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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以下便將文獻探討分成三個節次：2.1 節回顧許多不同的對列方法，並依照對列方法原

理的不同再分成多個小部份，2.2 節則回顧近年來與專利說明書相關之研究，2.3 節則簡

介目前國內數家推出與專利說明書相關的產品及服務的公司企業。 

 

2.1 文句對列技術之相關研究 

跨語言文句對列的技術有很多種，發展至今，已有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方法，有針對來

源語言 (source language) 及目標語言 (target language) 屬於同一語系（如：英文及法文

同屬於印歐語系）的對列技術，也有跨語系的相關對列技術研究，如針對英日翻譯、英

漢翻譯等翻譯文章。 

 Gale 與 Church[27]於 1991 年提出以長度為基礎 (length-based) 之對列方法，針對英

文、法文及德文同屬於印歐語系的三種語言，他們認為來源語言及目標語言之句子長度

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係，即較長的來源語言句子應該對應到較長的目標語言句子。他們

提出六種對列模式：「1：1」、「1：0」、「0：1」、「2：1」、「1：2」及「2：2」，在段落對

列 (paragraph alignment) 已經完成的前提下，利用二種語言之間互為翻譯的平均字元數 

(mean) 及其變異數 (variance) ，進行兩個句子之間距離的計算，並透過動態規劃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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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針對不同的對列模式，找出距離最小的兩組對應句。於同一年，Brown 等學者[24]

也提出類似概念的對列方法，針對英文及法文進行大量文本對列的實驗，由於未參考句

子中詞彙的資訊，以長度為基礎的對列方式在對列的效率上相當高，能夠快速地處理大

量的雙語文本資料。 

 但僅以長度為基礎的對列方式，浪費了句子中蘊藏的豐富詞彙資訊，尤其當文章某

一個段落中具有相當多長度相似的句子，這時僅以句子長度資訊進行判斷，便顯得相當

不足，對列錯誤率也會大幅提升。 

 為了彌補僅以長度為基礎的方法缺點，Chen[25]於 1993 年提出以詞彙為基礎

(lexical-based) 的對列方法。他利用一個詞彙對應的翻譯模型，將英文及法文的對應文

本分解為許多對列模式的句子，假設各對列模式句子之間互相獨立，則最佳的對列模式

為最有可能符合翻譯模型的結果，將對列的問題轉化為尋找合適的翻譯模型，並且利用

動態規劃演算法選擇最佳的對列模式。他們和[27]一樣，將對列模式的數量限定，於是

當處理的雙語文本中出現其它對列模式時，便會產生錯誤。 

 Wu[45]於 1994 年時提出以[27]的長度為基礎方法，再加上特定領域詞彙資訊進行判

斷，這些作為對列依據的詞彙在翻譯上必頇較為固定且經常出現的，如：月份、星期等

詞彙，他同時提出新的「1：3」、「3：1」及「3：3」對列模式。不同於上面所敘述之對

列方法實驗的文本皆來自同一語系，Wu 採用香港立法會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的會議紀錄作為實驗對象，發現[27]的方法應用到不同語系時，效果並非很好。 

    同樣採用以[27]提出的方法並且加以改變的有莊暢與張俊盛[26]於 2002 年提出的方

法。他們發現[27]提出以長度為基礎的方法，應用到跨語系的語言如英文及中文時，其

中句長的平均數及變異數等長度判斷參數變化範圍太大，導致對列的正確率下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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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針對雙語文本的語系或文章類型及主題不同，去計算不同語系或類型文章的句長平

均數及變異數，便能夠重新利用以長度為基礎的對列方法，得到相當好的文句對列效果。 

    從許多的學者的研究發現，句子長度的資訊可以作為對列工作的一項參考因素，若

能混合搭配使用其它的方法，同樣能達到高正確率的對列結果。 

 針對英文及中文的對列研究，Yang 與 Li[46]於 2003 年提出一套利用英漢辭典翻譯

進行對列的方法，在研究過程中，他們發現一些現象：中文有近義詞的概念；中英文之

間存在的一些差異性，如英文的單數及複數型名詞或是少數因性別而採用的不同型態名

詞，如：「actor」及「actress」在中文的翻譯裡常直接翻譯成「演員」；而英文過去式、

現在式及未來式等時態用法，在中文句子的字面意思中可能無法表達出來；他們和其他

學者[33]看法一樣，認為大多數的語言中都有冗詞 (redundancy) 的現象，包括了中文，

如：「red color」中的「red」，可以翻譯為「紅」、「紅色」、「紅色的」及「赤」等中文詞，

而「color」可以翻譯為「色」、「顏色」及「色彩」等中文詞，使得英文單字翻譯成中文

時，會產生歧義的對應。在中英對列的模型上，他們採用最長共同子序列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簡稱 LCS) 的概念進行翻譯詞的比對，透過 LCS 的概念，先將英

文單字翻譯成可能的中文詞，在中文句子中比對篩選找出可靠的詞彙，之後便依照這些

可靠的詞彙進行對應評分，進而找到互為翻譯的中英文句子。他們提出的這套方法，相

當倚賴英漢辭典的單字涵蓋範圍，換句話說，如果未能於英漢辭典中找到翻譯詞彙，利

用尋找 LCS 的過程以至於後面的評分便有可能會發生錯誤，而產生錯誤的對列結果。

在他們的研究中也僅限於 1：1 的對列模式，但在現實的情況中，是很有可能存在「一

句對應多句」或是「多句對應一句」的對應模式。 

    2007 年，呂明欣等學者[8]利用簡單的方法進行「科學人雜誌中英對照電子書」[12]

中英文句對的擷取，最後取出正確率較高的句對作為研究詞彙對列 (word alignmen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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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他們利用英漢辭典將英文句子中的詞彙進行直接翻譯的動作，再利用找尋中文近

義詞彙的方法，找出更多在中文句子中可能會出現的翻譯詞彙。將英文句子中前 5 個單

字及後 5 個單字利用英漢辭典及找尋中文近義詞的方法，在中文句子中比對互為翻譯的

中文詞，再依據找到中文詞的最左邊及最右邊的位置取最靠近的標點符號進行斷句，即

完成了一次中英文句子的配對。在 110 篇文章中，他們利用此方法僅擷取出 2780 句中

英文句對。 

 較為複雜的機制，利用英漢辭典比對進行評分的類似方法，有 Ma[30]於 2006 年提

出的「Champollion」這套對列工具。他認為任意兩個中英文句子中的多個對應詞彙，並

不應該一律給予相同的權重，於是透過修改 tf-idf [36]的權重計算公式，進行不同權重的

調整，並搭配扣分機制，依照不同的對列模式及句子長度差異進行相似度的計算。他同

樣使用動態規劃演算法進行最佳對列模式的選擇，不過不同於[27]提出的在多組對列模

式之間選擇距離最小的概念，而是改為採取選擇最大相似度的概念。 

 於 2008 年，Maeda 等學者[31]便以 Champollion 這套對列工具，搭配雙語網際網路

文章搜尋的工具「BITS」，其能夠自動地於網路上尋找並且蒐集相關的平行語料，完成

之後再搭配 Champollion 進行句子的對列。這兩套工具的結合，在大量文句對列語料的

蒐集上，的確節省了相當多的人力。 

 

2.2 專利文書之相關研究 

由日本國家科學資訊系統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簡稱

NACSIS) 及日本學術振興會 (Japan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Science，簡稱 JSPS) 共同主

辦的 NTCIR （NACSIS Test Collections for IR）資訊檢索評估會議[34]，從 1999 年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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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舉辦，其最初目的希望促進資訊檢索在日文方面的研究，演變至今，已拓展成為跨語

言、跨領域的資訊檢索及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等技術交流[15]。每屆 NTCIR 的任務目標皆

不相同，以 2008 年為例，便有專利探勘 (patent mining) 、專利翻譯 (patent translation) 等

與專利說明書相關的議題。 

 2007 年，Utiyama 與 Isahara[43]提出一套英日的專利平行語料庫，並參加第六屆

NTCIR 專利檢索 (patent retrieval) 的比賽。其語料庫包含了約 199 萬組經自動對列技術

得到的互為翻譯之英日句對。如此龐大的句子對列數量，必頇倚賴自動對列技術才能蒐

集完成。他們在專利說明書中發現「發明說明」段落的兩個小段落：「先前技術」及「實

施方法」翻譯較為整齊，因此選擇這兩個小段落進行對列處理。 

 在對列的方法上，他們利用英日及日英的辭典，搭配動態規劃演算法，對不同對列

模式的句子進行相似度分數計算，接著再計算整篇文章的相似度總分及總句數的比例，

最後選取在句子層級、文章層級及句數比例最為接近的對列結果，完成對列後約有 700

萬組句對。接著他們對完成對列後的句對進行篩選，首先取出對列模式 1：1 的句對，

再依照相似度分數進行排序，只取出以句號結尾的句對，同時過濾重複出現的句對，剩

下約 390 萬組句對。為了保證這些句對的品質，他們進行區段抽樣的實驗，分析後決定

取出相似度分數最高的前 200 萬組句對進行最後的篩選，去除句長太長以及句長差異太

大的句對後，最後剩下約 199 萬組句對，他們便以這些句對建構專利文書的平行語料庫。 

 除了提出文句對列及篩選句對的方法，他們在詞彙的層級將句對檢驗的評比分為三

種等級：句對中的詞彙完全比對成功、50%以上比對成功及 50%以下的詞彙成功比對等

三個等級；在語意的層級分成四個等級：句子的語意完全符合、80%以上的語意符合、

80%以下的語意符合以及語意完全不符合等四個等級。他們將這些專利文書語料依照國

際專利分類號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簡稱 IPC) 作分類，對詞彙及句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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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並利用輔助式機器翻譯系統及翻譯指標進行翻譯效果的評比，證明該平行語料庫

確實能夠作為輔助式機器翻譯的訓練語料。 

    國內也有許多學者從事專利說明書等相關研究。於 2004 年曾元顯[19]提出在專利文

書文本中進行知識探勘所需的技術及可能碰到的困難及挑戰，並認為應當結合各領域的

專業人士共同合作，才容易設計出較佳的研究方法及工具。對於專利文書中，關鍵詞的

擷取、摘要、分類及專利地圖之建置等技術，都應該視專利文書的內容及技術領域差異

而有所調整。 

    於 2005 年，曾元顯等學者[39]在第五屆 NTCIR 會議上發表專利說明書分類之研究

成果，他們利用 kNN (k nearest neighbors) [32]分類方法，對英譯的 PAJ (Patent Abstract 

Japan) ，即英譯後的日文專利說明書的摘要段落進行分類實驗，透過對其它專利說明書

語料進行分類的相關經驗及調整方法參數，能夠達到平均水準以上的效果。曾元顯等學

者[40]於同年提出以文字探勘的技術，進行專利地圖 (patent map) 的分析，他們發現利

用自動化的技術從專利說明書的段落中擷取出重要詞彙，正確效果能夠和利用人工的方

式擷取一樣，這項發現將使之後專利地圖之建置更有效率。於 2007 年，曾元顯等學者

[41]便提出專利說明書自動摘要的技術，並從中評估專利說明書中哪些節次最和其主題

相關。這項技術之提出，著實能在未來加速專利地圖之建置及專利說明書的分析工作。 

    於 2005 年，林士能與蘇豐文[10]提出針對專利說明書申請範圍語意結構 (semantic 

structure) 之擷取與比對的方法。他們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對於使用者建立的本體知

識 (ontology) 進行剖析 (parsing) 和註記 (annotate) ，並且利用正規表示式 (regular 

expression) 進行擷取。在比對的部份，從專利說明書的語意結構中選擇欲查詢的元件，

並透過相似度的計算，找出在其它篇專利說明書中與其相似度高的發明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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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06 年，李吉峰與蘇豐文[7]提出以自動化的方式，透過統計多字詞的頻率、詞

性規則及將專利說明書語料轉換為正規表示式等方式，從專利說明書中擷取申請專利範

圍的結構，以圖型化的方式呈現給使用者，方便相關的分析工作進行。 

    於 2008 年，吳宜榛與曾元顯[9]針對專利工程師進行可專利性檢索所使用的技巧進

行研究，提供給專利工程師及一般的使用者作參考，並且提出專利說明書檢索素養課程

設計的考量及建議。他們於研究中蒐集的資料與完成的分析，提供了與專利說明書檢索

研究相關的豐富資訊。 

 

2.3 國內和專利說明書相關之公司企業 

在這一個小節簡介目前國內兩家從事專利說明書相關研究及服務的知名公司：威知資訊

[11]及連穎科技[14]。 

    威知資訊成立於 1997 年，至今提供各大圖書館及各領域之機構及企業有關知識檢

索、知識分類及知識擷取等服務。其於 2005 年正式推出專利競爭分析系統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IPAM) ，這套系統讓各大企業於專利

檢索、導覽及管理等方面皆節省相當多的成本。 

 連穎科技目前開發出專利分析系統、法智金磚三系統、專利資料庫等產品，收錄了

豐富的專利說明書影像全文等資訊，提供企業專利探勘、管理等相關服務，眾多與專利

相關的產品，如：Patent Guider 專利報告產生器，更是使用者進行專利檢索及分析的利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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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結 

回顧諸多與對列技術相關的研究，在中英文句對列技術方面，[46]於2003年便已提出搭

配中文近義詞概念而以英漢辭典為本的對列方法，以及利用LCS的概念進行翻譯詞彙的

比對，這樣的對列方法確實適用於中文及英文的語言特性。而2006年[30]提出的對列方

法，更結合了詞彙比對及利用統計資訊進行長度差異的計算，並採用了動態規劃演算法

得到最佳對列組合，適用於雜訊較多的對列語料。 

 我們期望結合以上學者提出的方法，並加入適用於專利文書文本的中英技術名詞對

應表，改進、發展出一套適用於專利文書文本的對列系統。當然這樣的系統不僅適用於

專利文書文本，而在處理其它主題的文章時，一樣能夠得到很好的對列效果。因此，我

們希望不必倚賴統計的資訊，便能將同樣的對列系統應用於不同主題的文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