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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2.1 自動產生試題之回顧 

自動產生試題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提升試題的品質，應避免產生過多無法用於實際測驗

的試題，以減輕後續人力篩選的負擔。 

Deane與 Sheehan [5] 於 2003 年將自動化產生試題應用於數學測驗試題上。他們以

事先建立的試題樣板（verbal template）為基礎，藉由更換試題樣板中的用詞（wording）

以產生多樣化的試題。譬如一道測驗「距離除以時間等於速率」觀念的數學試題，一種

簡單的試題樣板如下： 

 

我們可以在 “drives” 前的空位（slot）填入不同的操作人員（如駕駛員、舵手）、在

“traveling” 前的空位填入不同的運輸工具（如汽車、遊輪）、在 “miles” 與 “hours” 前

的空位填入不同的數字以產生相異的試題。然而，我們由常識可得知當計算所得的速率

是每小時 500公里時，運輸工具不會是汽車；而當運輸工具是汽車時，操作人員也不應

當是舵手。試題樣板的空位彼此具有語意上的相依（dependent）關係。因此 Deane等人

進一步以 frame semantics [7] 確保試題語意上的合理性。Frame semantics是藉由觀察搜

集的語料中，同類型的詞總是出現在類似的句型（pattern）中，經統計分析後，在產生

試題時可滿足空位間相依性的限制。 

A(n) _____ drives a(n) _____ traveling _____ miles in _____ hours. 
On average, how fast did he/she move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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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18] 等人在 2002 年的研究則是將自動產生試題的系統應用於 SQL-Tutor中

－一套測驗學生在利用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與資料庫溝通時，是否能依題

意正確地輸入語法的系統。典型的 SQL語法如下： 

 

Martin等人以 Constraint-Based Modelling（CBM）[23] 建立學生模型，並依據學生模型

發展一套自動產生 SQL 試題的系統，該系統依學生過去的答題狀況產生新的試題。由

於 SQL 語法具有固定的樣板（template），因此不論在自動出題或自動批改上，都極具

便利性。 

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產生試題在英文測驗試題上的應用也吸引了許多研究學者的投

入。受限於目前機器仍難以處理人類所使用的語意，自動產生試題的題型也集中於幾類

簡單的題型。Steven [30] 在 1991 年提出了建構英文字彙題（vocabulary test）的方法，

他利用自然語言處理中 concordancer 的技術 [18] 從一般性的語料庫中產生英文字彙

題。Wilson [33] 則是於 1997 年建議從電子詞典與語法分析語料庫（parsed corpus）中，

自動產生 CALL（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的練習試題。 

Mitkov [18] 在 2003 年的研究中，發展一套自動產生英文多選題測驗的系統，其試

題屬問答式的題型，受限於語料量不大的緣故，將答案的詞性限制在名詞或名詞片語

（noun phrase）。Mitkov以電子版的教學文件做為試題的來源，從文件裡用以陳述某件

事實的句子中，擷取其中的名詞或名詞片語作為答案，並將原直述句改為疑問句以成為

問答題的題幹，接著藉由WordNet的輔助，挑選與答案語意相近的詞或片語成為誘答選

項，以產生多選題測驗。譬如在句子 “A prepositional phras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constitutes an introductory modifier.” 中擷取 “introductory modifier” 作為答案，並將句子

改寫成疑問句，以成為如下的試題： 

select Attribute_Name from Database_Name where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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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kov的實驗結果顯示，依其演算法所產生的試題，在難度與鑑別度上與人工建立的試

題相距不大，甚至在誘答選項的有效性（usefulness）上略勝一籌，但出題的效率卻提升

了數倍。Mitkov在挑選誘答選項策略上的成功，肇因於其產生的試題並非測驗學生對英

文詞彙的理解能力，而是專注於特定領域的知識。設想將 Mitkov 的演算法套用在本篇

論文的主題－克漏詞試題中，挑選 3個與答案的詞義相似的詞作為誘答選項，非常容易

造成多重答案的情況發生。 

Coniam [4] 在 1997 年的研究中，利用從語料庫統計而得的詞頻（word frequency）

資訊，自動化產生多選題型式的克漏詞測驗。有別於我們在 1.1節所介紹的克漏詞試題，

一份克漏詞測驗通常是以多個段落的文字為主體，從其中挖掉一些詞作為多選題的答

案，來測驗學生對整段文意的理解程度，每個答案皆配合 3個（一般情況下）誘答選項

讓學生作答。Coniam 產生克漏詞測驗的方法是取得大量的語料後，使用 Automatic 

Grammatical Tagging System（AGTS）工具為語料中的詞加上詞性標記，並逐一統計語

料中每個詞的詞頻。利用詞的詞性與詞頻兩項資訊，Coniam 的系統可接受三種不同的

出題條件：(Ⅰ) 總是挖掉每個句子的第 n個詞作為答案（為了讓學生對通篇文章有初始

的概念，通常會從第二個句子開始挖取答案 [17]）；(Ⅱ) 限制答案的詞頻範圍；(Ⅲ) 限

制答案的詞性。在決定克漏詞測驗的答案後，系統將針對每個答案，挑選三個詞性與答

What does a prepositional phras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constitute? 

(A) a modifier that accompanies a noun 

(B) an associated modifier 

(C) an introductory modifier 

(D) a misplaced mod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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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相同且詞頻與答案相近的詞作為誘答選項，以便完成一份克漏詞測驗。Coniam 提供

了一個從語料庫中自動化產生克漏詞測驗的基本流程，但產生的試題仍需經由人為的篩

選，蓋來自於兩大主因：第一，決定答案的策略不佳，可能導致試題太容易作答或無法

作答，尤其是第一種出題條件下所產生的試題往往不堪使用；第二項因素是產生誘答選

項後，並沒有檢驗誘答選項是否可能取代答案成為最佳選項，往往造成單一試題卻有多

重選項可選的情況。 

Poel與Weatherly [25] 同樣於 1997 年提出一個建置克漏詞測驗的方法。他們挑選答

案的策略是從文章的第三個句子開始，每隔六個或七個詞便挖掉一個詞作為答案。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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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答，對於每個答案歸納出

3種學生最常填寫錯誤的詞作為誘答選項。這個方法面臨答案挑選不當的問題較 Coniam 

[4] 更為嚴重，因為在不考慮詞性的情況下，答案的詞性若是定冠詞將造成試題過於簡

單、不必理解整段文意即可作答，若答案的詞性是專有名詞則會使得試題無法作答。況

且學生填錯的答案是否適合成為誘答選項也有待實驗證明。 

台大外語系教授高照明 [9] 於 2000 年所發展的 AWETS（Automatic Web-based 

English Testing System）系統，結合了自動化產生英文字彙題、測驗交付（test delivery）、

自動評分與成績紀錄等子系統。其中自動化產生英文字彙題的流程，是從網路上搜集

Project Gutenburg <http://promo.net/pg/> 與光華雜誌 <http://www.sinorama.com.tw/> 的

文章，經由自然語言技術的前處理後，將句子儲存於語料庫中。測驗編撰者可以指定試

題的答案或試題的難度，由系統從語料庫中擷取符合條件的句子，並利用電子詞典與詞

彙分類法所提供的訊息產生誘答選項。試題的難度粗分為難、中、易三種，依答案的詞

頻排名高低而定。高教授的方法仍無法確保誘答選項是否會混淆單一答案的試題架構，

因為缺乏一套檢驗誘答選項的機制。除此之外，沒有偵測詞的詞性，也將造成誘答選項

與答案的時態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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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詞義辨析之回顧 

詞義辦析的相關研究工作已進行多年。雖然詞義辨析往往被視為一項研究的中間過程

（intermediate task），而非最終目的，然而，許多研究卻與詞義辨析脫離不了關係，諸

如人機溝通（man-machine communication）、機器翻譯（machine translation）、資訊檢索

（information retrieval）與語法分析（grammatical analysis），詞義辨析的正確率直接或間

接地影響整體的實驗結果。一般而言，詞義辨析的目標是將一段文字中的某個多義詞

（ambiguous word）指派一個特定的詞義或類別，因此這項工作需要兩個步驟，其一是

定義該多義詞的所有詞義，通常需要仰賴詞典的輔助；其二是依據該多義詞的上下文

（context），判別其應有的詞義－我們無法對單一詞彙作詞義辨析，其上下文的資訊是

不可或缺的。以標記語義的語料庫（sense-tagged corpus）為訓練資料，從中統計某詞義

的特定語法結構符合機器學習的原則，是相當理想的作法，但現存已標記語義的語料量

不足，對於此方法是個嚴重的挑戰，且並非短時間內能克服的障礙。Wilks與 Stevenson 

[32] 於 1997 年提出兩個基本的方法：藉由外在電子詞典的輔助或是利用從原始語料庫

中統計而得的資訊。由於這兩個大方向並不互相衝突，大多數從事詞義辨析的研究學

者，皆以語料庫為基礎佐以詞典的輔助。 

  對一個多義詞作詞義辨析所使用的資訊有許多管道。Lesk [14] 在早期的研究中，

使用詞典對詞義提供的解釋，辨析一段文字中某個多義詞的詞義。對於一個在詞典中擁

有 n個詞義的多義詞 w而言，Lesk查詢 w每個詞義的解釋，並將解釋裡的敘述文字依

詞義的不同置入 n個詞義詞袋（sense bag）中；對於多義詞的上下文的詞彙，也逐一查

詢它們的解釋並置入同一個語境詞袋（context bag）中。辨析多義詞 w的方法，即是依

序計算 n個詞義詞袋與語境詞袋的交集。獲得最高分的詞義（交集中含有最多的共同詞）

即被認定為多義詞 w 的詞義。Lesk 只採用詞典對詞義的解釋，尚未完全發揮詞典的潛

能，正確率約在 36.14%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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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nik [27] 於 1997 年利用自動從語料庫中統計而得的 selectional preference模型與

WordNet（版本 1.4）對英文定義的詞義，可得到明顯比隨機指派詞義更佳的效果。以

selectional preference 模型為出發點，可藉由統計某一動詞對其受詞（object）的偏好，

略窺該受詞的詞義。舉例而言，假設 “burgundy” 一詞有「飲料」和「顏色」兩種詞義，

當 “burgundy” 一詞出現在句子 “Paul drinks burgundy.”，我們可以由動詞 “drink” 而猜

想 “burgundy” 的詞義應傾向是「飲料」而非「顏色」。Resnik所回報的正確率介於 35.3%

（以形容詞辨析其修飾的名詞）到 44.3%（以動詞辨析其受詞）之間。以「隨機指派詞

義給多義詞 w」作為實驗的比較基準並不是十分直覺的想法，在我們的研究中，以「總

是指派最常見的詞義給多義詞 w」作為實驗的比較基準，而詞義常見與否則採用WordNet

（版本 2.0）的統計資料。 

Florian與Wicentowski [9] 在 2002 年發表的論文中，以WordNet與第二語言的輔助

對義大利文施行詞義辨析。Florian等人提出第一項假設：當一個詞 x的詞義 sx與另一詞

w 的詞義 sw相似，則語料庫中 x 的任何上下文皆可視為 sw的上下文。根據這項假設，

針對句子 T中關鍵詞 w的 n個詞義，首先建立一個集合 )},(,),,(),,{( 21 nswswsw K ，接著

從語料庫中抽取集合內每個元素的上下文，並利用 K-means比對上下文與 T的相似度，

以判別何種詞義較有可能是 w 的詞義。除此之外，Florian 等人提出第二項假設：當一

個義大利文的詞義 sI與一個英文的詞義 sE有一對一的翻譯關係，則英文中關於 sE的使

用方法，亦可套用在義大利文的 sI之上。根據這項假，觀察一個義大利文的詞義 sI翻譯

至英文後的詞義分佈情形，藉以決定該詞義的權重，若 sI對應的翻譯 sE有較高的機率出

現，則 sI的權重也會較高。利用第一項假設所得到的詞義的分數，配合第二項假設所得

到的詞義的權重，兩者相乘後分數最高的詞義即是最後的輸出結果，詞義辨析的正確率

約在 50%。Florian 等人的第一項假設，當 w 的兩個詞義分別與 x 的兩個詞義相似時會

發生問題。 



 13

Yarowsky [35] 嘗試使用 Roget’s Thesaurus的統計模型，去判別一個多義詞傾向屬

於 Roget’s Thesaurus中所定義的何種類別（category）。一個多義詞在 Roget’s Thesaurus

會與多個類別有關聯，譬如名詞 “sentence” 可能的詞義有 punishment（中譯為「判刑」）

與 a set of words（中譯為「句子」），在 Roget’s Thesaurus中分別屬於 LEGAL ACTION與

GRAMMAR 兩個類別。Yarowsky從龐大的語料庫中統計每個詞的 concordance資訊，藉

以替每個詞指定不同的權重（weight）。對句子中一個多義詞作詞義辨析時，就由句子中

其他具有不同權重的詞來預測該多義詞應屬於那一個類別。Yarowsky所提出的演算法針

對數個多義詞作實驗，包括 “star”、“mole”、“galley”、“cone”、“bass”、“bow”、“taste”、

“interest”、“issue”、“duty”、“sentence” 與 “slug” 等詞，正確率從 72%（對 “interest”）

分佈至 99%（對 “mole” 與 “bass”）。值得一提的是，具有較多詞義的詞，其詞義辨析

的正確率不一定比較低。而 “interest” 的正確率較低的可能原因在於該詞並沒有固定出

現在同類型的文章中。僅管如此，Yarowsky所回報的正確率比 Resnik [27] 高出許多，

推究其原因在於兩者對詞義辨析的目標不同－Resnik 將多義詞指派為一詞義，而

Yarowsky 只粗分到類別為止。另外，WordNet 將多義詞的詞義劃分過細的事實，也是

Resnik實驗結果不佳的主因。 

楊曉峰與李堂秋 [34] 在 2002 年的論文中，提出一種基於 HowNet的中文詞義辨析

之研究。中文的多義可概分為詞彙多義與句型結構多義，楊曉峰等人在解決詞彙多義的

問題時，也連帶解決了句型結構多義。其作法結合規則與統計，首先從語料庫中統計義

原（HowNet 所定義的最基本、不可再分割的意義的最小單位）的 collocation，並將意

義相近的義原凝聚成同一類，以提高統計結果的顯著性。其次，作者以人工方式對不同

的義原撰寫其專屬的語義規則，譬如由義原「GIVE|給」所定義的詞，一般而言都帶有

雙受詞，因此在規則的撰寫上，需為此義原增加 THEME（受詞）與 CO-THEME（間接

受詞）的語法限制。在對詞 w 作詞義辨析的過程中，依演算法取出 w 的上下文語境，

將該語境和先前建立的語義規則一一比較，根據比較的結果判別 w及其語境中各詞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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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相似度最高的語義規則，即判定 w 的語義為該規則的義原，而 w 的語境也視為

該規則下的語法結構。實驗結果顯示，詞義辨析的正確率為 92%，句型結構辨析的正確

率為 82%。由於中文的多義詞的情形不似英文這麼顯著，因此中文詞義辨析的正確率通

常高於英文詞義辨析的正確率。 

2.3 文獻方法與實作方法之比較 

我在自動產生克漏詞試題的工作上，主要承襲高照明教授的研究 [9]，並且往 3 個方向

加以延伸。首先，對試題的答案導入詞義辨析演算法，加強測驗編撰者對試題的掌控性；

其次，誘答選項的挑選策略更為審慎，期使誘答選項稍具誘答性卻不違背多選題的基本

要求；再者，將題型擴張至慣用語試題，俾使測驗卷的題型更加豐富。除此之外，產生

與大學入學考試相似的試題、預測一個句子中何詞最有可能作為答案，乃發前人之所未

發，對測驗編撰者皆有相當的助益。 

  本論文中詞義辨析是採取結合非監督式與監督式的方法，從未標記詞義的語料庫中

抽取 selectional preference模型，並將詞典提供的例句視為人為的註解，兩者搭配下，依

WordNet對詞的解釋，將試題的答案指派至其中一個詞義。由於WordNet將詞義劃分過

細，因此我們的實驗結果與 Resnik [27] 同樣有正確率不高的困擾。然而就我們產生克

漏詞試題的應用而言，並不必要對每比資料都做到完美的詞義辨析。就實驗數據顯示，

如果放棄一些案例，只選擇可信度較高的句子，將可得到不錯的正確率。在語料庫可不

斷擴充以容納更多句子的情形下，摒棄少部份句子以換回高正確率是可接受的辦法。雖

然我們的方法與楊曉峰等人 [34] 同樣藉由 HowNet 的輔助，但我們僅將 HowNet 作為

分類詞典用，並非完全仰賴 HowNet所提供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