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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字詞使用與社會網路模型

本章節將介紹本研究以社會網路分析進行詞義相似的流程，先對整個研究的實驗

流程做一總括的說明，再分別自流程各大部分，從進行實驗的資料前處理、以語料庫

建立網路、由建立出來的網路計算網路性質、以同義詞標準評比做檢驗等做說明，在

建立網路部分，分別就建立整體字彙網路、針對特定字詞建立兩種不同的網路做說明。

3.1 研究架構流程

本研究利用一資料豐富的語料庫為基礎，針對字詞關係建立關係網路，一方面調

整用以建構網路的字詞關係，一方面希望由所建立的關係網路中，得到字詞之間的性

質，進而找出可用以判斷詞義相似度的評比指標，為了能與現有方法做比較以及進一

步了解社會網路這個工具的適用性，最後利用已有的標準評比觀察所得到指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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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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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資料前處理

本研究為了建立字詞之間的關係網路，需要有大量的文字資料資源，因此本研究

使用 BNC 語料庫。BNC 語料庫包含了四千餘文件，共將近一億字的內容，面對如此繁

多的字詞，為了讓後續的資料處理較有效率，也讓後續建立網路選擇的字詞更具有代

表性，我們對語料庫內的資料做下列前處理。

3.2.1 詞性標籤

BNC 語料庫中的資料以 XML 方式儲存，以結構化格式存入文件、說明以及段落

與句子等資訊，當中每組字詞皆利用 CLAWS4 完成詞性標籤標記，在實驗中可以針對

所需要的詞性標籤進行過濾，為了配合不同的網路建構模型，可以採取不同的詞性篩

選。

例如為了減少字詞數量，利用詞性標籤做一次篩選，將介詞、慣詞等詞性的字詞

先濾掉，只針對字詞中詞性屬於名詞、動詞、形容詞與副詞等在一般語言使用中具有

具體詞意的字詞進行後續建製動作。

若是要加強字詞彼此之間的關係強度，可針對特定詞性字詞尋找相對應的詞性字

詞建立關係連結：例如關鍵字詞的詞性為名詞，則可特定篩選詞性標籤為形容詞或是

名詞的字詞建立關係連結。

3.2.2 Stemming，Lemmatisation 與 TF-IDF 值計算

所有的字詞在後續處理前，使用或不使用 Porter's Stemmer 對字詞做 stemming 是

可以調整的一個因素，以 BNC 語料庫的字詞繁雜程度，使用 stemming 將可以將詞性或

是狀態變化過的字詞一併統計，降低關係網路的複雜性以及雜訊程度；而若是不經過

stemming 則用以觀察未經合併過的資訊是否可以反應不一樣的細節。

而 lemmatisation 只將字詞在不改變詞性的情況下作還原簡化，對於在建立網路取

樣時利用詞性標籤作篩選或是針對特定詞性字詞建立連結，可以達到較精準的取樣，

不至於像 stemming回歸詞幹而喪失詞性的資訊。

本研究的實驗將調整 stemming 以及 lemmatisation 與否當作建立網路的參數之一。

11



在篩選字詞方面，另外計算各字詞的 TF 與 IDF 值，TF 值計算一個字詞在整個語

料庫中出現的頻率，以此方式計算的結果，可以將罕用字的排名壓低，而 IDF 值我們

使用 BNC 原本的文件當作計算中定義的「文件」，以此方式計算的結果，可以將常用

而不具代表性的字詞排名壓低。

本研究的實驗將調整以 TF 或 IDF 或兩者共同計算結果當做字詞篩選的門檻之一。

3.2.3 BNC 語料庫

以前述前處理後得到一些簡單的數據：BNC 語料庫中共 4,054份文件，總共有

6,052,200 個句子，全部字詞數為 97,624,980，平均一份文件有 1,493 句，每句平均約 16

個字詞，將不同詞性視為不同字詞，則不重複的字詞數為 742,727，若經過 Porter's 

stemming 處理將同一詞幹字視為同一字詞，則共有 376,896 組字詞，而使用

lemmatisation 處理將同一詞性的變化視為同一字詞，則共有 446,490 組字詞。

3.3 建立網路

為了利用社會網路分析了解字詞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需要將語料庫中的字詞先建

成網路以做進一步分析，在關係網路的建立過程中，我們有幾個可以調整的部分：網

路節點的取樣方式、關係網路的網路模式以及網路節點的連結關係。

3.3.1 建立整體網路

建立網路分成對整個語料庫字彙建立整體網路，以及針對特定字詞產生特定網路

兩種，若是要建立整體字彙網路，則是將語料庫中的字詞皆納入考量，再經由一定的

門檻篩選節點。以下先對建立整體網路做說明。

針對整個 BNC 語料庫建立整體字彙網路，我們經由下列幾種篩選門檻簡化網路：

在詞性上只取樣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四種詞性，字詞經過 stemming 與

lemmatisation 處理。另外使用 TF-IDF 作為取樣的篩選調整參數，觀察建立出來的整體

網路。

關係網路的網路模式，分為單一網路模式及多重網路模式。本研究實驗以單一網

路模式為主，即以字詞為節點，字詞間只有有關係或沒有關係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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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節點的連結關係也會影響到所選擇來建立節點的字詞，連結關係有以共同出

現為連結，如兩字詞在一定範圍內共同出現，則建立關係連結，而如此共同出現的次

數，則取為連結的權重，其中一定範圍可以取為在同一句子中，或是在一定文字長度

內。

建立完成整體網路後，我們可以再針對特定字詞以刪減的方式取得特定字詞網路，

進行後續的計算。

3.3.2 建立特定字詞網路

除了對於語料庫建立整體字彙網路，我們也針對特定字詞建立網路，以下分別說

明兩種建立特定字詞網路的方式。

3.3.3無向共現網路

針對特定字詞建立網路，我們建立的第一種網路是無向的共現網路，詳細取樣與

連結關係模式說明於下文說明。

3.3.3.1 網路的取樣與連結關係

在此無向的共現網路所採用的網路節點的取樣方式，是針對我們想要了解的字詞，

將有關係的字詞納入網路之中，再以被納入的字詞為主，將與其有關係的字詞納入，

如此反覆在一定的層數內建立網路。

在此我們以 ESL 評比題目中其中一題的字詞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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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rroded

(b) black

(c) dirty

(d) painted 

一個基本的特定字詞共現網路如下：我們針對 rusty 這個字為種子，另外以詞性為

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為篩選，在"A rusty nail is not as strong as a clean, new one." 

這個句子中，共同出現的字詞即與 rusty 建立關係，即可得到一個如圖 3.2 的網路。

13



我們使用特定字詞為種子，找出特定字詞在語料庫出現的句子，反覆將句子中與

特定字詞共同出現的字詞建至網路之中。

在建立網路時，我們同時將特定與幾個要比較的字詞，如以

rusty、corroded、black、dirty 以及 painted 為種子，採用一些篩選門檻參數以避免建立

的網路資訊過於龐雜：設定一定的詞性，取用計算出的 TF-IDF 前一定比例的字詞，利

用 stemming 與 lemmatisation 作調整，以句中離特定字詞一定距離window 篩選等。

3.3.3.2 網路性質指標

網路建立出來後，進一步需要以不同的網路性質當做指標，來判斷不同字詞組之

間的詞義相似度。最簡單的觀察性質是網路的節點數以及連結數，另外我們也將要比

較詞義相似度的兩字詞共同連結到的節點數及連結數當作觀察的性質之一。

在此我們以兩種相似度作為指標：

Similarity A S ,T =∑shareitem

1
log degree  shareitem

第一種相似度如上式計算，也稱為 inversed-log-weighted-similarity，是由 Lada 

A. Adamic 與 Eytan Adar[11]所提出的相似度，我們將每個節點給予一個權重，其為此

節點的 1/log(degree)，則拿來作比較的兩個節點的相似度即為此兩節點共同連到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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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以 rusty 為種子，以一定詞性篩選，在一句中共同出現的字詞建立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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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權重總和。

如圖 3.3 為例，計算 rusty與 black 的 similarity A，分別得到這兩者共同連結到的

節點 iron、old、nail，加總其權重 1/log(5)、1/log(3)、1/log(5)即為所求的相似度。

第二種相似度計算如下：

Similarity BS ,T =
numberof shareitem

mindegree S , degree T 

將要比較的兩個節點所共同連到的節點數，除以兩者中較小的 degree，這裡以較

小的 degree 當分母是為了作到 normalize，避免要比較的字詞是常用字而有較大的

degree造成影響力降低。以圖 3.3 為例，計算 rusty 與 corroded 兩者的相似度，找出其

共同連結到的點數：iron 一點，除以 rusty（5）與 corroded（2）中較小的 degree 2，得

到 1/2，若是比較 rusty 與 black，則將共同連結得點數 3除以兩者中較小的 degree 3，也

就是 1。

3.3.4 有向共現網路

針對特定字詞建立網路，我們建立的第二種網路是有向的共現網路，詳細取樣與

連結關係模式說明於下文說明。

3.3.4.1 網路的取樣與連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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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兩種相似度計算例圖，各節點數字為其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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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邊我們建立有向的共現網路，同樣是以特定字詞為中心，但是我們把其所出

現的句子當作參考，保留上下文資訊，在以共同出現為關係建立連結時，同時保留共

同出現字詞的前後位置資訊，以句子"A rusty nail is not as strong as a clean, new one." 為

例，字詞經過詞性篩選後可以得到如圖 3.4 的網路。

另外，以起始句子所共同出現的字詞形成的集合 B（以此例為{nail, strong, clean, 

new, one}）為基礎，進入語料庫中找出有特定字詞出現的句子，比較其中共同出現的

字詞集合 C佔集合 B 是否有到一定比例，如果有的話，將 C 中的字詞保留其位置資訊

加入原本的網路中，依此反覆至搜尋完整個語料庫。

建立好此的特定字詞的網路（如圖 3.5）後，保留此網路所產生的節點，再以要比

較的字詞將原字詞替換掉，重新依前述方法進入語料庫中搜尋要比較的字詞出現的句

子，但只能依原本網路已有的節點產生關係連結，以此產生新的網路（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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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保留前後文位置資訊的有向共現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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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 網路性質指標

以前述方法建立的有向共現網路，我們設想的是有如果拿來比較的字詞與特定字

詞共用足夠多的字詞節點，並且產生關係連結，代表兩者有一定的相似度，因此我們

分別計算兩個網路的 betweenness centrality、closeness centrality，以及網路的密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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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以 rusty 建立的有向共現網路

圖 3.6: 以 rusty產生的網路節點為基礎，替換成 painted 所產生的網路



算兩者各指標的差值當作相似度的分數。

3.4 標準評比檢驗

在完成網路性質指標的計算後，我們將利用 ESL 的同義詞評比做檢驗，其 50題

題目如表 3.1 所列，四個選項中的第一個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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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rusty] nail is not as strong as a clean, new one.
corroded black dirty painted 

2
A trumpet is a [brass] instrument.
metal wood stone plastic

3
After that fast dance, my head began to [spin].
twirl ache sweat flush

4
An underground [passage] connected the house to the garage.
hallway ticket entrance room

5

At a four way stop the second car to arrive must [yield] to the right of way of the first 

car.
submit challenge boast scorn

6
Before climbing, always [lean] the ladder firmly against the wall.
rest scrape grate refer

7
Carefully roll the wine [barrel] down the slope.
cask bottle box case

8
Don't be such a [nuisance]! Go out and play for a while.
pest garbage relief troublesome

9
Don't forget to vacuum the [rug] before they come home.
carpet sofa ottoman hallway

10
Every year in the early spring farmers [tap] maple syrup from their trees.
drain boil knock rap 

11
He [split] the rock in two with a hammer.
divided crushed grated bruised

12
He did not blend the batter well so there was a [lump] or two left behind.
chunk stem trunk limb

13
He saw the [outline] of her figure through the curtains.
contour pair blend block

14
I [swear] on a stack of Bibles that I am telling the truth.
vow explain think describe

15
I was so [relieved] after I had a short nap.
rested sleepy tired hasty

16
If you [deserve] a treat, you will get one.
merit need want ex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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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f you do something in [haste] you will make mistakes.
a hurry anger ear spite

18
Leave the gelatin in the refrigerator until it is [stiff].
firm dark drunk cooked

19
Let's skip the second [verse].
section weed twig branch

20
Looking over the [steep] cliff made his head feel light.
sheer bare rugged stone

21
Mary was [envious] when Ruth won the prize.
jealous enthusiastic hurt relieved 

22
Mix the flour and water until it makes a thick [paste].
dough syrup block jelly

23
Never [scorn] to fight with your spouse.
refuse enjoy avoid plan

24
Please allow me to [refer] you to the department best suited to your request.
direct call carry explain 

25
Rebecca hung a tire from the [limb] of the tree to make a swing.
branch bark trunk twig

26
She knelt on a [pad] to protect her knees from bruising.
cushion board block tablet 

27
She likes to [boast] about her daughter's swimming trophies.
brag yell complain explain

28
Some people will do anything for the audience's [applause].
approval fear shame friends

29
Take out a clean [sheet] of paper and write this down.
leaf book block tap

30
The [stem] of the bean plant was too thick to cut.
stalk bark column trunk 

31
The army general planned to [seize]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coup.
take refer request yield

32
The blankets are kept in a large [trunk] upstairs.
chest bag closet swing

33 The dandelion is a common [w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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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wanted plant cloth animal vegetable
34 The director gave her [approval] after considering the merits of the project.

endorsement gift statement confession

35
The doctor detected a cancerous [mass] in his abdomen.
lump service worship element

36
The earthquake made the pictures on the wall [swing].
sway bounce break crash

37
The harsh sun made her shoulders burn and feel [sore].
painful red hot rough

38
The heavy snow might [hinder] the team's progress on the journey.
block assist relieve yield

39
The honey made the baby's fingers [sticky].
gooey smooth shiny wet

40
The judge will accept his [confession] in writing.
statement service plea bargain

41
The loom is set to [weave] a check pattern into the cloth.
intertwine print stamp shake

42
Thelma gave the cat a [saucer] of milk.
dish box frisbee can

43
This bottle contains a dangerous [substance].
thing posture level score

44
To [firmly] refuse means to never change your mind and accept.
steadfastly reluctantly sadly hopefully

45
To braid hair one must [twist] three strands together.
intertwine clip fasten curl

46
To make daikon oroshi you must [scrape] a Japanese radish very finely.
grate chop mince slice

47
To sharpen a knife, [grind] it against a rough stone.
rub slice hit tap

48
When her fingers started to [swell] she was unable to take off her rings.
enlarge move curl shake

49
When the grain is golden it is time for the [harvest] of the crop.
intake stem lump sp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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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You know that I do not [approve] teen's smoking.
support boast scorn anger

表 3.1: ESL 評比標準的 50題題目，每個題目的第一個選項為正確答案

在 50題題目中有兩題：

第 17題"If you do something in [haste] you will make mistakes."

答案為 a hurry；

第 33題"The dandelion is a common [weed]."

答案為 unwanted plant；

此兩題的答案字詞組與其他單字構成較不一樣，與 BNC 語料庫內的斷詞方式不

同，所以沒有列入檢驗，我們以指標在 ESL 的同義詞評比中，48 個題目可以答對多少

比例的題目，來做為指標是否有效的檢驗基礎。

另外，我們將 ESL 的題目句子經由 Stanford Parser 得到句中字詞的詞性，以方便

後續實驗做詞性篩選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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