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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語料來源與辭典之建置 

 

第三章為語料來源與對列辭典之建置：於 3.1 節介紹本研究採用的語料；3.2 節進行語料

的分析；3.3 節介紹對列辭典之建置，包括了英漢辭典之選用、中文近義詞彙的尋找及

中英技術名詞對應表；3.4 節則說明中文斷詞辭典之建置。 

 

3.1 語料來源 

我們希望開發出來的文句對列系統，不僅適用於專利文書文本上，也同樣能應用於其它

不同主題的文本，因此本研究採用的平行語料，主要分為兩大類，主要分為專利文書文

本及其它主題的文本如：新聞文章、科普文章及大考詴題等，詳細的語料來源、範圍與

文章總數量統計，如下頁表 3.1 所示 

 在專利文書文本方面，我們從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網站的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

系統[4]及美國專利商標局網站[42]，擷取、整理得到共約二萬篇專利說明書之公開、公

告全文，另額外擷取專利說明書公告全文的摘要段落共約 42 萬篇（部份內容與 2 萬篇

全文的摘要重複）。 

 在其它主題的文本方面，我們從網站上擷取公開的中英翻譯對照文章資源，其中包

括了從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16]擷取整理的「科學人雜誌中英對照電子書」，從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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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語料來源、範圍與文章總數量統計 

語料 文章數 範圍 來源 

專利文書公開全文 7284 申請號 091132651 至 09514589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專利文書公告全文 13675 申請號 084111615 至 09622216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專利文書公告全文 

摘要段落 
417846 申請號 075102826 至 09621376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科學人雜誌 

中英對照電子書 
2065 2002 年 1 月至 2009 年 1 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雙語網站 

知識管理平台新聞 
737 

2005 年 8 月 30 日 

至 2007 年 12 月 15 日 
官方網站 

自由時報 

中英對照讀新聞 
1553 

2005 年 2 月 14 日 

至 2009 年 5 月 27 日 
官方網站 

大考詴題 131 2004 年至 2009 年 官方網站 

 

表 3.2 大考詴題語料擷取的段落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 大學指定科目考詴 

字彙題 詞彙與慣用語 詞彙與慣用語 

對話測驗 - - 

綜合測驗 綜合測驗 綜合測驗 

- 文意選填 文意選填 

- - 篇章結構 

閱讀測驗 閱讀測驗 閱讀測驗 

- 翻譯題 翻譯題 

1 月至 2009 年 1 月共計 2065 篇文章，屬於科普文章類型；在新聞文章方面，有「雙語

網站知識管理平台新聞」從 2005 年 8 月 30 日至 2007 年 12 月 15 日共計 737 篇，「自由

時報中英對照讀新聞」從 2005 年 2 月 14 日至 2009 年 5 月 27 日共計 1553 篇；在「大

考詴題」方面，從「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學科能力測驗」及「大學指定科目考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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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題目」中擷取綜合測驗、閱讀測驗及文意選填等段落，以段落作為文章的單位，整理

後共計 131 篇，擷取出的詳細段落資訊如上頁表 3.2 所示。 

 由於語料數目相當龐大，在本對列系統開發時所需的訓練語料，在專利文書的文本

中，我們僅採用申請號從 095121775 至 095145895 共 2271 篇公開全文，而在其它主題

的文章，採用的是「科學人雜誌中英對照電子書」自 2002 年 1 月至 12 月共計 319 篇文

章。經過統計，在專利文書公開全文方面，共計有中文句子 695326 句，英文句子 518482

句，而在科學人雜誌電子書方面，共有中文句子 18966 句，英文句子 19282 句，如表 3.3

所示。 

 

3.2 語料分析 

文句對列的技術，往往因為應用的文本主題不同，而在對列的正確率上有很大的落差。

我們希望開發出來的對列系統在處理一般性質的文本時，一樣能有高正確率。在這一小

節中，我們對所蒐集的平行語料進行分析，觀察不同來源及性質的文本，所具有的不同

文句特性及翻譯品質。 

 

表 3.3 系統採用訓練語料文章數、句數統計 

語料 文章數 語言 總句數 

專利文書公開全文 2271 
中文 695326 

英文 518482 

科學人雜誌中英對照電子書 319 
中文 18966 

英文 1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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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專利文書的文本 

於此小節簡述專利文書的組成架構及各段落的特性，同時說明本研究選擇的專利說明書

語料及其段落的原因。 

 以中文專利說明書為例，一篇結構完整的中文專利說明書，由以下幾個段落所組

成：「發名名稱」、「中英文發明摘要」、「指定代表圖」、「化學式」（若具有化學式）、「發

明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及圖示」。而在「發明說明」的段落，又由「發明所屬之技

術領域」、「先前技術」、「發明內容」、「實施方法」、「圖示簡單說明」及「主要元件符號

說明」等小段落組成。這些段落結構順序，依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專利說明書申請規

定[20]，在格式及順序上皆不可任意調動，有著嚴格的限制。參照附錄 I 為一篇中華民

國專利說明書公開全文範例。 

 對中文專利說明書的格式有了初步的了解後，以研究文句對列的角度切入，我們希

望能夠利用專利說明書中內容較多的段落，作為對列的訓練語料來源。從內容的多寡進

行考量，我們初步將目標放在「中英文發明摘要」、「發明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及圖

示」等三個段落。檢視我們訓練語料中這三個段落，其實已涵蓋了專利說明書大部份的

內容，但「申請專利範圍及圖示」段落的內容，因為專利說明書的撰寫方式及規定，有

著許多重複性的詞彙及敘述，如：「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裝置，……」、「如以上申

請專利範圍中任一項之裝置，……」及「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 項之方法，……」，這些

重複性極高的詞彙及敘述，與另二個段落相較之下，對我們欲進行的對列研究並未能提

供較多有用的資訊。換言之，我們進行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在中英文專利說明書

中擷取有用的翻譯句對，這些中英句對內容的重複性越低越好，本系統產出之對列結果

製作成語料後，便能含有更多有價值的雙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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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再將對列的目標，縮小至「中英文發明摘要」及「發明說明」兩個段落。

但「發明說明」又由許多小段落組成，其中「圖示簡單說明」及「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兩個段落內容，也有重複性過高的詞彙或敘述等問題，如：「圖 1 繪出一適用於本發明

之……」、「圖 16 為一圖 l5 施配匣之剖面圖，……」及「圖 17 為一圖 16 施配匣之剖面

圖，……」，甚至整句中文敘述，只有圖示的代號作更改。我們希望此類的敘述能夠減

少，因此再將對列範圍縮小至「中英文發明摘要」及「發明說明」段落中去除「圖示簡

單說明」及「主要元件符號說明」這兩個小段落的剩餘部份。 

 在對列的過程中我們將「中英文發明摘要」及「發明說明」兩個大段落分別視為不

同的文章各別進行對列，而「發明說明」段落中的許多小段落，我們並未予以區隔，而

將其視為一共同段落進行處理。 

 許多國內的專利發明者，會同時申請美國的專利，取得國際的專利認證及保障。這

些發明專利翻譯後的英文專利說明書皆可以從美國專利商標局的網站[42]檢索取得。由

於並非每一項國內的發明皆有申請美國的專利，因此我們只擷取有同時申請國內及美國

專利的專利說明書資料作為本研究的語料。 

 專利說明書分為公開全文及公告全文，其主要的差異在於已經公告的專利為已經取

得專利權，而公開的專利說明書由於不具有不合規定之程式，於申請者提出申請日 18

個月後，申請者得以公開公報[20]。以中文專利說明書的結構及格式而言，公開全文及

公告全文，皆適合作為本研究的語料，我們選擇專利說明書的公開全文作為本研究主要

的語料來源。參照附錄 II 為自美國專利商標局網站擷取的專利說明書公開全文範例，為

附錄 I 中華民國專利說明書範例之英文翻譯版本。 

 不同於一般文句對列研究使用的語料，專利文書的語料的翻譯品質較參差不齊。在

中英翻譯文章的對照下，我們發現有些中文文章的些許小段落，並不會全然翻譯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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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這個翻譯上的現象都是文句對列研究的挑戰，因為在對列的過程中，系統在中英文

翻譯不對稱的段落邊緣，較容易產生對列錯誤的情況，而將中文或英文中未出現的句子

同樣納入成功對列的結果中，而非 1：0 或 0：1 兩種對列模式。因此在整體翻譯品質及

翻譯對稱性的評估下，我們認為在處理專利文書的語料時，會較一般的語料來得有挑戰

性。 

 當然在進行專利說明書的對列任務時，還有著其它的困難處，如包含了許多特殊且

罕見的技術名詞等特性，這些都是對列過程中會遇到且必頇解決的問題。 

 

3.2.2 其它主題的文本 

此小節簡單介紹本研究採用之其它主題文本的文章特性。 

 其它主題的文本的語料種類已於 3.1 節介紹，詳細資料如表 3.1 所示，和專利文書

的語料進行比較，這些都算是「較乾淨」的文本，雜訊較少，即翻譯上較為整齊，在翻

譯上不會出現沒有對應的句子。整體而言，這些語料的翻譯品質較專利文書的文本整齊

相當多，在文句對列的困難度上，則較專利文書的語料簡單許多。 

 在這些語料中，「科學人雜誌中英對照電子書」屬於科普文章的範疇，文中多為科

學方面的名詞及用語，雖然出現許多科學名詞，但都為人們常見的詞彙；「雙語網站知

識管理平台新聞」及「自由時報中英對照讀新聞」屬於新聞文章，新聞文章的特色為包

含了許多地名及人名，且報導的主題相當多元。由於這兩個語料的來源皆為國內的新聞

報導，因此文中特有的名詞及用詞，多和國內當時的時空背景有關，如：嚴重急性呼吸

系統綜合症 (SARS) 、伊拉克虐囚案、美國牛肉等新聞主題。這些科普文章及新聞文章

在結構上，皆具有「主題標題」或「新聞標題」，而新聞文章除了標題外，通常會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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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新聞發佈的日期。本系統在對一般性的文章對列時，是以原始文章或新聞報導為單位

進行處理，因此這些標題及日期等句子，皆在對列的考量內，本系統不會在前處理的步

驟予以去除。 

 除了科普及新聞主題的文章外，我們還蒐集了「大考詴題」，這些詴題段落的翻譯

內容在中英文對照之下，對應更整齊，對本系統而言又更容易進行對列處理。 

 

3.3 建構對列辭典 

我們於此節主要說明建構本對列系統所需的辭典。3.3.1 節介紹本研究採用之英漢辭典，

3.3.2 節介紹新增中文近義詞彙的方法，在 3.3.3 節則介紹為了專利說明書語料而建置的

中英技術名詞對應表，此節會提到一些與本系統相關的敘述，詳細的研究方法則在第四

章再作介紹。 

 

3.3.1 英漢辭典 

跨語言的文句對列研究，在處理過程中都少不了詞彙翻譯及比對的步驟，本研究也不例

外。本研究的目標是進行中英文本的文句對列，尤其我們參考及沿用學者[30]提出的部

份對列方法，相當倚靠中英詞彙的關聯性，即中英文句子的詞彙比對。中英文詞彙成功

比對得到的分數，為進行對列時主要的相似度分數來源。 

 在市面上有許多免費的電子英漢辭典資源，本研究團隊從事電腦輔助式機器翻譯等

相關研究時所主要採用之英漢辭典為牛津現代英漢雙解辭典[3](Concise Oxford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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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以下簡稱牛津辭典) ，其中共收錄 39429 個英文詞彙。（當初本研究團隊取

得的日期為 2008 年 10 月，目前該官方下載網站已將牛津辭典移除） 

 牛津辭典來源可靠且具有公信力，但我們發現牛津辭典的中文詞義多為簡體中文的

習慣寫法，轉成繁體後並不適合我們目前進行處理的語料特性及習慣用語，如在牛津辭

典中：英文詞「loaf」，其中文詞義為「大面包」，但正確寫法應該為「大麵包」，這些現

象會造成本系統在進行對列時，在英漢詞彙比對的部份成功率極低，使得中英文句對的

整體平均比對到的詞數下降，在進行相似度分數的比較時，增加許多錯誤的結果。除此

之外，在牛津辭典中近四萬筆的英文詞目，並未皆有中文的詞義，因此在評估之後，我

們不採用牛津辭典作為本系統的英漢辭典。 

 本系統採用的電子英漢辭典，為國內知名企業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開發之 Dr.eye 譯

典通線上辭典[23]，其詞目數量約為 10 萬筆英文詞彙，在中文用詞方面較接近一般我們

常見中文的用語，同時也包含了許多英文片語，較牛津辭典豐富，詞目數量也較多。在

評估詞目數量的多寡後，我們採用 Dr.eye 譯典通線上辭典作為本系統之英漢辭典。牛津

辭典及 Dr.eye 譯典通線上辭典的詞目數量如表 3.4 所示。 

 

 

表 3.4 英漢辭典詞目總數比較 

英漢辭典 英文詞目總數 

牛津現代英漢雙解辭典 39429 

Dr.eye 譯典通線上辭典 10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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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23092 

W_C=短 

G_C=ADJ 

E_C= 

W_E=short 

G_E=ADJ 

E_E= 

DEF=aValue|屬性值, length|長度, short|短 

圖 3.1 HowNet 1999 年辭典格式 

 

3.3.2 中文詞義之近義詞彙 

Yang 與 Li[46]於 2003 年進行中英文句對列的研究時就已經發現中文有近義詞的概念。

其他如呂明欣等學者[8]於 2007 年時觀察到字典中的詞彙未必能全然出現在語料庫中，

他們發現能夠透過尋找語料庫中的中文近義詞彙，來增加字典的詞彙與語料庫中的詞彙

成功比對的機會。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也發現若純粹依照英漢辭典中英文詞彙的中文詞

義進行比對，在中文句子中有些近義甚至是同義的中文詞彙可能因為英漢辭典中沒有該

中文詞義而喪失了應得的成功比對分數。在進行句子相似度計算的過程中，我們希望在

最佳的情況下，兩句互為翻譯的中英文句子皆能透過英漢辭典成功地將每一個英漢翻譯

詞彙進行對應。基於這項需求，我們便沿用[8]於 2007 年提出的尋找中文近義詞方法，

來提升句子對列的過程中，英文詞彙透過英漢辭典翻譯後比對到中文句之中文詞彙的成

功率。在說明尋找中文近義詞彙的方法前，首先介紹此方法利用的 HowNet 辭典[28]及

中研院現代漢語一詞泛讀系統[2]。 

 HowNet 1999 年辭典的格式如圖 3.1 所示。在圖 3.1 中，利用來尋找中文近義詞的

欄位主要利用 DEF（義原）欄位，義原為該中文詞彙概念的描述，描述的特性至少一個，

至多沒有限制，但需要合理且形式合於規範。如圖 3.1，中文詞彙「短」的義原有「a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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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值」、「length|長度」及「short|短」。以搜尋中文詞「短」的近義詞作為範例，利用

這三個義原在 HowNet 辭典中進行搜尋，找出與這三個義原有交集的中文詞彙，我們便

得到「短、短缺、乏人、奇缺、缺、缺乏、僧多粥少、水荒、余缺、周轉不開、匱乏、

闕如」這些中文近義詞彙。 

 中研院現代漢語一詞泛讀系統能夠提供使用者輸入中文詞彙，根據該中文詞彙之不

同中文詞義，分別輸出該中文詞義之近義詞，當一個中文詞具有多個詞義時，可以得到

多組近義詞組輸出。除了輸出近義詞彙外，近義詞查詢的服務還提供了上位詞的概念，

提供了使用者相當完整的中文詞彙資源。圖 3.2 為中研院現代漢語一詞泛讀系統近義詞

查詢的輸出範例。以中文詞「看」作近義詞的搜尋，可以得到多組近義詞組，當「看」

以「探望」作解釋時（以粗體字所示），有近義詞「省、望、探、瞧、探視、探訪、看

望、探問、省視」，而每一行的斜線後面跟著的詞彙，則為「看」的上位詞，由左至右

依照層級由低至高列出。 

 

看 看看 張 望 視 相 觀 顧 觀看 瞧 盼 探望 收看 察看 目 覽 瞅 / 看 / 看 / 頭部動作 / 

動作 

認為 看 當 以為 道 看看 作如是觀 / 認為 / 感到 認為 主張 / 心理活動 / 心理活動 

閱讀 看 讀 看書 翻閱 閱覽 涉獵 閱 開卷 披涉 披閱 披覽 / 閱讀 / 閱讀 查閱 朗讀 吟詠 

背誦 / 教衛科研 / 活動 

醫治 看 治療 醫療 臨床 醫 看病 治病 診治 診療 療 / 醫治 / 醫治 打針 開刀 / 教衛科研 

/ 活動 

訪問 看 訪 拜 拜訪 造訪 拜會 走訪 作客 拜望 做客 拜客 拜謁 尋親訪友 聘問 過訪 / 訪

問 / 訪問 進見 探望 / 社交 / 活動 

探望 看 省 望 探 瞧 探視 探訪 看望 探問 省視 / 探望 / 訪問 進見 探望 / 社交 / 活動 

照顧 看 招呼 照料 照應 看顧 看管 照管 看承 照拂 照看 / 照顧 / 照顧 服侍 護理 保護 / 

社交 / 活動 

拘留 看 圈 羈押 扣留 禁閉 扣押 收押 關禁閉 在押 拘禁 看押 拘押 寄押 管押 關押 羈留 

縶 / 拘留 / 拘留 囚禁 / 公安 司法 / 活動 

圖 3.2 中研院現代漢語一詞泛讀系統近義詞查詢輸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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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透過 HowNet 辭典及中研院現代漢語一詞泛讀系統尋找英漢辭典中的中文詞義

的近義詞，以提升中英文詞彙比對時之成功率。在得到利用兩種方法產生的近義詞彙集

合後，若採用聯集的方式製作中文近義詞表，即盡可能地將中文近義詞彙納入中文近義

詞表中，這樣雖然能夠大幅地提升中英詞彙的比對成功率，但卻不精準。分析其原因為

利用兩種方法取得之中文近義詞彙，雖然仍稱作近義詞，但有許多已偏離了詞彙本身的

意思，為了去除和原詞義偏差較大的中文近義詞，我們將兩個近義詞集合進行交集，最

後可以產生篩選後的中文近義詞表。我們將此中文近義詞表合併至英漢辭典中，提供系

統在進行中英文詞彙比對時的依據，中文近義詞彙擷取的流程如圖 3.3 所示。 

 

3.3.3 中英技術名詞對應表 

在 3.2.1 節介紹過專利文書文本的特性，專利說明書中除了一般性的詞彙外，常會出現

罕見及特有的技術名詞，這些技術名詞大多未出現在ㄧ般的英漢辭典中，這些技術名詞

會被視為未知詞，而失去中英詞彙比對的機會。如果我們能夠增加額外的資訊，盡可能

地蒐集這些技術名詞，便能彌補ㄧ般英漢辭典不足的資訊。 

 

 
圖 3.3 中文詞義之近義詞彙擷取流程 

英漢辭典中

文詞義 

中研院一詞

泛讀系統 

HowNet 

近義詞尋找 

近義詞集合 

近義詞集合 

交集 
中文近義

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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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國立編譯館學術名詞資訊網總類別 

電子計算機 
材料科學名詞-

金屬材料 
音樂人名 音樂詞語 土木工程 

土壤學 工程圖學 市場學 生產自動化 社會學 

肥料學 科學教育 食品科技 測量學 發生學 

會計學 機械工程 獸醫學 鑄造學 藥學 

細菌學免疫學 精神病理學 比較解剖學 教育學 人體解剖學 

林學 水利工程 海事 電子工程 農業推廣學 

電機工程 核能(原子能) 外國地名譯名 計量學 畜牧學 

紡織科技 通訊工程 
生物學名詞: 

植物部分 

機構與 

機器原理 
造船工程 

經濟學 化學化合物 化學術語 魚類 海洋地質學 

其它 電力工程 
物理化學儀器設

備名詞 
體育名詞 航空太空名詞 

地球科學名詞 生態學名詞 
材料科學名詞-

陶瓷材料 
農業機械名詞 工業工程名詞 

天文學名詞 礦物學名詞 
實驗動物及比較

醫學名詞 
統計學名詞 礦冶工程名詞 

氣象學名詞 內分泌學名詞 化學工程名詞 動物學名詞 病理學名詞 

地質學名詞 
材料科學名詞-

高分子材料 
舞蹈名詞 物理學名詞 力學名詞 

數學名詞 普通心理學名詞 行政學名詞 化學元素一覽表 化學相關科學家 

化學有機化合物 生物鹼資料庫 常見萜類資料庫 物理相關科學家 有機化合物之基 

不飽和雜環化合

物 

硼化合物相關名

詞 

不飽和雜環化合

物及結構式 

常見生物鹼結構

式 
常見萜類結構式 

 「國立編譯館學術名詞資訊網」[17] 提供「電子計算機」、「土壤學」、「土木工程」

等共 85 類所屬名詞的類別給使用者免費下載，如表 3.5 所示。 

 我們從[17]網站下載、整理並建構成專利說明書中英技術名詞對應表，中英對應詞

目數量為 1660829 筆。此中英技術名詞對應表並未合併至英漢辭典中，而為獨立的表格。

在系統的開發過程中，我們針對中英文專利說明書之訓練語料進行對列測詴，發現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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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單字: chloride shift 

氯轉移 

鹽分移動 

氯轉置 

氯離子轉移 

================================ 

英文單字: chloride silver 

氯化銀 

================================ 

英文單字: chloride stress 

氯化物應力 

================================ 

英文單字: chloride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氯化物應力腐蝕裂縫 

圖 3.4 中英技術名詞對應表（部份內容） 

特殊的中英文技術名詞並未能夠成功比對而得到分數，進而產生許多錯誤的 1：0 或 0：

1 對列結果。因此我們認為欲面對不同主題的文本進行對列，建置該主題領域之專有中

英文詞彙對應表是必要的。圖 3.4 為中英技術名詞對應表的內部格式，由於單一英文技

術名詞可能對應至多個中文翻譯的詞彙，我們將可能的詞彙翻譯結果皆納入考量。 

 我們建構了與中文近義詞表合併後的英漢辭典及中英技術名詞對應表，提供了本系

統進行對列時主要的詞彙比對依據。 

 

3.4 建構斷詞辭典 

本系統在對列前處理的過程中，在中文斷詞的部份採用的是長詞優先斷詞技術，詳細的

技術於第四章說明，此節說明建構長詞優先斷詞技術所參照的中文斷詞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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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斷詞辭典必頇事先訓練，其詞彙的涵蓋範圍，會影響以長詞優先方式進行斷詞

的斷詞效果。許多進行斷詞相關研究的學者[29][44]認為較長的詞彙，能夠保留更完整

的詞面資訊，因此，一套完整的中文斷詞辭典，在本系統前處理的部份佔了重要的角色。

我們將英漢辭典（已合併中文近義詞表）之中文詞義合併中英技術名詞對應表的中文技

術名詞作為本系統之中文斷詞辭典，詞目數量為 1835085 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