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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索引典及同義詞典是提升資訊檢索系統效能的重要資源，本文探討自動建構同義詞典的機制，提出

一套建構同義詞典的作法，並實際建構之。由於詞彙資源取得不易，本研究以實驗文件資料庫為基

礎，首先選定同義詞典詞彙來源之文件資料庫，使用斷詞的方式擷取詞彙，擷取文件中詞彙共現資

訊，並計算詞彙關係，再依據詞彙相關程度聚引相關詞彙而產生詞彙群，進而組織為同義詞典。 

Thesauri and synonym dictionaries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improving performance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chanisms for automatic construction of synonym dictionary, 

propose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is issue, and implements the proposed approach. Since it is difficult to 

collect vocabulary directly, we apply corpus-based approach instead. Firstly, the appropriate text corpus is 

selected, word segmentation is carried out, and words are clustered based on co-occurrence statistics. Then, 

the synonym dictionary is constructed hierarchically using similarity metrics.  

[關鍵字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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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nonym: Thesa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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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過去數十年來，資訊設備成本的降低與資訊處

理效率的提升使得資訊系統快速成長發展，資

訊的蒐集與儲存亦更為簡易，對於資訊檢索的

需求也隨之大幅提升。若從圖書館資源、商業

性質的簡訊、手冊、電子資料交換及學術交流

的角度來看，尤以文件資料庫應用的需求最為

迫切。大量文件資料庫的出現以及檢索方式、

檢索介面的不同，使得只有具備廣博的學科知

識並熟悉系統運作及知識分類架構的使用者，

才能夠有效地檢索資料庫。為了讓一般的使用

者也能夠很容易地檢索資料，從事資訊檢索研

究的學者專家不斷地發展各種技術，企望發展

更好的資訊檢索系統。 

若以文字形式檢索資訊時，資訊檢索是要搜

尋切合某一概念之文件。其檢索過程是使用適

當的詞彙以導引到適切的概念上，亦即資訊的

檢索是用詞彙來代表概念，但概念與詞彙之間

的關係時常混淆不清，因為概念與詞彙的關係

並非一對一的：對於同義詞(Synonym)，多個詞

彙 可 代 表 一 個 概 念 ； 對 於 同 形 異 義 詞

(Homographs)，一個詞彙可以代表多個不同的概

念。除此之外，不同的人使用同一詞彙也可能

代表不同的意義，因此需要建構概念與詞彙之

間明確的關係，才能有效提升檢索之效益。 (註

1) 

目前使用者與各種資訊檢索系統之間的溝

通模式與互動，以文字詞彙為主，除了利用關

鍵詞進行全文檢索(Full-Text Search)外，有些資

訊檢索系統在資訊組織與整理的過程，針對文

件的內容進行分析，給予文件資料檢索的標識

(主題詞彙或分類號)，並使用索引詞彙表示文件

內容。相對地，使用者提出的查詢問句(Query)，

也同樣經過概念分析與詞彙轉換的過程。亦

即，資訊使用者與資訊檢索系統之間，是藉由

索引詞彙與檢索詞彙之間的對映來達到擷取與

過濾資訊的目的。因此，詞彙是使用者與各種

資訊處理系統溝通之重要元素。(註 2)由於文件

與查詢問句所具有的相同概念可經由詞彙顯

現，且詞彙本身的語意關係(如關聯詞、狹義詞

及廣義詞)亦在概念空間內相互建立連結。因

此，詞彙不僅表現出文件的內容，同時也表達

檢索者的資訊需求。一般而言，如果檢索者可

以將問題以正確且適當的詞彙表達，而系統也

可以將之對映到相同概念的索引詞彙，則檢索

結果應能夠滿足使用者的資訊需求。換言之，

理想的檢索過程應該是一個「直接精準的處理

過程」(One-Shot Process)，也就是以極為準確的

方式處理「提出問題→選擇檢索詞彙→進行檢

索→提供答案」的程序。(註 3) 

事實上，文件的描述和查詢問句的陳述階段

裡都會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存在。詞彙的選

擇可能是隨機的，實在無法預知使用者到底會

選擇那些詞彙，因此即使使用非常嚴謹的索引

典，一份文獻或是一本書還是可以用很多詞彙

來描述，而且通常索引者和檢索者不見得會使

用相同的詞彙。檢索過程中亦很難確認詞彙的

複雜性和彼此之細微區分。通常檢索者必須經

過一連串的過程才能確定該使用那些檢索詞

彙，此過程包括對系統文件描述方式的認知、

對索引語言的認知，以及經由詞彙的語意關係

匯集更多詞彙意義等。使用者在下達查詢問句

時，應盡可能將所有相關詞彙列出。以目前線

上檢索系統而言，一方面系統很少提供這種功

能，一方面大部分的使用者不知道應盡可能將

相關詞彙列出才能提高檢索品質，而且即使系

統提供線上索引典以輔助查詢問句的建構，使

用者通常也不知道有這樣的功能可利用。(註 4)

另外，使用者對該學科領域的認知或許不深，

就算是該學科領域的學科專家，也可能不願意

花時間輸入較多的詞彙。總之，使用者於檢索

資訊時，通常只提供大約可敘述其需要的詞彙

即停止，幾乎都是很短的查詢問句，故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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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也較差。因此，實有迫切的需要於系

統上加強協助使用者建構查詢問句的功能。 

理想的資訊檢索系統，除了能找出完全符合

搜尋條件的文件外，還應檢索出在意義、概念

上接近的文件，以解決因用語不同造成檢索效

益不彰的問題。此外，一般使用者的期望是系

統能提供最簡易的檢索程序並令使用者得到最

滿意的檢索結果，所以資訊檢索系統內部機制

的精進與提升實為資訊檢索研究的重心。本文

在前述的背景，將討論自動建構索引典或同義

詞典的機制，希望透過這樣的機制，可以動態

地建構適用於資訊檢索系統的索引典或同義詞

典。 

本研究在實驗的規劃上期望能夠很完備，但

由於實驗對象與環境的限制，在實驗設計時必

須加以控制，實驗結果適用於本研究之研究限

制範圍，與實際上的資訊檢索環境並不完全相

同。本研究自動建構之同義詞典內容，相關詞

彙為經常一起出現的詞彙，不一定為詞義相似

的同義詞，與人工建構之內容結構嚴謹的同義

詞典有所不同。目前未能取得文件資料內容完

整的科技性全文資料庫，故本研究採用之實驗

文件為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所提供之「中

華民國科技研究報告摘要資料庫」。 

本文第二部分將探討建構同義詞典與索引

典的相關文獻，以及運用同義詞典與索引典的

資訊檢索研究。第三部分將討論我們的提出的

作法，並說明實際建構同義詞典的步驟。最後

則提出錯誤的分析以及未來的研究課題。 

 

二、文獻分析 

近來許多資訊檢索系統都以向量空間模式

為基礎，此模型使用多維空間的向量表示文件

與查詢問句，每個維度代表不同的特徵。以向

量空間模型為基礎的資訊檢索系統是利用計算

查詢問句與文件中對應詞彙的權重來評估其相

關性，如果文件事實上與查詢問句相關，而其

所使用的索引詞彙並非是檢索詞彙而是檢索詞

彙的同義詞，則該文件無法被檢索出來。一個

可能的解決方案即是擴展查詢問句，亦即加入

更多的相關詞彙以提供足夠的資訊。因為選擇

適當的檢索詞彙並不容易，查詢問句的建構與

擴展已被廣泛地研究。查詢問句的擴展通常都

以使用者提供的檢索詞彙為基礎，原始查詢問

句的檢索效益如果不好則可以追加更多詞彙。

查詢問句擴展可以利用相關回饋或是知識架

構：相關回饋是以初次檢索結果為基礎的查詢

問句擴展，但其效益是隨著原始查詢問句、排

序的公式及相關詞彙的數量、初次檢索結果的

品質而改變；以知識架構為基礎的查詢問句擴

展並不依賴檢索結果，普遍多以統計或是以語

料庫為基礎。索引典中詞彙的同義詞可用以擴

展查詢問句，所謂的同義詞可指十分相關的詞

彙，亦可謂於文法上或語意上完全可相互取代

的詞彙。Gauch 與 Smith於 1993年的研究指出，

以線上索引典修飾查詢問句，對檢索結果有所

提升。(註 5) 

索引典為一語意上相關的控制詞彙之集

合，其涵蓋範圍通常以特定學科領域為主。索

引典明確地整合概念，以詞彙上的控制來轉化

文件所使用的自然語言，亦可對映索引者組織

文件資訊所用的索引詞彙與檢索者表達其檢索

需求所使用的檢索詞彙。對於索引典而言，最

重要的考量為持續的更新及校訂，但龐大的經

費及管理支援更為索引典建構及維護所不可或

缺的。近來資訊科技的輔助，許多作業可交由

電腦執行，一方面加快速度，一方面降低成本，

更發展出許多索引典建構的方法與技術。最傳

統的方式是利用人工建立一詳細的語意對照

表，此方式得付出大量的勞力與時間，多數用

以建構專門學科領域的索引典。另一方法為再

利用既有的線上詞典，例如 WordNet 或

Longman，以其為基礎加以建構或重組，當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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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最受重視的是自動化的程序。以下說明索引

典的建構方式。  

(一) 人工建構索引典 

人工建構索引典的程序大致如下：(註 6) 

1. 詞彙之產生：盡量蒐集相關詞彙，如從字

典、辭典、書後索引或主題標目等，或是從

範圍更廣的索引典中，選取部分領域的詞彙

作基礎以擴展專門學科的索引典，或是由學

科專家制定詞彙。 

2. 詞彙之整合：詞彙產生的階段蒐集大量的詞

彙，需要經過整理與合併的程序。首先必須

整合從不同來源擷取的詞彙，接著合併同義

詞與近同義詞，再挑選各概念的代表詞彙。

這樣的程序應產生二種詞彙，敘述語

(Descriptor)及款目詞 (Entry Term)，其中敘

述語為權威詞彙組，款目詞為引導至適當敘

述語的詞彙。 

3. 詞彙之分類：在代表主題領域的主要敘述語

決定之後，這些詞彙皆必須依其內容意義再

做邏輯的分類，其目的在於合併同一類之詞

彙以方便檢索。同樣的，不同類別中的詞彙

彼此有所關聯者亦應建立連結。分類有許多

方式，可向學科專家諮詢，或集合各領域的

專家共同協商討論。另一方法為蒐集該學科

領域的文件，以統計的方式分析詞彙的關

聯。 

4. 階層關係之建立：索引典中有兩種不同的語

意關係模式，其一為階層式關係。若 A 包

含 B，A 是 B的廣義詞(Broader Term, BT)，

相反地，B 是 A 的狹義詞(Narrower Term, 

NT)。使用者可經由這樣的階層架構找到更

適用的詞彙。 

5. 並行關係之建立：第二種語意關係模式則為

並行的關係。並行關係應包括兩種：等同關

係與關聯關係。凡具有等同關係的詞彙，彼

此在概念上是相同或是在用法上是相同

的；關聯關係是指兩詞彙從索引與檢索角度

考量需要相互關聯的一種關係。 

(二) 合併既有索引典  

索引典合併即是將一索引典整合入另一索引

典，其包含索引典之詞彙與架構的合併。此方

法的源起主要是因為有些資訊檢索系統使用多

個索引典，或是有些不同的資訊檢索系統所涵

蓋的領域相似，且由於學科領域彼此之間的相

互涵蓋與整合使得不同的索引典亦具有涵蓋相

似領域範疇的情形。索引典合併的目的一方面

在於提升檢索效益，一方面則是為達到整合語

彙及擴展特殊領域的目的。 

Rada、Mili 及 Martin 是首先研究索引典合

併之學者。Svenonius 及 Paice 也著手於類似的

問題，整合多部索引典的線上相關詞彙系統。

合併既有索引典的研究多為著重索引典架構的

呈現方式、相關詞彙類別的對映以及發展自動

合併機制，以期能處理大量資料並提升效率。(註

7)有關索引典合併的程序，大致包含下列各步

驟：(註 8) 

1. 資料模型之統一：索引典就有如一資料庫，

不同的索引典可能使用不同的資料模型或

概念架構，若所有索引典皆以相同的資料模

型及架構呈現，則合併的過程將很簡單，故

必須先統一索引典內容與架構的呈現模式。 

2. 等同詞彙之擷取：此階段的方針為將不同索

引典中描述相同概念的詞彙擷取出來。我們

稱這些詞彙為等同詞彙。每一類別的等同詞

彙應合併為新的詞彙。 

3. 索引典架構之修正：索引典之間因架構的不

同，有些會違反所期望的性質，如階層關係

的不對稱、或是對於相同概念給予不同之名

稱，這些必須於此階段中修正之。 

4. 整合：當等同詞彙皆擷取，且架構上的衝突

也修正後，即可進行兩索引典之整合。 

在索引典合併的過程中最主要的難題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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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等同詞彙，一般的方法是先建立一個以結

構特徵為基礎的概念或物件的相似模型。

Gotthard、Lockeman 及 Neufeld 應用 E-R資料模

型呈現索引典架構，計算資料模型中的「性質」

(Property)欄位的交點(Intersection)，以此擷取兩

索引典概念相似之詞彙。(註 9) Panoudakis 利用

計算詞彙間的距離擷取兩索引典描述相同概念

的詞彙，索引典中每一個類別依其所在階層的

深度設定權重，將該兩詞彙未共現之類別的權

重加總，即為兩詞彙之詞彙距離。(註 10) Mili

與 Rada 的研究基於詞典的相似性擷取相似詞

彙，其利用一簡單的去詞尾演算法結合一些相

關的索引典架構及詞彙關係，並基於階層關係

定義一測量兩詞彙距離的方法，雖然 Mili 與

Rada 主要的目的是用以做為文章與查詢問句的

對映而非計算詞彙之相似性，但其方法亦可應

用於詞彙相似性的計算。(註 11) 

(三) 自動建構索引典 

自動建構索引典通常以語料庫為基礎，其方

法為計算文件內容將詞彙歸納成索引典。例

如，Evans由文件擷取複合名詞片語清單以建構

階層式索引典，其能概略地反應出詞彙的關係。 

 Crouch 利用詞彙於文件中出現的資訊建

立語意關係，將文件依彼此相似之程度聚引為

小型的集合，其中，若兩文件所共用的相同詞

彙數量到達某一標準，則將該二文件視為相

似。文件聚引之後，接著詞彙再依於各文件集

中出現的資訊進行聚引分群。由於文件的聚引

分群是利用 Complete-link方法，故需要密集的

計算。其研究的假設為：「如果詞彙經常一起出

現在同一篇文件中，則兩詞彙為相關。」但該

假設若應用於文件長度較長的語料庫可能會產

生問題，且同義詞也不一定永遠共現。(註 12) 

 兩 詞 彙 於 語 彙 上 的 共 現 (Lexically 

Co-occur)是指二詞彙於文件中一起出現的範圍

侷限於較小的距離，如共現於 k 個詞彙大小的

文字框之內。以質的方面探討，考量兩詞彙經

常於很接近的距離內共現，比兩詞彙經常共現

於同一篇文件更具有意義；以量的方面探討，

則以文字框為範圍所取得之共現事件數量一定

比以文件為範圍之共現事件數量多。若其目的

在於獲得特定詞彙的資訊，我們相信語彙上的

共現可做為以統計方式建構索引典的基礎。 (註

13) 

 Crouch研究的另一個不同的地方為，索引

典之類別是將詞彙以 Complete-link進行聚引時

建構而得，詞彙與相關詞彙相互聚集，但該語

意空間難以決定類別範圍的界線：若每個類別

分得太小，有些詞彙將與相同主題的詞彙分

開；若類別太大，則不同主題的詞彙將被迫分

在同一類別中，因此不適當的類別大小皆可能

分開相近意義的詞彙或聚集意義相去較遠的詞

彙。(註 14) 

Salton 與 McGill以及 Qiu 與 Frei利用原本

用以測量文件間相似性之標準「詞彙 —文件」

矩陣以定義詞彙之間的相似性，並藉以自動建

構索引典。詞彙以高維度向量表示，而該向量

是由詞彙於文件中的出現頻率產生。Qiu 與 Frei

則是利用 Cosine 相似性測量值擷取相關詞彙以

進行查詢問句擴展，然而，由於詞彙向量的維

度甚高，計算詞彙間相似性的複雜度則受語料

庫大小影響。但可確定的是，語彙上的共現比

文件頻率具有更多資訊決定詞彙間的相似性。

(註 15) 

 

三、同義詞典的設計與建構 

索引典是經由慎密的設計並耗費龐大的成本所

建構而成，即使是專門學科領域的索引典，其

詞彙資源也有相當龐大的數量，再加上繁複的

詞彙關係與嚴謹的階層架構，使得索引典的更

新工作更顯得艱鉅難以實行。然而，各學科領

域的持續發展，新的研究主題不斷出現，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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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亦不斷地產生，其增加的速度不是索引典

以人工方式更新之速度所能趕得上的，因此為

求發揮索引典詞彙資源的價值，並彌補詞彙內

容不夠新穎之缺憾，可利用另一詞彙資源扮演

輔助的角色。 

除了索引典之外，另一重要的詞彙資源應為

同義詞典，由於同義詞典可將概念相同之詞彙

相互聚集，不受詞彙本身的表面形式所限，並

網羅該概念之下可能的詞彙，故對於使用者查

詢問句的擴展亦有極大的幫助。英文的同義詞

典如 Roget’s  Thesaurus 已於資訊檢索方面的應

用有所發揮，但反觀中文方面，並無普遍的索

引典或同義詞典資源可供使用。目前雖有大陸

學者梅家駒以人工的方式所建構之「同義詞

林」，但其目的在於提供一同義詞詞語資料庫，

以便於寫作及翻譯時詞彙的挑選，內容以現代

漢語語詞為主，除了一般的詞彙、成語之外，

亦收錄一些方言詞、古語詞等，且除了同義詞

的分類外，亦將同類詞涵括在內，將同一詞義

範疇之所有相關詞彙盡皆收錄，其收詞總數近

七萬個詞彙。若是以檢索科技文獻資料或其他

專門學科資料的目的而言，則「同義詞林」並

不適用。 

為求建立一科技研究領域方面之同義詞典

資源，本研究以科資中心之研究報告摘要資料

庫為實驗文件資料庫，利用統計之方法，擷取

文件資料庫中詞彙間的關係及詞彙之重要性等

資訊，自動建構科技領域之專門同義詞典，期

能網羅該領域重要之詞彙，並加以分類聚引，

以提供既有索引典所缺漏之詞彙。本研究期望

所發展之同義詞典自動建構之方法，能達到一

定的效益，則其他學科領域之索引典的應用及

查詢問句的擴展，即可參考該模型自動建構同

義詞典，以輔助索引典新穎詞彙的補充並提供

更豐富的詞彙資源。以下說明建構的步驟，流

程請參見圖一。 

文件資料庫

斷詞

斷詞修正

去除停用字

計算詞彙頻率

原始詞彙清單

(Original List)

成對詞彙清單
(Word Pair List)

詞彙頻率清單

(Term Freq List)

擷取共現資訊

計算詞彙相關係數

合併相關詞彙

計算詞彙群相關係數

合併詞彙群

群內詞彙
數量大於n

終止合併

是

否

圖一、同義詞典建構之流程 

（一）詞彙的擷取 

1. 文件資料庫的選擇 

由於我們希望取得有關科技學科領域之相關詞

彙，故直接使用科資中心「中華民國科技研究

報告摘要資料庫」為實驗文件資料庫，一方面

其具備豐富的詞彙資源，另一方面其使用的詞

彙最能反應該領域使用者的資訊需求。「中華民

國科技研究報告摘要資料庫」的文件性質為書

目摘要，故包含許多欄位如「題名」、「作者」、

「中文關鍵字」、「英文關鍵字」、「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全文檢索」等等，依建構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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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典之目標，於本研究中只保留「中文關鍵字」

與「中文摘要」兩個欄位，做為同義詞典建構

之詞彙來源。 

2. 斷詞及錯誤的修正 

中文詞與英文詞最大的差異在於中文的詞彙與

詞彙之間並無空白，因此要從文件中擷取詞彙

必須先經過斷詞的程序將詞彙相互區隔。本研

究利用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研究所自然語

言處理實驗室發展之斷詞程式，將科資中心研

究報告摘要資料庫中的「中文摘要」欄位進行

斷詞。由於斷詞之結果仍有錯誤，可能因斷詞

程式使用之詞典未包含科技領域專有詞彙，使

得許多詞彙因錯誤的判斷或無法判斷而過度分

割，因此為了修正錯誤，則於斷詞之後，再利

用文件資料庫的「中文關鍵字」欄位以及「中

文標題表」的詞彙進行比對，將不應該斷開的

詞彙重新合併，期能修正斷詞程式不足之處。 

3. 英文詞彙的處理 

由於中文摘要通常有中英文夾雜的狀況，而本

研究採用之斷詞程式將中文摘要斷詞之後，英

文詞彙則被分割為一個個英文字母而非完整的

詞彙，且英文字串中亦包含數學運算符號或其

他特殊符號，導致辨識上的紊亂，為求詞彙聚

引實際施行之效率與品質，最後決定本研究的

實驗忽略英文詞彙不予處理。 

（二）標點符號的處理 

由於詞彙的共現資訊是利用逐字移動的文字框

擷取，而擷取的範圍以句子為單位，亦即文字

框不跨越句子，因此利用文件中的標點符號區

隔句子。在中文文件的內容描述中，不同的標

點符號對文句有不同程度的區隔，如句號、驚

歎號、問號等符號前後的文句為比較完整的句

子，因此可以直接做為區隔的標記；本研究亦

將逗號視為句子之區隔符號，原因是中文常有

短句的現象；而如頓號、冒號等符號，則有例

舉、包含等意義，故其前後的文句為不完整的

句子，因此不做為區隔句子的標記。故本研究

考量各種標點符號對於文句結構的區隔程度，

於擷取共現資訊之前，先對不同的標點符號做

適當的處理： 

l 若遇以下所列標點符號，則以空行區隔前後

文句之詞彙：「，」逗號、「。」句號、「！」

驚歎號、「？」問號 

l 若遇以下所列標點符號，則不區隔之：「、」

頓號、「；」分號、「：」冒號、「（【『「” … .  」

各式引號、「1.2.3. (1)(2)(3) ※◎….」各式

項目符號 

 

（三）停用字表(Stop List)的建立 

由於本研究建構同義詞典的目的在於聚集概念

相關之詞彙，並區別概念相異之詞彙，以提供

更多相關詞彙輔助檢索，且本研究是利用詞彙

共現之資訊進行詞彙之分群，若一些出現頻率

較高但不具檢索價值的詞彙亦加入相關詞彙的

判斷，將會混淆詞彙群之主題概念，對輔助檢

索的效益造成傷害，故必須於聚引進行之前，

把不具檢索價值的詞彙先行剔除。這些不具檢

索價值之詞彙稱為停用字(Stop Word)，如文章

中的介係詞、代名詞、語助詞等等。西文資訊

檢索的相關研究已建立停用字表，可從網路上

取得，然而，中文檢索方面目前尚缺少標準的

停用字表，因此本研究參考英文停用字表之內

容以及實驗文件資料庫中出現頻率極高的詞

彙，建立一中文停用字表。由於所挑選之實驗

文件資料庫為科技研究報告文件，故更進一步

將代表一般概念而非學科領域中較具專指意義

之詞彙加入停用字表，如「本研究」、「近年來」、

「學年度」…等。 

（四）成對詞彙清單的建立 

從文件資料庫中擷取之詞彙，經由去除停用字

之後，以每一行只顯示一個詞彙的形式建立初

始詞彙清單 (Original List)，該清單中詞彙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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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仍保持與原來文件相同之先後順序。接下

來 則 以 大 小 為 3 個 詞 彙 的 文 字 框 (Text 

Window)，從清單的最頂端一次框取連續的三個

詞彙，將文字框內的詞彙兩兩組成一成對詞

彙，列為成對詞彙清單(Word Pair List)，而文字

框再往下移動一個詞彙，亦即以逐字移動的方

式框選詞彙以取得共現資訊。需注意的是，基

於標點符號的處理原則，初始詞彙清單中會有

空行區隔分屬不同文句之詞彙，因而文字框的

移動若遇空行則從空行之下一個詞彙重新框取

詞彙，亦即文字框不跨越空行。 

（五）詞彙相關係數的計算與詞彙群的產生 

1. 相關係數之計算 

(1) 詞彙相關係數(Term_Sim) (註 16) 

詞彙聚引的過程必須利用相關係數計算詞彙之

間的相關性，本研究為整合建構詞彙資源，實

驗文件經斷詞並擷取詞彙之後，使用 Peat 與

Willet的實驗公式計算詞彙之 Cosine相關係數： 

)()(

),(

bFaF

baF

×
 

其中 F(a,b)為同時包含詞彙 a 和 b的文件數量。 

F(a,b)表示詞彙 a 與詞彙 b共現頻率，共現頻率

不可能大於兩詞彙中任一者的文件頻率。舉例

說明，文件集合中若詞彙 a 出現 50 次，詞彙 b

出現 100 次，則兩詞彙一起出現的次數最大不

可能超過 50次，因此，無論何種相關係數，當

F(a,b)=min{F(a), F(b)}時，可得最高的相關係數

值。但若再加上詞彙 a 與詞彙 b 的文件頻率相

等的條件，即產生相關係數最大值 1。以本研究

應用的 Cosine 係數為例，若詞彙 a 與詞彙 b 的

文件頻率皆為 50，且兩詞彙的共現頻率又為

min{F(a),F(b)}=50，則相關係數的上限為 1： 

Cosine(a,b)≦
)()(

)}(),(min{

bFaF

bFaF

×
=

5050

50

×
= 1 

因此相關係數值受 F(a)與 F(b)兩數值所影響，

當min{ F(a), F(b)}時，有三種可能情形： 

(a) 當 F(a) = F(b)，則 Cosine(a,b) ≦ 1.0 

(b) 當 F(a) < F(b)，則 Cosine(a,b) ≦ 

 
)()(

)}(),(min{

bFaF

bFaF

×
=

)()(

)(

bFaF

aF

×
=

)(

)(

bF

aF
 

隨著 F(b)值減少且愈接近 F(a)，相關係數值

將增加且愈接近 1.0。 

(c) 當 F(a) > F(b)，則 Cosine(a,b)≦ 

 
)()(

)}(),(min{

bFaF

bFaF

×
=

)()(

)(

bFaF

bF

×
=

)(

)(

aF

bF
 

隨著 F(a)值減少且愈接近 F(b)，相關係數值

將增加且愈接近 1.0。 

當 F(a)與 F(b)相等則可得 Cosine(a,b)之最

大值，其意味著依據 Cosine 相關係數則將聚集

頻率相近之詞彙，也就是說，若某詞彙與原指

定詞彙最為相似，則該詞彙出現頻率必與原指

定詞彙之頻率不相上下，亦即擴展的詞彙與原

檢索詞彙有相似的詞彙頻率。 

但由於本研究採用之詞彙共現範圍為固定

大小之文字框，於兩詞彙共現頻率之計算上，

將因文字框逐字移動而重覆計算詞彙共現之次

數，因此兩詞彙共現之頻率可能比詞彙個別出

現頻率的最小值還高，亦即 F(a,b)＞min {  F(a), 

F(b)}，故所計算出之詞彙相關係數 Cosine值可

能大於 1。 

(2) 詞彙群相關係數(Set_Sim) 

詞彙群與詞彙群之間相關係數的計算，也是基

於 Cosine 相關係數，計算兩詞彙群內各詞彙之

間整體的相關係數以判斷兩詞彙群的相關程

度。詞彙群相關係數(Set_Sim)的計算只將原分

屬於不同詞彙群之詞彙，兩兩計算詞彙相關係

數(Term_Sim)，而不再計算屬於同一詞彙群中詞

彙之間的相關係數。接著以算術平均數整合詞

彙相關係數，做為二詞彙群之間的相關係數

Set_Sim。舉例說明，假設有二個詞彙群A={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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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B={c, d}，將分屬於不同詞彙群之詞彙兩兩計

算其詞彙相關係數，以求得詞彙群相關係數，

公式如下： 

Set_Sim(A,B)= [Term_Sim(a,c)+Term_Sim(a,d)+ 

 Term_Sim(b,c)+Term_Sim(b,d)]/ 

 [(A詞彙數)*(B詞彙數)] 

(3) 相似詞彙合併之程序 

(a) 第一次合併：相似詞彙之合併 

首先將從文件資料庫擷取之所有單一詞彙

設定為初始詞彙群，亦即每個詞彙群中只包

含單一詞彙，且該詞彙清單以詞彙於原文件

中之先後順序排列，用文字框取得詞彙共現

資訊，再以相似係數Term_Sim計算兩兩詞

彙之相關係數，並建立兩兩詞彙與其相關係

數值之清單，依相關係數值以遞減排序之。

接著以清單中相關係數值從最高的一組循

序向下，依據門檻值將詞彙兩兩合併為詞彙

群： 

l 若成對詞彙之相關係數大於預設之門

檻值，則進一步檢查該二個詞彙是否已

被併入其他既有的詞彙群中，若其中無

任一詞彙已存在既有的詞彙群，則將該

成對詞彙合併為一新的詞彙群；若發現

其中任一詞彙已存在於既有的詞彙

群，則進一步檢查該成對詞彙的另一詞

彙與該詞彙群的其他成員之詞彙相關

係數是否亦超出門檻值，若全部皆大於

門檻值，則將未存在於既有詞彙群之詞

彙併入該詞彙群中。舉例說明之：成對

詞彙 pair(e,g)之相關係數超出門檻值，

且發現詞彙 e 存在於既有的詞彙群

{a,d,e}中，進一步檢查 Term_Sim(a,g)、

Term_Sim(d,g)是否超過門檻值，若皆超

過，則將詞彙 g併入該詞彙群成為新的

詞彙群{a,d,e,g}，但只要其中一個相關

係數未超過，即不合併。 

l 若成對詞彙之相關係數小於預設之門

檻值，表示兩詞彙沒有明顯相關，所以

不合併而令兩詞彙分別保持為單一詞

詞彙群，再進一步檢查該二個詞彙是否

已被併入詞彙群中，再將已存在於既有

的詞彙群中的單一詞詞彙群除去。 

(b) 第二次與第三次合併：相似詞彙群之合併 

於單一詞彙之合併程序之後，進一步進行詞

彙群與詞彙群之間相關係數的比較，再合併

相關係數高的詞彙群，以逐漸擴大詞彙群之

大小並縮減詞彙群之數量。詞彙群與詞彙群

之間的相關係數的計算，先將前一次相似詞

彙合併之結果，分成新合併之詞彙群以及未

合併之詞彙群兩部分：  

l 新合併之詞彙群：每一階段的詞彙群合

併只利用新合併之詞彙群這部分進行

下一階段的詞彙群合併。每個新合併詞

彙群以群內兩兩詞彙相關係數之平均

值為該詞彙群的群內詞彙相關係數。而

詞彙群相關係數的計算，一方面考量計

算量的龐大，一方面考量兩詞彙群之群

內詞彙相關係數若相差懸殊，則不相關

的詞彙可能因此合併於相同詞彙群

內，故詞彙群的相關係數比較即以分組

的方式進行，也就是先依各詞彙群的群

內詞彙相關係數排序，由高至低平均分

成數組，組內詞彙群數量控制在小於

1000的範圍內，再將每組中所有詞彙群

兩兩比較計算相關係數，分組的方式以

每組詞彙群數量平均、群內詞彙相關係

數相近為原則 (由表一及表二分別表示

每次合併過程中詞彙組依相關係數分

組之情形)。最後依詞彙群相關係數遞

減排序之，接著以清單中相關係數值從

最高者循序向下，依據門檻值將詞彙群

合併為新的詞彙群，合併之原則與第一

階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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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未合併之詞彙群：由於第一階段的相似

詞彙合併結果之單一詞彙與其他詞彙

並無明顯之相關係數，故判斷這些單一

詞詞彙群本身代表獨立之概念，因而保

持其為同義詞典中的單一詞彙之詞彙

群。第二階段的合併結果中未合併之詞

彙群，是由於詞彙群與其它詞彙群沒有

明顯相關，故保持第一階段相似詞彙合

併結果的狀態，第三階段之未合併詞彙

群可類推之。 

 

表一、第二次合併之詞彙群分組情形 

組  別 累計數量 切點之相關係數 

0.75000~  1,001 0.750 

0.53500~0.75000  2,002 0.535 

0.41700~0.53500  3,003 0.417 

0.33800~0.41700  4,004 0.33800 

0.28000~0.33800  5,005 0.28000 

0.23400~0.28000  6,006 0.23400 

0.19000~0.23400  7,007 0.19000 

0.15200~0.19000  8,008 0.15200 

0.11200~0.15200  9,009 0.11200 

0.05000~0.11200  10,017 0.05000 

 

表二、第三次合併之詞彙群分組情形 

組  別 累計數量 切點之相關係數 

0.39670~ 658 0.39670 

0.02400~0.39670 1,316 0.02400 

0.01617~0.02400 1,974 0.01617 

0.00975~0.01617 2,632 0.00975 

0.00175~0.00975 3,289 0.00175 

 

（六）詞彙相關係數之門檻值 

於第一階段相似詞彙合併的程序中，原本的政

策為求合併成功之詞彙群有較明顯之相關係

數，以較高的門檻值(0.268)，將合併的結果控

制在二詞詞彙群占所有合併後詞彙群的四分之

一，但於下一階段的詞彙群合併進行時，發現

過多的單一詞詞彙群無法進一步的合併，將導

致同義詞典之詞彙群數量過多而詞彙群群內詞

彙過少，故修改第一階段相似詞彙合併之門檻

值，將其降低為 0.05，把合併結果控制在二詞

詞彙群占所有合併後詞彙群的二分之一。第二

階段與第三階段相似詞彙群合併所設定之門檻

值分別為 0.00167與 0.0005，將合併結果控制在

新合併的詞彙群數量為前一階段新合併詞彙群

數量的二分之一。 

 

四、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建構之同義詞典，由圖二可見其組成架

構共分為四層。最底層也就是第一層為尚未做

詞彙聚引的狀態，在第一層中每個獨立詞彙皆

視為一個詞彙群，也就是第一層的詞彙群皆為

單詞詞彙群，共有 22,584個詞彙群。經由第一

次詞彙群相似係數的計算及詞彙群的合併之

後，產生同義詞典第二層中新的詞彙群組合，

其中 37%的單詞詞彙群與其他詞彙群無顯著相

關，故仍保持為單詞詞彙群。 

 

 

 

 

 

 

 

圖二、同義詞典架構 

 

第一次合併之後產生同義詞典第二層新的

詞彙群組合，詞彙群數量共有 18,270 個詞彙

群，群內詞彙數最少有一個詞彙，最多有四個

詞彙，其中二詞詞彙群占最多約 45.79%，其次

--第一層
(22,584)

----------第三層
(3,289)

------第二層
(10,008)

----------------------第四層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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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單詞詞彙群占 45.19%，三詞詞彙群占

8.87%，四詞詞彙群占最少約 0.17%。 

第二次合併之後產生同義詞典第三層新的

詞彙群組合，詞彙群數量共有 14,981 個詞彙

群，群內詞彙數至少有一個詞彙，至多有六個

詞彙，其中單詞詞彙群為數最多占 55.09%，其

次依序為二詞詞彙群占 19.79%，三詞詞彙群占

18.03%，四詞詞彙群占 6.15%，五詞詞彙群占

0.92%，最少為六詞詞彙群占 0.02%。 

第三次合併之後產生同義詞典第四層新的

詞彙群組合，詞彙群數量共有 13,471 個詞彙

群，群內詞彙數至少有一個詞彙，至多有十二

個詞彙，其中並沒有包含七個詞彙的詞彙群，

而包含十二個詞彙的詞彙群只有一個，還是以

單詞詞彙群占最多 

約 61.26%，其次依序為二詞詞彙群占

22%，八詞詞彙群占 5.30%，九詞詞彙群占

4.09%，三詞詞彙群占 3.49%，十詞詞彙群占

1.48%，四詞詞彙群占 1.24%，五詞詞彙群占

0.73%，十一詞詞彙群占 0.30%，六詞詞彙群占

0.08%。 

第四層的群內詞彙數量最多至十二個詞

彙，但只有一個詞彙群，該詞彙群的內容為「主

從式、多處理器、硬體架構、扼要、電光效應、

敘述、亞熱帶、熱帶、涵、蓋、固體力學、範

圍」。 

同義詞典之詞彙群數量與群內詞彙數量的

關係，大致為群內詞彙愈少則詞彙群數量愈

多。有關詞彙群數量與群內詞彙數量的統計如

表三所示。 

由每個詞彙群內容發現，雖然詞彙的擷取

過程中，斷詞的結果雖然以「中文標題表」與

文件資料庫中「中文關鍵字」欄位的詞彙修正，

但仍有許多詞彙過度分割的錯誤。一些被過度

分割的詞彙，由於共現頻率高，所以仍被分入

相同的詞彙群內，如第四層中的詞彙群「中樞

神經細胞、舌下、走、迷、神經、切斷、考中、

思、念、概、傳授」，其中「走、迷、神經」為

「迷走神經」的過度分割，「念、概」則為「概

念」的過度分割。各層次的詞彙群中亦有內容

為多個單字詞所組成，例如：「凶、鎬、硤、覿、

箴、奸、淙、紲、嵬、裰」，「悔、豳、帽、僧、

瓣、痞、朅、餗、謖、朐」，「胡、索、腓、喭、

囹、龕、喝、衁、蘀、洼」，其可能因過度分割

或是中文編碼的錯誤所造成，這類詞彙群內容

實際上不具意義，故自動建構同義詞典需要有

好的斷詞品質。同義詞典詞彙群與詞彙相關係

數可參考表四。 

雖然科資中心的研究報告摘要資料庫的文

件總數量共 11,875 筆記錄，但由於其性質為摘

要資料庫，每篇文件長度較短，且各文件的主

題過於分散，所提供的詞彙共現資訊樣本較有

限，直接影響詞彙聚引的品質。另外，文件主

題除了過於分散之外，亦有分配不均的狀況，

有些主題的文件數量較多，因此提供之共現資

訊較為豐富，該主題相關詞彙彼此的相關係數

較高，較能聚集於同一詞彙群；而有許多主題

的文件過於零星，即使擷取出來的詞彙實為相

關，但也因為文件數量太少而共現資訊貧乏使

得這些相關詞彙被迫分散於不同的單詞詞彙群

內。  

科資中心的研究報告摘要資料庫內容詞彙

的專指性(Specificity)極高，斷詞程式使用的詞

庫無法涵蓋科技領域的專門詞彙，使得許多詞

彙因錯誤的判斷或無法判斷而過度分割。雖然

本研究於斷詞之後，再利用文件資料庫的「中

文關鍵字」欄位以及「中文標題表」的詞彙進

行比對，將不應該斷開的詞彙重新合併，以修

正斷詞的錯誤狀況，但是基本上「中文關鍵字」

欄位提供的詞彙有限，而「中文標題表」的詞

彙亦無法滿足科技學科領域詞彙的專指性，故

斷詞結果的品質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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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同義詞典詞彙群數量與群內詞彙數量 

 

 初始 第 1次合併 第 2次合併 第 3次合併 

一個詞彙 22,584 8,253 8,253 8,253 

二個詞彙 0 8,366 2,964 2,964 

三個詞彙 0 1,620 2,701 470 

四個詞彙 0 31 922 167 

五個詞彙 0 0 138 99 

六個詞彙 0 0 3 11 

七個詞彙 0 0 0 0 

八個詞彙 0 0 0 714 

九個詞彙 0 0 0 551 

十個詞彙 0 0 0 200 

十一個詞彙 0 0 0 41 

十二個詞彙 0 0 0 1 

合併後詞彙群總數量 22,584 18,270 14,981 13,471 

合併之新詞彙群數量 22,584 10,008 3,289 1,507 

 

 

表四、同義詞典詞彙群內容範例 

第四層詞彙群 

第三層詞彙群 第三層詞彙群 

第三層之 

兩詞彙群相關係數 

星座 流年 算命 撲克牌 1.00000 

綽 猱 紏 梲 0.70700 

奸 淙 紲 嵬 裰 0.66667 

打家劫舍 擄人勒贖 走私 販毒 0.62500 

凶 鎬 硤 覿 箴 0.61783 

朱 鎔 江澤民 接班人 0.55600 

剋 啣 薏 闥 0.53025 

郊 眢 虯 藚 0.52625 

冥 歠 閽 藇 龠 0.52017 

山莊 錦繡 別墅 碧瑤 中國城 0.52017 

宮溪 爺 箛 纊 0.4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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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同義詞典詞彙群內容範例（續） 

第四層詞彙群 

第三層詞彙群 第三層詞彙群 

第三層之 

兩詞彙群相關係數 

剋 啣 貉 坰 0.42675 

匈牙利 波蘭 保加利亞 捷克 南斯 0.42150 

痞 朅 餗 謖 朐 0.40283 

叭 秫 郃 滁 酇 0.39233 

三井 三菱 主權 權為 0.38075 

大提琴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小提琴 絃樂器 0.37067 

朕 蓐 饑 欖 緒 0.35567 

左營 舊城 遺址 高雄女中 新化高中 0.35350 

耍 秠 頹 蠣 髟 0.34350 

小姐 歐錦綢 朱綺鴻 執筆 0.33525 

恥 餼 駱 嵎 檖 0.31900 

清教徒 湯瑪斯 德 謝波 0.31800 

右方 箭頭 看到 左方 蘊含 0.31567 

詛 灞 藪 冏 瘳 嶇 0.31422 

剋 啣 郅 蓺 脹 0.30933 

下級 軍官 士兵 出身 黃埔 0.28867 

臣 君 忠良 結構力學 0.28850 

幻 妄念 動作 寫實 魔 0.27200 

相位圖 顯明 雲母片 絹 0.26525 

剋 啣 冥 歠 0.25000 

約翰 斯頓島 特等 褔 劇作 0.25000 

戌 參軍 果毅 都尉 0.25000 

冥 歠 貉 坰 0.25000 

進香 團契 廟 翻新 0.25000 

悔 豳 餗 謖 朐 0.25000 

倉 頡 逃離 惶 0.24625 

艾森豪 國務卿 杜勒斯 議請 0.24625 

八旗 貴族 建隆 莊 0.24075 

卿 勞勃森 諸寺丞 掾 吏 0.22567 

心房 右 心室 左 0.2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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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同義詞典詞彙群內容範例（續） 

第四層詞彙群 

第三層詞彙群 第三層詞彙群 

第三層之 

兩詞彙群相關係數 

牧師 劍橋 偉大 新英格蘭 0.21650 

文人畫 詩 衿 篚 0.21350 

囹 龕 喝 衁 蘀 洼 0.21267 

出乎 意料 弗洛 笙 0.21250 

果皮 廚 果皮厚度 結子 0.20400 

桎 离 薛 嵬 裰 0.20400 

文彥 召 博 曾琇瑱 0.20100 

玩具 鞋業 餅乾 糖果 0.18100 

衣 鼖 店 餐廳 0.18000 

赤字 盈餘 帳 餘額 經常 0.17883 

 

 

五、結論與建議 

以目前網際網路的發展，資訊的探求與搜尋對

使用者益形重要，若是資訊檢索系統能以簡易

的程序提供所需的資訊，是一般使用者的期

望，也是資訊檢索研究者努力的目標。就技術

層面而言，提升資訊檢索系統效能的方法很

多，本文從使用者提出查詢問句的角度切入，

在擴展查詢問句的基礎上，提出自動建構查詢

問句擴展的資源 —同義詞典、索引典。然而，

索引典或是同義詞典通常是與文獻的主題領域

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本文提出的作法也有其

限制。本研究在許多條件與限制之下，只能反

應在限定的實驗環境下所得之實驗結果，無法

直接推論至其他的檢索環境。 

本研究使用的實驗文件資料是經過國科會

科資中心授權取得的「中華民國科技研究報告

摘要資料庫」，性質上屬於學術專門論文報告，

且為書目資料而非全文資料，因此除了詞彙意

義過於專門或國於複雜之外，文件長度不足對

於同義詞典建構所需之共現資訊的擷取亦有負

面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科資中心「研究報告摘要資料

庫」為實驗文件資料庫，將「中文摘要」欄位

斷詞後，依文件內容擷取詞彙共現資訊，計算

詞彙相關係數以聚引相關詞彙，再逐次合併相

關詞彙群，最後建構了一個架構為四層、有二

萬多個詞彙的同義詞典。雖然同義詞典詞彙群

內仍有因斷詞錯誤產生不具意義的詞彙，對擴

展查詢問句的檢索效益有負面的影響，但大致

上每個詞彙群多為相關於同一主題的詞彙集

合，群內詞彙彼此具有某種程度的相關。 

中文資訊檢索的研究涉及許多議題，包括

斷詞、索引、字串比對、檢索、評估方法等，

以下僅針對本研究未能克服的相關事項提供一

些建議： 

（一）實驗文件資料庫 

自動建構同義詞典最重要的因素為豐富的

文件資源。文件數量多是首要條件，而且以全

文資料庫為佳，因為以書目資料庫為詞彙擷取

對象，摘要內容過於精簡，能提供的共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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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全文資料較能反映詞彙在陳述某主題內

容所扮演的重要性與相關程度。另外，文件資

料庫中各類別的文件數量分佈均勻亦十分重

要，若某類文件數量多，能擷取的共現資訊較

豐富，計算出來的相關程度高，該類別的詞彙

較易被聚引，此將產生有些詞彙群內詞彙很

多，有些實際上相關的詞彙卻分散在單詞詞彙

群內的情形，因此同義詞典無法精確地反應該

學科領域的詞彙關係與分佈，擴展查詢問句的

輔助效果也因此受到限制，故自動建構同義詞

典必須著重文件資料庫內容及品質的篩選。 

（二）斷詞品質的提升 

中文與英文於資訊檢索上最大的不同為斷

詞的處理，英文詞與詞之間有空格區隔，而中

文詞彙之間並沒有特別的標示，因此即產生了

斷詞的問題。由本研究自動建構同義詞典的內

容發現有許多錯誤與雜訊，可能在一開始的斷

詞程序即產生，因斷詞程式使用之詞典未包含

文件資料庫專門的詞彙，使得許多詞彙因錯誤

的判斷或無法判斷而過度分割，因此若能克服

各學科領域專門詞彙的辨識問題，提升斷詞品

質，必能大幅降低同義詞典中的雜訊，同義詞

典的詞彙資源將會更豐富且正確。本研究的實

驗結果也顯出中文資訊檢索除了斷詞之外，因

語言的特性遭遇更多困難，如中文碼不統一、

繁簡異體字的使用、個人用詞習慣與文法上的

差異、翻譯詞彙不一致等，也都是中文斷詞發

展需要考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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