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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語料來源與詞典 

在本章中，記載了標記化語料庫從無到有的建置過程，旁及詞典的介紹與使用。圖 3.1

顯示建立標記化語料庫的流程。為了有效率地產生克漏詞試題，我們提煉原始語料以構

成語料庫，並對語料庫中特定的詞加註有用的標籤以建立標記化語料庫。3.1 節與 3.2

節將詳述如何建立標記化語料庫，包括一連串的前處理與標記語料的工作。基於這份語

料量豐富的標記化語料庫，我們在 3.3節討論如何從中統計並分析一些有用的資訊，如

詞頻排名（word frequency rank）、selectional preference與 collocation等，有利於系統擷

取目標句子與產生誘答選項（於第五章深入討論）。WordNet與 HowNet是本研究中實作

詞義辨析與產生誘答選項的輔助工具，在產生克漏試題的過程中扮演了舉足輕重的角

色，將在 3.4節一併介紹。 

 

圖3.1 建立標記化語料庫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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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語料搜集與前處理 

網路上不乏大量的數位化英文語料。線上新聞文章與新聞期刊因更新速度快，且拼詞錯

誤極為罕見，是大量且穩定的語料來源。我們使用自行撰寫的網路爬梳器（web crawler）

定 期 從 Studio Classroom <http://www.studioclassroom.com/> 、 Taiwan Review 

<http://publish.gio.gov.tw/fcr/>、Taiwan Journal <http://taiwanjournal.nat.gov.tw/> 與 China 

Post <http://www.chinapost.com.tw/> 抓取最新的文章（從 2002 年 1月起，至 2003 年 12

月迄）。文章的領域涵蓋極廣，但以政治性質的文章居多（在 3.3節統計詞頻時將造成影

響）。這些原始語料需經由以下三道前處理的步驟以簡化標記語料的工作。 

1. 文件正規化（normalization）：我們從 HTML格式的網頁中尋找有用的句子。一

份 HTML格式的網頁文件含有各式各樣的多媒體內容。我們需要從混合了文件

標題、主體文字、圖片與影音檔案的網頁內將主體文字的部份擷取出來，並以

段落為單位儲存這些語料。 

2. 斷句（sentence segmentation）：利用 Reynar [28] 等人開發的MXTERMINATOR

工具，將正規化後的每個段落切裁成個別的句子。MXTERMINATOR 是利用

maximum entropy [3] 的資訊來偵測段落中每個句子的結尾，實驗於 Brown與

Wall Street Journal等語料庫有 97.5%到 98.0%的正確率。 

3. 斷詞（tokenization）：斷詞的工作在英文語料中相當容易。由於英文的詞與詞之

間是以空白（space）作為間隔，例外僅發生於兩個狀況，第一是大部份的文件

格式中，標點符號會緊接在詞之後，無空白間隔，在我們的語料庫也不例外；

其次是縮寫詞的情形，常見的如 “I” 與 “am” 縮寫成 “I’m”，“is” 與 “not” 縮

寫成 “isn’t”。因此斷詞的工作是將標點符號與其所鄰接的詞分離，並將縮詞拆

開。例如句子 “The stock didn’t rise $5.” 經斷詞後成為 “The stock did n’t rise $ 

5 .”。名詞的所有格與阿拉伯數字並不在我們處理斷詞的考慮範圍內。譬如 

“Kevin’s” 與 “1500”，皆是當成一個詞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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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語料庫中共有 163,719個句子，包含 3,077,474個詞次（word token）與 31,732

個詞型（word type），各類詞性的詞次與詞型統計如表 3.1。 

表3.1 詞次與詞型統計表 

 名詞 動詞 形容詞 副詞 所有詞性 
詞次 768,870 484,673 284,331 121,512 3,077,474 
詞型 14,883 5,047 7,690 1,389 31,732 

 

3.2 標記語料 

經過上述的前處理程序後，我們為語料庫中的詞加上標記以提高產生試題的效率。我們

一共標記了四項資訊。 

1. 標記詞性（part-of-speech tagging）：將語料庫中句子逐一經由 Ratnaparkhi [26] 

等人開發的MXPOST處理，為句子中的每個詞標記其詞性。MXPOST所採用

的詞性集依循 Penn Treebank計劃的標準 [18]，如以 NN代表名詞，JJS代表最

高級形容詞。MXPOST在斷句與斷詞無誤的情形下，正確率約可達到 96.5%。 

2. 標記詞根（lemma tagging）：詞根是一個詞的原始型態。標記詞根的目的在於

消除詞與詞之間因大小寫（Book與 book）、不同時態動詞（go與 went）、不同

數量級名詞（desk與 desks）與不同比較級形容詞（big與 bigger）之間的差異。

語料庫中的詞依其詞性不同而決定是否標記其詞根。若 “best” 一詞的詞性為

JJS（中譯為「最佳的」），則需標記其詞根為 “good”；若詞性為 NN（中譯為

「最佳的人、事」），則不需作任何標記。 

3. 標記片語、慣用語（phrases and idioms tagging）：我們也利用 Lin [14] 所開發

的MINIPAR工具偵測並標記語料庫的中的片語與慣用語。MINIPAR能夠偵側

如 “arrive at” 與 “in order to” 等不可分的片語。這對我們目前的應用而言仍有

些許不足之處，因為它無法偵測可分的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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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記信號詞（signal tagging）：定義在一特定詞 w所屬的句子中，任何與 w有

語法（syntax）關係的詞，都稱為 w 的信號詞。我們使用 MINIPAR 工具來對

語料庫中的句子做分析，並針對動詞、名詞、形容詞與副詞標記其信號詞。

MINIPAR的主要功能是部份語法解析（partial parser），可偵測句子中詞與詞之

間的語法關係。圖 3.2是句子 “A polite person never interrupt others while they 

are discussing important matters.” 經由 MINIPAR 分析後所產生的輸出。

MINIPAR 可分析出名詞 “person” 是動詞 “interrupt” 的主詞、名詞 “others” 

是動詞 “interrupt” 的受詞、“polite” 用於形容名詞 “person”、“while” 子句是

用於修飾 “interrupt” 等資訊。 

 

圖3.2 MINIPAR的輸出範例 

由於我們著重於產生以動詞、名詞、形容詞與副詞為答案的克漏詞試題，因此我們

只對句子中屬於這些詞性的詞作詞義辨析。對於動詞而言，其信號詞包括它的主詞、受

詞與修飾它的副詞；對於名詞而言，其信號詞包括修飾它的形容詞或是將之視為主詞或

受詞的動詞；舉例而言，在 “Jimmy builds a grand building.” 一句中，“build” 與 “grand” 

都是名詞 “building” 的信號詞；對於形容詞與副詞而言，其信號詞包括它們所修飾的詞

與修飾它們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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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析語料 

迨標記化語料庫建立後，我們可以從中統計三項有用的資訊，捕捉詞的出現頻率與人類

語言的使用習慣。 

1. 統計詞頻：我們定義詞的詞頻是該詞在語料中出現的次數。高頻詞是指語料庫

中經常出現的詞，反之低頻詞是指語料庫中鮮少出現的詞。詞頻排名第一的詞

即是在語料庫中最常出現的詞。在統計詞頻時以詞的詞根（請參閱 3.2 節）為

單位，分為兩種策略，其一是不考慮詞的詞性作統計；其二是依詞性的不同而

分別統計－動詞詞頻、名詞詞頻、形容詞詞頻、副詞詞頻四種。這兩種詞頻排

名表各有其用途。表 3.2列出各種詞性詞頻排名前五名的詞。由於Taiwan Review

與 Taiwan Journal 的文章大都是有關台灣的政治新聞，因此  “people”、

“government” 與 “company” 等名詞的詞頻非常高。 

表3.2 詞頻排名統計表 

  詞頻排名   
詞性 

1 2 3 4 5 
動詞 be have say make do 
名詞 year people government time company 
形容詞 many other more such local 
副詞 not also only more however 

不分詞性 the of to be in 

2. 統計 selectional preference：大多數的動詞對於其主詞和受詞的類型有特定的偏

好，譬如 “eat” 的受詞傾向是食物類的名詞，“think” 的主詞往往是人，而 

“bark” 的主詞通常是狗，這樣的規律性稱為 selectional preference或 selectional 

restrictions。我們從語料庫中統計 selectional preference，不僅可以規納出某一詞

的特定用法，對於詞義辨析也有決定性的幫助。關於 selectional preference模型

的建立與應用將於 5.2.1節做進一步的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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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計 collocation：Collocation 主要是觀察自人類的語言使用習慣中，兩個詞或

兩個以上的詞連袂出現在同一個語言情境中的機率高低。譬如當文章中提及 

“SARS” 一詞時，“isolation”（中譯為「隔離」）也經常會出現；反之，“SARS” 

與 “happiness” （中譯為「幸福」）共同出現的機率相較之下就來得低一些。基

於 collocation的統計資訊，有助於系統過濾誘答選項，排除可能造成多重答案

的情況，其細節在 5.3節有詳盡的解說。 

3.4 詞典 

為了施行詞義辨析與統計 selectional preference 和 collocation 上的便利，我們使用

WordNet <http://www.cogsci.princeton.edu/wn/> 與 HowNet <http://www.keenage.com/> 

以輔助克漏詞試題的產生。 

WordNet是 Princeton大學於 1990 年建立的電子詞典語料庫。在WordNet中，英文

的名詞、動詞、形容詞與副詞以同義詞集（synonym sets，或簡稱 synset）的型式組織成

語意樹，每個同義詞集代表一個語意概念 [21]。此外，WordNet 更定義了許多詞與詞之

間的語義關係，包括同義詞（synonymy）、反義詞（antonymy）與下義詞（hyponymy）

等。圖 3.3是對WordNet瀏覽器查詢動詞 “customise” 的輸出畫面。動詞 “customise” 有

兩種詞義，“make to specifications” 與 “make according to requirements”，每個詞義綁住

一組同義詞集，其後可能接著數條例句加以描述該詞義的特定用法。 

 

圖3.3 WordNet瀏覽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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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Net 是一個以中文和英文的詞所代表的概念為描述對象，以揭示概念與概念之

間以及概念所具有的屬性之間的關係為基本內容的常識資料庫 [7]，由董振東博士主導

編撰。HowNet 約收入了十一萬個詞，包含了中英雙語知識詞典、概念特徵、動態角色

與屬性、詞類表與管理程序等。在中英雙語知識詞典中，每個英文詞皆有其中文詞義、

中文詞性、英文詞性與定義。 

 

圖3.4 HowNet資料格式 

如圖 3.4所示，“NO.” 為該詞在 HowNet的編號，“W_C” 與 “W_E” 分別是中文詞

條與英文詞條，“G_C” 與 “G_E” 分別是中文詞性與英文詞性，“E_C” 與 “E_E”為保留

欄位，而 “DEF” 則是定義概念特徵。在圖 3.4 中，HowNet 使用三個義原定義 “attend 

school” 一詞：“engage|從事”、 “content=study|學” 與 “education|教育”，其中列於最前

方的義原 “engage|從事” 為「主要特徵」－在我們的應用中以「類別」稱之，亦即是，

我們將 HowNet視為一部分類詞典，輔助我們統計 selectional preference與 collocation。 

  若產生試題的過程中需要詞典定義詞的資訊時，系統將訴諸於機器可讀取的電子詞

典。當我們需要詞的詞義、同義詞與例句等資訊施行詞義辨析時，我們仰賴 WordNet

的定義（如圖 3.3）。當我們需要動詞、名詞、形容詞與副詞的類別以統計 selectional 

preference與 collocation的程度時，我們藉由 HowNet的輔助（如圖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