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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育平 / 銘傳大學

謝育平，“同位詞夾子:主題式分類詞庫萃取演算法”，2010 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
國際研討會，台灣大學，台北，2010年11月29-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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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詞類萃取問題

� 相關技術

同位詞夾子演算法� 同位詞夾子演算法

� 詞夾子相關應用

�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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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萃取問題
�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的「明清檔案」是明朝到清

朝間有關台灣的歷史資料，計三萬七千件全文資
料。

� 請問三萬七千件全文資料中提到哪些地名?哪些
人名?哪些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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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撫福建臣劉世明謹奏，為奏聞事。

竊照閩省地居濱海之地，…，如永安縣邢文明、連江縣
胡宗文、閩清縣蔣紹芳、福清縣楊一正，…。近據汀州
府歸化縣知縣張與朱稟稱，…，與將樂沙縣兩邑交界…、
准浙江督臣李衛密咨，…、浙江觀風整俗使蔡仕舳家人
吳姓，自山東地方相遇搭伴同行相好馬姓。…紫微星落
在福建，…，係山東巡察蔣洽秀家人告訴。…臣史貽直
遵旨回閩甄別屬員，在浙亦曾聞有咨查之事，到閩與臣
等商量，…，理合繕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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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地名? (語意型定義)

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院院長羅勇說:「所謂地名就
是『人們賦予某一特定空間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
理實體的專有名稱』」 。

…巡撫福建臣劉世明謹奏，為奏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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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照閩省地居濱海之地，…，如永安縣邢文明、連江縣胡宗文、
閩清縣蔣紹芳、福清縣楊一正，…。近據汀州府歸化縣知縣
張與朱稟稱，…，與將樂沙縣兩邑交界…、准浙江督臣李衛
密咨，…、浙江觀風整俗使蔡仕舳家人吳姓，自山東地方相遇
搭伴同行相好馬姓。…紫微星落在福建，…，係山東巡察蔣洽
秀家人告訴。…臣史貽直遵旨回閩甄別屬員，在浙亦曾聞有咨
查之事，到閩與臣等商量，…，理合繕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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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地名?(語法型定義)

何謂地名?我今天要到高雄來上班

我今天要到園桃來上班

到園桃市來送貨

到竹新市去逛街

得到一日三市的黃金店面

他要到竹新市來口試

你要到栗苗來找工作嗎

我今天要到高雄來上班

我今天要到園桃來上班

到園桃市來送貨

到竹新市去逛街

得到一日三市的黃金店面

他要到竹新市來口試

你要到栗苗來找工作嗎

到OO來

到OO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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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台市來出差

今天到北台市政府來洽公

到義嘉縣政府去送公文

…

到北台市來出差

今天到北台市政府來洽公

到義嘉縣政府去送公文

…
…巡撫福建臣劉世明謹奏，為奏聞事。

竊照閩省地居濱海之地，…，如永安縣邢文明、連江縣
胡宗文、閩清縣蔣紹芳、福清縣楊一正，…。近據汀州
府歸化縣知縣張與朱稟稱，…，與將樂沙縣兩邑交界…、
准浙江督臣李衛密咨，…、浙江觀風整俗使蔡仕舳家人
吳姓，自山東地方相遇搭伴同行相好馬姓。…紫微星落
在福建，…，係山東巡察蔣洽秀家人告訴。…臣史貽直
遵旨回閩甄別屬員，在浙亦曾聞有咨查之事，到閩與臣
等商量，…，理合繕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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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類萃取問題

詞類萃取問題(D，C)={t1,t2,t3,…}

� 給定一個文件集合D

� 設定一個詞類C

� 從文件萃取所有屬於該詞類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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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明清檔案，地名)
(明清檔案，人物)
(紅樓夢，服飾)
(西遊記，神怪)
(聊齋誌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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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詞類萃取問題

� 相關技術

同位詞夾子演算法� 同位詞夾子演算法

� 詞夾子相關應用

� 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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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技術
� 指導性學習指導性學習指導性學習指導性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

– 使用大量樣本大量樣本大量樣本大量樣本學習目標模型，然後使用該模型來分辨該詞類。

– 例如:馬可夫鍊、決策樹、最大熵值法、支持向量機、條件
隨機域等。

� 半指導性學習半指導性學習半指導性學習半指導性學習（Semi-supervised Learning）

– 使用少量樣本少量樣本少量樣本少量樣本學習目標模型，然後使用該模型來分辨該詞類，
將分辨結果接受指導修正，再次進行學習，如此反覆訓練反覆訓練反覆訓練反覆訓練完
成目標模型，用來分辨該詞類。

– 例如:正規表達法、書名、作者名。

� 不需指導性學習不需指導性學習不需指導性學習不需指導性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

– 不使用任何樣本不使用任何樣本不使用任何樣本不使用任何樣本進行處理。

– 事先透過詞類特性來設計模型，用來分辨該詞類。

– 使用分群技術來處理詞彙，事後使用人來命名詞類。

– 例如:PAT-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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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詞類萃取問題

� 相關技術

同位詞夾子演算法� 同位詞夾子演算法

� 詞夾子相關應用

�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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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類萃取問題

詞類萃取問題(D，C)={t1,t2,t3,…}

� 給定一個文件集合D

� 設定一個詞類C

� 從文件萃取所有屬於該詞類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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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明清檔案，地名)
(明清檔案，人物)
(紅樓夢，服飾)
(西遊記，神怪)
(聊齋誌異，女性)

…巡撫福建臣劉世明謹奏，為奏聞事。

竊照閩省地居濱海之地，…，如永安縣邢文明、連江縣
胡宗文、閩清縣蔣紹芳、福清縣楊一正，…。近據汀州
府歸化縣知縣張與朱稟稱，…，與將樂沙縣兩邑交界…、
准浙江督臣李衛密咨，…、浙江觀風整俗使蔡仕舳家人
吳姓，自山東地方相遇搭伴同行相好馬姓。…紫微星落
在福建，…，係山東巡察蔣洽秀家人告訴。…臣史貽直
遵旨回閩甄別屬員，在浙亦曾聞有咨查之事，到閩與臣
等商量，…，理合繕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

DADH2010



同位性與同位詞
台北市政府

台北醫學大學

台北科大

台北捷運

台北市立圖書館

台北港

高雄市政府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科大

高雄捷運

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雄港

龜山市政府

龜山醫學大學

龜山科大

龜山捷運

龜山市立圖書館

龜山港

公館市政府

公館醫學大學

公館科大

公館捷運

公館市立圖書館

公館港

� 「台北」與「高雄」具有很高的同位性係指在文件中所有出現
「台北」的地方，幾乎都可以使用「高雄」來替代，且替代後
文句在語意上和語法上仍是非常通順。

� 我們稱「高雄」是「台北」的同位詞，其同位性經計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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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花博 高雄花博 龜山花博公館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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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性順序表

� 單一詞彙的同位性順序表。

� P – [ T1,T2,T3,T4,…]

� Ti對該詞彙的同位性:所有出現P的位置，使用Ti取代後的狀況。

� 台北 -- [高雄、台中、台南、…、公館、…、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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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集的同位性順序表。

� {P1,P2,P3,…,Pk} – [ T1,T2,T3,T4,…]

� Ti對該詞集的同位性:所有出現P1,…,Pk的位置，使用Ti取代後的狀況。

� {台北,東京,華盛頓,北京,平壤} – [曼谷、巴黎、馬尼拉、…]

� {台北,屏東,苗栗、花蓮} – [桃園、新竹、嘉義、南投、澎湖、…]

� {苗栗、花蓮、林志玲、陳怡蓉} – [賴雅妍、張曼玉、蔡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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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與同位詞夾子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我今天要到高雄來上班

我今天要到園桃來上班

到園桃市來送貨

到竹新市去逛街

得到一日三市的黃金店面

他要到竹新市來口試

你要到栗苗來找工作嗎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我今天要到高雄高雄高雄高雄來上班

我今天要到園桃園桃園桃園桃來上班

到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來送貨

到竹新市去逛街

得到一日三市的黃金店面

他要到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來口試

你要到栗苗栗苗栗苗栗苗來找工作嗎

園桃園桃園桃園桃

我今天要到園桃園桃園桃園桃來上班

到園桃園桃園桃園桃市來送貨

到竹新竹新竹新竹新市去逛街

得到一日三一日三一日三一日三市的黃金店面

他要到竹新竹新竹新竹新市來口試

到北台北台北台北台市來出差

今天到北台北台北台北台市政府來洽公

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

到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去逛街

他要到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來口試
到北台市來出差

今天到北台市政府來洽公

到義嘉縣政府去送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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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來出差

今天到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來洽公

到義嘉縣政府去送公文

他要到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來口試

到義嘉縣義嘉縣義嘉縣義嘉縣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去送公文

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

到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來出差

今天到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政府來洽公

到義嘉縣義嘉縣義嘉縣義嘉縣政府去送公文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園桃園桃園桃園桃 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 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 栗苗栗苗栗苗栗苗 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 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

竹新竹新竹新竹新 一日三一日三一日三一日三 北台北台北台北台

義嘉縣政府義嘉縣政府義嘉縣政府義嘉縣政府

義嘉縣義嘉縣義嘉縣義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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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夾五部與詞夾模具

今天到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來洽公

(到、北北北北、市市市市、府府府府、來)

(到、、、政府政府政府政府、來)

(到、、、市政府市政府市政府市政府、來)

(前文、前綴、中綴、後綴、後文)

適用於人名人名人名人名的詞夾模具

(1、1、0、0、 1 )

(2、0、0、0、 1 )

(1、0、0、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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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地名地名地名地名的詞夾模具

(1、0、0、縣、 1 )

(1、0、0、市、 1 )

(1、0、0、鄉、 1 )

(1、台、0、0、 1 )

(1、0、0、1、 1 )

適用於化學化學化學化學的詞夾模具

(1、0、化、0、 1 )

(1、0、酸、0、 1 )

(1、0、基、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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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模式與手動模式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園桃園桃園桃園桃

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

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

栗苗栗苗栗苗栗苗

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

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

園桃園桃園桃園桃

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

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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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工保證「極高的精準度」
使用機器補足「盡量高的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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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性順序表的影響因素

� 同位詞算分公式
–詞夾子分數:夾中種子數x夾中率。

–候選詞分數:累加所有夾中該詞之詞夾子分數。

詞夾模具� 詞夾模具

–影響詞夾子的生成，進而影響候選詞分數。

� 文集

–代表作著遣詞用字的風格，與詞夾模具同時影
響詞夾子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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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模式與手動模式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園桃園桃園桃園桃

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

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

栗苗栗苗栗苗栗苗

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北台市

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北台市政府

園桃園桃園桃園桃

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園桃市

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竹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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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工保證「極高的精準度」
使用機器補足「盡量高的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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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夾子的特性
1. 詞夾子夾中的是「同位詞同位詞同位詞同位詞」。
2. {高雄、花蓮、苗栗}

可以是地名地名地名地名的種子集，也可以是人名人名人名人名的種
子集。

3. 明清檔案的「地名地名地名地名」、西遊記的「武器武器武器武器」、
紅樓夢的「服裝服裝服裝服裝」都是可以抓取。

4. 「文集詞集的獨特性」 與「測試集的弔詭」

紅樓夢服飾(193)
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
大紅猩猩毯盤金彩繡石青妝緞沿邊排穗褂子
挖雲鵝黃片金裏大紅猩猩毯昭君套
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褙襖
大紅羽紗面白狐狸裏的鶴氅
松花綾子一斗珠兒的小皮襖
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
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
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
青縐綢一斗珠的羊皮褂子

2010/11/30 18

紅樓夢器皿(306)
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小茶盤
透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
掐絲戧金五彩大盒子
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
同昌公主制的聯珠帳
金頂金黃繡鳳版輿
金心綠閃鍛大坐褥
纏絲白瑪瑙碟子
翠蓋珠纓八寶車
紫金筆錠如意錁

西遊記武器(51)
如意金箍棒
紫金紅葫蘆
羊脂玉淨瓶
上寶遜金耙
九齒玉垂牙
錦斕袈裟
九環錫杖
紫金缽盂
九齒釘耙
九瓣銅鎚

西遊記神怪(178)
敖閏龍王玉龍三太子
靈山金鼻白毛老鼠精
萬聖龍王女婿
太乙救苦天尊
玉面狐狸精
黃花觀道士
毗藍婆菩薩
大鵬金翅雕
白麵狐狸精
黃毛獅子精

聊齋誌異女生(238)
荷花三娘子
二八女郎
二八麗人
六七女郎
木雕美人
田舍娘子
州黃氏女
長治女子
紅衣女子
范十一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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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詞類萃取問題

� 相關技術

同位詞夾子演算法� 同位詞夾子演算法

� 詞夾子相關應用

�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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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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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明清檔案：六十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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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論文
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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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古藉網站

159部
350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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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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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育平 銘傳大學

討論問與答DADH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