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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聽寫錯誤分析 

本章介紹系統如何分析學生的聽寫錯誤，並根據錯誤的類型來回饋試題。5.1 節概述我

們對於學生聽寫錯誤的觀察，並歸納出三種常見的錯誤類型：文法格式的錯誤、拼字的

錯誤，拼音的錯誤。5.2 節、5.3 節、5.4 節分別針對這三類錯誤，說明系統如何分析學

生作答，以找出可能的錯誤。5.5 節則介紹系統如何按照不同的錯誤類型，回饋試題給

使用者。 

5.1 聽寫錯誤類型 

當受測者聽寫發生錯誤時，原因可能很多。為了建立合理的聽寫錯誤模型，我們蒐集並

分析真實的學生聽寫作答資料（其資料取自高照明教授 AWETS 系統的施測紀錄 [26]）。

觀察學生的作答，我們認為聽寫出錯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幾種可能： 

 受測者對於該單字的發音，聽不清楚。 

 受測者對於該單字的發音，雖然能聽清楚，但因為以前沒學過，或是一時想不

起來，而無法確定這是什麼單字，甚至判斷錯誤。 

 受測者對於單字的發音，雖然能聽清楚，但因為語言文化的差異，而聽成其他

音標。 

 受測者對於單字的音義，雖然能聽懂，但難以完全掌握整句話的結構。 

 受測者對於單字的音義，能夠聽懂，對於整句的結構，也能掌握。卻因為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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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錯。 

我們在這裡列了五種聽寫犯錯的可能原因，但實際上，聽寫發生錯誤的原因非常複

雜，我們難以為所有錯誤，一一提出合理且證據充分的說明。有時候學生會把正確的單

字，寫成錯誤的時態；有時候學生似乎聽懂答案，但卻無法拼對。儘管無法為學生所犯

的聽寫錯誤，建立一個心理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的基礎，但我們仍可以單純從語

言學的觀點來分析聽寫錯誤。 

依據我們目前有限的真實資料，把受測者的作答，與標準答案相比對的話，可以觀

察到三種不同類型的錯誤： 

 語尾變化上的錯誤：包括名詞單複數（有沒有加 “s” 或 “es”）、動詞時態（過

去式寫成未來式）等問題。例如正確單字為 “maps”，而受測者聽寫成“map”，

漏寫了 s。或是，正確單字為 “combined”，而受測者聽寫成 “combine”。這種

類型的錯誤，反應出學生的作答已非常接近正確答案，代表學生能夠掌握整個

字的音義，不過有些細微處沒注意到。 

 拼字上的錯誤：例如正確單字為 “intricately”，而受測者聽寫成 “intercately”。

學生的作答雷同於正確答案的拼法，但會漏失某些字母，或是編造多餘的音

節。這種類型的錯誤，反應出學生可能已聽清楚單字的發音，但難以拼出正確

的答案。 

 拼音上的錯誤：例如正確單字為“human”，而受測者聽寫成“homan”。儘管學生

作答有誤，但只錯在少數音節。這種類型的錯誤，反應出受測者已能掌握整個

字的發音結構，，但對於微細的音節差異比較難分辨清楚。 

從語言學來說，這三種類型的錯誤恰好對應到文法、構詞、拼音三種不同層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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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按照這三個層次，依序來分析受測者的聽寫錯誤，如圖 11 所示。在與標準答

案比對時，我們先從學生整個作答中，分析語尾變化上的錯誤，接著再從單字上，逐一

比對拼字上的錯誤，最後從單字的音節上，找出拼音上的錯誤。 

圖 11: 聽寫錯誤分析之流程 

5.2 語尾變化錯誤分析 

如 5.1 節最後所言，我們將學生聽寫作答分成語尾變化、拼字、拼音三個層次來分析。

最初在分析語尾變化錯誤的階段，我們的目標在於：檢驗學生作答的單字，其語尾變化

（inflected form）或原型是否與正確答案一致。 

我們利用 lemmatization 的技術來篩檢語尾變化的錯誤 [37]。所謂的 lemmatization，

指的是把詞彙的語尾變化（inflected form，如動詞過去式、未來式，以及名詞複數格等）

轉回原本的詞幹（lemma）。以 “maps” 跟 “combined” 這二個字來說，經過 lemmatization

後，其結果分別為 “map” 跟 “combine”。我們用 Porter 的 Stemmer [44]，把學生作答跟

標準答案分別作 lemmatization，然後比對二者經過轉換後的字串。學生作答跟標準答案

中，假如某些字只在 lemmatization 後才一致，lemmatization 前是不一致的話，表示這些

字有文法時態上的錯誤。 

要注意的是，我們這邊所處理的是一般規則的語尾變化。對於不規則動詞，如動詞 

分析語尾變化錯誤

分析拼字錯誤

分析拼音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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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其變化格為 “lay”、“lain”、“lying”，Stemmer 則無法作正確的轉換。針對這種情

形，Coniam 的做法是利用資料庫儲存規則、不規則之動詞、名詞的變化型態，在分析

學生聽寫錯誤時，即查詢資料庫來輔助錯誤的分析。 

假如學生的作答中，沒有語尾變化上的錯誤，卻又與標準答案不一致，我們就進行

拼字錯誤的分析。 

5.3 拼字錯誤分析 

在分析拼字錯誤的階段，我們的目標在於：決定學生的作答是否與正確答案的拼字相似。 

我們從二個角度來分析拼字的差異程度：最大相同字母數（Maximum Common 

Characters，以下簡稱 MCC），以及最短編輯距離（Minimum Edit Distance，以下簡稱

MED）。在這裡，MED 的成本值，採用 Levenshtein distance 的計算方式，也就是如 2.4.1

節所說的，插入或刪除的成本值為 1，而取代的成本值為 2。 

表 7. 八組單字的 MCC 值與 MED 值 

標準答案 受測者作答 MCC MED 
intricately intercately 10 2 
interwoven interwoved 9 2 

with intercately 2 11 
civilizations interwoved 2 10 
intricately role 3 8 
intricately antagly 5 8 
intricately intelegant 8 11 
intricately interrolling 7 13 

表 7 為八組單字的 MCC 與 MED 值。其中第一欄是聽寫測驗中題目的標準答案，

第二欄是學生的作答，第三欄與第四欄分別為標準答案與學生作答之間的 MCC 與 MED

值。以（intricately, intercately）這組字來說，相同的字母為 ‘i’、‘n’、‘t’、‘r’、‘c’、‘a’、

‘t’、‘e’、‘l’、‘y’，共有 10 個字母相同，所以其 MCC 值為 10。而從 “intercately” 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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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icately”，至少要刪除一個 ‘e’、加入一個 ‘i’，所以其 MED 值為 2。 

以（with, intercately）這組字來說，相同的字母為 ‘i’ 跟 ‘t’，只有 2 個字母相同，

所以其 MCC 值為 2。而若要把 “intercately” 改成 “with” 的話，至少得作 11 次更動：

加入‘w’、刪除‘n’、刪除‘e’、刪除‘r’、刪除‘c’、刪除‘a’、刪除‘t’、刪除‘e’、刪除‘l’、 刪

除‘y’、加入‘h’。所以其 MED 值為 11。 

假設標準答案為 A，學生作答為 D，而標準答案的字母數為 L。觀察所取得的資料，

並經過一些小型實驗後，我們採用下面的規則來檢查拼字相似的單字－若滿足以下條

件： 

MCC(A, D) > L/2 且 MED(A, D) < L， 

則我們認為，D 與 A 在拼法上相似，或 D 為 A 的錯誤拼法。 

因此，表 7 的前二組單字會被判為拼法相似的單字，其餘的組合則否。其中第三組、

第四組的 MCC 過小、MED 過大，而第五組、第六組的 MCC 與 MED 都太小，第七組、

第八組的 MCC 與 MED 都太大。 

觀察不同的單字，可以發現發音相近的單字，其拼法通常也比較相似。若比較 

(intricately, intercately) 與 (with, intercately) 這二組單字，前組的發音頗為相近，而且也

滿足我們所認為拼字相似的條件。從這項觀察，我們假設：假如任二個單字拼字差異小

的話，其發音會較為相近；相對地，假如拼字差異大的話，其發音差異也會比較大。 

在聽寫測驗中，學生拼錯單字的原因有很多，在此我們假設：假如受測者對於這個

單字的發音大致上已經聽清楚的話，那麼儘管有些字母沒拼對，但學生作答應該會與標

準答案雷同。相反地，假如受測者還聽不清楚，那學生作答的單字必然會與標準答案在



 48

拼法上差異很大。基於這個假設，我們從 MCC 與 MED 來檢驗學生作答與標準答案的

拼字差異，藉此猜測受測者是否將單字聽清楚了。假如拼字差異小的話，則有可能學生

將標準答案拼錯了，而非胡亂猜測。針對這種情況，則我們進一步作拼音上的錯誤分析。 

5.4 拼音錯誤分析 

在分析拼音錯誤的階段，我們的目標共有二個：1）檢查學生作答與標準答案間的發音

差距（phonetic distance，PD）是否相近；2）假如發音差距相近的話，則進一步找出學

生作答中，拼錯的單字與標準答案之間差異的音素。 

在 4.2 節中，我們定義了音素間的發音差距，然後用 MED 累計單字間的發音差距。

並根據實驗觀察，將 PD 不大於 50 的單字組，認定為彼此發音相近。同樣地，我們利用

這個方法來檢驗學生的作答在發音上是否接近於標準答案。此外，從計算發音差距的過

程裡，編輯距離矩陣（edit-distance matrix）中會逐漸形成一條最佳解路徑（optimal solution 

path）。而回溯矩陣中的最佳解路徑，可讓我們辨認出單字間差異的音素。 

以表 7 中的第一組字（intricately, intercately）來說，在分析拼字錯誤的階段中， 學

生作答的 “intercately” 在拼字上近似於標準答案 “intricately”。經過 MED 計算後，

PD(intricately, intercately)=17≤50，所以 “intercately” 會被認定為與 “intricately” 發音相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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ɪ 285 159 154 112 62 78 43 69 67 17

l 285 109 104 62 103 28 75 19 17 67

t 235 107 102 60 53 25 67 17 19 69

ә 185 105 102 58 23 67 17 67 111 79

k 170 55 52 8 55 17 67 61 64 114

ɚ 120 52 50 5 17 67 59 109 154 122

t 100 2 0 2 52 54 104 104 107 157

n 50 0 2 4 54 57 107 109 111 161

ɪ 0 50 100 150 150 200 215 265 315 315

 ɪ n t r ɪ k ә t l ɪ

圖 12:（intricately, intercately）的發音差距 

（intricately, intercately）這組單字的編輯距離矩陣如圖 12 所示。其中紅色粗體底

線的部分，為計算過程中所形成的最佳解路徑，也就是 “17-17-17-17-17-17-2-0-0-0-0”。

在路徑中，數值的遞減顯示出（intricately, intercately）之間差異的音節，即（/ɚ/, /ɪ/）以

及（/r/, /t/）。藉由回溯最佳解路徑，我們可以找出單字間的差異音素。 

在 4.2 節中，我們參考線上字典的資料，將單字轉換成音標。然而，學生的聽寫作

答各式各樣，往往會出現字典中沒出現的字。為了將學生所聽寫的單字拆成音素序列，

我們參考音韻學以及相關的音標轉換規則（grapheme-to-phoneme conversion rules），自

訂一個 lexer 來解決這個問題。 

圖 13: 音標轉換流程 

圖 13 為學生聽寫作答的音標轉換流程。我們先檢查單字的前綴與後綴，分解成字

檢查前綴後綴 剖析音節 轉換音標 檢查音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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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字首、字尾的形式。再分別針對字根、字首、字尾來剖析音節。然後把音節轉換為

相對應的音標，最後檢查音韻變化的規則，調整音標。以 “performance” 為例，有後綴 

“ance”，所以會先拆成 “perform-ance”。剖析音節過後，則變為 “per-form-ance”，轉換

成音標後，結果為 “p-ɚ-f-ɔ-r-m-ә-n-s”。以下就檢查詞綴、剖析音節、轉換音標、檢查音

韻變化這四階段分別說明。 

在英語的構詞中，常有所謂的「複合詞」，隨著前綴（prefix）、後綴（suffix）的不

同，就構成了不同的字詞 [50]。以前綴詞來說，前綴為“dis”的，有 “discourage”、

“disagree”、“disadvantage”等，而前綴為“sub”的，有 “subculture”、“subset”、“subdivision”

等。以後綴詞來說，後綴為“dom”的，有 “freedom”、“wisdom”、“officialdom”等，而後

綴為“ness”的，有 “gentleness”、“helplessness”、“awareness”等。我們參考英語構詞法的

相關書籍，摘出常見的前綴詞、後綴詞（詞綴清單的詳細內容，請參見附錄二）。把單

字轉成音標之前，我們檢查這份清單，將學生聽寫中可能出現的前綴、後綴先拆開來，

以提高音標轉換的正確率。 

而在剖析音節的階段，我們目標在於將字根及其他詞綴拆成一個一個音節。以下先

說明我們如何讀取單音節詞，再進而介紹我們如何剖析多音節詞。 

根據音韻學 [25]，每個音節都有核心音（nucleus），通常是一個母音（有時候是具

音節性的流音或鼻音）。核心音前面可接一個或多個音素，我們稱之為音節的開始音

（onset）。而核心音後面也可接一個或多個音素，我們稱之為音節的結尾音（coda）。又，

核心音與結尾音合成一個音節單位，稱為韻（rhyme）。音節具有階層結構（hierarchical），

我們用σ來表示音節這個音韻單位，如單音節詞 “splints”，其音節的階層結構如圖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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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音節的階層結構 

音節階層結構的組合有四種，如表 8 所示。 

表 8: 音節階層結構的組合 

開始音 核心音 結尾音 詞例 
╳ ○ ╳ a 
○ ○ ╳ sky 
╳ ○ ○ ant 
○ ○ ○ black 

我們參考音節的階層結構來剖析音節。若以有限狀態機（finite-state automaton）由

前向後讀取單一音節，其狀態則如圖 15 所示。State 0 代表初始狀態，此時尚未讀取任

何字母。讀取第一個字母，若是子音就進入 State 1，代表遇到這個音節的開始音；反之，

若是母音就進入 State 2，代表遇到這個音節的核心音。在 State 1 時，如果一直讀到子音，

就繼續停留在 State 1；一旦讀到母音，就進入 State 2。在 State 2 時，如果一直讀到母音，

就繼續停留在 State 2；一旦讀到子音，就進入 State 3，代表遇到這個音節的結尾音；若

遇到空字串（null string）或終止符號，則進入 State 4，代表已讀取完這個音節。在 State 

3 時，如果一直讀到子音，就繼續停留在 State 3；若遇到空字串（null string）或終止符

號，則進入 State 4。 

σ 

Onset      Rhyme 

             Nucleus   Coda 

      s  p  l     i     n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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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1
開始音

State 0
音節
初始

State 2
核心音

State 3
結尾音

State 4
音節
終止

子音

母音

子音母音

子音

母音

子音

空字串
終止符號

空字串
終止符號

 

圖 15: 音節階層結構的有限狀態機 

圖 15 是針對單音節的情況。至於多音節的字詞，我們利用 maximal onsets principle

以及語音的排列限制（sequential constraints）來區分音節。 

在英語中，語音的排列有其限制，或稱作「音法」（phonotactic） [25]。可以作為

音節開頭的音群組合，有些不能作為音節的結尾，如單字 “bride” 的 “br”，假如出現在

音節結尾，像 “sobr”，這在英語中是不允許的。同樣地，可以作為音節結尾的音群，有

些也不能出現在音節的開頭，如單字 “pound” 的 “nd”，假如出現在音節開頭，像 

“ndee”，這在英語中也是不允許的。 

而所謂的 maximal onsets principle 是指，在區分音節時，子音應儘量分配到後一個

音節的起始音，而非前一個音節的結尾音 [30]。如單字 “extra” 的音標為 /ekstrә/，其

音節的可能組合有五種，如表 9所示。根據英語的音法，(i)跟(v)是不被允許的，因為 /kstr/ 

既不能作為開始音，也不能作為結尾音。而在剩下的(ii)、(iii)、(iv)中，依照 maximal onsets 

principle，我們選擇(ii)作為 “extra” 的音節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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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單字 “extra” 的五種音節組合 

i) e-kstrә

ii) ek-strә

iii) eks-trә

iv) ekst-rә

v) ekstr-ә

若按照 maximal onsets principle 來區分音節的話，則由後向前讀取單字會比較方

便。因此，若由後向前讀取多音節單字時，當狀態停留在某個音節的起始音時，我們先

檢查所讀到的拼字組合是否符合英語的音法。假如符合的話，我們繼續往前讀取前一個

字母。假如不符的話，則表示讀到了前一個音節的開始音或核心音，此時即需將音節分

開，然後繼續讀取下一個音節。 

此外，字母 ‘y’ 會隨著位置不同而有母音或子音的差別 [60]。在音節的起始音時，

是發 /j/，為子音。其他情況則為母音，如在單字 “crystal” 中 ‘y’ 的音為 /ɪ/。至於字母 

‘e’ 在字尾時，若銜接子音字母的話則不發音，如 “make”、 “life” 等。由於字母 ‘y’ 跟 

‘e’ 的變化較大，因此在讀取單字時，我們需要作額外的檢查。 

總結剖析音節的過程，如圖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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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剖析音節的流程 

以單字 “structure” 為例，在讀取前先設為初始狀態，接著由後向前讀取字元，其

過程如表 10 所示。其中第一欄為每回合的讀取順序，第二欄為該回合所讀到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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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欄為讀取該字元前的狀態，第四欄為是否有區分音節的動作，第五欄為讀取字元後

的狀態。由後往前讀取字元時，所讀到的第一個字元為 ‘e’，由於是在初始狀態，所以

讀取後改設狀態為結尾音，並將字元 ‘e’ 加入音節字串中。第二個字元為 ‘r’，讀取後

狀態仍設為結尾音，音節字串增為 “re”。第三個字元為 ‘u’，由於狀態目前不是起始音，

所以直接設狀態為核心音，音節字串增為 “ure”。第四個字元為 ‘t’，由於先前狀態為核

心音，所以改設狀態為起始音，音節字串增為 “ture”。第五個字元為 ‘c’，由於處於起

始音狀態，且字串 “ct” 並不符合英語的音法，所以將音節字串 “ture” 區分出來，並將

狀態與音節字串初始化，以為下一個音節作準備。重讀字元 ‘c’，由於處於初始狀態，

所以狀態改設為結尾音，並將字元 ‘c’ 加入音節字串中。如是按照圖 16 的流程，依序

讀到第八個字元 ‘t’ 時，由於字串 “tr” 符合英語音法，所以狀態仍設為起始音，音節

字串增為 “truc”。第九個字元為 ‘s’，由於字串 “str” 符合英語音法，所以狀態仍設為

起始音，音節字串增為 “struc”。最後讀取到終結字元，結束讀取。經過處理後，音節

剖析的結果為 “struc-ture”。 

表 10: 單字 “structure” 的音節剖析過程 

讀取順序 讀到的字元 先前狀態 區分音節 後設狀態 
1 e 初始狀態 ╳ 結尾音 
2 r 結尾音 ╳ 結尾音 
3 u 結尾音 ╳ 核心音 
4 t 核心音 ╳ 起始音 

起始音 ○ 初始狀態 
5 c 

初始狀態 ╳ 結尾音 
6 u 結尾音 ╳ 核心音 
7 r 核心音 ╳ 起始音 
8 t 起始音 ╳ 起始音 
9 s 起始音 ╳ 起始音 

將單字拆開成各個音節之後，我們進一步把字母轉成相對應的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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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eme-phoneme conversion，以下簡稱 GPC）。我們參考書面詞典 [60]、線上詞典 [39]

以及 Lange 對於單音節詞、雙音節詞的 GPC 分析 [32]，將字母與音標的對應規則寫成

函式碼，利用這個函式來轉換音標。表 11 列舉了其中幾條 GPC 規則，其中的標音符號，

為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27][28]。 

表 11: 字母與音素之間的對應規則 

母音 子音 
a → /æ/ b → /b/ 
a → /ɑ:/ bb → /b/ 
e → /ɛ/ ch → /ʧ/ 
ee → /ɪ/ ch → /k/ 
i → /aɪ/ ph → /f/ 

母音字母往往會隨音節位置不同而有長母音或短母音的變化。如字母 ‘a’ 在單字 

“cat” 中發短母音 /æ/，在 “face” 中發長母音 /eɪ/。當音節的核心音只有一個母音字母

時，我們根據該音節的結構來決定該母音字母是長母音或是短母音 [11]： 

 若該音節有結尾音而無起始音，則該母音字母發短母音，如 “egg”。 

 若該音節具有結尾音與起始音，則發短母音，如 “test”。 

 若該音節有起始音而無結尾音，則發長母音，如 “me”。 

 若該音節末尾有字母 ‘e’ 且 ‘e’ 不發音，則核心母音的字母發長母音。 

不過，字母對應到音素，常會有一對多的情況。以字母 ‘i’ 為例，其長母音通常發 

/aɪ/ 的音，如 “time”，但也有特例，如在 “machine” 中則發 /i:/ 的音。由於我們轉換音

標的目的是為了分析學生的聽寫錯誤，光從學生的聽寫作答，我們難以確定受測者真正

聽到的是什麼音，因此在作音標轉換時，我們僅從常見的發音規則來評估，對於可能的

特例，現階段則暫不考慮。Longman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中，列舉了常見的 GPC 規

則以及其他各種特例 [60]。而 Lange 則對於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的 GPC 規則，作了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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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析 [32]。我們從以上二項資訊，選出最常見、頻率最頻繁的 GPC 規則來轉換音標

（詳細的 GPC 規則，請參見附錄三）。 

有些單字有二個連續的子音字母，實際發音時只是一個音素，但經過我們的 GPC

處理後，會多出一個音素。如 “pattern”、“shabby”，轉換結果為 “pæt-tәrn”、“ʃæb-bɪ”，

但實際音標卻是 “pæ-tәrn”、“shæ-bɪ”。針對這種情形，我們在轉換音標後，檢查音節區

隔符號 ‘-’ 的兩旁是否出現相同的子音，若有的話，我們根據 maximal onsets principle，

將區隔符號左邊的子音音素刪除，保留右邊的子音。 

此外，音節之間常會互相影響，如單字 “English” 的音標為 “ɪŋ-glɪʃ”，音節 “en” 中

的 ‘n’ 受後面音節 ‘g’ 的影響，鼻化為 /ŋ/。針對這種情形，我們同樣地在轉換音標後，

檢查音節區隔符號兩旁的音素，若是符合音韻規律的變化條件，則將區隔符號兩旁的音

素予以修改。 

在轉換音標時，對於輕音（weaken vowel）的 GPC 規則，我們現階段暫不考慮。由

於輕重音的變化牽涉到詞性、文法、語調等各項因素，僅由詞彙的拼字來分析，我們無

法決定單字中的輕重音。因此，母音的 GPC 規則，我們一律以重音（strong vowel）來

對應。 

5.5 試題回饋 

5.2 節、5.3 節、5.4 節中，我們分別從文法時態、拼字、發音三種層面來分析學生的聽

寫錯誤。在文法時態錯誤分析階段，我們檢驗學生作答的單字是否與標準答案一致；假

如不一致的話，是否僅為時態或形式不同而已。而在拼字錯誤分析階段，對於與標準答

案不一致、卻又非時態錯誤的聽寫單字，我們檢驗其拼法是否與標準答案相似。假如拼

字相似的話，我們進一步在拼音錯誤分析階段，檢驗彼此的發音差距是否相近。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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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則找出差異的音素。由這三階段的分析，學生的聽寫錯誤可分成五種等級： 

 等級一：學生作答與標準答案的拼字差異太大，代表受測者可能還沒聽清楚要

考的單字。 

 等級二：學生作答在拼字上近似於標準答案，但彼此的發音差距不相近

（PD>50），代表受測者可能已大致掌握到單字的發音結構。 

 等級三：學生作答與標準答案的拼字相似，且發音差距相近（PD≤50），代表

受測者已聽清楚單字的發音。 

 等級四：學生作答的文法形式與標準答案不一致，表示受測者已知道所考的是

什麼單字。 

 等級五：學生作答與標準答案完全一致。 

經過錯誤分析後，系統便按照這五個等級，根據受測者作答的結果，給予適當的評

分，然後把學生的作答紀錄存入資料庫中，並將批改結果回報給使用者。學生可以選擇

作試題練習，系統會依照學生錯誤的等級來給予不同類型的試題。 

在試題練習時，假如學生沒完全答對（等級一至等級四），系統會出同樣的題目給

學生重考，並提示學生已答對的部分，藉此減輕學生答題的負擔。倘若重新作答後，學

生仍未完全答對，則系統會再出相同的題目給學生練習。系統最多會考三次。連考三次

後，如果仍未完全答對，學生的作答一直停留在等級一至等級四，此時系統會停止試題

練習，並告知使用者應該加強學習這個單字。相對地，假如學生完全答對的話（等級五），

我們則讓學生有機會作更多的挑戰。此時系統會提出四個選項，學生可以選擇 1) 考相

同單字的其他題目，或是 2) 考相同子母音結構的其他單字，或是 3) 考發音差距相近

的其他單字，或是 4) 與原題目語音環境（phonemic environment）相近的其他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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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如果選擇考相同單字的其他題目，系統會查詢聽寫試題的資料表，從中隨機選

出其他題目來考。為此，在建立聽寫題庫時，我們參考大考中心所公佈的《高中英文參

考詞彙表》 [1]，從中選出一千字作為題庫的基本詞彙，根據這份詞彙清單去搜尋語料

庫，並自動編製題目、存入題庫中，以作為題庫的基本題目。其資料表結構如表 12 所

示。為了加快系統搜尋速度，我們為聽寫題庫建立一份關鍵字索引。其資料表結構如表 

13 所示。當系統要施測或回饋試題時，即會查詢這二份資料表來出題。 

表 12: 聽寫試題資料表 

主索引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欄位大小 敘述 

* id 自動編號 20 聽寫題目編號 

 item 文字 255 聽寫題目 

 sentence 整數 20 聽寫題的原始語句之編號 

 word 文字 255 答案的文法原型 

 answer 文字 255 答案 

表 13: 聽寫試題索引資料表 

主索引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欄位大小 敘述 

* word 文字(char) 100 關鍵字 

 item 文字(text)  考關鍵字的聽寫題目之編號清單

學生如果選擇考相同子母音結構的其他單字，系統會從相同子母音結構的單字中隨

機選出一個單字，然後隨機挑出該單字的試題。同樣地，學生如果選考發音差距相近的

其他單字，系統則會從發音差距相近的單字中隨機選出一個單字，再隨機挑出該單字的

試題。發音差距相近的詞彙清單與子母音結構相同的詞彙群組，其建立方式已於 4.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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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節中說明。 

以下則說明我們如何回饋語音環境相近的題目。 

在自然說話速度下，字詞的發音常會發生變化 [10]。一般而言，像冠詞、介系詞、

連接詞、助動詞和人稱代名詞這種機能語（function words），若無特殊理由，在自然速

度的語句中都會「輕音化」。此外，像名詞、動詞、形容詞或副詞這類內容語（content 

words），若不在重點位置時，也會有「輕音化」的現象。另外，有一部份音會受到前後

音的影響，而產生「同化」現象。而當前一個字的字尾是子音，後接以母音為字首的字，

就會產生「連音」。針對以上種種情形，我們可以從語句中，挑出前置詞（即關鍵字的

前一個字）的最後一個音節，以及後置詞（即關鍵詞的後一個字）的第一個音節，將這

二個音節與關鍵字合為一組，藉此來表示關鍵字的語音環境。 

舉例來說，假如要考的關鍵字是 “abandon”，而在語料庫裡、有 “abandoned” 的句

子中，有三句如下： “I abandoned that idea.”、“The sergeant simply abandoned his 

position.”、“This myth was effectively abandoned in the 1990s.”。我們以 “abandoned” 為

中心，挑出前置詞的末尾音節和後置詞的起始音節，在本例中分別為 “I abandoned 

that”、“-ly abandoned his”、“-ly abandoned in”。將這三條字串拆成音素序列，計算彼此

之間的發音差距，結果會發現差距不大。換句話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來分析語

句中關鍵字的連音變化。以本例來說，倘若老師挑第三句作考題，而學生聽錯了，或聽

寫成 “abandonedan”，系統可以再挑其他二句來出題，檢驗學生在連音方面的聽力。 

為了建立語音環境相近的資訊，我們從語料庫中搜尋出具有關鍵字的所有語句，並

從語句中抽出關鍵字的語音環境，然後逐一兩兩比較，計算彼此的發音差距。我們將發

音差距相近的歸為一類，記錄於資料庫中，其資料表結構如表 14 所示。當學生選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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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目語音環境（phonemic environment）相近的其他題目時，系統會從語音環境相近的

其他語句中，隨機選出一個語句，再根據該語句的編號找出相對應的試題。 

表 14: 語音環境相近資料表 

主索引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欄位大小 敘述 

* id 自動編號 20 資料編號 

 word 文字 255 關鍵字 

 trigram 文字 255 包括關鍵字在內的語音環境 

 similar 文字  語音環境相近的語句 

 

5.6 多字聽寫之訊息提示 

從前面四節中，我們分別說明了如何分析單字的聽寫錯誤，並針對學生的錯誤等級來回

饋試題。除了單字聽寫外，我們還可將相關的技術進一步延伸至多字聽寫測驗上。 

 

圖 17: AWETS 之聽寫測驗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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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照明教授所發展的 AWETS，提供了聽說讀寫四種面向的測驗系統 [26]。其中的

聽寫測驗，考的是整個語句，而非特定單字。每段話大約有 6 至 13 個單字。受測者聽

完後，將答案填寫在網頁中央的文字框中，如圖 17 所示。學生填寫完，假如覺得滿意

的話，就按確定鈕，結束該題的作答。倘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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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測過程中，前後總共可以作

答三次，學生必須要將整個句子聽寫出來，不過系統不會給予任何提示。這樣的施測方

式，對學生來說，似乎比較吃力點。有鑑於此，我們可以利用前面提到的技術，在多字

聽寫的施測過程中，對於學生的作答即時地加以分析，並給予適當的提示。 

 

圖 18: 多字聽寫之訊息提示 

以圖 18 為例，在前後三次的作答過程中，在學生第二次、第三次作答時，系統可

以先檢查受測者先前的作答，找出那些單字或音節已經答對，並告知受測者。有了這些

訊息提示，學生即可將注意力放在尚未答對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