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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聽力選擇題自動產生 

本章介紹系統如何自動產生聽力選擇題的誘答選項（distracters）。4.1 節介紹系統自動產

生誘答選項的程序。其次，我們將詞彙分類以輔助誘答選項的自動產生，4.2 節與 4.3

節則分別介紹二種詞彙分類的方法，4.2 節說明如何建立發音差距（phonetic distance）

相近的詞彙群組，而 4.3 節則說明如何建立子母音結構（consonant-vowel pattern）相同

的詞彙群組。 

4.1 自動產生誘答選項 

在編製單字選擇題或單字組選擇題目時，教師可輸入單字來搜尋語料庫，系統會列出符

合的句子至網頁上。教師選出合用的句子後，系統會自動為關鍵字產生其他三個誘答選

項，並將句子轉成選擇題型。為了產生合適的誘答選項，我們把語料庫中的詞彙作分類，

將語音相近的歸為一類。要產生誘答選項時，系統即從與關鍵字發音相近的詞彙中，隨

機選出其他三個單字作為誘答選項。 

為了作詞彙分類，我們用二種方法來衡量單字的發音差異，並建立二個詞彙清單

（word list）的資料庫來輔助產生誘答選項。這二種衡量方法中，第一種是發音差距

（phonetic distance，以下簡稱 PD），第二種是子母音結構（consonant-vowel pattern，以

下簡稱 CVP）。這二種衡量方式，將分別在 4.2 節與 4.3 節中說明。PD 資料庫中，記錄

著與關鍵字發音差距相近的詞彙清單，其結構如表 3 所示。所謂的發音差距相近，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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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之間的發音差距不大於 50。相對地，CVP 資料庫中，則記錄著與關鍵字的 CVP 相

同的詞彙清單，其結構如表 4 所示。 

表 3: PD 資料表 

主索引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欄位大小 敘述 

* word 文字 100 關鍵字 

 similar 文字  與關鍵字發音差距≤50的單字

表 4: CVP 資料表 

主索引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欄位大小 敘述 

* pattern 文字 100 子母音結構字串 

 word 文字  子母音結構字串相同的單字 

誘答選項的產生程序如下：首先，系統會從 PD 資料庫裡、關鍵字所屬的詞彙清單

中，隨機選取其他三個單字以作為誘答選項。假如詞彙清單的單字總數不到三個，無法

湊足誘答選項時，系統會再求助於 CVP 資料庫的資料。萬一還是不夠的話，系統會自

動創造新字，以補足剩餘的選項。我們將關鍵字的母音，以其他母音取代，而改造成不

同的單字。以單字“structure”為例，該單字中共有二個母音字母“u”。系統會隨機選取其

中一個母音，或許是第一個母音“u”，然後隨機選擇其他母音字母 “a”、“e”、“i”、“o” 來

取代，所以可能的誘答選項將會是 “stracture”、“strecture”、“stricture”或“strocture”。這

些創造出來的新字，從閱讀上可能會很容易分辨出。儘管如此，從這些造字所合成出來

的語音檔，對於聽力程度較差的受測者來說，可能還是容易造成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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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立發音差距相近的詞彙清單 

在一般的語言經驗中，我們容易分辨出哪些音節聽起來比較相似，哪些音節差異較大。

但我們卻很難具體地說出音節的差異程度。例如說，/la/、/ra/、/da/ 這三個音節（此處

所用的音標系統為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IPA） [27][28]），就我們

主觀感覺來說，/la/跟/ra/的發音比較相近，而/la/跟/da/的發音，差異比較大。但電腦要

怎麼去判斷哪些音節比較相近？哪些音節比較不相近？為了比較單字間的發音的差異

程度，我們有必要為其下一個量化的定義。 

而根據語音學，每個音素都有特定的語音屬性（phonetic feature） [25]。假如任二

個音素之間的語音屬性差異數目愈多，那麼這二個音素的發音差異必然愈大。如表 5

列舉了/m/、/n/、/d/三個音素的語音屬性。其中/m/、/n/之間，語音屬性相異的數目為 1：

它們的發音方式相同，但發音部位不同。而/n/、/d/之間，語音屬性相異的數目為 2：它

們的發音方式與發音部位都不相同。由此例可知，語音屬性的差異數量反應了我們對於

音素差異的直覺。 

表 5: 三個音素的語音屬性 

音素 發音部位 發音方式 
/m/ 雙唇音（bilabial） 鼻音（nasal） 
/n/ 齒槽音（alveolar） 鼻音（nasal） 
/d/ 齒槽音（alveolar） 塞音（stop） 

因此，我們定義任二個音素的「發音差距」（phonetic distance，PD）為其語音屬性

的差異數目。 

子音的語音屬性主要分成二類：發音部位（places of articulation），以及發音方式

（manners of articulation）。從發音部位來分，有齒槽音（alveolar）、雙唇音（bilab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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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音（dental）、脣齒音（labio-dental）、上顎音（palatal）等差別，而從發音方法來分，

有塞音（stop）、擦音（fricative）、鼻音（nasal）、有聲無聲（voiced、voiceless）等差別。

所以，我們定義子音的發音差距為： 

 假如任二個子音，音素一致的話，差距為 0； 

 假如其發音部位跟發音方法都相同的話，差距為 1； 

 假如發音部位或發音方法，其中有一個相同的話，差距為 2； 

 假如發音部位以及發音方法都不同的話，差距為 3。 

由此定義，/m/跟/d/的 PD 為 3，/m/跟/n/的 PD 為 2。 

此外，在國際語音學會（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所定義的國際音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中 [27][28]，有些子音有二個語音屬性，如/m/、/n/、

/r/，有些則有三個屬性，如/b/、/c/、/d/。後者主要比前者多了有聲或無聲的語音屬性。

為了統一比較，對於只有二個語音屬性的子音，我們用 null 空字串的符號來補足，以表

示該子音缺乏有聲或無聲的語音屬性。在比對時，我們逐一比較雙方的各個語音屬性，

假如該屬性並沒出現在對方的語音屬性列表中，我們便將二者間的音素差距遞增，以此

來計算子音之間的發音差距。  

至於母音，傳統上是根據舌頭高度（the highest part of the tongue）、舌頭位置（the 

position of the tongue）、嘴唇位置（the shape of the lips）這三個屬性來分類。依照 IPA 所

定義的母音符號，從舌頭高度來分，有高、半高、上中、中、下中、低等六種差別，而

從舌頭位置來分，有前、中、後等三種差別，而從嘴唇位置來分，則有圓唇、非圓唇等

二種差別。類似前面定義子音的方式，我們依據舌頭高度、舌頭位置、嘴唇位置三個參

數，定義母音的發音差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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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任二個母音，音素一致，差距為 0； 

 假如三個參數都相同的話，差距為 5； 

 假如有任一個不同，差距為 10； 

 假如有二個不同，差距為 15； 

 假如三者都不相同，差距為 20。 

舉例來說，/i/的語音屬性為舌頭高、舌位前、非圓唇（high、front、unrounded），

而/ɪ/的屬性為舌頭半高、舌位前、非圓唇（semi-high、front、unrounded），二者只有一

個屬性不同，所以/i/跟/ɪ/的 PD 為 10。又，/u/的屬性為舌頭高、舌位後、圓唇（high、

back、rounded），與/i/相較，有二個屬性不同，所以/i/跟/u/的 PD 為 15。在國際音標中，

有些罕見的母音具有四個屬性，如/ɚ/的屬性為舌頭中、舌位中、非圓唇、小舌音（middle、

center、unrounded、rhoticized）。為了統一比較，我們一律取前三個語音屬性來比對。而

/ә/的屬性為舌頭中、舌位中、非圓唇（middle、center、unrounded），所以/ә/跟/ɚ/的 PD

為 5。 

我們定義母音之間的發音差距，很明顯的，比子音之間的發音差距來得大。這是考

量到：人類發母音的時候所產生的氣流，相對於發子音來說，比較能自由地逸出口腔或

鼻腔，聲量也就因此而比較高。換句話說，在知覺上，大多數母音都比子音大聲且明顯。

為了強調這個看法，我們增加母音之間的差距，以拉大子音跟母音的差距。 

此外，假如一個是子音，另一個是母音的話，二者的音素差距定為 50。我們假設母

音跟子音，二者是不能比較的。因此，我們將二者之間的音素差距，設為 50，以突顯母

音跟子音的不可比較性。以（/r/, /ɚ/）來說，前者為子音，後者為母音，基於子音母音

不能比較的假設，系統會把（/r/, /ɚ/）的 PD 設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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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音韻學，一個單詞（word）是由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音節（syllable）所組成，一

個音節則是由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音素（phoneme）所組成的音韻單位（phonological unit） 

[25]。假如二個單字之間相同的音素愈多，那麼這二個字的發音可能愈相近。因此，我

們可以將單字拆成音素序列（phoneme sequence），藉由累積音素的差異程度，我們即可

得到單字的發音差異程度。在此我們參考線上字典將單字轉換音標，並用字彙剖析器

（lexical analyzer，以下簡稱 lexer）把單字的音標拆成音素序列 [35]，詳細做法將在稍

後說明。 

把二個單字剖析成音素序列後，我們根據先前的定義，計算每個音素的發音差距，

然後用 minimum edit distance 演算法，逐漸累計成單字之間的發音差距。只是比對的單

位，從單一字母改成單一音素，而加入、刪除、替換的成本值，則為二個音素的發音差

距。 

l 220 109 106 123 123 76 76 91 91 106 73

ә 170 106 103 73 80 73 73 41 56 71 121 

v 170 56 53 60 60 23 26 76 126 176 161 

uː 120 53 50 10 20 70 120 118 138 158 208 

r 100 3 0 50 100 103 103 153 203 253 256 

p 50 0 3 53 103 103 106 156 206 256 258 

ә 0 50 100 120 140 190 240 255 270 285 335 

 ә p r o ʊ p r ɪ e ɪ t

圖 10: (appropriate, approval)的發音差距矩陣 

以(appropriate, approval)這組單字為例，“appropriate”的音素序列，若以國際音標表

示的話，為 “ә-p-r-o-ʊ-p-r-ɪ-e-ɪ-t”，而“approval”的音素序列為 “ә-p-r-uː-v-ә-l”。經過

MED 的運算後，其編輯距離矩陣的內容如圖 10 所示。其中每一欄代表原始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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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 的各個音素，而列的部分則代表了目標單字 “approval” 的各個音素，第[i,j]

格的數值為“approval”前 i 個音素與 “appropriate”前 j 個音素之間的發音差距。所以

PD(approp,approv)=23，而 PD(appropriate,approval)=73。計算過程中所形成的最佳解路

徑，以粗體紅色底線表示。 

經過小規模的實驗，我們發現：當二個單字的 PD 值不大於 50 時，發音比較相近。

試想：任二個單字之間，有二個差異極大的母音與三個差異極大的子音，則 PD 值為

2*20+3*3=49。因此，假如單字間的 PD 值大於 50 的話，聽起來的確會很不一樣。由上

述觀察，我們認為：任二個單字 A 與 B，若其發音差距 PD(A,B) ≤50，則 A 與 B 發音相

近。 

要注意的是，發音差距不大於 50 的標準或許會不太適用於音節數較少的單字。以

音節數小於 3 的單字來說，即使彼此間的音素差異比率很大，但也有可能被認為是發音

相近。不過，在這種情形下，儘管音素差異的比率很大，實際聽起來應該還是會很類似。 

有了發音相近的衡量方法後，我們用這個技術來分析語料庫中的詞彙，將發音相近

的單字群整理出來。首先，我們統計語料庫中的詞彙，過濾掉冠詞、介系詞、連接詞、

助動詞、人稱代名詞等機能語（function words），將非機能語的單字存入資料庫中，作

為整個練習系統的基本詞彙。其資料表的結構如表 6 所示。 

表 6: 系統基本詞彙資料表 

主索引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欄位大小 敘述 

* id 自動編號 20 單字編號 

 word 文字 100 單字 

 class 文字 100 單字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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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將基本詞彙清單中的單字，逐一計算彼此的發音差距。假如關鍵字與目

標單字的 PD 不大於 50 的話，我們就把目標單字記錄起來，彙整成一份清單，然後存入

資料庫中。這份清單記載著在語料庫中與關鍵字發音相近的詞彙，當系統要產生選擇題

的誘答選項時，即根據關鍵字所屬的單字清單，從中挑選出其他單字來作誘答選項。其

資料表結構如表 3 所示。 

為了計算單字間的發音差距，我們需要先將單字轉成音素序列。在此我們利用線上

字典來轉換音標。首先，我們查詢 Merriam-Webster On-line 線上英英字典 [39]，蒐集基

本詞彙清單中每個單字的音標資料。其次，我們用 JLex 來產生 lexer [15]。我們把

Merriam-Webster 所用的音標符號，定義成一份 JLex 格式的規格檔，JLex 即根據這份規

格，產生出我們所需的 lexer（詳細的規格檔內容，請參見附錄一）。這個 lexer 可將單字

的音標，拆成一個個音素。當要計算發音差距時，系統即從蒐集到的字典資料中，找出

相對應的音標來，然後用我們自訂的 lexer 把音標拆成音素序列。 

不過，在計算發音差距前，音素序列還需要經過二道前處理程序： 1) 去掉重音符

號。由於在計算發音差距時，目前尚未考慮重音的影響，所以我們會先把重音符號以及

次重音符號篩檢掉。 2) 將複合母音拆開。Merriam-Webster 的音標系統，與國際音標並

不完全一致。有些發音，在 Merriam-Webster 的音標系統中，僅以一個符號即可表示，

若對應到國際音標，則需由二個符號來表示。如單字 “appropriate” 的發音，以國際音

標表示，為 “ә-'proʊ-pri-"eɪt” （‘-’為音節分隔符號，‘'’表重音，‘"’表次重音）。若以

Merriam-Webster 的音標系統表示，則為  “&-'prO-prE-"At”，其中 “O” 的發音相當於國

際音標中 “o” 跟 “ʊ” 的組合，而 “A” 的發音相當於國際音標中 “e” 跟 “ɪ” 的組合。

由於發音差距的計算，是根據國際音標的語音屬性，所以我們需要將 Merriam-Webster

中這些複合母音的符號，拆成國際音標中相對應的母音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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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立子母音結構相同的詞彙群組 

除了計算發音差距外，我們也比較任二個單字的子母音結構（consonant-vowel pattern，

CVP）來決定彼此相似的程度。把單字拆成音素序列之後，我們以加號 “+” 表示母音，

以減號 “-” 表示子音，將音素序列轉成加號減號所組成的字串，以表示該單字的子母音

結構。所以，單字 “wound” 的音素序列為 “w-uː-n-d”，其 CVP 為 “-+--”，而 

“management” 的音素序列為 “m-æ-n-ɪ-d-ʒ-m-ə-n-t”，其 CVP 為 “-+-+---+--”。 

考慮 “follow” 跟 “hollow” 這二個單字，其音素序列分別為 “f-ɑ-l-o-ʊ” 以及 “h-ɑ

-l-o-ʊ”，其 CVP 相同，都是 “-+-++”。由此例可看出，當 CVP 相同時，單字間的發音

或許會相近。然而，有些單字雖然 CVP 相同，但發音差距卻很大，如 “absolute” 與 

“organic” 的 CVP 同為 “+--+-+-”，但 PD 卻超過 50。而有些單字雖然 CVP 不同，但發

音差距卻相近，如 “absolute” 與 “calculate” 的 PD 為 48、小於 50，但它們的 CVP 卻

不一樣， “absolute” 的 CVP 為 “+--+-+-”，而 “calculate” 的則為 “-+---+-++-”。因此，

子母音結構的資訊，提供了另一個面向來分析單字間的發音差異，但卻不保證彼此的發

音相似。 

儘管如此，我們仍將子母音結構相同的單字作群組分類。在 4.2 節中曾提到，我們

統計語料庫中的詞彙，去除機能語的單字，為整個練習系統建立了一份基本詞彙清單。

在此，我們將基本詞彙清單中的每個單字轉成 CVP 字串，然後把 CVP 字串相同的單字

群組起來，存入資料庫中。其資料表結構如表 4 所示。CVP 群組的資訊，將會用於輔

助選擇題的自動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