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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單句邊界標記符號 

在本研究中所用依照中央研究院斷詞系統標記符號而定義的單句邊界，共

有 15個羅列如下： 

"FW", 

"QUESTIONCATEGORY", 

"COLONCATEGORY", 

"COMMACATEGORY", 

"DASHCATEGORY", 

"ETCCATEGORY", 

"PARENTHESISCATEGORY", 

"PAUSECATEGORY", 

"PERIODCATEGORY", 

"QUESTIONCATEGORY", 

"SEMICOLONCATEGORY", 

"EXCLANATIONCATEGORY", 

"EXCLAMATIONCATEGORY", 

"BR", 

"SPCHANGECATEGORY" 

 

附錄 2：僅出現於 wTFIDF及 bTFIDF的字集 

 

198 elements included exclusively in "wTFIDF": 
偏偏重雅, 輕甜, 手手紙盒, 疏鬆性, 

叉燒大蒜鳥華, 喜歡吃鬼, 林語堂, 米娜培根丁骨, 

胡椒粉蒜寶, 漢堡肉飯, 熬出來來出來成成出, 定居, 

肚軍艦飯散, 軟柔香滑超嫩嫩, 搭理負, 交雜, 

深沉, 星小魚, 米娜超嫩煎肩排片片片, 甜豆, 

阿水, 大洋樂, 牛牛軋, 安格斯肉片油油白白麵, 

范記, 高成本, 膳, 宮保雞丁, 

好軟, 黑橄欖, 乾果, 圖彩繪, 

外餅皮負, 桃桃, 戲稱, 提袋餅皮, 

鮮鮮蝦湯品, 焦蔥段段, 吶月古早味, 濃醇重頭戲, 

豐腴, 老黃, 毛肚, 草覆盆, 

添人工漂白劑負, 為主負, 雞酒, 抵用負, 

戰爭, 白黃現代風, 袋黑御, 脆硬國宴品, 

觀星園, 經看, 促成, 璽子, 

看官負, 液餅, 蔔, 稻草, 

工坊布朗尼, 暱稱, 魏姐沙沙, 裝花飾品物, 

軟心, 焙烏龍茶, 芙子坊, 酸香味味味味醇, 

腳架, 海帶芽, 皮包飯塔, 滑潤溜, 

燒匠, 哈根得斯, 一一外面負, 油油醋醬汁, 

腰炸里脊肉, 沙發椅區區子, 酥酥餅, 米娜米娜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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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前菜醬醬醬料料, 米絲肌, 播放機, 嗅到, 

格調格, 相融, 木造色, 天藥材, 

灑滿滿滿上, 送至, 西洋梨, 宣言, 

滲透到, 停板, 穀翼板翼板, 週鴻孕, 

為本, 排安格斯安格斯, 魚白麵, 米娜後腰, 

超好吃, 散熱, 奶油醬負, 圓圓燒, 

燒來來樂, 馬偕, 古道, 歸功於, 

香軟, 小小王, 草蔓越淇搭上上, 香香淡淡味味蕉, 

比薩酥脆到, 洋洋枸杞負, 質地軟細密超超嫩, 曼哥羅, 

旺拔, 洪姊, 熬到, 風和日麗, 

切口, 活動價價, 酥脆單粒包, 回到負, 

呈現負, 剉立晉, 好嘉, 擔仔油油白白麵, 

小老老爸夫娘, 酸酸酸香, 黑白原木色色系, 只是負, 

小老老爸娘, 仿古, 飽飽吸足取收, 酥酥單粒包, 

巷道道內弄, 磚瓦, 場次, 老彭, 

大人員, 四散, 香氣香氣雞, 歐姆負, 

油味負, 綠園道, 煎鴨, 阿源伯, 

米娜米娜梅花片, 卷系列, 現代景色, 道理負, 

洪男友男友, 黃色苺莓樂蒂, 阿萬, 驚為天人負, 

雞熬出來來出來燉出湯, 意義負, 評審, 八開業, 

泰皇, 謎妃兔, 米娜超嫩煎排五花片, 蔥末蒜, 

而負, 裝設, 擂茶包, 判定, 

意椅, 綴, 麵液, 桃酥, 

對折,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沿用, 倒映, 

白原紫現代風色, 楷楷, 小資包肥到, 排五花排羊洋洋蔥負, 

解救, 厚度度餅, 欄杆, 伸展, 

拿掉拿掉, 牛起士味, 阿扎實, 日期負, 

巧克力料, 喵來, 米娜超嫩煎排排五花, 莓果淇搭搭搭上, 

海南, 下午麥冷飲, 紅薑, 人偶, 

肚湯, 湧升, 
  

外框字為人工標記帶有情感極性字詞(不論正負)，共 20字 

 

149 elements included exclusively in "bTFIDF": 
為妙, 聯誼法負, 片子, 夜貓子, 

公道話, 當歸鴨, 害死, 鍋加鍋, 

煮意, 喬安, 反駁, 員工餐, 

阿振, 皺生厭負, 出口感, 櫃台區區座, 

冰冰冰冰溫熱涼涼, 特別點, 完阿, 獨佔, 

愛重, 絞碎, 沈醉, 考慮考慮, 

炸到到肉片, 蒸來, 火烤得, 小瑜, 

大一尾, 退錢, 翹課, 拆成, 

出黑負, 過當, 一窺究竟, 邊逛, 

夾來, 餐加, 膩砍, 猜不透, 

魚虎, 清淡點, 退避三舍, 隨心所欲, 

火熬煮湯湯, 百勝廚, 大一盒, 削負, 

圍觀, 腦公, 同一桌, 百思不得其解, 

噁心感, 宵夜負, 越南菜餚, 粉飽, 

木炭佐麻里, 適可而止, 牛洋小小黃瓜負, 家光, 

惡魔點, 絲炒銀芽, 鴨架, 森田, 

煎來, 蝌蚪, 飽阿負,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 

糕點類, 超凡, 凱薩棠, 搭擋, 

理家, 畏懼, 寫食記負, 出讓, 

興隆居, 化阿阿感感丫丫, 到掉渣, 塗滿滿塗滿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85 -] 

 

樂油油白麵屋, 左宗棠雞, 嬸婆, 推崇給, 

泱泱, 牽強, 出肉負, 乾拌油油白白麵, 

火高湯燉燉湯湯, 落地窗門, 服務生妹妹員娘, 流量, 

管三七二十一負, 烤得肉品, 便飯, 林季, 

揪人, 辭辛勞負, 到蝦, 忙人, 

飛去, 影城, 心服口服, 熊頭, 

免驚, 火熬成成湯湯, 寵物豬, 豬肺, 

罰錢, 比拼, 部落負, 小娉, 

火牛, 人座座子, 補回來, 鼎邊銼, 

影響力, 鍋湯嚴選湯湯, 加醬負, 虎爸, 

松羅村, 女人員娘負, 小荳荳, 威特, 

跑進來, 淡掉, 通豪, 撐到負, 

碗公飯, 鈞鈞, 捲來, 小潔, 

到料, 小山藥, 鮮鮮蝦湯菜, 小煖, 

順眼負, 店員人, 木偶, 超脆超, 

到小, 嚇屬, 搶過來, 消毒水, 

銘哥, 躺下, 捲士來, 阿達, 

鵝莊, 
   

 

外框字為人工標記帶有情感極性字詞(不論正負)，共 13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