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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知識與相關技術

本章將討論利用社會網路分析進行詞義相似度研究的相關背景知識，第一部分為

社會網路分析的介紹，包括網路模式、社會網路性質指標等；接著介紹詞義相似度以

及在此課題上使用的評比標準；然後是在資訊檢索領域對語言字詞資料處理的一些工

具：語料庫，提供大量文本資料供研究；詞性標籤，將字詞依詞性做標籤以供進一步

使用；stemming 與 lemmatisation，將同一詞幹或原形的字詞歸為同一合併群組、TF-

IDF，以字詞的頻率做常用字的篩遠等。

2.1 社會網路分析

使用社會網路分析技術，在於以結構分析找出節點（人、組織、國家等）間實際

行動的規律，經過選擇適當的界限設定，掌握界限內行動者（actor）之間的關係，進

行社會網路個人層次以及整體結構層次的分析，以找出社會網路各種角色與團體與其

反映的關係的資訊。

目前在進行社會網路分析有一些已經開發一段時間的軟體可供使用，例如

UCINET、Pajek[3]等，其中 Pajek 為 freeware 可供非商業使用，除了可以視覺化社會網

路，社會網路目前常見的指標計算功能也可算是完備。

2.2 社會網路模式

在網路資料的建立上，有兩種模式：單一模式（one mode）與雙重模式（two 

mode）。單一模式網路為以同一個集合的行動者為節點行成的關係網路，行動者可以

為人、組織、公司等；雙重模式的節點由兩組不同的行動者，或是一組行動者與一組

事件組成，以此兩組節點形成的關係網路，例如一組節點為企業公司，另一組節點為

接受企業公司捐款的非營利組織，藉此觀察企業公司與非營利組織間的捐款關係。

2.2.1 社會網路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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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網路可用的指標如大小、範圍、密度、集中性等，網路的大小是組成網路

的成員數目（節點數量），網路的範圍反映網路成員的異質性，網路的密度指的是網

路成員間互動關係數目和所有可能的互動關係數的比例，若是網路較大，網路成員異

質性較高，網路的密度會相對較低，這些是較為簡單的指標，而集中性（centrality）則

有不同的定義與量測方式，常見的集中性指標有 degree centrality、closeness 

centrality、betweenness centrality，以下分別做說明。

Degree centrality 是最簡單定義的集中性指標，在一個社會網路中，最居中的成員

就是與最多其他成員有關係者，在無方向性的網路中，對個別行動者 ni的 degree 

centrality 指標的定義如下：

C Dni=∑ j
x ij=∑ j

 x ji

若要考慮網路大小的影響，若網路成員數為 g，標準化的 degree centrality 指標為

C ' D ni=
C Dn i
g−1

Closeness centrality 著眼的是在一個社會網路中，最居中的成員是能最快跟所有其

他成員互動者，也就是和其他成員距離最近者，對個別行動者 ni的 closeness centrality

指標的定義如下：

CC ni=[∑ j=1

g
d n i , n j]

−1

其中 d 表示連結兩節點的最短距離，若是和所有其他成員的距離較遠，則其

closeness centrality 指標就較小；同樣的若考慮網路大小，標準化 closeness centrality 指

標為

C ' C n i=g−1CC n i

Betweenness centrality 考量的是若兩個不相鄰的成員要有互動時，最能居中掌握互

動關係者，假設對行動者 ni 而言，有兩行動者 j 與 k 要有互動，gjk(ni)表示通過 i 連結 j

與 k 的最短路徑數目，gjk表示連結 j 與 k 的所有最短路徑數目，其 betweenness 

centrality 指標的定義如下：

C Bn i=∑ jk

g jk n i
g jk



因為 betweenness 考量的是兩兩成員配對間的互動，因此除了 i 之外的配對數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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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2)/2，標準化 betweenness centrality 指標為

C ' B ni=
C B ni

g−1g−2/2

2.2 詞義相似度

詞義相似度是自然語言處理與資訊檢索的重要課題之一，目前常見的計算詞義相

似度演算法有 LSA（Latent Semantic Analysis）以及 PMI（P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

在詞義相似度的研究中，為了可以量化以了解研究結果，通常會以幾種標準評比

來做測試，較早提出的一種評比是由 Thomas Landauer 於 1997年提出的 TOEF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評比[10]，此評比標準包括 80 題 TOEFL 的同義詞題

組，另外在 2001年由 Peter Turney 提出了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評比

[9]，此評比標準包括了 50 題的同義詞選擇題，每個問題包括一個含有關鍵字詞的句子，

以及四個答案選項，例如：題目為

"A [rusty] nail is not as strong as a clean, new one." 

(a) corroded

(b) black

(c) dirty

(d) painted 

答案為(a) corroded

藉由這樣的標準評比，即可以這題目的答對率將研究方法測試的結果量化為可以

比較的數值。

表 2.1 是目前已經發表過的方法在 ESL 評比標準驗證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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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Reference for algorithm Reference for experiment Correct 
Random Random guessing 1 / 4 = 25.00% 25.00%
RES Resnik (1995) Jarmasz and Szpakowicz (2003) 32.66%
LC Leacock and Chodrow (1998) Jarmasz and Szpakowicz (2003) 36.00%
LIN Lin (1998) Jarmasz and Szpakowicz (2003) 36.00%
JC Jiang and Conrath (1997) Jarmasz and Szpakowicz (2003) 36.00%
HSO Hirst and St.-Onge (1998) Jarmasz and Szpakowicz (2003) 62.00%
PMI-IR Turney (2001) Turney (2001) 74.00%
PMI-IR Terra and Clarke (2003) Terra and Clarke (2003) 80.00%
JS Jarmasz and Szpakowicz (2003) Jarmasz and Szpakowicz (2003) 82.00%

表 2.1: 目前已發表的相似度測量方法應用於 ESL 評比

2.3 資訊檢索與自然語言處理技術

在資訊檢索以及自然語言處理研究中，為了方便資料處理，以下列舉在本研究中

會利用的的技術作一些介紹。

2.3.1 語料庫

語料庫（corpus）指的是大型的詞語料資料庫，含有大量語料分析文本資料，內

容通常經過整理，有架構地以固定標籤與格式儲存，供語言學研究進行統計分析與測

試。本研究使用的語料庫為 BNC（British National Corpus），是一個包括超過近一億字

的近代英式英語語料庫，內含 90%的書面（written）英語資料包括報章雜誌、學術書

籍、小說、短文等來源以及 10%的口語（speaking）英語資料包括文字化的非正式談話

紀錄（抽樣不同年齡人群）、企業或政府會議紀錄、或是廣播節目等來源；BNC收集

的文本資料所涵蓋的類別廣泛，分為評論、宗教、嗜好、大眾知識、純文學、政府與

議院刊物等類別，而經過整理標記的文字皆加上詞性標籤（part-of-speech, POS），現

在並提供以 XML格式儲存的語料庫資料，方便進行進一步分析使用。

2.3.2 詞性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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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語言使用上，一個句子是由一定的文法結構組成，同樣的字詞在不同的文

法結構中可能擁有不一樣的詞性，詞性的決定需要根據字詞本身的意思以及上下文的

結構，日常用語中常出現的如名詞、形容詞、動詞等；若要對語料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研究，確定字詞的詞性對後續處理將有所幫助，因此詞性標籤（POS tagging）的目的

就是藉此將文本中的字詞詞性確定下來。

BNC 語料庫的詞性標籤是由蘭開斯特大學計算語言中心（University Centre for 

Computer Corpus Research on Language, UCREL）開發，以 CLAWS4加標籤系統自動處

理。

2.3.3 Nature Language Parser
在自然語言處理中，nature language parser 可用來找出文句中字詞的關係與文法架

構，例如訂出句中各字詞的詞性、找出句中的主詞與受詞、找出某些一起出現的詞組

如片語結構等。目前較知名的 nature language parser 有由 The Stanford 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 Group 所研發的 Stanford Parser。

2.3.4 Stemming and Lemmatisation
一般字詞在實際使用上，常常有許多種變化，例如名詞的單複數，動詞的不同時

態，形容詞的比較級與最高級等，或是增加字首（prefix）或字根（suffix）使得詞性做

轉變，在資訊檢索領域中，要降低查詢的變化性，可以利用 stemming 找出詞幹

（stem），將字詞的字首字根去蕪存菁的方式，將各類變化的字詞歸到同一組合併詞

（conflation）。

常見的 stemming 方法例如 Porter's Stemmer，為一種移除字尾（suffix removal）的

演算法，利用反覆地依照規則移去變化的字尾來完成；另外也有利用已知的詞幹與變

化型建成表格的查表法，或是利用特定字典或語料庫搭配規則的方法[7],[8]。

stemming 將字詞回歸到詞幹也有可能將過多的資訊省略掉，同時也無法保有原本

的詞性資訊，因此 lemmatisation 所處理的是在不改變詞性下，將字詞的變化還原成原

型（lemma），如處理名詞的單複數、動詞的不同時態、形容詞的比較級與最高級這些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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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詞頻-逆向文件頻率

詞頻-逆向文件頻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TF-IDF）在資訊

檢索領域常用來為字詞加上權重，用來評估一個字詞在一份文件中或一個文件庫或語

料庫中的重要性。

其中詞頻（term frequency, TF）為給定字詞 ti在一文件 dj中出現的次數 ni,j，再經

過正規化的數值：

tf i , j=
ni , j

∑k nk , j
，其中分母為文件 dj中所有字詞出現的次數和。

而逆向文件頻率（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IDF）用來度量給定詞語的普遍重要

性，由總文件數目|D|與包含該詞語之文件的數目做計算：

idf i=log  ∣D∣
∣d : d∋ti∣



而詞頻-逆向文件頻率則將兩值相乘：

tfidf i=tf i , j⋅idf i

當某一特定字詞的 TF-IDF值高時，表示其在特定的文件中有較高的出現頻率，

而在整個文件庫中則出現在較少的文件中，因此，使用 TF-IDF 在保留重要的字詞之餘，

也能過濾掉常用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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