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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探討 

2.1 自動產生試題之回顧探討 

Deane 與 Sheehan 嘗試自動化產生數學測驗試題 [24]。他們以事先建立的試題樣版

（verbal template）為基礎，藉由更換試題樣板中的用詞以產生多樣化的試題。由於試題

樣板的空位彼此具有語意上的相依關係，為了確保試題語意上的合理性，Deane 等人從

蒐集的語料中觀察到，同類型的詞總是出現在類似的句型中，經統計分析後，所產生的

試題可以滿足空位間相依性的限制。 

Martin 等人則是將自動產生試題的技術，應用於 SQL-Tutor 中 [38]。SQL-Tutor 系

統的目標在於測驗學生利用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查詢資料庫時，是否能依

題意正確地輸入語法。Marint 等人以 Contraint-Based Modelling（CBM）來建立學生模

組，並依據學生模組，發展一套自動產生 SQL 試題的系統，該系統按學生過去的答題

狀況來產生新試題。由於 SQL 語法結構嚴謹，容易製成固定的樣版（template），因此，

不論在自動出題或自動批改上，都十分便利。 

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產生英文測驗試題的研究也很多。Vance 提出了建構英文字彙題

（vocabulary test）的方法 [52]，他利用自然語言處理中的 concordance 技術 [37]，從一

般性的語料庫中產生英文字彙題。Wilson 則建議從電子詞典語法分析語料庫（parsed 

corpus）中，自動產生 CALL（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的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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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itkov 發展了一套自動產生英文選擇題的系統 [41]，其試題屬於問答式的

類型。而受限於語料量不大的緣故，Mitkov 將答案的詞性限制在名詞或名詞片語（noun 

phrase）。他以電子版的教學文件作為試題來源，從文件中陳述某件事實的句子中，擷取

其中的名詞或名詞片語作為答案，並將原本的直述句改成疑問句，以作為問答題的題

幹。接著，藉由 WordNet 的輔助，挑選與答案語意相近的單詞或片語，作為誘答選項，

以產生選擇題測驗。 

Coniam 則利用從語料庫統計而得的詞頻（word frequency）資訊，來自動產生選擇

題形式的克漏字測驗 [21]。Coniam 的克漏詞測驗通常以多個段落的文字為主體，從中

挖掉一些字詞作為選擇題的答案，藉此測驗學生對整段文意的理解程度。Coniam 以大

量語料為基礎，使用 automatic grammatical tagging system 為語料中的字詞加上詞性標

記，並逐一統計每個字詞的詞頻。利用詞性與詞頻二項資訊，Coniam 的自動出題系統

可接受三種不同的條件：第一種是指定每個句子的第 n 個詞作為答案；第二種是限制答

案的詞頻範圍；第三種是限制答案的詞性。決定好克漏字測驗的答案後，系統會針對每

個答案，挑選三個詞性與答案相同、且詞性與答案相近的字詞作為誘答選項，以完成一

份克漏詞測驗。 

Poel 與 Weatherly 也提出了一個建置測克漏字測驗的方法 [43]。他們從文章的第三

句開始，每隔六、七個詞便挖掉一個詞作為答案，而被挖掉答案的題幹，則交由一群特

定程度的學生，以填充題的方式接受測驗。Poel 與 Weatherly 從學生作答中，對每個答

案歸納出 3 種學生最常填錯的字詞作為誘答選項。 

台大外文系高照明教授所發展的 AWETS（Automatic Web-based English Testing 

System）系統 [26]，結合了自動產生英文字彙題、測驗交付（test delivery）、自動評分

以及成績記錄等功能。其中自動產生英文字彙題的流程，是先從網路上蒐集古騰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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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Gutenburg）[45]、以及光華雜誌 [4]的文章，經過自然語言技術的前處理後，

將句子儲存於語料庫中。教師可以指定試題的答案或難度，系統會從語料庫中擷取符合

條件的句子，並利用電子詞典與詞彙分類所提供的資訊來產生誘答選項。試題的難度粗

分為難、中、易三種，依答案的詞頻排行高低而定。 

除了字彙題外，AWETS 還能針對聽說讀寫四項來測驗學生的能力。其中聽力方面，

主要以聽寫測驗為主。其操作流程大致如下：首先，施測者在施測前，先透過系統提供

的網頁介面，設定聽寫測驗的題目。系統會從題庫中隨機選題，播出一段話語。話語的

內容，是請人讀稿所錄下的聲音檔，每段稿一句話，大約有 6 到 13 個單字。受測的學

生聽完之後，將答案填寫在網頁中央的文字框中。假如學生聽寫完，覺得滿意的話，就

按確定鈕，結束該題的作答。倘若學生對於自己的作答不滿意，或者有些地方還聽不清

楚的話，可以選擇重填。系統會重播題目的內容，讓學生聽寫。前後總共可以作答三次。

學生作答完後，系統會批改學生聽寫的答案，然後把批改的結果，輸出在網頁上，報告

學生這題所得的分數。假如學生的作答中，有漏寫單字的話，系統會將該單字，用紅色

的中括號標記出來。假如學生多寫了其他的單字，系統則會用紅線，把該單字劃掉。整

個聽寫測驗作完之後，系統會把學生作答的結果，記錄下來，並把學生聽寫錯誤的單字

統計起來。 

王俊弘發展了一套克漏詞試題出題系統 [3]。該系統利用網路上既有的語料來自動

產生不同主題的克漏詞試題。為了模擬真實測驗中的克漏詞試題，王俊弘從近十三年大

學入學考試的資料中，分析歸納克漏詞試題的特徵，以作為系統出題時的參考依據。在

產生試題的過程中，使用者可輸入待測單字，並指定其詞性與詞義。系統會利用詞典與

selectional preference 模型，分析句子中特定詞彙的語義，從語料庫中擷取出符合詞義的

句子，然後利用 collocation 的資訊來篩選誘答選項。實驗結果顯示，其系統可在每產生

1.6 道試題中，得到 1 道可用的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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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文獻回顧，可以看出，在英語測驗自動出題的研究中，現階段仍多著重於

字彙題或是克漏字測驗，對於聽力測驗的自動出題，目前還缺少相關的研究。因此，我

們在本研究中，運用自然語言處理技術，並結合語言學相關知識，嘗試將自動產生試題

的技術，應用於聽力選擇題中。本研究承襲高照明教授的研究，從既有的聽寫測驗出發，

希望能建構出一套線上英語聽力練習系統，來輔助教師編輯試題、進行施測。 

2.2 智慧型英語錯誤分析之回顧 

Michaud 等人的 ICICLE（Interactive Computer Identification and Correction of Language 

Errors），目標在於指導聾人學習書面英語，以輔助課堂上的教學 [40]。該系統，對於使

用者所寫的英文作文，能夠分析其中的文法錯誤，然後針對使用者的表現，給予詳細的

教學回饋。一開始，使用者先傳送一篇作文給 ICICLE 系統，系統分析出文法上的錯誤

後，會回饋教學性的指導，幫助學生自我訂正。當使用者把錯誤的地方更正好之後，可

以再餵給系統，進行分析。 

Michaud 等人認為，系統在建立 user model 的時候，假如只記錄使用者與系統的互

動，從這些互動訊息仍不足以判定使用者的能力層級。這是因為人在學習第二語言的時

候，會有一定的學習次第。假如能將文法觀念，切成適當的 knowledge unit。每個

knowledge unit 都對應到一組文法規則。從這些文法規則，可以組成一個文法觀念的知

識結構。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就可以更準確地捕捉到使用者學習第二語言的進程。 

簡言之，Michaud 等人的研究，是針對文法學習，作適性化的指導。而該系統的 user 

model，之所以能適性化，有一部份基礎則建立在第二語言的研究成果上。同樣地，在

聽寫測驗上，假如我們要分析聽寫錯誤的話，勢必也要奠基於相關的語言學知識。 

Leacock 與 ChowDrow 則提出了 ALEK (Assessing Lexical Knowledge)系統 [33]，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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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目標在於輔助批改 TOEFL 的電腦寫作測驗。ALEK 可以自動辨認學生作文中對於

特定字彙的用法錯誤，主要能偵測二種錯誤，第一種是違反了英語基本的文法規則(例

如“a desks”)，第二種是缺少了某些特定的字彙(例如將不可數名詞當作可數名詞，“a 

pollution”)。Leacock 與 ChowDrow 將字彙的不當運用，視為 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 

(WSD) 的問題。為了辨認出字彙的不當運用，Leacock 與 ChowDrow 先從語料庫中訓練

出字彙的 context model，在批改作文的時候，ALEK 就比較該單字的語境和 context model

之間的 divergence 值。根據 divergence 的程度，判斷該單字是否有不當運用的情況。我

覺得這是一個不錯的點子，不過 ALEK 的實驗結果似乎不盡理想。ALEK 的 precision

為 80%，recall 為 20%，相較於人工辨識的結果，ALEK 僅能找出其中五分之一的錯誤，

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 

Coniam 的 TextDictation 聽寫測驗系統要求學生聽寫一篇文章的部分字彙片語 

[22]。學生在受測時會看到一篇新聞文章，每個句子中都有部分的片段被挖掉。受測者

總共可以聽三次。第一次聽的時候，受測者只是單純地聆聽整篇文章的內容。第二次聽

時，系統會一次播放一個句子；每聽完一個句子，系統會要求學生聽寫出句子中的空白

片段。當學生填寫完答案後，系統會立即訂正，並回報分數，學生可以知道自己的作答

是否正確，並有機會修改。第三次聽時，受測者重聽整篇文章的內容，系統在播放過程

中不會停頓，學生可以在此期間修改先前的作答。對於學生的多字聽寫作答，

TextDictation 是以百分比的方式來反應學生答題的正確程度。Coniam 先計算各別單字的

得分，加總之後，再除以該題的目標單字數，所得結果即是學生的答題分數。對個別單

字評分時，TextDictation 會先判斷該目標單字屬於 lexical 還是 grammatical 的單字。假

如目標單字屬於 lexical 的詞彙，當學生的聽寫作答與目標單字不符，但卻是目標單字的

原型（original form）或變化格（inflected form）時，系統將會給予部分分數。假如目標

單字屬於 grammatical 的文法用語時，系統只會檢查學生有無答對。Coniam 在此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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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設計並實作一個具有全文語境的聽寫測驗系統，對於學生的聽寫錯誤分析，僅止

於比對學生作答是否在正確位置，以及檢查學生作答的文法形式。然而聽寫錯誤的可能

類型還有很多，Coniam 對此並沒有作深入探討。 

總結上述的研究，大多都側重於文法訂正以及詞彙錯誤上。對於聽力測驗或聽寫測

驗的錯誤分析，目前並不多。然而，聽說讀寫的能力是相輔相成的，單一面向的評量往

往不夠完整。如何運用自然語言技術來分析聽力方面的錯誤，這方面仍有待深入發展。 

王美燕指出字彙錯誤的類型，大體可歸納為四種情形 [1]：一、拼音的錯誤；二、

字型結構的錯誤；三、字的取代；四、無法分類的錯誤，也就是純屬個人問題的錯誤。

經過資料分析後，王美燕認為，字彙錯誤的原因包括了：一、為不正確的發音所誤導，

二、不瞭解字母與音標的對應關係，三、依賴視覺記憶，四、不熟悉字形結構，五、未

能記住字形上的小細節，六、受到其它英文字的干擾，七、受到母語（中文）的干擾，

八、缺乏足夠的練習。王美燕的分析，可能稍嫌主觀，但也為聽寫錯誤的分析，提供了

一些線索。我們也可從中推知，拼音的錯誤，往往也牽涉到對字彙的認識程度。在導致

聽力錯誤的情況中，學生對於字彙的認知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2.3 網路英語測驗系統之研究回顧 

目前已經有很多網站在提供英語聽力練習。例如：「國立暨南大學網路多媒體教室」 [8]，

收集了 ICRT 的新聞，提供給使用者收聽。這個網站播放新聞的功能，有三項特色：第

一、使用者可以依照自己的學習速度，隨時暫停或繼續。第二、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

需求，決定要不要看文稿。第三、使用者收聽新聞的同時，網站會將播報員所念到的句

子，用不同的顏色標示出來，可以讓使用者很快的掌握播報員目前念到哪一句。從這些

功能，我們可以看出，網站教學若能提供友善的功能，對於使用者的學習，十分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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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Listening Lounge」是另一個聽力練習的網站 [57]。該網站按照初學

者、一般程度、進階學習者，分別提供了三種層次的線上聽力練習，每個層次中，又提

供了不同的主題。為了增進學習效果，該網站會在每一篇聽力練習之前，先顯示這篇練

習的主題、口音、速度、時間長度、說話者的性別等等，讓使用者認識這篇聽力練習的

基本形式。而每篇聽力練習，還提供了聽前預習的題目。先讀過這些題目，就可以預測

聽力練習可能包涵哪些內容。在聽的時候，就要特別注意這方面的資訊。此外，該網站

將聲音檔與聽力練習的文稿分開，從文稿中，使用者可以藉此確認自己對聽力內容的了

解程度。從這幾點，我們可以看出，網站架構的設計，可以影響到使用者的學習效果。 

「Randall’s ESL Cyber Listening Lab」則將聽力練習分成四類：日常生活對話、專業

領域、配合影片的長篇對話、單字單句練習 [46]。每一篇，又有分聽前練習、聽力練習、

聽後練習三項。使用者在聽前練習的時候，可以先瀏覽網站所提供的關鍵字，預測待會

兒會聽到的內容。在聽力練習的部分，使用者回答相關的選擇題之後，系統會顯示答對

題目的百分比，以及正確答案，並提供聽力內容的全文，與重要字彙的解釋及例句。在

這部分，使用者還可再針對重要的字彙進行測驗，以確認聽力的理解程度。而在聽後練

習的部分，使用者可以利用前面所學到的語法、單字，仿照聽力內容的情境，編寫一段

對話，以加深學習的印象。總而言之，「Randall’s ESL Cyber Listening Lab」針對聽力練

習的不同階段，提供了多樣化的測驗題目，使用者可以透過不同的練習，增進自己的學

習效果。 

以上三個網站內容都很豐富，但仍只停留在靜態的內容供應，並沒有分析使用者弱

點的功能，以及適性化的服務。 

Tsiriga 與 Virvou 的 Web-PVT（Web Passive Voice Tutor），目標在於教授英語的過去

式時態 [59]。Web-PVT 整合了智慧型教學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以及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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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超媒體（Adaptive Hypermedia）的技術。他們兩人認為 Web-PVT 能夠為各別的使用

者，提供適性化的教材與回饋。Web-PVT 具備了使用者建模（user modeling）的功能，

可以將使用者目前的知識程度，以及可能發生的觀念誤解，加以追蹤記錄。當使用者從

網頁上瀏覽教材的時候，系統可以根據這些資訊，適時的支援。 

相較於 2.3 節中 Michaud 的系統，Web-PVT 也是在教導英文文法，不過範圍更小，

只鎖定在過去式的時態而已。Tsiriga 將過去式時態的文法觀念，用 conceptual network

的方式來表示，藉此來架構出各個觀念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整個 conceptual network 中，

每一個節點代表了一組文法觀念，每一組文法觀念還可再細分成不同的子觀念。節點之

間的連結，有三種型態：part-of、is-a、prerequisite。一個 part-of 關係，表示一個比較具

體的觀念屬於一個比較廣泛的觀念的一部份。舉例來說，「動詞的過去式後面要加 ed」

的觀念，是屬於「動詞過去式變化」的一部份。而一個 is-a 關係，表示了這是某個觀念

的實例。例如，「talk 後面要加 ed」，這是「動詞的過去式後面要加 ed」觀念的實例。

而 prerequisite 關係，則指出某個觀念是另一個觀念的前提。舉例來說，假如要學習過去

簡單式，使用者應該要先知道如何拼不規則動詞。 

觀察 Tsiriga 與 Virvou 的 Web-PVT，可以得知，一個英語教學或測驗系統，假如要

達到適性化的功能，必須要能將所教授的知識予以模組化，這樣才能準確地評估出使用

者的能力層級。然而，並不是所有的知識，都可以很容易用結構化的方式表達出來。就

英語學習來說，文法算是比較容易結構化的知識，至於字彙能力、聽力，乃至閱讀能力

等等，就比較難去做精確的評估。但這也正是值得挑戰的地方。不過，Web-PVT 的系統

架構，其實不並只限於英文文法而已，只要是任何結構化、模組化的知識，都可以代入

這套系統來使用。然而，這也表示說，Web-PVT 本身缺乏自然語言處理的性能，無法分

析語料或是學生的錯誤，而難以提供更深入的適性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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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的研究中，張心怡實作了一套線上英語適性測驗，並應用於企業徵才的能力

檢定 [9]。系統的目標對象為求職者以及企業人事部門的人員，希望透過線上英語適性

測驗，協助人事部門的人員，方便、快速地完成求職者英語能力檢定的審核工作。為了

避免使用者由於電腦技能不強而影響受測成績，張心怡認為，系統的試題編輯介面要具

有高親和性，同時要減少以打字的方式來編輯試題，讓題庫管理者能輕鬆且正確地完成

編輯試題，並設定好測驗範圍。而對於受測者來說，測驗的介面應以核取方塊為主，以

降低操作的錯誤，並且要有人性化的互動功能與豐富的訊息回饋，以期能增加受測者閱

讀試題的便利性。 

這套線上英語適性測驗的題庫，蒐集了類似 TOEFL 的試題來建構題庫。共有文法、

閱讀、聽力三種題型，每種試題各分為六級，每一等級收錄 50 道題目，整個題庫約計

900 題。作者在文中提到，題庫的來源，主要是因為曾經參加過教育部的研究計劃，才

有機會取得。由此，我們可以得知，題庫的建構並不容易。試想：若能自動蒐集大量語

料，並自動轉成試題，勢必會便利很多。 

此外，目前適性測驗的發展理論主要有二：項目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IRT）

以及連續機率檢定比例模式理論（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dio test，SPRT）。張心怡認為，

IRT 可根據考生對於單一試題的反應，挑選下一道較難或較易的試題，能配合考生個人

能力，避免過於艱澀或簡單的題目，但其學理較為艱深難懂。而 SPRT 雖為適性模式之

一，但其理論則較為簡單。張心怡模仿 IRT 動態配合考生能力、挑選單一試題的精神，

改以等級為單位，動態配合考生能力，進行試題難易度之升降級，並結合 SPRT 適性模

式來隨機選題。 

林裕集則以國小五年級英語科為範例，針對電腦教室的環境，發展了一套網路測驗

系統 [7]。林裕集指出，一般的網路測驗系統並未考慮在電腦教室施測的情況。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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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內，有許多學生同時一起接受測驗，而電腦間的距離很近，加上電腦螢幕畫面是直

立的，學生往往在有意無意間看到附近其他電腦的畫面，而造成測驗效果不正確，並降

低了考試的公平性。為了解決防弊的問題，林裕集運用四組考卷，讓任何一個考生的試

卷都不同於前後左右、四個對角的試卷，藉此達到防弊的效果。測驗系統會判斷受試者

的電腦 IP 位址，根據電腦教室內機器的位置，給予相對應的防弊試卷。 

林裕集還指出，目前的網路測驗系統大多偏重於適性化測驗，為了達到動態配題的

效果，題型往往侷限在選擇題，而且題目作完之後，不能回顧重新檢視並修正答案。而

其他的網路測驗系統，少部分提供了是非及填充等題型，但也是單一標準答案的給分方

式。就目前國小常用的測驗題型而言，包括了是非、選擇、填充、連連看、配合題、問

答題等題型。而在批改試卷時，許多題目往往會視學生作答的內容而給予部分分數，而

不是絕對的單一答案。因此，網路測驗系統應朝題型多樣化、答案部分給分等來改進。 

林裕集跟張心怡的研究，對於網路測驗系統的建置原則，提供了許多寶貴的建議。

但我們也可發現，在現階段的英語網路測驗中，仍未充分運用自然語言等相關技術，來

協助編製試題、施行評量、批改錯誤。這方面的研究空間還很大。 

2.4 自然語言處理技術之回顧 

本節共分二小節。2.2.1 節說明最短編輯距離演算法（minimum edit distance）的概念，

2.2.2 節則回顧字音轉換（grapheme-to-phoneme conversion，以下簡稱 GPC）的近期研究，

並比較 GPC 技術的二種方法取向。 

2.4.1 最短編輯距離演算法 

要描述二個字串如何相似，其中一個方法是以「字串距離」（string distance）來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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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字串距離的演算法有很多，其中最普遍的莫過於最短編輯距離（minimum edit 

distance）演算法 [34]。將一個字串更改為另一個字串，有三個基本的編輯動作：插入

（insertion）、刪除（deletion）以及取代（substitution），而所謂的「最短編輯距離」，即

是指將一個字串轉成另一個字串所需的最少編輯次數。舉例來說，若要將字串 

“intention” 轉成 “execution”，至少需要五次的修改動作，包括了刪除‘i’、取代‘n’為‘e’、

取代‘t’為‘x’、插入‘u’、取代‘n’為‘c’等動作，如圖 1 所示。 

intention 

刪除‘i’  → ntention 

取代‘n’為‘e’ → etention 

取代‘t’為‘x’ → exention 

插入‘u’ → exenution

取代‘n’為‘c’ → execution

圖 1: “intention”轉成“execution”所需的最少修改動作 

圖 2: 從三種可能的路徑中選取最小值 

我們還可以為每個編輯動作給予特定的成本值（cost）或是權重（weight）。其中最

簡單的權重係數（weighting factor），是將每個編輯動作的成本值都設為 1，這樣計算字

串距離的方式，通常稱為 Levenshtein distance。所以，以前面的例子來說，字串 “intention” 

和 “execution” 之間的 Levenshtein distance 為 5。Leventhtein 也提供了另一種版本的計

算方法，也就是插入或刪除的成本值為 1，而取代的成本值為 2（相當於一個刪除動作

D[i-1, j] + ins-cost(ti) 
D[i,j] = min    D[i-1, j-1] + subst-cost(sj,ti) 

D[i, j-1] + del-cost(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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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一個插入動作）。假如是這個版本的計算方法，則字串 “intention” 和 “execution” 的 

Levenshtein distance 為 8。 

圖 3: minimum edit distance 演算法 

最短編輯距離是用 dynamic programming 的方式來計算。Dynamic programming 最早

由 Bellman 提出 [13]。Dynamic programming 將整個計算問題分割成數個子問題，用矩

陣的形式，合併子問題的解答，找出最佳解（optimal solution），然後逐漸累積成最終的

解答。應用於計算最短編輯距離的話，則矩陣中每一欄（row）就代表了目標字串的每

個字母，而每一列（column）則代表了原始字串的每個字母，而每一格 [i,j] 的數值即

是從目標字串第 i 個字母與原始字串第 j 個字母之間所需的編輯距離（edit distance）。

矩陣的左下角為計算的起點，右上角為計算的終點，從起點到終點之間，搜尋最佳解的

過程即形成一條最佳解路徑（optimal solution path）。在朝向終點的計算過程中，從 i-1

欄向右移一欄，表示插入目標字串第 i 個字母，所需的成本值為 1，從 j-1 列向上移一列，

則表示刪除原始字串第 j 個字母，所需的成本值也為 1，而從 [i-1, j-1] 格向右上斜移至 

[i,j] 格，則表示將原始字串第 j 個字母取代為目標字串的第 i 個字母。每一格編輯距離

的數值，是從這三條可能的路徑中，選取最小值來決定，如所示。其中 ti為目標字串的

Input: 目標字串 T=t1t2…tn。
      原始字串 S=s1s2…sm。 
       ti表 T 中的各別字母，sj表 S 中的各別字母。 
Output: 最短編輯距離 MIN 
 
Step 0: 建立一個編輯距離矩陣 D[n+1,m+1] 
Step 1: D[0,0] ← 0 
Step 2: for i ← 0 to n do begin 
      for j ← 0 to m do begin 
         D[i,j] ← MIN(D[i-1,j] + ins-cost(ti), 
                         D[i-1,j-1] + subst-cost(sj,ti),
                         D[i,j-1]+del-cost(si)) 
      end 
      end 
Step 3: MIN ← D[n+1,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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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個字母，sj為原始字串的第 j 個字母，D[i,j]表編輯矩陣 D 的第[i,j]格，其數值為從 ti

到 sj所需的編輯距離，而函式 ins-cost(ti)表插入字母 ti所需的成本值，函式 subst-cost(sj,ti)

表以 ti取代 sj所需的成本值，函式 del-cost(sj)表插入字母 sj所需的成本值。 

最短編輯距離的演算法，總結如圖 3 所示。 

將這個演算法用來計算字串 “intention” 與 “execution” 之間的編輯距離矩陣，如圖 

4 所示。 

n 9 10 11 10 11 12 11 10 9 8

o 8 9 10 9 10 11 10 9 8 9

i 7 8 9 8 9 10 9 8 9 10

t 6 7 8 7 8 9 8 9 10 11

n 5 6 7 6 7 8 9 10 11 12

e 4 5 6 5 6 7 8 9 10 11

t 3 4 5 6 7 8 9 10 11 12

n 2 3 4 5 6 7 8 8 10 11

i 1 2 3 4 5 6 7 8 9 10

# 0 1 2 3 4 5 6 7 8 9

 # e x e c u t i o n

圖 4: (intention, execution)的編輯距離矩陣 

2.4.2 從拼字轉換為音標 

拼字與音標之間的轉換（grapheme-to-phoneme conversion，以下簡稱 GPC），對於語音

合成系統來說，是一項很重要的技術。而在拼字訂正系統中，在單字被拼錯的情況下，

假如得知單字的正確發音，我們也可利用 GPC 的轉換工具，來產生正確拼字的可能組

合。 

GPC 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二種取向。一種是將拼字與音標之間的轉換規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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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程式碼來轉換音標，一般稱為 rule-based，而另一種是運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的技術，以大量資料來訓練系統學習字音之間的對應關係，一般稱為 dictionary-based。 

在 rule-based 的方法取向中，如 Bouma 認為大部分字音的轉換規則都可用正規語言

（regular expressino）的語法來表達 [17]，所以他以有限狀態機（finite automata）工具

來轉換德文音標，並使用 transformation-based learning [18]來提昇系統效能。 

 在 dictionary-based 的方法取向中，如 Daelemans 與 Bosch 的 TreeTalk 系統 [23]，

則認為，將字音轉換規則寫入程式中，這需要深入的語言知識，而且程式完成之後，彈

性不大，也不適用於其他語言或方言。相較之下，他們覺得，用 memory-based 的機器

學習（machine learning）技巧來學習字音之間的對應關係，彈性較大，也容易適用於不

同的語言，而對於工程師來說，也不必去深入研究語言學。然而，這樣的方法執行時需

要耗費大量的記憶體，而在計算過程中，為了找出最相近的拼音，系統則要費時地一一

比對每項資料。為了在效率與準確率之間作最佳的權衡，Daelemans 與 Bosch 採用決策

樹（decision tree）的資料結構來記錄已知詞素的拼音，以降低系統的負荷。 

Kim 與 Lee 則結合了這二種不同取向的方法來轉換韓文的音標 [31]。他們認為，這

二種不同的方法取向各有優缺點。dictionary-based 的方法，需要大資料量的語音資料以

及複雜的轉換規則，而 rule-based 的方法，則無法涵蓋所有字音轉換規則。在韓文中，

超過 70% 的語音規則在描述詞素音位結構的語音變化；當詞素音位結構

（morphophonemic）不同時，音節的語音屬性（phonological feature）會隨之而變，而

某些音素也會有所增刪。這些語音變化，通常牽涉詞性，以及詞彙的邊緣字母（boundary 

grapheme）。Kim 與 Lee 發展了一個拼音樣式辭典（phonetic pattern dictionary）來記錄這

些語音規則。在轉換音標的流程中，他們先檢查拼音樣式辭典，將詞彙的邊緣字母作適

當的轉換。而對於詞彙中間的音節，則把一般的拼音規則寫成程式碼來處理。前者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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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dictionary-based 的方法，而後者相當於 rule-based 的方法。 

在本系統中，為了要比較單字的發音，我們需要一個 GPC 工具。而不同於一般的

語音合成系統架構在單機的電腦上，整個練習系統的發展目標，是要能在網路上提供即

時、迅速的服務，所以系統所需的 GPC 工具，運算速度要快，也不能佔用過多的記憶

體。而 dictionary-based 的方法取向，仰賴於大量的資料來提高準確率，搜尋過程中，也

容易費時運算。在這樣的考量下，我們傾向採用 rule-based 的方法取向來發展系統的 GPC

工具。當然我們也可以參考 Kim 與 Lee 的做法，提供適當的 dictionary 來輔助字音轉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