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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CLCLP Special Issue CFP
͛- Oriental-COCOSDA ᖎ̬(ዑࡌ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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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LING-2005

「第十七屆自然語言與語音處理研討
會」謹訂於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假台南市國
立成功大學舉行，大會將選出最佳論文，並
頒發獎項；本年度之博碩士論文獎，亦將於
大會中進行頒獎儀式。徵稿啟事請參閱第二
頁，歡迎踴躍投稿及參加。
專文解答服務
為促進學術交流之目的，本會特開闢專
文意見表達及問題解答之管道，凡對本期所
刊登之專文，有任何意見或需進一步瞭解相
關研究資料者，請將問題提供與本會秘書處
(aclclp@hp.iis.sinica.edu.tw) ， 本 會 會 將 讀 者
之意見及問題轉交作者，並於下期通訊刊登
問題之解說。「詢問者」請確實留下姓名、
所屬機構及身份。

ௐ˟ࢱ
ௐˬࢱ
ௐαࢱ
ௐ̣Ƃ˛ࢱ
ௐˣƂ˩ˣࢱ
ௐ˩˝Ƃ˟˩ࢱ

博碩士論文獎申請
本會為擴大獎勵國內計算語言學領域之
學生，除碩士論文獎項外，另增列博士論文
獎：
申請日期：七月一日~七月三十一日
名額：
1. 博士論文優等獎：一名，獎金二萬元，
並頒給學生及指導教授獎狀各乙紙。
2. 博士論文佳作獎：一名，獎金一萬元，
並頒給學生及指導教授獎狀各乙紙。
3. 碩士論文優等獎：一名，獎金一萬元，
並頒給學生及指導教授獎狀各乙紙。
4. 碩士論文佳作獎：三名，獎金各伍仟元，
並頒給學生及指導教授獎狀各乙紙。
其他申請相關之規定請參閱本會網站：
http://www.aclclp.org.tw/doc/shipreg.htm。
中研院詞庫小組
「中文線上斷詞服務」開放申請使用

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獎助
本年度 ACM SIGIR –18 即將於四月份發
佈論文接受者，凡論文被接受者為本會學生
會員者，可於論文接受發佈日兩週內，向本
會提出獎助金之申請，名額一∼二名，獎助
上限美金 1,000 元，申請相關規定請參閱本
會網站：
http://www.aclclp.org.tw/doc/fundreg.htm。

計算語言學學會

本服務提供一應用程式介面，供外界用
以撰寫程式進行線上的中文自動化斷詞，其
核心為「中研院詞庫小組」研發多年的斷詞
技術，除了斷詞功能之外，尚有未知詞擷取
與簡化的語法詞類標記。本服務僅供非營利
及學術研究使用，歡迎各界上網申請使用帳
號，並不吝賜教，詳情請參閱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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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
第十七屆自然語言與語音處理研討會
September 15-16, 2005,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ROC
http://www.aclclp.org.tw/rocling2005.html

CALL FOR PAPERS
Conference Chairs:
Jhing-Fa Wa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ogram Committee:
Chung-Hsien Wu, Chai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Jen-Tzung Chien, Co-Chai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en-Hsiang Lu, Co-Chai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hiaw-Shian Yu
CCL/ITRI
Claire H. H. Ch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ason S. Ch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Jing-Shin Chang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sin-Hsi Che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eh-Jiann Chen
Academia Sinica
Kuang-Hua Che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in-Hor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Lee-Feng Chien
Academia Sinica
Zhao-Ming Ga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n-Lian Hsu
Academia Sinica
Chu-Ren Huang
Academia Sinica
Bor-Shenn Jeng
Chunghwa Telecom Labs
Sur-Jin Ker
Soochow University
Lin-Shan Le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yne Lia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en-Chin Lio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Ren-Yuan Lyu
Chang Gung University
Chiu-yu Tseng
Academia Sinica
Shu-Chuan Tseng
Academia Sinica
Yuen-Hsien Tse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siao-Chuan W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 Samuel W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Min Wang
Academia Sinica
Yih-Ru Wa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Ming-Shing Yu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he 17th ROCLING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n
September 15-16, 2005. Sponsored by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ACLCLP), ROCLING is the most historied and major
conference in the broad field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peech processing, and related
areas in Taiwan. ROCLING XVII will be hosted by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two-day conference will
feature invited talks, papers and poster sessions and two workshops: Workshop on Intelligent
Web Technologies and Student Workshop.
ROCLING XVII invites the submission of original and unpublished research papers on all
areas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peech processi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topic areas.
(a) cognitive/psychological linguistics
(b) discourse/dialogue modeling
(c) information extraction/text mining
(d) information retrieval
(e) language understanding/generation
(f) lexicon/morphology
(g) machine translation/multilingal processing
(h)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i) NLP applications/tools/resources
(j) phonetics/phonology

(k) query answering
(l) semantics/pragmatics
(m) speech analysis/synthesis
(n) speech recognition/understanding
(o) spoken dialog systems
(p)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q) syntax/parsing
(r) text summarization
(s) Web knowledge discovery
(t) word segmentation/part-of-speech tagging

Paper Submission:
Prospective autho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full papers of no more than 25 A4-sized pages in pdf or
Microsoft Word format. Papers will be accepted only by electronic submission through the conference
website. Prospective authors without Web access should contact the Program Committee Co-Chair
(whlu@mail.ncku.edu.tw) before the submission deadline. The submitted papers should be writte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and in single column, double-spaced format. The first page of the submitted
paper should bear the items of paper title, author name, affiliation and email address. All these items
should be properly centered on the top, with a short abstract of the paper following.

Best Paper Award:
The best paper will be selected and announced at ROCLING XVII.

Important Dates:
Preliminary paper submission due: July 8, 2005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July 29, 2005
Final paper due: August 8, 2005

Sponsors: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ACLCLP)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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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LIC 19

The 19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December 1-3, 2005
Centre for Academic Activiti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Call for Papers
The 19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PACLIC19) will
be held in Academia Sinica on December 1-3, 2005. Following the long tradition of PACLIC
conferences, PACLIC19 emphasizes the synergy of linguistic analysis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
from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o cognitive accounts, fro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o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from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to multi-lingual application. PACLIC19 will be
hosted by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and Taiwan’s academic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ACLCLP). The PACLIC19 website can be found at http://paclic19.sinica.edu.tw.
We invite submissions of extended abstracts of unpublished research on all aspects of
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with special focus on language spoken in the Pacific Asia
region. Possible topic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1) morphology, (2) phonology, (3) syntax, (4)
semantics, (5) pragmatics, (6) discourse analysis, (7) typology, (8) corpus linguistics, (9) formal
grammar theory, (10)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11) natural language systems and (12) related
computer applications.
Abstracts should not be longer than six (6) A4 pages (about 1,500 words). They should use 11pt
fonts and double line spacing throughout. Author information should appear in a separate page
contain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title of the paper, (2) name(s) of the author(s), (3)
affiliation(s), (4) postal address, (5) e-mail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6) the preference for oral or
poster presentation, and (7) the intention to be considered for young scholar award. Accepted papers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The camera-ready final papers should be about 10
A4 pages with single line spacing.
The deadline for abstract submission is July 15, 2005. We accept only online electronic
submissions. The online submission system will soon be available at the PACLIC 19 website. Hard
copy submiss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Important dates of PACLIC 19:
Deadline for extended abstract submission
Acceptance notification to authors
Deadline for camera-ready paper
Early registration
PACLIC 19 Conference Dates

July 15, 2005
Sep. 15, 2005
Oct. 15, 2005
Nov. 1, 2005
Dec. 1-3, 2005

PACLIC19 Program Committee
Jhing-fa Wang (chai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om Lai (co-chair)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uji Matsumoto (co-chair)
(Nar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ongkyoon No (co-chair)
(Ch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paper submission, please contact the program committee chair Prof.
Jhing-fa Wang at wangjf@csie.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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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Deadline Extension!
Call for Pap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Special Issue on
Human Computer Speech Processing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via speech has been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in the area of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Many practical technologies have been explored to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real-world applications such as mobile speech communication, multimedia information retrieval,
adaptive dialogue systems, speaker authentication, speech translation and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s.
The goal of this special issue is to report the state-of-the-art speech technologies and, hopefully,
bridge them with up-to-date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Prospective autho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their innovative works to this special issue. We are soliciting paper submissions in topical
area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Human computer speech interaction
• Speech user interface design
• Speech recognition in real-world environments
• Language modeling and understanding
• Information retrieval of spoken documents
• Expressive speech synthesis
• Spoken language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 Speaker recognition, multimodal person authentication
• Multilingual speech processing and speech translation
• Speech summarization
• Speech and language tools for the disabled
• Speech and linguistic corpora

Schedule
Submission deadline: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Final manuscript due:
Tentative publication date:

June 15, 2005
November 30, 2005
December 31, 2005
March 2006

Instructions for Authors
All manuscripts are subject to anonymous peer review. The style for manuscripts is available at the
homep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http://www.aclclp.org.tw/journal/index.php). The authors should submit their papers in
PDF format to Prof. J.-T. Chien.
Guest Editors
Prof. Jen-Tzung Chien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Email: jtchien@mail.ncku.edu.tw

Prof. Tan Lee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Email: tanlee@ee.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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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Bo Xu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Email: xubo@hitic.ia.ac.cn

Oriental-COCOSDA 簡 介
(http://www.milab.is.tsukuba.ac.jp/o-cocosda)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鄭秋豫
本文的主旨，是向國內計算語言學同行介紹 Oriental-COCOSDA（簡稱 O-COCOSDA）這
個學術社群，它的主要任務、活動，以及在台灣的語音科技團隊從 O-COCOSDA 成立以來，
所扮演的角色及地位。並希望經由這篇報導，能讓更多的同行能更積極的注意以後、參與 OCOCOSDA 的活動。
一、緣起
COCOSDA 成立於 1991 年，是「口語語音資料庫協調暨標準化國際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Speech Databases and Assessment Techniques
（網址http://www.cocosda.org ）」的縮寫。COCOSDA 的主要任務，是促進語音科技研究的
學術社群在發展口語資料庫、建立語音科技評估的標準與平台，協調口語處理研究計畫的互
動與合作。從 1991 年起，每年都以 Eurospeech 或 ICSLP 衛星會議的形式舉行小型討論。
Euro-COCOSDA 和 Oriental-COCOSDA 都是 COCOSDA 下的區域性組織。
O-COCOSDA 的主要任務，除了交換意見、共享資訊、討論亞洲地區口語語料庫的建立、
使用、評估、傳播及推廣。早在 1993 年，因為國內要做錄音大批口語的計畫，由蘇克毅教授
大力推動及介紹，王小川教授就從當年 9 月的 EuroSpeech93 起，開始參加 COCOSDA 每年一
次的 Workshop，與幾位進行錄音計畫的國外人士討論，特別是當時在 LDC 的 John Godfrey，
與後來任教於 Mississippi State 的 Joseph Picone，給了王小川許多資料與建議，讓我們參考規
劃我們的錄音計畫，然後才有國內八個單位一起合作的 MAT 計畫(1995-1998)。在 1994 年，
COCOSDA 在日本橫濱集會時，由 Hiroya Fujisaki 教授推動，筑波(Tsukuba)大學 Shuichi Itahashi
教授召集，Itahashi 是在 1996 年的 ICSLP96 會場上找到王小川教授，說明想成立 Oriental
COCOSD 的意願，籌備會想在香港舉辦，王小川教授就推薦香港大學的陳礎堅教授出面，於
1997 年 3 月 21 日於香港大學舉行召開籌備。O-COCOSDA 在 1997 年於香港正式成立，並從
1998 年起，每年召開會議。已經舉辦過的國家依次為日本、台灣、中國韓國、泰國、新加坡、
印度。台灣地區自始由王小川教授為代表，2000 年增加一位代表台大電機系李琳山教授。
亞洲的地區語言與文字與歐美國家最大的差異有以下數點：1. 語言多元性─本地區的語
言及語族極為繁多；2. 文字多元性─本地區的文字包括中文的漢字、韓國的音節拼音、日本
的假名、泰文、及印度的 22 種官方語言及文字；3. 拼音系統多元性─本地區的拼音系統亦
即繁多，如漢語拼音、日本的羅馬字等。這些問題恐由亞洲人自己來處理才最為恰當。
二、組織
O-COCOSDA 現行組織分為諮詢委員會與區域代表二部份。諮詢委員有三位，分別是日本
的 Hiroya Fujisaki 教授, 中國的張家騄教授，及韓國的 Sougil Ann 教授。區域性代表至今已
有 9 個國家或地區，按照國家的字母順序分別為：1.中國：李愛軍、鄭方；2.香港：P. C. Ching、
霍強；3.印度：Shyam S. Agrawal, K. Samudravijaya； 4.印尼：Arry Akhmad Arman; 5.日本：
Nick Campbell, Shuichi Itahashi, Satoshi Nakamura, Dahtseren Erdenebat, Dawa Idomuso (蒙古語
代表); 6.韓國：Yong-Ju Lee, Yung-Hwan Oh; 7.新加坡：賴金定、李海洲；8.台灣：李琳山、
王小川；9.泰國：Virach Sornlertlamvanich, Thanaruk Theeramunkong。2005 年的會議將由印尼
舉辦，主辦人是 Dr. Hammam Riza (Language Technology and Applied Information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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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 for Assess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BPPT, Bandon, Indonesia)。未來可能舉辦
會議的地區包括馬來西亞、越南、新疆。
三、會議特色
每次集會時，每個國家或地區必須提出「區域報告」，而非只發表個人學術論文。所以區
域代表負有責任，必須收集整理一年來該地區與 O-COCOSDA 任務相關的活動，向同行報告。
而經由這些區域報告，彼此很清楚的可以得知每個地區的工作重點以及口語語料庫的數量及
特性，彼此也有競爭性，互相激勵。
四、台灣地區參與狀況
台灣地區的語音科技開發團隊，很早就參與了 O-COCOSDA 的活動。1997 年在香港正式
成立時，王小川教授就報告了台灣地區第一次收集大規模的口語語音資料庫的規劃及執行，
也就是日後的 MAT(Mandarin across Taiwan)。
1998 年 5 月 18-19 日，召集人 Shuichi Itahashi 在日本舉辦了第一次 O-COCOSDA 會議，
共有 50 餘人參加，議程嚴謹、討論熱烈，出席人全部全程參與，是一次十分成功的會議。台
灣方面，除了王小川教授外，還有台大電機系李琳山教授和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鄭秋豫
博士參加。他們三位，都參與了 MAT 的研究工作，也都各自有語音資料庫方面的研究，與
大陸的張家騄教授也在語音資料庫方面交換意見，並決定每年集會。
1999 年 5 月 13-14 日由在中央研究院資訊所在南港中研院主辦了第二屆的 O-COCOSDA
會議，由當時擔任所長的李琳山教授主持。這次的會議有一百餘人參加，非常踴躍，而且由
於邀請了大陸多位學者，海峽兩岸多位學者發表論文，而因此凸顯了中文口語語音研究的重
要性；並出版了 O-COCOSDA 成立以來第一本會議論文集，為當時口語語音資料庫相關的研
究，留下了記錄。
對華文社群而言，這次集會還促成了一件非常重要而有意義的活動，就是建立了機讀式標
音系統共用平台的基礎。因為大陸方面來了相當多的學者出席這次的會議，除了張家騄教授
外，還有黃泰翼、方棣棠、曹又祺、蔡蓮紅、鮑懷翹、祖漪清、李愛軍教授等。會後在中央
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鄭秋豫博士所主持的語音實驗室集會，討論中文的機讀性音標如何處理，
因為當時兩岸分別向位在歐洲的國際性組織 SAMPA（Speech Assessment Methods and Phonetic
Alphabet）提出國語和普通話的機讀式音標，由鄭秋豫向 SAMPA 提出的 SAMPA-T（Taiwan）
是針對台灣地區通行的國語所提出的，省去了兒化韻尾的符號；而由張家騄教授提出的
SAMPA-C(China)則保留了兒化韻尾。經討論後，兩岸的決定了共同原則，在音位(phonemic) 層
面，也就是所謂的 broad transcription，保持一致，以便日後可以共同的平台；在語音(phonetic)
層面，也就是所謂的 narrow transcription，則各自因應語言實際現象設定鍵盤。在字調系統方
面，統一使用以數目至五代表四聲及輕聲。在轉寫方面，也統一使用表字調的數目接在音節
之後，音節與音節間以空格鍵表示。從此制定了兩岸機讀式標音系統的基本原則，奠定了日
後可以共用平台的基礎。
連續二次成功的會議，給這個社群很大的鼓舞，從此每年舉行會議，至今不斷。2000 年
O-COCOSDA 配合千禧年 IEEE 在北京舉行的盛大會議，以衛星會議的形式舉辦。王小川、
李琳山、鄭秋豫三位教授均發表論文，台灣地區的代表除王小川教授外，也增加了李琳山教
授。此外這一次因為有蒙古語的加入，O-COCOSDA 的成員又增加了一個。2001 年則在韓國
舉行會議，香港方面的代表，由於陳礎堅教授退休，由霍強教授接替。大陸方面，則因為好
幾位教授退休，而由鄭方教授接替。2002 年 5 月則由泰國以聯合會議方式舉辦 Joint International
6

Conference of SNLP-Oriental COCSDA,這一年增加了印度和印尼，同時印度表示願意積極參與
主辦會議。2003 年 9 月由新加坡舉辦,並發行了會議論文的光碟。2004 年 11 月由印度配合 icsl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eech and Language Technology）舉辦。召集人 Shuichi Itahashi
教授出席 2004 年的會議時，將 1998 至 2002 年的會議論文製作成光碟，配合 2003 年和 2004
年主辦單位製作的光碟，所有的記錄都有了光碟版，這三張光碟會有一份在計算語言學會的
語音小組存檔。
五、O-COCOSDA 與計算語言學會的關係
從學會的角度，因為語音小組同時也肩負推動國內語音科技相關研究的任務，參與 OCOCOSDA 的活動就被納入是語音小組（SIG-Speech）的任務之一，學會從 2003 年起，並每
年編列預算，提供旅費給擔任台灣地區代表的同仁出席 O-COCOSDA 的會議。在學會理監事
年輕化的同時，王小川教授也於 2004 年辭去代表一職，由簡仁宗教授接任。
六、結語
O-COCSDA 一路走來，台灣地區一直是積極參與的，但可惜的是，參與的學者人數並不
多，好像總是王小川、李琳山、鄭秋豫幾位教授，只有 2000 年在北京時還有陳信宏教授、王
駿發教授參與；2003 年在新加坡時，還有王駿發、呂仁園教授參與。我們在這個組織裡，也
投注了不少努力，希望新一輩的從事口語資料庫收集的學者從現在起多多參與，並隨時向學
會的語音小組提供資料，以便代表準備區域報告時所需。
附註：對於本文若有任何意見或相關資訊擬進一步瞭解者，請將意見及問題轉至學會秘書處，
問題之回覆將於下期通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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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機器翻譯之瓶頸及目前的研發趨勢
姚念祖 蘇克毅
致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機器翻譯是個很吸引人的研究題材，但是卻因為自然語言中的歧義和語法不合
設定問題，而造成研發上的障礙。近年來，由於語料庫資源的快速發展，在機器翻譯
系統的研究領域中，可從雙語語料庫內自動抽取知識的參數式系統，逐漸取代了傳統
的規則庫系統，成為研發的主流。參數式系統不但可以擺脫規則庫系統在研發和效能
上的瓶頸，更可用來進行成本較低的非教導式學習，並針對各專業領域進行領域調適。
我們期待結合語言學的參數式系統，能在未來達成機器翻譯實用化的理想。
(一) 簡介
所謂的機器翻譯 (Machine Translation)，指的是使用電腦，將以一種原語言 (Source Language)
書寫的文件，轉換為另外一種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自 1940 年代後期開始 [Hutchins 86]，
機器翻譯一直是人工智慧領域的重要研發項目。這主要是因為語言向來被認為是人與動物重
要的差異所在，因此能否以電腦進行如翻譯等複雜的語言處理，一直是人工智慧學門中相當
引人入勝的課題。而且翻譯本身即為具有潛力的商業區塊，國際交流的興盛，更擴大了對翻
譯的需求。如果能在品質方面有所突破，在專業領域的翻譯上取代人工譯者，可以預見會有
相當大的市場。除此之外，機器翻譯牽涉到自然語言 (Natural Language，如中文、英文等，
用以區別人造的程式語言) 的分析、轉換與生成，差不多已涵蓋了自然語言處理的所有技術，
且測試方式較為明確具體 [NIST 05]，可以作為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研究的研發平台。因此之
故，機器翻譯多年來一直吸引著工業界投入相關之研發工作。
但是，機器翻譯若要在翻譯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就必須面對人工譯者的競爭。由於機器翻
譯的成品需以人工潤飾和審核，這部分的人力成本將會占實際運作成本的大部分。也就是譯
後人工潤飾和人工直接翻譯相比，能夠節省的時間必須多到某種程度，機器翻譯才能達到實
用化的階段。如果電腦的翻譯成品中仍有相當程度之誤譯，負責潤飾的人員就必須花費大量
的時間，先閱讀原文了解文意，再對照機器翻譯稿，分辨正確和錯誤的翻譯，而後才能開始
進行校正工作，因而大幅增加機器翻譯的成本。所以一個正確率為 70%的翻譯系統，其價值
可能不及一個正確率 90%翻譯系統的一半。這就好比在採礦時，決定礦脈是否值得開採，不
只是看礦物本身的價值，還要考量探礦和採礦的成本是否過高。因此在理想情況下，應讓譯
後潤飾者盡量無須參照原文，即可了解文意，僅須對機譯稿作辭句上的修飾即可，就像是老
師在改作文一樣。
由於有人工翻譯這項競爭方案，因此機器翻譯若要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其翻譯品質必
須超過一相當高的臨界點，精確度也會面臨嚴格考驗。然而因為下文中提到的種種因素，要
產生高品質的翻譯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連帶使得機器翻譯的研發和實用化遇到障礙。
在下一節中，我們將先簡單介紹一般機器翻譯的作法，然後敘述研發過程中遭遇的困難。
接下來說明可能的解決方式。最後一節中，則會陳述機器翻譯研究的未來與展望。
(二) 基本流程
機器翻譯系統雖然可概分為直接式 (Direct)、轉換式 (Transfer) 及中介語 (Interlingua) 三
類 [Hutchins 92]，但考量實作上的困難度，目前大部分的機器翻譯系統，都是採用轉換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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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轉換式機器翻譯的過程，如下圖所示，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分析、轉換和生成。
分析

原語言
文 字

SL
IR

原語言字典
及文法

轉換

目標語
文 字

TL
IR

原語言目標語字典

目標語字典
及文法

轉換規則

圖1. 轉換式機器翻譯流程

以「Miss Smith put two books on this dining table.」這句話的英譯中為例，首先我們會對這句
話進行構詞 (morphological) 和語法的分析，得到下圖左側的英語語法樹。到了轉換階段，除
了進行兩種語言間詞彙的轉換 (如「put」被轉換成「放」)，還會進行語法的轉換，因此原語
言的語法樹就會被轉換為目標語的語法樹，如下方右圖所示。

S

S

NP

VP

NP

VP
PP

V

NP

Miss Smith put two books

PP

V

PP

放

在這餐桌上面

NP

on this dining table

史密斯小姐 把 兩書

語法樹的結構經過更動後，已經排列出正確的中文語序。但是直接把整棵樹的各節點排列
起來，便成為「史密斯小姐把兩書放在這餐桌上面」。這其實並不是合乎中文文法的句子。因
此在生成階段，我們還要再加上中文獨有的其他元素 (例如量詞「本」和「張」)，來修飾這
個句子。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正確的中文翻譯：
「史密斯小姐把這兩本書放在這張餐桌上面」
。
為了清楚示意，以上流程僅為經過高度簡化的程序。在實際的運作中，往往需要經過多層的
處理，詳細步驟請參閱 [Su 02]。
(三) 問題
自然語言處理最大的難處，在於自然語言本身相當複雜，會不停變遷，常有新詞及新的用
法加入，而且例外繁多。因此機器翻譯遇到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納為兩大項：(1) 文句中歧
義 (Ambiguity)，和 (2) 語法不合設定 (Ill-formedness) 的現象。自然語言的語法和語意中，
不時會出現歧義和不明確之處，需依靠其他的資訊加以判斷。這些所謂的「其他資訊」，有些
來自上下文 (包括同一個句子或前後的句子)，也有些是來自是閱讀文字的人之間共有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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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以下將分別說明這兩項問題。
z

歧義

所謂歧義，就是一個句子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可能解釋。很多時候我們對歧義的出現渾然不
覺。例如「The farmer’s wife sold the cow because she needed money.」這個句子，一般人都可
以正確指出此處的「she」代表的是「wife」，但是在句法上，「she」指的也可能是「cow」。雖
然人類依照常識能判斷出正確的句意，但是對於依照文法規則來理解句子的電腦來說，這是
一個含有歧義的句子。
在分析句子時，幾乎在每一個層次上 (如斷詞、句法分析、語意分析等)，都有可能出現歧
義 [Su 02]。單字的解釋往往會因前後的文字而異。此外，判斷句子真義時需要的線索，也可
能來自不同的範圍。下面這三個句子在單字的字義判斷上雖有歧義，但僅依靠句子的其他部
分，即可得到進行判斷所需的充分資訊：
(1) Please turn on the light.
(2) Please turn the light on.
(3) Please turn the light on the table to the right direction.
第一句和第二句很明顯，句中的動詞就是可分動詞片語 turn on，因此我們可以輕易判斷出
第二句句末的 on 是動詞片語 turn on 的一部分。但是在開頭與第二句完全相同的第三句中，
同樣位置的 on 卻是介系詞片語 on the table 的一部分，與 turn 完全無關。由此可知，一個字
在句子中扮演的角色，必須要參考完整的資訊後才能確定。
但有的句子若是抽離上下文單獨來看，則無法判定確切的句意。例如下面兩個句子：
(1) 他這個人誰都不相信。
(2) I saw the boy in the park with a telescope.
第一個句子，說的究竟是「他這個人不相信任何人」，還是「任何人都不相信他」？第二
個句子，說的究竟是「我用望遠鏡看到一個男孩在公園裡」、「我看到一個男孩帶著望遠鏡在
公園裡」
、
「我在公園裡用望遠鏡看到一個男孩」還是「我在公園裡看到一個男孩帶著望遠鏡」？
若是沒有上下文的資訊，應該沒有人可以確定。
還有些句子，甚至需要用到文章當中沒有明言的資訊。它們雖然沒有形諸文字，但讀者仍
然可依循背景知識，察知文句應有的涵義。以下面這兩個句子為例：
(1) The mother with babies under four is ......
(2) The mother with babies under forty is ......
兩個句子的句法完全相同，差別僅有「four」和「forty」一字。但是讀者卻可輕易的了解，
第一個句子的「four」是用來修飾「baby」，而第二個句子的「forty」是用來修飾「mother」。
讀者之所以能下意識地判斷出正確答案，憑藉的不只是文字的字面意義和語法，還要再加上
生活在人類社會中的常識，了解「baby」和「mother」的合理年齡範圍。而這種「常識」，正
好就是電腦最欠缺，也最難學會的部分。
我們在徵求譯者時，通常會要求譯者對稿件涉及的專業領域擁有一定的素養，為的就是避
免在這種「常識」問題上出錯。這並不是一本專有名詞字典可以解決的。就像上面所舉的例
子一樣，字典並不會列出四歲以下的人不可能是母親，那是讀者早該知道的。機器翻譯勢必
要面對的難題之一，就是如何讓電腦得到或學習這些「常識」。我們必須能夠用電腦可以理解
的方式，把知識呈現出來，包括一般性的常識，和特殊領域的專業知識。
由於在分析過程中，一般是依詢斷詞、語法分析、語意分析等程序進行。但往往在做前一
步驟時，就需要後面尚未執行之步驟所產生的訊息。例如在斷詞時，常常也需要使用句法及
語意的訊息來協助判斷。因此在機器翻譯的過程中，若採用線性流水式的處理程序 (Pipe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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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則前面的模組經常無法作出確定性的 (Deterministic) 判斷，而須盡量多保留候
選者，讓後面的模組處理。因此，最終判斷的時機應盡量延後，待累積足夠資訊後，再決定
要使用的譯法。這樣才不會在資訊尚未完整的時候，就把正確的譯法排除到考慮範圍之外。
z

不合設定的語法

另外，雖然所有的語言都有語法，但一般我們所謂的語法，其實是一些語言學家，針對目
前擁有的語料，所歸納出的一些規則。這些規則不見得完整，往往也有許多例外。再加上語
言是一直在變遷的，因此我們無法要求語言的使用者，每字每句都合乎這些人訂定的文法，
自然也難以避免這些狀況發生在我們所要處理的翻譯稿件中。這些不合設定語法的例子包括
不明的字彙，如拼錯的字或新產生的專有名詞，和舊有字彙的新用法。例如「Please xerox a copy
for me.」這樣的句子，即將影印機大廠 Xerox 的公司名稱當作動詞「複印」來使用。
這些狀況有些來自於單純的疏失，例如錯字、漏字、贅字、轉檔或傳輸時產生的亂碼，或
是不慎混入的標籤 (tag)，也有些是已經獲得接受的新字彙和新語法。理想的機器翻譯系統，
必須能夠適當地處理這些不合設定語法的問題。
除了字彙以外，在語句的層次也有可能出現不合文法的情形。例如「Which one?」之類的
短句，在句法層次違反了傳統的英文文法，因為句中沒有動詞，不合乎許多文法課本對句子
的定義。而「My car drinks gasoline like water.」這樣的句子，也違反了一般認為動詞「drink」
的主詞必須是生物的設定。
(四) 解決方法
欲解決上述的歧義或語法不合設定問題，在在需要大量且瑣碎的知識。這些大量知識的呈
現、管理、整合以及獲取 [Su 96]，將是建立機器翻譯系統時的最大挑戰。我們不但要將這些
包含在語言學之內 (intra-linguistic)、跨語言學的 (inter-linguistic)，以及超乎語言學之外
(extra-linguistic) 的知識抽取、表達出來，用以解決上述的語法錯誤和歧義問題，還要維護這
個龐大的知識庫。
此外，由上文可知，光是依靠專業領域的字典，仍然無法解決各領域的特殊問題。我們真
正需要的，是各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因此，我們要建立的知識庫必須包羅萬象，涵蓋各領
域、各層面的知識。這些知識不但範圍廣大，而且雜亂瑣碎，要將它建立完善，本身就是一
項艱鉅的工作。事實上，知識的取得是機器翻譯系統開發上最大的瓶頸。也因此，若要解決
機器翻譯的問題，一定要有成本合宜且全面性的知識獲取方式，並兼顧多人合建系統時的一
致性 (Consistency) 問題。
通常知識的獲取方式，和我們表現知識的方式有很大的關聯。表現知識的方式可以有不同
的形式。例如一般的英文常識告訴我們，冠詞後面不會出現動詞。要表現這項知識，我們可
以使用條列式的規則：「若某字是冠詞，則下一個字不可能是動詞」，也可以使用機率式的描
述：「若某字是冠詞，則下一個字是動詞的機率為零」。這兩種不同的知識表達方式，會衍生
出以下兩種不同的機器翻譯策略。當然除此之外，常用的還有儲存大量例句的例句式
(Example-Based) 系統，將不在此詳述。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查閱 [Nagao 84] 等相關文獻。
z

規則庫方式

規則庫系統係由事先以人力建立好的大量規則所構成。進行翻譯的時候，電腦即依據這些
規則，進行是與否的二擇判斷，以決定分析、轉換和生成步驟中，最後被選定的答案。這種
作法也是早期大多數機器翻譯系統所採行的作法 [Hutchins 86]。
規則庫方式的優點在於貼近人類的直覺，因此容易了解，而且可以直接承襲現有的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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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和理論，充分運用前人研究的結果。相較於下文中提及的參數化方式，規則庫方式耗用
的電腦硬體資源也比較少。但是相對的，規則庫方式也有它的缺點。規則庫系統是一連串是
與否的二擇，但是自然語言中卻處處可以見到違反規則的例外。因此，當遇到複雜且較無規
律的狀況時，規則庫方式往往就需要引用大量繁瑣的規則來處理。但規則的總數越多，維護
起來就越困難。而且只要出現少部分無法精確區隔的例外情況，就會大幅降低整體的效能。
例如若每個規則在進行判斷時的正確率可達 90%，則經過 20 次判斷之後，錯誤逐漸累積，其
正確率就有可能銳減為 12% (0.9 的 20 次方)。因此規則庫方式一般說來僅適用於較為常規的
狀況。
此外，規則庫式翻譯系統的建立和維護完全須仰賴人力，這也是一項很大的缺點。首先，
在現代社會中，大量人力代表昂貴的金錢，而且人的能力有其侷限，例如一般人在腦中能同
時處理的事項，通常只有 5 到 9 項。因此在作修正時，往往無法同時考慮到規則庫中所有的
規則，和是否適用於所有的語料。可是，若要提升全系統的效能，就必須對系統作整體的考
量，否則就很可能會產生所謂的「翹翹板效應」(即某個範圍內的效能提升，反而使另一個範
圍內的效能下降)，而無助於提升整個翻譯系統的效能。
上述這些缺點，使得規則庫翻譯系統的建立、維護和擴充十分不便。當系統的複雜度達到
一定的水準後，翻譯品質往往就很難再行提升。這是因為規則庫方式的複雜度，在增加到某
個程度後，就很可能會超乎人力所能維護的範圍之外。所以其效能常常在達到 70%至 80%的
正確率後即停滯不前，很難更上一層樓。這些難題主要是來自於自然語言的特性，以及規則
庫方式本身的缺陷。所以要突破這個瓶頸，我們可能得換個方式下手。
z

參數化方式

前文已提到，語言現象也可以用機率式的描述方式來表示。例如要表示冠詞不會接在動詞
前面這個現象，我們也可以採用「冠詞的下一個字是動詞的機率為零」這個說法。若以數學
式表示，即為 P(Ci = Verb | Ci-1 = Det) = 0，其中 Ci 代表第 i 個字被歸為何種辭類。至於實際的
機率值，則是來自以電腦統計語料庫中各種相鄰詞類組合 (如冠詞與動詞相連) 出現次數的
結果，如下列公式所示：
W1 W 2 W 3 W 4 L (Words )
c1 c 2 c 3 c 4 L ( Part -of - Speeches )

L

⇒ P ( verb | det ) =

# [ det verb ]
# [ det ]

在累積足夠的機率參數之後，就可以建立起整個統計語言模型。然後藉由參數之間數值大
小的比較，告訴電腦人類在各種不同條件下偏好的解釋和用法。
這種機率表示法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將參數估測 (統計) 的工作交給電腦進行。而且用
連續的機率分布，取代規則庫方式中是與否的二擇，為系統保留了更多彈性。而估測參數時，
由於是將語料庫中的所有語言現象放在一起通盤考慮，因此可以避免上述的「翹翹板效應」，
達到全域最佳化的效果。參數化系統由大量的參數所組成，因此參數的獲取需要大量的電腦
運算，儲存參數也需要相當大的儲存空間，超過規則庫方式甚多，但是在硬體設備發展一日
千里的今天，硬體上的限制已經逐漸不是問題了。
採用參數化的方式，主要是因為自然語言本身具有雜蕪繁瑣的特性，有些現象無法找出明
確的規則作為區隔，或是需要大量的規則才能精確區隔。為了能夠處理複雜的自然語言，機
器翻譯系統也必須擁有能夠與之匹敵的複雜度。不過為了駕馭這些繁複的知識，我們還必須
找到簡單的管理方式。但這是規則庫系統不易做到的，因為規則庫系統必需由人直接建立、
管理，其複雜度受限於人的能力。若要增加複雜度，就必須增加規則數，因而增加系統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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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度，甚至最後可能超過人類頭腦的負荷能力。參數化系統則將複雜度直接交由電腦控制，
在增加複雜度時，參數的數量會隨之增加，但整個估測及管理的程序，則完全由電腦自動進
行，人只需要管理參數的控制機制 (即建立模型) 即可，而將複雜的直接管理工作交給電腦
處理。
在參數化的作法中，是將翻譯一個句子，視為替給定之原語句找尋最可能之目標語配對。
對每一個可能的目標語句子，我們都會評估其機率值，如下式所示 [Su 95]：
P ( Ti | Si ) = ∑ P ( Ti , I i | Si )
Ii

≅ ∑{ P (Ti | PTt ( i ) ) × P ( PTt ( i ) | NF 1t ( i ) ) × P ( NF 1t ( i ) | NF 2t ( i ) ) L (1)
Ii

×  P ( NF 2t ( i ) | NF 2 s ( i ) )

L (2)

×  P ( NF 2 s ( i ) | NF 1s ( i ) ) × P ( NF 1s ( i ) | PTs ( i ) ) × P ( PTs ( i ) | Si )} L ( 3)
上方的公式為參數化機器翻譯系統的範例，其中 Si 為原語言的句子，Ti 為目標語的句子 (譯
句)，Ii 為原語言-目標語配對的中間形式 (Intermediate Forms)，PT 為語法樹 (下標 s 為原語言，
t 為目標語)，NF1 為語法的正規化形式 (Syntactic Normal Form)，NF2 為語意的正規化形式
(Semantic Normal Form)，而 (1)、(2) 和 (3) 三個列式，則分別代表生成、轉換和分析不同階
段中的機率。
參數化系統還有一項極大的優點，就是可藉由參數估測的方式，建立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的機制 [Mitchell 97]，以方便我們建立、維護系統，和依據個人需求自訂系統 [Su
99]。因為一般來說，如果能特別針對某一個特定的領域來設計專屬的機器翻譯系統，將有助
於品質的提升。例如加拿大的 TAUM-METEO 氣象預報系統 [Hutchins 86, 92]，其英法翻譯
的正確率可達 90%以上，至今仍運行不輟。但是在以往規則庫的做法下，由於規則須以人力
歸納，成本相當高昂，所以無法針對各細分的領域逐一量身訂做專用的系統。但若採用參數
化的做法，就可以使用不同領域的語料庫，估測出各式各樣的參數集。爾後只要更換參數集，
便可將系統切換至不同的領域，以配合不同使用者、不同用途的需求。而且每次翻譯作業完
成後，還可將使用者的意見納入新的參數估測程序中，使系統越來越貼近使用者的需要 [Su
99]。以下我們將進一步說明如何建立機器學習的機制。
(A) 非教導式學習
一般來說，要讓電腦進行學習，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將語料庫標注後，讓電腦直接從
中學習標注的訊息，也就是所謂的「教導式學習 (Supervised Learning)」。但因標注語料庫需
要花費大量的專業人力，且不易維持其一致性，所以對我們來說，最理想的機器學習方式，
莫過於「非教導式學習 (Unsupervised Learning)」[Mitchell 97]，即不須人力參與，讓電腦直
接從不加標注的語料庫中學習。
不過要達到非教導式學習的理想相當困難。因為自然語言本身會有歧義現象，在沒有任何
標注資訊的情況下，電腦很難判斷文句的真意。為了降低學習的困難度，我們可以使用雙語
的語料庫 (即原語言與其目標語譯句並陳的語料庫)，間接加上制約，以降低其可能之歧義數
目。由於雙語語料庫中並列的原語言和目標語譯句，其語意必須是一致的，也就是雙方在可
能的歧義上，必須求取交集。如此即可減少可能的歧義，讓電腦了解到句子的正確意思。
以「This is a crane. / 這是一隻白鶴。」這個原語言/譯句配對為例，「crane」一字在英文
中有「白鶴」和「起重機」兩個意思。若單看句子，在沒有標注的情況下，電腦很難判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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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crane」要作何解釋。但若給了中文的對應句子，那麼很明顯此處的「crane」指的一
定是白鶴 (即兩者的交集)，才能使中英文句子表達的意思一致，因為中文的「白鶴」一詞並
無「起重機」的歧義。在不同的語言中，詞彙的解釋分佈通常是不一樣的，所以雙語語料庫
中的配對，可以形成一種制約，有助於大幅縮減歧義的數量及可能範圍。
(B) 不同的參數化作法
在建立原語句和譯句的對映關係時，可以使用的方式有純統計方式 (又分 word-based
[Brown 93] 和 phrase-based [Och 04] 這兩類)，以及使用語言學分析為基礎的語法 [Yamada 01]
或語意樹 [Su 95, 99] 對映。純統計方式是目前 IBM 模型 [Brown 93] 所採用的做法，其特徵
為不考慮句子的結構，純粹以單字或詞串 (phrase，此處的詞串可以為任意連續字，不見得具
有 語 言 學 上 的 意 義 ) 為 單 位 進 行 比 對 。 這 種 方 式 的 缺 失 在 於 只 考 慮 局 部 相 關 性 (Local
Dependency，通常為 bigram 或 trigram)，往往無法顧及句中的長距離相關性 (Long-Distance
Dependency，例如句中的 NP-Head 與 VP-Head 通常會有相關性)。若兩個文法上有密切相關
的單字之間，夾雜了很多其他的修飾語，就會使它們彼此超出局部相關性的範圍，此模式即
無法辨識這種相關性。近來的 phrase-based 方式 [Och 04]，已針對上述缺點，改以詞串為單
位進行比對，這樣雖然可以解決詞串內單字的相關性問題，然而在相關字超出詞串的範圍時，
還是會產生無法辨認長距離關聯性的缺失。
但若使用以語言學知識為基礎的做法，不僅可以顧及語句中的長距離關聯性，而且句子的
分析和生成結果，還可使用在其他用途上 (如資訊抽取、問答系統等)。如下方圖 2 中所示 [Su
95]，將原語句和譯句分別進行語法及語意分析，各自產生其語法樹及語意樹，再對所產生的
語法樹或語意樹之各節點進行配對映射。但由於句子有歧義的可能性，每個句子都有數種可
能的語法樹或不同的語意解釋，因此我們可以依照前文中的例子所述，藉由兩者間的對映關
係，以採取交集的方式，分別排除原語言語法樹和目標語語法樹的歧義，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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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雙向式學習流程圖

3. 雙語配對句不同歧義間之映射

雖然在分析的過程中，由淺至深有許多不同的層次。理論上，原語言和目標語可在任一層
次的結構上建立對映關係，如詞串到詞串、語法樹到詞串、語法樹到語法樹、語意樹到語意
樹等。但事實上，採取不同的對映層次，會影響到對映的難易程度。如下方圖 4 所示，當在
語法樹上做映射時，由於兩邊文法結構不同，許多節點無法被對映到 (即圖中的白色節點)。

14

Plug the power cord into the spectrum analyzer.
S2
V1

VNP-T

P1
N2
V
Plug

N2

art
the

n
power cord

pba
將

n
電源線

p
into

v
插入

BA

art
the

n
spectrum analyzer

N
頻譜分析儀

sep
.

sep
.

V1
N2
S3

將電源線插入頻譜分析儀

圖 4. 語法樹配對映射
然而當轉到語意層次做對映時，對映不到的節點 (白色部分) 就會減少很多，如圖 5 中的例
子所示。在這個例子中，所有語意樹上的節點甚至全部都可以一一對映到。因此同樣的句子，
採用較深層的語意層次進行雙向式學習，可以增加對映的效率。

Plug the power cord into the spectrum 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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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語意樹配對映射
上文論及若在語意層次進行映射，對映的效率較高。這主要是因為同樣的句子可以有不同
的講法，如主動式、被動式等。所以配對中的兩個句子，可能會採用不同的講法，再加上不
同的人寫出的原語言和目標語文法，其表達形式也可能有差異。因此如果直接在句法樹上作
配對，對映效果往往很差。下表的實驗結果，也清楚呈現出這種趨勢。在 1531 句的句法樹配
對 (PT) 中，只有 3.4%的句子擁有完全相符的語法剖析樹。但是如果先將這些語法樹轉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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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化的語意型式 (即下表中之 NF2)，甚至再做些局部的樹型調整 (如下表之 TC-TP，即
Target-Case-Topology-Tree)，則語意樹可完全對映的比例就可以提高到 50.3%。

節點配對達成率

PT
NF1
NF2
NF3
TNF2LS
TC-TP
3.40%
11.23%
31.61%
32.72%
35.27%
50.29%
(52/1531) (172/1531) (484/1531) (501/1531) (540/1531) (770/1531)

剩下無法完全對映的句子，經檢查後發現大部分其實語意已被譯者變更。如「Please check if the
fuse is in the appropriate place.」，被譯為「請檢查是否已插入正確的保險絲」。嚴格來說這兩個
句子所含的意思是不相等的。進行翻譯時，在多數情況下我們會希望譯句保有和原語句相同
的語意，因此一般譯者會盡量維持語意相同。所以，先轉為正規化的語意形式，再行配對節
點，可靠性會增加許多。
在將原語句和譯句配對後，所謂的自動學習過程，就是去尋找一組參數集ΛMAX，使其能
讓所有原語句和譯句間之配對，有最大的「可能性」(likelihood value)。如下列公式所示 (其
中 S 為所有的原語句，T 為所有譯句，I 則為所有分析過程中的中間型式)：
Λ MAX = arg max P (T1N | S1N , Λ ) = arg max ∑ P ( T1N , I1N | S1N , Λ )
Λ

Λ

I1N

這組參數即為參數化系統的「知識」，可以在翻譯的時候，用來決定哪一個目標語句最有
可能是特定原語句的翻譯。由於參數化系統是以非決定性的方式來呈現語言現象，有別於規
則庫系統的是/否二擇，因此保留了更多的彈性。這項特點在自然語言處理中十分重要，因為
自然語言的歧義和語法不合設定問題，本身即具有非決定性的特質，因此較適合以非決定性
的知識來解決。同時，參數化系統可藉由電腦的統計語言模型，自動從語料庫中學習有關語
言的知識 (即機率參數)，大幅減低了建立和維護過程中需要的人力。隨著電腦化和網路的普
及，語料庫的取得越來越方便，涵蓋的領域也越來越廣。參數化系統可以充分利用這項資源，
作為其知識的來源，而無須太多的人力介入。基於上述的原因，近年在機器翻譯系統的研發
領域中，參數化系統逐漸取代了過去的規則庫系統成為主流。
(五) 未來展望
上文中已提及，製作高品質的翻譯系統，需要的知識極為瑣碎而龐大。這些知識的獲取和
管理，正是翻譯系統研發的重大瓶頸。從過去的經驗可知，這項工作的複雜度已超過人類所
能直接控制的範圍，即使真的可行，其成本也不是大多數研發單位所能負擔的。
因此近年來機器翻譯系統的研發，已經逐漸由以前的規則庫方式轉為參數化方式。美國國
家標準局 (NIST) 最近連續幾年，都針對中譯英的機器翻譯舉行評比。到目前為止在所有參
賽系統中拔得頭籌的，都是參數統計式的系統 [NIST 05]，而且與其他類型的作法有不小的差
距。由此可見，機器學習式的統計導向做法，已證明其優越性。目前機器翻譯研發的主流，
已經逐漸從規則庫導向轉為參數統計方式。
這種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 現象的產生，不只是因為大家認知到，機器翻譯系統的複
雜度已超出人所能直接控制的範圍，部分原因也在於語料庫的發展規模。以往在建立語料庫
時，是由人工從紙版資料打字鍵入，因此規模多半不夠大，對語言現象的涵蓋度也不夠高。
所以主要是用來提供線索，供研究人員進一步將其概括化 (Generalize) 為通用的規則，以提
高涵蓋範圍。但由於電子化的時代來臨，越來越多的文件是直接以電子檔產生，因此建立語
料庫時僅須直接編輯電子檔，無須再經人工鍵入，建構成本大幅降低。加上網路逐漸普及，
與日俱增的網頁也可以當作語料庫的來源。同時，共享語料庫的觀念也獲得普遍認同，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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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的語料庫，都可用很低廉的代價從美國 LDC (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網址為
http://www.ldc.upenn.edu ) 獲得。如此一來，語料庫對語言現象的涵蓋度已大幅增加，對以人
工進行舉一反三的概括化規則歸納工作的需求，已經大幅降低。
上述這些龐大的語料庫，可以用來建立不同領域共用及各領域專屬的參數集。過去的翻譯
系統，大多是以泛用的系統核心搭配不同領域的字典，企圖解決專門領域文件的翻譯問題，
但是結果卻不如預期。原因已如上述，在解決歧義和語法不合設定的問題時，必須使用到該
領域的領域知識 (Domain Knowledge)，無法單靠專門用語字典。有了大量的語料庫之後，我
們可以從中挑選屬於各領域範疇的部分，從中抽取相關之參數集，以解決領域知識的問題。
隨著硬體效能的大幅躍升，電腦的計算能力和記憶容量已經不再是機器翻譯系統研發的限
制因素。同時語料庫的規模也與日俱增，如果由人來推導模型，讓機器在大量的雙語語料庫
上，進行機器學習獲取大量參數，將可大幅降低知識獲取的複雜度，而這正是以往機器翻譯
研發的瓶頸所在。展望未來，如果能在統計參數化模型上，融合語言學的知識，並能以更適
當的方式從語料庫抽取相關知識，則在某些專業領域獲得高品質的翻譯，也是樂觀可期的。
如此，則機器翻譯在實用化上的障礙，也終將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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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對於本文若有任何意見或相關資訊擬進一步瞭解者，請將意見及問題轉至學會秘書處，
問題之回覆將於下期通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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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

簡介

1988 年台灣舉辦了首次的計算語言學研討會 (ROCLING I)，由陳克健、黃居仁、李錫堅、林一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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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成立近十五年來主要宗旨一直在於推動計算語言學之研究推行計算語言學之應用與發展、促
進國內外中文計算語言學之研究與發展與聯繫國際有關組織並推動學術交流。每年舉辦的 ROCLING
年會是語言學學術界與業界發表與交流成果的盛會。本學會也定期舉辦計算語言學相關的工作坊及研
習營以提高年輕研究人員對計算語言學的興趣與訓練。
學會在主辦國際會議以及接待國際學者方面，也具有豐富的經驗。最近一次由本學會所舉辦的國
際會議是第十九屆計算語言學國際研討會 (COLING-2002)。主辦與合辦的國際會議還包括 PACFoCol94、PACLIC-13 以及 IRAL-99。2001 年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所舉辦的美國語言學學會之暑
期研習營中的中文語料庫語言學研習班也是由本學會協辦。為提升國內研究生與大學教師對計算語言
學的興趣，2004 年 7 月本學會也共同承辦了國科會人文處第二屆語言學卓越營：語料庫與計算語言學。
在出版品方面，學會在 1996 年創刊的中文計算語言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是從事中文語言處理學者交流，國內外發表中文計算語言
學論文的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學會成立以來一個重要的工作項目就是推動中文語言處理資源的分享。
發行的語料庫包含了有標記五百萬詞的中研院平衡語料庫、八萬詞的 CKIP 詞庫、兩千萬字的新聞語
料庫、中文句結構樹資料庫、光華雜誌語料庫、中文資訊檢索標竿測試集以及符合 COCOSDA 格式的
國語口語語料庫 (MAT 與 TCC)。
歡迎有志參與計算語言學研究或是與計算語言學研究內容相關的應用發展的同仁加入我們的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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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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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資訊所 轉 黃琪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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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aclclp@hp.iis.sinica.edu.tw
Website：http://www.aclclp.org.tw

歡 迎 投 稿
͛̚ࢍზᄬ֏ጯഇΏ
http://www.aclclp.org.tw/journal/index.php
中文計算語言學期刊是由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於一九九六年八月份起開始出版發行。
本期刊所涵蓋的範圍包含計算語言學及中文語音及語言處理相關的所有領域。本期刊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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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方式
請將 MS-word 檔、PDF 檔或 Postscript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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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ACLCLP)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ACLCLP) was initiated in 1988
by the program committee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Chines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ROCLING I). The committee
members included Keh-jiann Chen, Chu-Ren Huang, Hsi-Jian Lee, I-Peng Ling and Keh-Yih Su. The committe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it was the time to constitute an academic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languages. Ching-Chun Hsieh was elected to be the chair of the founding committee and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In 1990, the association was formally
founded. Currently, the ACLCLP has 200 members, including 95 life members and 10 institutional members.
In its fifteen year history, the ACLCLP goal has been to conduct research i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to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to encourag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international groups who have similar
goals and to cultivate academic exchange. The annual ROCLING conferences offer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to present research results in Chines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The ACLCLP regularly hosts workshops and offers courses to promot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such as PACFoCol-94, PACLIC-13, IRAL-99 and COLING 2002 were hosted by the ACLCLP
recently. For promoting resource sharing, the ACLCLP also releases a wide variety of Mandarin corpora including the
Sinica Corpus and the CKIP lexicon, the Chinese News Corpus, the Sinica Treebank, the Chine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sting Corpus and the Mandarin Speech Databases (MAT and TCC).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effor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IJCLCLP) published by the
ACLCLP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journals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We hereby warmly welcome colleagu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to join us. Please see the ACLCLP web page at http://www.aclclp.org.tw.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No. 128, Section II, Academia Road, 115 Taipei, Taiwan
Tel: +886-2-27883799 ext. 1502
Fax: +886-2-27881638
E-mail：aclclp@hp.iis.sinica.edu.tw

∼ Call for Pap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IJCLCLP )
http://www.aclclp.org.tw/journal/index.php
IJCLCLP 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ACLCLP, a.k.a. ROCLING. This journal covers all aspects
related to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All papers submitted to IJCLCLP must
be written in English and must b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and cannot be under consideration elsewhere. Submissions
should report significant new research results i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hinese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or
new system implementation involving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lectronic submission
Please e-mail MS-word, PDF or Postscript files to clp@hp.ii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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