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文句推薦方法和實驗系統 

    前兩個章節敘述英語作文輔助的背景知識及論文引用的排序技術，本章節將

介紹論文的文句推薦方法和實驗系統，其中文句推薦方法敘述推薦方法應具備的

方向和目的，實驗系統詳述本研究的實驗雛形系統。 

3.1 文句推薦方法 

    文句推薦方法和現有語言協助資源的差別在於能允許不同的學習者依其認

知程度輸入、以及提供較適合寫作協助的例句，並對於選取的例句予以較為精確

的排序推薦。 

    根據上述的需求，本研究將推薦方法定義如下：給定學習者的認知需求，文

句推薦方法的目的是回傳一個例句集合，其中例句集合是由多個已排序的例句所

組成。而整個文句推薦方法分為三個流程：第一個流程為表達元素模組、第二個

流程為檢索模組、第三個流程為排序模組。 

    表達元素模組是將學習者的認知需求轉換成多個表達元素 (expression 

element)，其中多個表達元素能代表學習者的認知需求，並且多個表達元素能被

電腦理解及編譯。檢索模組能依據從表達元素模組所產生的多個表達元素，從語

料庫中尋找可能符合學習者語意需求的例句。而排序模組能針對檢索模組所選取

的例句，以符合作者語意需求的程度排序，並回傳此排序過的例句集合給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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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of Sentence Recommend Approach (SRA): Given the learn’s cognition C. 

The goal of SRA is to respond Output set={S1,S2…,Sk}, where Si is the i-th 

recommended sentence. SRA consists of three modules representing the process of 

SRA: Expression Element Module → Retrieval Module → Sort Module. The 

Expression Element Module is a Function F1: C→Expression set, where Expression 

set= {e1,e2…,en| e1,e2…,en is equal to C, and ei is the expression element which can be 

compiled by the computer, i=1..n}. The Retrieval Module is a Function F2: 

Expression set→Retrieval set, where Retrieval set={S′1,S′2…,S′k|S′i is the possible 

corresponded sentences according to Expression set, i=1..k}. The Sort Module is a 

Function F3: Retrieval set →Output set, where Output set={S1,S2…,Sk|Si is the ranked 

sentences derived from the Retrieval set, i=1..k}) 

舉個例子來描述上述三個模組的意義，假設語料庫中有三個資料 ABC、

ACBC、AAB，學習者想要搜尋有關 A?B 的資料，其中?代表任何的元素，首先

需有個彈性表達機制去表達上述學習者的查詢條件，並於語料庫中搜尋可能的資

料(ACBC、AAB)，而以一定的排序方法推薦給學習者，例如若以句型長短排序，

第一篇推薦的應為 AAB、第二篇應為 ACBC。整個推薦方法的示意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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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元素 

模組 
檢索模組 排序模組 

Corpus 

A?B 

ABC AAB ACBC 

{A#B} 
{1. AAB, 

2. ACBC}

{ACBC, 

AAB} 

Learner’s 
Cognition 

Learner’s 
Observation

1. AAB 

2. ACBC

Sentence Recommend Approach (SRA) 

 

圖 3.1  推薦方法示意圖 

    觀察推薦方法的定義，學習者所認定的需求資訊可以藉由表達元素模組轉換

成可經電腦理解的查詢條件，而後經由檢索模組選取合宜的例句，並經由排序模

組推薦適當的例句。換言之，本研究的推薦方法(表達—選取—排序)應能妥善地

滿足學習者於寫作協助上的需求。本研究為驗證推薦方法的成效，建立一個實驗

系統，實驗系統為依據推薦方法所建立的雛形系統，未來能更佳彈性地擴充。以

下將介紹本研究所開發的雛形系統—SAW(Sentence Assistance for Writing)。 

3.2 實驗系統 

    本章節將依據推薦方法的三個模組，建立一個雛形系統。其中表達元素模

組部分，SAW 系統允許學習者輸入準確的字詞(exact)、單字的開頭/結尾

(prefix/suffix)、英語詞性(POS)、一個單字的萬用字元(wildcard)、不限定的子句

(subsequence)當表達元素(expression element)；檢索模組將分為完整比對和部分比

對兩種比對方式；而排序模組將採用 MSA 排序機制。SAW 系統流程圖如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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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個模組的細節詳述如下： 

檢索模組 

表達元素模組 

exact POS 

wildcard 

prefix 

suffix subsequence 

排序模組 

 部分比對 完整比對 

MSA 
 

圖 3.2  SAW 系統流程圖圖 

3.2.1 表達元素模組 

    表達元素模組須彈性地允許不同學習者輸入認知的部分資訊，經本研究考

量，擬定實做以下的表達元素(exression element)當輸入機制，詳述如下： 

準確字詞(exact)：準確單字允許學習者輸入拼字無誤的英語單字當查詢條

件，舉例而言，學習者可用 get 來搜尋有關 get 的例句或者 get up 來搜尋有關 get 

up 的例句，圖示如下：  

 

 get up get 

圖 3.3 查詢 get 和 get up 例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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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的開頭/結尾(prefix/suffix)：單字的開頭/結尾允許學習者輸入單字的開

頭或結尾來當查詢條件。於寫作過程中，學習者常因單字的拼字方法遺忘而無法

有效率的查詢。舉例而言，當學習者欲搜尋有關 determined by 的例句，然

determined 單字於學習者認知中常可能會拼錯，考量學習者的需求，SAW 系統

可以使用單字開頭/結尾來描述學習者的查詢條件，論文後續以"%"符號來代表

單字開頭或結尾的輸入方式，舉例而言，學習者於輸入中可使用 deter%來代表所

有 deter 開頭的單字、%mined 來代表所有 mined 結尾的單字。圖示如下： 

 

deter% %mined 
 

圖 3.4 deter 開頭單字和 mined 結尾單字的表達示意圖 

一個單字的萬用字元(wildcard)：一個單字的萬用字元允許學習者輸入不確

定的一個單字當查詢條件。於寫作過程中，學習者常因單字的拼字方法遺忘而無

法有效率的查詢。舉例來說，若學習者欲搜尋 responsible for 的例句，然不確定

responsible 後的介係詞 for 時，可以使用 responsible # 來搜尋。論文後續以"#"

來代表一個單字的萬用字元。圖示如下： 

 

 
#responsible 

圖 3.5 以萬用字元查詢 responsible for 例句示意圖 

英語詞性(POS)：SAW 系統的語料庫均含有英語詞性標籤，同樣的，學習者

可以使用英語的詞性標籤當查詢條件，然英語的詞性標籤種類繁多，SAW 系統

將語料庫的詞性標籤統籌分為六類，分別為介係詞(PREP)、形容詞(ADJ)、名詞

(N)、副詞(ADV)、動詞(V)以及其他詞性(Other)(系統籌的規則詳見附錄一、附錄

二、附錄三)，除其他詞性外，五種詞性為英語單字的基本詞性，以此五種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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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做研究，有助於研究的分析和評估。論文後續以 P、J、N、D、V、O 分別代

表上述的介係詞(PREP)、形容詞(ADJ)、名詞(N)、副詞(ADV)、動詞(V)和其他

詞性(Other)。舉例而言，若學習者欲搜尋 native on 的例句，然不確定 native 後的

介係詞 on 時，可以使用 native P 來搜尋。圖示如下： 

 

 
native P 

圖 3.6 以 POS 查詢 native to 的例句示意圖 

不限定英語子句(subsequence)：不限定英語子句代表零個至多個不限定的英

語單字，不限定英語子句的建構原則為考量英語句型中常有不限定的子句，如

as … as possible 中的"…"抑或 either … or 中的"…"。SAW 系統能允許學習者輸

入上述的機制，論文後續以"*"來代表不限定的英語子句，舉例而言，若學習者

欲搜尋 either … or 的例句，可以使用 either * or 來搜尋。圖示如下： 

 

 
* or either 

圖 3.7 以 subsequence 查詢 either … or 的例句示意圖 

    SAW 系統擬定的表達元素模組，固然無法滿足所有學習者可能的查詢條

件，然對於不同認知程度的學習者，已有一定區分程度上的彈性輸入方式。 

3.2.2 檢索模組 

    檢取模組的目的為從語料庫中選取符合學習者的語意需求例句。SAW 的選

取法則為完整比對和部分比對，完整比對是較嚴格限制語料庫選取的例句，本實

驗以關鍵字中不允許有間隔的方式來代表完整比對的意義。然而有別於一般搜尋

引擎，SAW 系統為協助系統，無法預期學習者給定的查詢條件經完整比對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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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適數量上的參考例句供學習者參考，其發生的原因為學習者使用較不恰當的

查詢條件查詢其所需的資訊，如此會導致選取的結果不盡理想。而以協助的角度

而言，提供過少的資訊是不恰當的。有鑑於此，SAW 系統提供部分比對的選取

方式，允許選取的例句其關鍵字中可擁有一定的間隔，如此能提供學習者更多參

照上的例句。 

舉例而言，若學習者給予的查詢條件本身有認知上的錯誤，例如搜尋 an 

university 的例句，其中"an"是錯誤的用詞，正確的用詞應為"a"，若以 an university

當查詢條件，完整比對是無法搜尋出任何例句的，而採取部分比對，能搜尋出有

關 an 開頭而 university 在後的例句，不但學習者能得到數量上的例句，亦能從例

句的結果評斷其原先輸入的 an university，可能含有語意上的錯誤，以致於選取

出的結果並無 an university 緊密相連的例句，而間接得到協助上的需求。然為了

避免本實驗中含有 subsequence 表達元素的查詢條件有語意上的混淆，例如搜尋

either … or 的句型，學習者若輸入 either * or 來表達他們對於句型上的認知，則

在完整比對和部分比對兩種選取方針，其所代表的意義均是選取 either 在前而 or

在後的句型，其中 either 和 or 中可以有零至多個關鍵字。所以本實驗對於含有

subsequence 表達元素的查詢條件均採用部分比對的方式來避免語意上的混淆。 

3.2.3 排序模組 

    排序模組的目的為針對選取的例句，評估其符合學習者的需求程度，將之排

序以提升例句參照的成效。本研究採行的技術為MSA，該技術可妥善處理英語

不限定子句中的間隔關係，以及能根據英語單字和詞性標籤予以一定程度的排

序。本研究將MSA的參數矩陣依照表達元素模組分為 11 個元素，11 個元素分為

英語詞性標籤 6 個：P、J、N、D、V、O，以及準確字詞(exact)(以"="代表)、單

字開頭/結尾(prefix/suffix)(以"%"代表)、萬用字元(wildcard)(以"#"代表)、MSA中

的間隔(gap)元素(以"−"代表)和無關單字(unconcerned words)(以"X"代表)。參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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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捨以準確字詞最高(100)、單字開頭結尾其次(50)、詞性標籤次之(25)、萬用

字元最低(5)，如此規劃是依據查詢條件的精準性來區分(一般而言準確單字給予

的查詢條件最強，萬用字元最低)，詳盡的參數內容詳見附錄四。舉例而言，當

學習者輸入的query為S0:a pro% P，S0的MSA代表元素為"= % P"，至於選取的例

句為S1、S2、S3： 

S1. This(X) posed(X) a(=) particular(X) problem(%) for(P) an(X) agent(X).   

S2. Listening(X) to(X) all(X) these(X) personal(X) accounts(X) has(X) had(X) a(=) 

profound(%) effect(X) on(P) us(X). 

S3. Increasingly(X) acid(X) rain(X) is(X) a(=) problem(%) in(P) Europe(X) too(X). 

    其中S1、S2、S3粗體的單字依序為選取的"a"(exact)、"pro%"(prefix)和"P"(介

係詞)，括弧內的符號為S1、S2、S3的MSA代表元素。SAW系統將學習者的語意

需求(S0)視為中心點，依據the Center Star algorithm排序，可得等長的序列A0、A1、

A2、A3，並以sum-of-pair score來計算排序後的分數，假設A1相對於A0的分數為

C1、A2相對於A0的分數為C2、A3相對於A0的分數為C3，其中S(x,y) 代表x元素比

對y元素的分數，我們可得以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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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 – – – – – – – = % P –  – –  

A1. – – – – – – X X  = X % P  X X 

A2. X X X X X X X X = % X P  X – 

A3. – – – – X X X X  = % P X  X – 

C1=S(–,–) + … + S(=,=) + S(%,X) + S(P, %) + S(–,P) + ... + S(–,X) = 93 

C2=S(–,X) + … + S(=,=) + S(%,%) + S(P, X) + S(–,P) + ... + S(–,–) =139 

C3=S(–,–) + … + S(=,=) + S(%,%) + S(P, P) + S(–,X) + ... + S(–,–) = 169 

    根據sum-of-pair score的分數，SAW系統會推薦給學習者的例句依序為S3、

S2、S1，如下所示： 

S3. Increasingly acid rain is a problem in Europe too. 

S2. Listening to all these personal accounts has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us. 

S1. This posed a particular problem for an agent. 

3.2.4 案例流程 

    此小節將以案例詳述 SAW 系統對於推薦方法的三個模組細節，假設學習者

想要搜尋 not only … but also 的例句。而其認知的查詢條件為 not only but also，

其中 not only but also 中四個英語單字學習者認定是緊密相連的，而語料庫中有

三個相關例句，分別為： 

S1. We must also make sure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not only read, but also have a real 

enthusiasm for visiting bookshops and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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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This was not only humiliating but also very awkward for Baldwin. 

S3. This is not only easier, but also more fun.  

    首先學習者藉由準確字詞表達其所認知的查詢條件；而檢索模組分為完整比

對和部分比對，完整比對因語料庫中並無not only和but also緊密相連的例句，故

無法搜尋出任何例句；而部分比對因容許不同單字間可以有間隔，而可選取出

S1、S2、S3例句。而排序模組會根據整體句型的結構，並以句型的長短為考量因

素，會將S1、S2、S3的例句排序為S3、S2、S1的順序以供學習者參考。 

S3. This is not only easier, but also more fun. 

S2. This was not only humiliating but also very awkward for 

Baldwin. 

CORPUS 

語意元 

素表達 
檢索 

完整比對 not only but also 

Ø 

部分比對 

{S1,S2,S3} 

S1. We must also make sure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not only 

read, but also have a real enthusiasm for visiting 

bookshops and libraries. 

排序 

{S3,S2,S1} 

Ø 

圖 3.8 SAW 系統案例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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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SAW 系統查詢圖 

    此小節將以具代表性的查詢條件，以圖式的方式呈現 SAW 系統是可實際運

作的。查詢的條件分別為 deter% by、native P、responsible #、either * or、not only 

but also，亦即以 3.2.1 節所定義的 exact、prefix、POS、wildcard、subsequence

表達元素所組成的查詢條件當測試樣本。其中 deter% by、native P、responsible # 

SAW 系統將採取完整比對的機制，either * or、not only but also SAW 系統將採取

部分比對的機制。而由圖 3.9(a)~圖 3.9(c)可確信 SAW 系統是可實際運行的(輸入

條件呈現於圖形上方的輸入表格中、而推薦的例句呈現於圖形下方的結果表格

中)。 

 

圖 3.9(a) SAW 系統 deter% by 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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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b) SAW 系統 native P 和 responsible # 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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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c) SAW 系統 either * or 和 not only but also 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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