及圖六）。 

由圖四，可以看到平均減少交錯邊數的比率會隨著臨界值升高而增加，同時固定 

階層的數量，頂點數增加會降低平均減少交錯邊數的比率，但是固定頂點數量， 

階層數的增加反而能提升平均減少交錯邊的比率。由圖五，可知到 IM法在減少 

交錯邊問題，最佳情況可以達到無交錯邊數。由圖五和圖六，可以看出在同樣的 

臨界值下，IM法可以改善交錯邊數的比率，取決於正規階層圖的結構。 

最後，在文獻回顧中 Gary & Johnson（1983）提出，對於減少階層圖中的交 

錯邊數這樣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在演算法中屬於一個 Npcomplete問題，只能盡 

力去選找最佳的近似解。在本模擬研究的過程中發現，IM 法也有類似這樣現象 

的問題產生，如圖七是一個正規階層圖，將圖七置入 IM法中重新排列階層中的 

頂點次序，得到圖八。從圖八，可以立即觀察出，如果頂點 12 和頂點 3 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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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頂點 10與頂點 2交換，則可以立即改善交錯邊數的問題。 

圖二 模擬階層圖 圖三 經 IM法改善後的階層圖 

圖四 平均減少比率圖 

圖五 最大減少比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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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最少減少比率 

圖七 正規階層圖 圖八  IM法圖 

肆、結論 

針對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有下列三個主要結論： 

一、IM法對於正規階層圖，在平均減少交錯邊數的成效約 30%至 70%，平均減 

少的比率受正規階層圖中連邊發生的機率引響，當連邊發生的機率越高，平 

均減少的比率就越低，當連邊發生的機率越低，平均減少的比率就越高。 

二、雖然平均減少交錯邊數的成效，受連邊發生的機率所引響，但是實際可以減 

少正規階層圖中交錯邊數的多寡，取決於正規階層圖的結構。 

三、在模擬的過程中，發現 IM法如同其它減少交錯邊數的方法，亦有不穩定的 

狀況，其不穩定的狀況多半發生在同一階層中相鄰的兩頂點，若這些相鄰的 

頂點能左右對調，可以進一步改善減少交錯邊數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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