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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產生克漏詞試題 

本章詳述產生克漏詞試題的流程，是本研究的核心工作。5.1 節從產生克漏詞試題的系

統架構提起，先將其中兩個主要子系統－擷取目標句子子系統（sentence retriever）與產

生誘答選項子系統（distractor generator）以黑盒子包裝，利於俯瞰系統的全貌。擷取目

標句子子系統的功能是從第三章建立的標記化語料庫中，擷取符合條件的句子－我們稱

之為目標句子（target sentence），這些條件包括試題規格表（item specification）的要求

與目標依賴性的試題需求（target-dependent item requirements），就克漏詞試題組成的三

要素（請參閱 1.1節）而言，擷取目標句子子系統需考慮題幹與答案的適切性，將於 5.2

節深入討論。產生誘答選項子系統讀入目標句子後，依題幹與答案的限制產生誘答選

項，誘答選項非但不能撼動答案是唯一或最佳選項的地位，亦對學生有一定的誘答效

果，降低試題的猜測度，因此隨機挑選數個詞成為誘答選項顯然不是一項可行的策略，

5.3 節介紹這部份的運作原理。雖然測驗編撰者在此無法完全掌握誘答選項的型態，但

可在稍後利用修改測驗卷的介面，修改誘答選項（請參閱 6.3.2節）。 

5.1 系統架構 

 

圖5.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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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是自動產生克漏詞試題的系統架構圖。產生克漏詞試題包含兩個主要的步驟，分

別實作於兩個子系統之中。擷取目標句子子系統在測驗編撰者的要求與目標依賴性的試

題需求的雙重限制下，從標記化語料庫中擷取克漏詞試題所需的句子－目標句子。透過

試題規格表的介面，測驗編撰者可輸入試題的答案，並指定答案的詞性與詞義。圖 5.2

顯示試題規格表的介面。我們的系統將嘗試依試題規格表的要求以產生所需的試題量，

為了使答案的詞義能符合測驗編撰者的期望，詞義辨析演算法將在這個子系統中運作。

目標依賴性的試題需求具體地指定所有針對特定測驗目標所設計的克漏詞試題，所必需

遵循的一般化原則。舉例而言，在台灣的大學入學考試中，一道克漏詞試題所包含的詞

數會介於 6個詞到 28個詞之間（請參閱 4.1節），而測驗編撰者可依循這類特徵來建立

測驗用的試題。此外，系統允許測驗編撰者可以在不指定答案的情形下，僅輸入試題的

數量，系統將從目標句子中，自動挑選合適的詞作為答案（請參閱 4.2節），以產生克漏

詞試題。 

 

圖5.2 試題規格表 

在取得目標句子後，下一個步驟是由產生誘答選項子系統考慮詞頻排名、

collocations與 selectional preferences等統計資料（請參閱 3.3節）來篩選誘答選項。如

果產生誘答選項子系統無法找到足夠的誘答選項（一般情形下是 3個）以滿足答案與題

幹的限制，系統會放棄目前的目標句子而重新啟始整個產生克漏詞試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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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擷取目標句子 

在圖 5.1中，擷取目標句子子系統從標記化語料庫擷取高品質的句子。一個被視為候選

目標句子（candidate target sentence）的句子必須包含試題規格表所指定的答案與答案的

詞性。藉由 3.2 節對詞所標記的詞根以及利用 MXPOST 對詞所標記的詞性，我們可以

輕易地達成上述的要求。在得到候選目標句子後，試題產生器（item generator）需啟始

詞義辨析的動作以判斷答案的詞義是否符合試題規格表的需要，決定該候選目標句子能

否提升為目標句子。我們實行詞義辨析的演算法是建構在 3.3 節介紹的 selectional 

preference的觀念上，並將其適用性加以延伸。 

5.2.1 廣義的 Selectional Preference 

利用 selectional preference的輔助以施行詞義辨析的著眼點在於，在大多數情形下，句子

中某一特定詞的詞義，會受到句子中其他的詞的種類所限制。Selectional preference與詞

義辨析之間的密切性可用一個簡單的例子加以說明，當名詞  “chair” 在  “Susan 

interrupted the chair.” 句子中出現時，應是指一個人（中譯為「主席」）而並非傢俱（中

譯為「椅子」） [18][27]。因此我們可以觀察句子中與某個多義詞（polysemous word）

有語法關係的信號詞來猜測多義詞在該句子中所扮演的詞義。 

我們藉由 HowNet的輔助，將動詞對其主詞及受詞的偏好性，延伸到克漏詞試題的

答案（詞性可能是動詞、名詞、形容詞或副詞）對其信號詞（亦不受限於名詞）的偏好

性。在統計 selectional preference的強度時，以「詞對類別」的方式統計，令 w與 π分

別代表詞與類別（定義在 HowNet中），以 ),( πν wf 表示 w與 π共同參與語法關係 ν的頻

率，且滿足 π為 w的信號詞的類別，並以 )(wfv 表示 w 參與語法關係 ν的頻率，而不計

其信號詞的類別。給定語法關係 ν，我們將 w與 π的 selectional preference的強度以式子 

(5.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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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不同詞性的 w 而言，w 與其信號詞之間可能的語法關係 ν 亦有所不同。當 w

的詞性是動詞時，ν 的類型有「動詞對主詞（名詞）」、「動詞對受詞（名詞）」與「動詞

對副詞」三種；當 w的詞性是名詞時，ν的類型有「主詞對（名詞）動詞」、「受詞（名

詞）對動詞」與「名詞對形容詞」三種；當 w的詞性是形容詞時，ν的類型有「形容詞

對名詞」與「形容詞對副詞」兩種；當 w的詞性為副詞時，ν的類型有「副詞對形容詞」

與「副詞對副詞」兩種。因此在給定語法關係 ν的情況下，w的信號詞的詞性也隨之被

限定。 

利用式子 (5.1) 從標記化語料庫中統計並得到在所有我們感興趣的語法關係下，

「詞對類別」的 selectional preference的強度。 )(wfv 的定義相當直覺，當語料庫中出現

w 參與 ν的情形下，不論 w的信號詞為何， )(wfv 皆累加 1次。令 s為 w在 ν關係下的

信號詞，並以 },,,{)( 21 ys πππ K=Π 表示 s的類別集合，當語料庫中出現 w與 s共同參與

ν 且滿足 )(sΠ∈π 時，則 ),( πν wf 的計數加上 y/1 。譬如名詞 “chair” 有兩個類別－

FURNITURE與 HUMAN，則每當語料庫中出現 “chair” 為動詞 “interrupt” 的受詞時，

)FURNITURE,(object-to-v interruptf 與 )HUMAN,(object-to-v interruptf 各加 2/1 。表 5.1 顯示在

「動詞對受詞」的語法關係下，3 個英文的動詞 “eat”、 “tell” 與 “find” 與其受詞

HUMAN、FOOD 兩個類別的統計資料。由表 5.1可知，動詞 “eat” 對其受詞的偏好性，

明顯地傾向類別 FOOD，與動詞 “tell” 恰好形成對比。 

表5.1 Selectional preference部份統計資料 

動詞 
ν = 動詞對受詞 

eat tell find 
HUMAN 0.047 0.487 0.108 

類別 
FOOD 0.441 0.005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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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詞義辨析 

我們仰賴 5.2.1節介紹的廣義的 selectional preference與詞典WordNet的輔助，辨析候選

目標句子中答案的詞義。為了避免造成混淆，也為了避免給予讀者「詞義辨析的演算法

只能套用在答案上」的錯誤印象，本節將以「關鍵詞」代表候選目標句子中欲施行詞義

辨析的詞。若是關鍵詞在WordNet中僅具有一種詞義，詞義辨析演算法將會指派其唯一

的詞義給予關鍵詞。反之，若是關鍵詞擁有多種詞義，以一個候選目標句子 “They say 

film makers don't spend enough time developing a good story.” 為例說明詞義辨析的演算

法。我們欲對句子中的動詞 “spend” 作詞義辨析，在WordNet的定義下，動詞 “spend” 

有兩種詞義： 

1. (99) spend, pass – (pass (time) in a specific way; “How are you spending your 

summer vacation?”) 

2. (36) spend, expend, drop – (pay out; “I spend all my money in two days.”) 

第一個詞義為 “pass (time) in a specific way”，第二個詞義是 “pay out”。WordNet對

每個詞義所包含的資訊包括 (Ⅰ) 標頭詞（head words），由一個或數個詞組成，這些標

頭詞共享該詞義；(Ⅱ) 該詞義所專屬的例句，展示該詞義的獨特用法。在之後關於詞義

辨析的作法的討論中，每當提及關鍵詞的詞義的標頭詞時，我們不考慮關鍵詞為其本身

某個詞義的標頭詞。因此，“spend” 的第一個詞義僅有 1 個標頭詞：“pass”，而第二個

詞義有 2個標頭詞：“extend” 與 “drop”。 

一個對候選目標句子中動詞 “spend” 作詞義辨析的直覺的方法，是以 “spend” 的

標頭詞取代其在句子中的地位。正確詞義的標頭詞與其他詞義的標頭詞相較之下，套用

在候選目標句子中應有較合理的語意。反之，若是語料庫中極少出現標頭詞取代後的句

子的類似語境，該標頭詞所屬的詞義就不太可能是關鍵詞的詞義。這項直覺引領我們計

算一個詞義在標頭詞部份所應得的分數，也就是我們所表示的 t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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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可以比較不同詞義的例句與候選目標句子中，“spend” 的上下文（context）

的相似程度，在這裡所指的上下文，與 “spend” 的信號詞有密切關係。再次以 “They say 

film makers don't spend enough time developing a good story.” 為例，我們可以比較 

“spend” 在候選目標句子中主詞（makers）與受詞（time）的類別，是否與 “spend” 在

例句中主詞與受詞的類別相同。若 “spend” 的第一個詞義的例句提供一個與 “spend” 

在候選目標句子中較近似的上下文，則第一個詞義獲得較高的分數，反之則由第二個詞

義獲得較高分。這項直覺引領我們得到詞義在例句部份所應得的分數，也就是我們將在

下面介紹的 sΩ 。 

假設關鍵詞 w在WordNet的定義下有 n個詞義，令 },,,{ 21 nθθθ K=Θ 是關鍵詞 w的

詞義集合。假設關鍵詞 w 的詞義 iθ 在 WordNet 中有 im 個標頭詞（註：我們並不考慮 w

本身為其詞義 iθ 的標頭詞）。我們使用集合 },,,{ ,2,1, imiiii λλλ K=Λ 代表關鍵詞 w的詞義 iθ

的標頭詞集合。 

當我們使用 MINIPAR對一關鍵詞所屬的候選目標句子 T作語法分析時，可以得到

關於關鍵詞的信號詞的資訊（請參閱 3.2節）。假設 w在句子 T中有 )(Tµ 個信號詞。我

們令集合 },,,{),( ),(,2,1 TTTTwT µψψψ K=Ψ 代表 T中 w的信號詞集合。同時，以 Tk ,ν 代表

T 中 w 與 Tk ,ψ 的語法關係，並且令 },,,{),( ),(,2,1 TTTTwT µννν K=Γ 代表 w 與 Tk ,ψ 之間的語

法關係的集合。 

就關鍵詞w的第 i個詞義 iθ 而言，其第 j個標頭詞 ji,λ 所獲得的分數，是利用式子 (5.2) 

計算 ji,λ 與 T中每個信號詞 Tk ,ψ 的 selectional preference的強度，再求其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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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詞義 iθ 所獲得的分數，即是 iθ 所有標頭詞所獲得的分數的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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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式子 (5.3) 計算候選目標句子T中關鍵詞w的詞義 iθ 在標頭詞部份所獲得的

分數，此分數將與之後介紹的例句部份的得分相加，以決定詞義 iθ 最後的分數。注意

selectional preference的強度 ),( ,,, TkjiTk
A ψλν 與標頭詞分數 tΩ 兩者數值皆落於 0到 1的範

圍之內。 

如上所述，我們利用WordNet對許多詞義所提供的例句，比較詞義的例句與候選目

標句子之間的語境相似程度去判別候選目標句子中的關鍵詞的詞義。在此我們利用關鍵

詞的信號詞決定句子的語境。令 T與 S分別為 w所屬的候選目標句子與 w 的詞義 iθ 的

例句。我們將以下列 3 個步驟，計算詞義 iθ 在例句部份所獲得的分數 sΩ 。如果一個詞

義有多個例句，我們將用式子 (5.4) 對 iθ 的每個例句計算分數，最後並對個別分數的總

合值作平均。 

計算 Ωs (θi,j | wi,T) 的步驟 

1. 分別求得關鍵詞 w在 T與 S中的信號詞集合 ),( wTΨ 與 ),( wSΨ ，以及它們與 w

的語法關係集合 ),( wTΓ 與 ),( wSΓ 。 

},,,{),( ),(,2,1 TTTTwT µψψψ K=Ψ  

},,,{),( ),(,2,1 SSSSwS µψψψ K=Ψ  

},,,{),( ),(,2,1 TTTTwT µννν K=Γ  

},,,{),( ),(,2,1 SSSSwS µννν K=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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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算 T中 w的信號詞 Tj ,ψ 與 S中 w的信號詞 Sk ,ψ 符合 SkTj ,, νν = 的條件的次數。

假設 Tj ,ψ 在 HowNet 中有 Tjn , 個類別，以集合 },...,,{)(
,,,2,,1,,, TjnTjTjTjTj πππψ =Π

表示， Sk ,ψ 在 HowNet中有 Skn , 個類別，以集合 },...,,{)(
,,,2,,1,,, SknSkSkSkSk πππψ =Π

表示。對於 )( ,TjψΠ 內的每個類別 lTj ,,π ，逐一比對 )( ,SkψΠ 中是否存在類別 msk ,,π

使得 mSklTj ,,,, ππ = 。每比對一組相同的類別，將累計分數 ),( TM iθ 加上 Tjn ,/1 。

這裡只加 Tjn ,/1 是因為在信號詞本身有多個可能的類別時，我們並未進一步對

信號詞作精確的分類，而是假設信號詞每一個可能的類別有均等的機會出現。 

;0),( =TM iθ  

unmatched; as ),( allmark , wTTj Γ∈ν  

));(;0(for ++<= jTjj µ  

));(;0(for ++<= kSkk µ  

))( and unmatched) (( if ,,, SkTjTj ννν =  

{  

matched; as mark ,Tjν  

);;0(for , ++<= lnll Tj  

);;0(for , ++<= mnmm Sk  

Tj
iimSklTj n

TMTM
,

,,,,
1),(),(    )( if +== θθππ  

}  

3. 式子 (5.4) 度量關鍵詞在候選目標句子的信號詞與在例句中的信號詞，當與關

鍵詞有相同語法關係的情形下，所得到的平均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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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目標句子 T 中的關鍵詞 w 的詞義 iθ 所獲得的分數，是由式子 (5.3) 所計算的

),|( Twit θΩ （標頭詞所獲得的分數）與式子所 (5.4) 計算的 ),|( Twis θΩ （例句所獲得

的分數）加總而得，若至少存在一詞義的分數超過我們在式子 (5.5) 所選定的門檻值

（threshold），候選目標句子 T 中的關鍵詞 w 就會被指派給分數最高的詞義。反之，若 

),|( Twit θΩ 與 ),|( Twis θΩ 的加總值太小，表示演算法的結果可信度不高，系統將不會

作出任何草率的決定，並挑選其他候選目標句子，針對其中的關鍵詞重新起始詞義辨析

的運作。我們將在 6.1節透過實驗數據說明並討論選用不同的門檻值對詞義辨析的正確

率所造成的影響。 

),|(),|(maxarg TwTw isit
ii

θθ
θ

Ω+Ω
Θ∈

                      (5.5) 

5.3 產生誘答選項 

克漏詞試題中的誘答選項影響了學生幸運猜中答案的可能性。若試題中含有明顯可看出

不可能是答案的誘答選項，學生也許能夠在不認識答案的情況下猜得正確的選項。因

此，我們需要選擇可以訴諸於填補這項漏洞的誘答選項，並且必需避免試題中有多個正

確答案的情形發生。 

誘答選項的基本條件，是其詞性、時態與大小寫需與答案一致，否則稍具基本文法

知識的學生很容易從被挖空的詞的前後文對答案的詞性、時態等限制，輕易地答對試

題。此外，在介紹我們產生誘答選項的機制前，先討論一些可行的做法及其弊端。若採

用隨機從詞典挑選出同詞性的詞成為誘答選項，未經由適當的語法檢查機制，將很可能

造成多個選項皆為正確答案的情形，使試題的品質大幅下降。採用答案的反義詞成為誘

答選項也是一種選擇，如此可確保誘答選項與題幹語境不合，不致抵毀克漏詞試題單一

答案的條件，但多數情形下，這類的選項對學生較不具誘答性，容易被學生忽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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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考慮文化背景的影響。華文語系背景的學生較易受到具有類似或相同中文譯詞的

英文詞彙所干擾，學生也許會發現要分辨有相似中文詞義的英文詞彙是困難的。因此，

文化背景依賴性（culture-dependent）的策略，可將具有與答案相似中文詞義的英文詞作

為誘答選項的考慮。然而，這類型的策略需準備具公信力的中英文雙語詞典與中文同義

詞詞典。 

Selectional preference對挑選誘答選項有相當的效果。檢驗候選誘答選項與答案的信

號詞的 selectional preference的強度，若候選誘答選項對信號詞有相當高的偏好，表示該

候選誘答選項與信號詞之間相當匹合，不適合作為誘答選項；反之，則代表該候選誘答

選項取代答案後會與信號詞的語境不合理，可將其列為誘答選項之一。然而，selectional 

preference 僅考慮答案的信號詞，未顧及整個題幹的語意，將會對誘答選項作過多的限

制，而排除不少合適的誘答選項 [31]。以 “The couple had financial problems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ir marriage. They even couldn’t afford a meal at a fancy restaurant.” 為例子，在答

案是 “financial” 的情形下，若是能考慮整段文字的語意，會發現句子中這對夫婦面臨

的是經濟上的難題，因此 “physical”、“emotional” 等詞都適合作為誘答選項。倘若只依

賴 selectional preference過濾誘答選項，則完全依 “problems” 一詞來限制能修飾它的形

容詞，則上述的詞都不能用（在語料庫中，“physical” 與 “emotional” 也常用來修飾 

“problems”），排除了許多可能性。 

在我們的應用中，則是使用 collocation的統計資訊篩選誘答選項。為了有系統地產

生誘答選項，我們使用詞的詞頻排名作為初步篩選誘答選項之用 [25][31]。假設我們產

生一道答案的詞性為 ρ的試題，且此詞性 ρ在語料庫中有 n個詞次，而答案的詞頻排名

在 n個詞次中排第 m個。我們從這些 n個詞次中，在 ]10/,10/[ nmnm +− 的詞頻排名範

圍內隨機挑選詞作為候選誘答選項。這些候選誘答選項接著被檢驗是否他們合乎題幹的

語意，而是否合乎題幹的語意是由候選誘答選項與題幹中其他詞的類別的 collocation高

低而定，而詞的類別同樣定義在 HowNe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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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2節曾提及，我們已對語料庫中的詞標記上它們的信號詞。句中的某一詞若擁

有較多的信號詞，通常這個詞對句子的語意貢獻較多，所以也應當對選擇誘答選項時佔

有較重要的地位。既然我們並非真正檢視整個目標句子的語意，選擇語料庫中很少與重

要的詞一起出現在同一個句子中的詞。是挑選誘答選項比較安全的方式。 

令 },,,{ 21 qtttT K= 代表題幹的詞所形成的集合（亦即不包括答案在內）。我們從 T

中依下列兩個條件過濾出重要詞：(Ⅰ) 詞性為動詞、名詞、形容詞或副詞之一者，且 (Ⅱ) 

該詞擁有兩個（含）以上的信號詞或被某一子句（clause）所修飾。令 TT ⊂' 為句子 T

中重要詞的集合， },,,{ ''
2

'
1

'
'q

tttT K= ，我們計算候選誘答選項 κ與每個重要詞的 p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 [18]，並求其平均值。假設 },,,{ 21 ℵ= SSSC K 為語料庫中所有句子所

形成的集合， )(κΠ 與 )( '
jtΠ 分別為候選誘答選項 κ 與重要詞 '

jt 的類別集合，我們定義

))(Pr( κΠ 為語料庫中存在句子 ηS 包含一詞 w 且 )(wΠ 與 )(κΠ 的交集不為空集合的比

例；同理 ))(Pr( '
itΠ 為語料庫中存在句子 ηS 包含一詞χ且 )(χΠ 與 )( '

itΠ 的交集不為空集合

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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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定義 ))(),(Pr( '
itΠΠ κ 為語料庫中存在 ηS 同時包含 w與χ且 )(wΠ 與 )(κΠ 的交

集、 )(χΠ 與 )( '
itΠ 的交集皆不為空集合所佔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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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誘答選項κ與題幹的適合度的定義如式子 (5.6)。 

∑
∈ ΠΠ

ΠΠ−
=

Tt i

i

i
t

t
q

f
' ))(Pr())(Pr(

))(),(Pr(
log1)( '

'

' κ
κ

κ                      (5.6) 

為了讓較低的 collocation 得到較高的分數，我們將整個式子加上一個負號。因此

)(κf 之值越高，代表κ的類別與 '
jt 的類別在我們的語料庫中，出現在同一個句子的次數

越低。若 )(κf 的值高於 0.3，候選誘答選項即可被接受成為誘答選項。設定門檻值為 0.3

的原因是基於式子 (5.6) 對 220筆訓練資料統計後得知，這份訓練資料搜集自八十一學

年度至九十三學年度大學入學考試英文科的克漏詞試題（詳細的訓練資料來源請參閱

4.1節）。 

在 220筆訓練資料中，選自八十三學年度大學聯考的 “The average of 18, 13, and 14 

is 15.” 與選自八十五學年度夜間部大學聯考的 “Water is very rare in deserts.” 兩道試

題，因題幹中缺乏我們認定的重要詞（前者無詞性符合要求者，後者副詞 “very” 與名

詞 “deserts” 皆只有 1個信號詞），故不予採用。針對 218道試題，我們計算 218個答案

與題幹的適合度，以及 654 個誘答選項與題幹的適合度，將其分佈情形分別列於表 5.2

與表 5.3。就訓練資料而論，適合度 )(κf 值設為 0.3 並不是答案與誘答選項之間十分明

確的分野，僅能大略歸納出答案的 )(κf 值大部份落在  [-0.1, 0.2] 的區間內（佔

66.51%），而誘答選項的 )(κf 值大部份落在 [0.1, 0.4] 的區間內（佔 76.14%）。為了確

保試題的答案的唯一性成立，我們選用 0.3為門檻值，理論上可將試題有多於一種答案

的可能性降至 10%以下（表 5.2 中粗體字比例的總合），如此一來，雖然也將誘答選項

的可選擇性降至原本的 41.43%（表 5.3 中粗體字比例的總合），但就一道克漏詞試題而

言，其重點應在確保答案是最佳選項的條件成立，其次才考慮誘答選項的多樣性，以減

輕測驗編撰者後續篩選試題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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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答案與題幹的適合度分佈表 

)(κf 值範圍 資料量 比例 )(κf 值範圍 資料量 比例 
小於-0.2 21 9.63% [0.1 ~ 0.2) 30 13.76% 

[-0.2 ~ -0.1) 17 7.80% [0.2 ~ 0.3) 16 7.34% 
[-0.1 ~ 0) 45 20.64% [0.3 ~ 0.4) 9 4.13% 
[0 ~ 0.1] 70 32.11% 大於等於 0.4 10 4.59% 

表5.3   誘答選項與題幹的適合度分佈表 

)(κf 值範圍 資料量 比例 )(κf 值範圍 資料量 比例 
小於-0.1 15 2.29% [0.2 ~ 0.3) 225 34.40% 
[-0.1 ~ 0) 14 2.14% [0.3 ~ 0.4) 181 27.67% 
[0 ~ 0.1) 37 5.66% [0.4 ~ 0.5) 49 7.49% 

[0.1 ~ 0.2] 92 14.07% 大於等於 0.5 41 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