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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文词汇网络(Chinese WordNet , 简称 CWN)的设计理念 ,是在完整的知识系统下兼顾词义与词义关系

的精确表达与语言科技应用。中文词义的区分与词义间关系的精确表征必须建立在语言学理论 , 特别是词汇语义

学的基础上。而词义内容与词义关系的发掘与验证 , 则必须源自实际语料。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分析与语料结合。

结合的方式则除了验证与举例外 , 主要是在大量语料上平行进行词义标记 , 以反向回馈验证。完整 、强健知识系统

的建立 , 是兼顾知识本体(onto lo gy)的完备规范(formal integ rity)和人类语言系统内部的完整知识。我们采用了上

层共享知识本体(SUMO)来提供知识的规范系统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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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 sign c riterion of Chinese WordNet (CWN)is to build a complete and robust know ledge sy stem

w hich also embodies a precise expression of semantic re lations.Such precise expression fo r the Chinese sense divi-

sion and the semantic relations must be based on linguistic theory , esp.le xical semantics.All w ord sense example s

to gether with the lex ical semantic relations in CWN are all attested with co rpus data.Our methodolog y involves first

analy zing language data and then combining the analyzed re sult with co rpus by sense tag ging to re-examine the accu-

racy of the analysis.For fo rmal repre sentation and computa tional application , a complete and robust know ledge sy s-

tem needs to be equipped w ith the fo rmal integ rity of onto log y.The Suggested Upper Me rged Ontolog y(S UMO)is

adopted fo r this purpo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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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文词汇网络(Chinese WordNet , 简称CWN)

的设计理念 ,是在完整的知识系统下兼顾词义与词

义关系的精确表达与语言技术应用 。中文词汇网

络 ,是信息基础建设完善环境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中研院中文词网小组(Chinese WordNet Group),

结合分析详尽的中文词汇词义数据与网络科技的技

术 ,开发了中文词汇网络。

中文词汇网络中文词义的区分与词义间关系的

精确表征 ,建立在语言学理论 ,特别是词汇语义学的

基础上 。而词义内容与词义关系的发掘与验证 ,则

源自实际语料 。语言内部知识的完整表达 ,是建立

在完整的词义关系系统上 ,特别是利用“类义词”

(Paranym)[ 1] 整合 、对比语意关系为主的词汇网络

与界定语意场的不同分类系统(Taxonomy),更以

完整标记的跨语言词义关系作为多语知识系统对应

的基础 。以上的设计理念 ,使得中文词汇网络不但

提供了中文词汇语意深入研究的基本参考数据 ,更

进一步能支持跨语言的知识整合与应用 ,如全球词

网网格(Global WordNet Grid)的建构与生态环保

领域的跨语言知识整合 [ 2] 。

本研究以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中文词汇网络研

究小组从 2003年以来大量的词汇词义分析研究成

果为基础 , 收录至 2009 年初的第六版资料 , 已有

8 836个词形 , 23 670 个词义深入分析之 synset 数

据建构于中文词汇网络上 ,我们以人性化整合查询

接口透过因特网呈现 ,除了提供相关研究人员以及

有兴趣的使用者查询检索外 ,更希望借此系统作为

全球词网———多语 、跨语言的基础知识架构对应的

连结。

本文内容如下:在第二节由本体研究出发 ,将呈

述我们对于中文词汇意义之判定及表达所作的基础

研究 ,说明词义语意面区分的基础与应用 、词义判准

原则 、词义收入与分合操作原则 、词义描述规范和词

汇语义关系判定原则等。在第三节中 ,我们将讨论

如何将已经分析的数据转成中文词汇知识检索系统

的设计概念 ,包含有 SSM S系统和 CWN 接口 ,并介

绍词义标记系统:人工标记与自动预测 ,以及中英双

语知识本体词网 。在第四节里 ,要探讨的是词汇语

意关系表达与预测 ,重点在词汇语意关系表达与词

汇语意关系自动预测。在第五节里 ,我们将讨论语

言知识整合与应用 ,对于跨语言知识系统的对比与

应用作了详尽的探讨 ,以及讨论两岸词汇对应的比

较。第六节是总结。

2　中文词汇意义之判定及表达

2.1　词义与义面区分的基础与应用

　　词汇语义学相关研究 ,在理论语言学上表现出

来的 ,是词汇语意学理论与解释能力的蓬勃发展 。

而在计算语言学方面则是语意导向的研究题目逐渐

成为主流 。甚至在认知科学的研究中 ,意义的心理

与脑神经处理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在这些潮流

中 ,词网(WordNet)是最重要的共同基础架构 ,而词

义(sense)的区分则是最关键的基本研究议题 。

词网是以词义与语意关系为经纬建立的人类语

言知识表达基本架构 。建构完成的词汇语意网 ,一

方面可以作为语言学研究的素材 ,另一方面在信息

处理上又可以作为自然语言处理以及诸多实际应用

的基石。词网里有两项重要的元素 ,一是以词义为

据的词汇分组(即所谓的同义词集(synset)),另一

个就是连系词集的语意关系 。以同义词集为节点 ,

透过语意关系相互连系 ,就形成了表征词汇意义及

其关系的语意网络。其中 ,同义词集的建立可说是

最基础的工作。建立同义词义 ,便是把在语境中能

表达相同词义的词汇归为一组同义词集 ,而多义词

则分处多组词集 ,以表示其不同的词义 。据此可知 ,

词汇的词义区辨及其同义词的判断与汇集 ,便成了

最根本的工作。然而 ,虽有实际的需求 ,词义区辨的

原则在学术上却是尚无定论的议题 。为了相关工作

的进行 ,本文希望能讨论并建立一组词义区辨的操

作原则 ,一方面能满足一致性与合理性的要求 ,另一

方面又能作为大量中文词汇词义区辨工作上有用的

准则 。有了一致性的词义判准 ,语言知识才能有效

处理 ,也才能把语言知识连结到知识本体(onto lo-

gy)或转换成概念表达。

2.2　词义判准原则

在本文中 , “意义”与“词义”二词有特殊的界定 。

说话者或分析人员根据自身对某一词汇在语境中传

达讯息的理解 ,区分出相同词汇(形)的不同涵义 ,我

们称之为“意义”(meaning);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

的区分方式(依据不同的标准或直觉)。进一步 ,根

据适当的标准 ,判断初步分析的合理性 、进行意义的

分合 、细分等而获致的最后结果 ,我们称之为“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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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在某些语境下 ,词可能有受语境影响而

改变的意义 ,人们可以区分出 ,但这些意义是暂时

的 ,当上下文语境改变时 ,又会出现不同的相对意

义 。这样的意义区分 ,我们称之为“义面”(meaning

facet)Ahrens et al.[ 3]),是中文词网处理文献中所

谓“规则化多义”(regular po ly semy)的重要创新。

如同一段文本中 , “报纸”可以指涉阅读的内容 ,或纸

制品的实体。① 以及规则化的动词名物化 ,都是义

面的重要例子 。

我们的词义判准建立在五个基础原则上:(一)

一义一项 、(二)一物一义 、(三)一事一义 、(四)义不

随境迁 、(五)义面由观点与语境定义 。除了建立理

论完整的词义区辨原则外 ,并同时提供了可以实证

的词义区辨操作原则 ,并对每个原则提供实例。我

们借由这个分析原则进行词义区分的工作 ,并建构

工作接口 ,将中文词网词义区分资料库的内容已全

部在线化 ,中文词网词义区分的资料可直接进入资

料库 ,不用透过机读格式的转档 。在本接口上 ,我们

可以进行词汇的查询 ,词义的新增 、修改以及例句和

WordNet同义词集的查询和输入。本资料库可有

效地管理词汇与词义 ,并便利于技术报告的整理和

编辑 。此外 ,我们也借由 Chinese WordShetch提供

较为明确的上下文语境的句子 ,以验证我们分析的

词义是具有可靠性的
[ 4]
。

2.3　词义收入与分合操作原则

CWN 研究过程 ,除了建立理论完整的词义区

辨原则外 ,并同时提供了可以实证的词义区辨操作

原则;并对每个原则提供语言实例。这个原则是建

立在文献(词典)与实证(语料库)上的。以实证为

主 ,文献为辅 ,两者有冲突时 ,则由语言学专业人员

分析解决。

词义分和操作的原则 ,大致上 ,我们分为三大类:

(一)词义的判定

如何判定两个分析出来的意义确实属于不同词

义(应分列不同义项)? 或为同一词义的两个义面?

判定的标准是不同的词义不会出现在同一语境之

下 。在实际操作上 ,可以尝试找出同时带有两个分

析出的意义的语境(句子)。若成功 ,则为单一词义 ,

双义面 。若失败 ,则属两个词义 。

(二)“歧义句”与“同时带有两项意义”的判定

有些词汇可以造出歧义句使得语句中的词汇能

作两种以上的不同解释 ,即分析出两个以上的意义。

但分析出的多重意义 ,在语境提供足够讯息后 ,只能

有单一意义留存(即所谓排歧)。所以“歧义句”的情

形不能当作该例句同时带有两项意义。例如:“看

病”一词 ,可能是医生替病人治病 ,表示诊治;也可能

是病人接受医生诊治 ,表示就诊。但是在[他这个医

生不看病 ,只做研究 。]的句中 ,[就诊]的词意被消去

了不会出现 ,这就是典型的歧义与语境消歧。

(三)义面的判定

如何判定两个分析出来的意义确实属于同一词

义下的不同义面? 判定的标准为 ,同一词义下的不

同义面 ,会有分属不同义面的语料 ,但也同时带有两

个义面的语料。在实际操作上 ,则必须让下列两个

条件并存 。

a.找出分别反映不同义面的语料。

b.找出同时反映不同义面的语料。

另外 ,请注意动词的“名物化”现象 ,当名物用法

同时指涉同一事件的名称时 ,也析分成不同义面 ,不

作词义上的区分。但是如果名物用法的指涉改变 ,

如转为指涉参与事件的对象或结果 ,则为不同词义 。

例如“拨款”一词 ,词义 1的动词表示“支付或调配款

项”这个动作;词义 2的名词则是指“支付或调配的

金钱” 。

2.4　词义描述规范

黄居仁等[ 5] 提出的词义区辨原则与操作原则 ,

是中文词义数据库建立文件与《词义区辨小词典》编

纂的依据。《词义区辨小词典》所收录的词条(en-

t ry),以现代汉语通用语词为范围 ,不列入现今已不

用或罕用的词汇。而收录的中文词汇条目 ,包含单

字词 、双字词和多字词。本词典尽可能提供各词目

(lemma)完整而且正确的讯息 ,包含标音(汉语拼音

与国语注音)、释义 、英文对译 、词类 、例句 、附注 ,如

图 1所示 。

2.5　中文词汇语义关系判定原则

在英语及其他的欧洲语言里 ,词汇语意关系已

有相当充分的研究。例如 , 欧语词网(EuroWord-

Net , Vossen 1998)[ 6] 就是一个以语意关系来勾勒

词汇词义的数据库。也就是说 ,词汇意义的掌握是

通过与其他词汇语意的关连来获得的。为了确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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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句如:“今天的报纸登的是有趣的新闻 ,过期的报纸可论

斤回收贩卖;但也有人专爱在旧报纸里找漏网新闻。”报纸在整段中

式连贯的主题 ,理论上必须有相同的词义(sense),但又有不同的意

义 ,故以“义面”区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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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文词汇条目内容范例

据库建立的质量与一致性 ,欧语词网计划就每一个

处理的语言其词汇间的词义关系是否成立提出相应

的语言测试。实际经验显示 ,利用这些语言测试 ,人

们可以更容易且更一致地辨识是否一对词义之间确

实具有某种词义关系。而且 ,每一个使用数据库的

人也可以检验其中关系连结的正确性 。换句话说 ,

对一个可检验且独立于语言的词汇语意学理论而

言 ,这些测试提供了一个基石[ 7] 。

由于词网是一个以词汇间的语意关系为主要收

纳对象的数据库 ,为了确保数据库的质量与一致性

以及实际应用的可靠性 ,一个可以检验语意关系连

结适当与否的方法是必要的。就理论的层面来看 ,

这也是为词汇语意学建立实证基础的第一步。为探

究中文词义关系建立中文语言测试的可能性 ,我们

尝试为一些重要的语意关系提供测试的句式和规则

来评估其可行性。这项研究除了建构中文词汇语意

学的理论基础 ,也对 M iller 的词汇网络架构[ 8] 提供

了一个有力的支持 ,这个架构在词汇表征和语言本

体架构研究上开拓了关系为本的研究思路[ 7] 。

3　中文词汇知识检索系统设计

CWN 至 2009 年初 , 目前累积的成果 ,共有超

过 8 700多个词形 , 23 000多个词义 ,平均一个词形

约有 2.67个词义;词义数在两个以上的词形 ,约有

4 500个 ,其中 , “打”这个词形 ,具有最多的词义 ,共

125个 。在这些词义中 ,动词的词义约 10 300个 ,名

词的词义约 10 400 个;义面的数量约有5 500个。

这个大规模数据库的维护 、更新 ,以及提供相关研究

人员查询使用 ,都需要有效率的工作平台 ,中文词汇

知识检索系统之开发 ,在上述动机下完成。除了研

究成果共享之目的外 ,更希望借此作为中文词汇知

识网络研究之基础架构。

3.1　SSMS系统

为了可以让机器读取并储存大量的词汇词义区

分的数据 ,我们以词汇知识为基础 ,来整合词汇词义

的信息 ,开发了中研院词汇词义管理系统(Sinica

Sense M anagement Sy stem), 简称 SSM S
[ 9]
。在

SSM S里 ,包含了中文词网小组所收录并分析的词

条 、词义等相关信息 。换言之 ,SSMS 包含的词条信

息有:词类 、例句 、对应 WordNet 的英文同义词集

(synset)、词汇语意关系如:同义词 、反义词 、上位

词 、下位词等等 。

从 2004年 2月起 ,中文词网词义区分数据库的

内容已全部在线化 ,中文词网词义区分的数据可直

接进入数据库。在该管理系统下 ,我们可以进行词

汇的查询 ,词义的新增 、修改以及例句和 WordNet

同义词集的查询和输入。本数据库可有效地管理词

汇与词义 ,并便利于技术报告的整理和编辑。

3.2　CWN界面

中文词汇知识检索系统在设计阶段考虑了使用

者角度与系统功能发展角度 ,共同建立起系统架构

与操作流程 ,详细描述系统范围内相关数据结构和

操作步骤 ,特别是设计一套整合式实时查询的方

式[ 10] ,提供系统使用者一个整合查询接口快速查询

以及浏览有兴趣的各个词义信息。系统提供的查询

范围 ,有:中文词汇 、释义内文 、英文对译 、中文词汇

模糊查询 、注音 、汉语拼音等 ,使用者可依不同信息

或不同需求来选择查询的方式 。主要的出发点是能

对词汇与语义相关连的内容 ,做广泛而有效的检索 ,

也是借着检索的比对 ,来确保释义语言及语义区分

的一致性及强健性。查询结果以词汇编号为主键由

数据库中提取出词目 、词义 、领域 、释义 、语义关系 、

英文对译 、例句及附注等项目依序排列 ,通过浏览器

可清楚呈现给使用者 。

我们于 2006年 ,将中文词网词义区分数据库的

成果网络化 ,以便提供给使用者直接查询。目前 ,我

们命名为“中文词汇网络(Chinese WordNet), ht-

tp://cw n.ling .sinica.edu.tw/”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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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词义标记系统

3.3.1　人工标记

为了彻底呈现语言的真实性 ,我们对于每一个

词条(lemma)的词义(sense)和义面(meaning facet)

做了详尽的区分 ,同时 ,也借由这些词义和义面 ,开

发出一套词义标记系统 [ 12-13] 。中文词汇网络的词

义 ,基准 ,承袭了普林斯顿词网的既成传统 ,以同义

词集为节点 ,透过语意关系相互联系 。建立同义词

义 ,便是把在语境中能表达相同词义的词汇归为一

组词集 ,而多义词则分处多组词集 ,以表示其不同的

词义。为了证实我们所分析的词义可以完整地表现

在实际语言上 ,我们开发了设计出一个超过 11万词

的大规模中文词义全文标示语料库 ,以我们已经分

析过的词义作为基础 ,以中研院平衡语料库为标示

对象 ,从中摘录 56篇完整文章 ,利用 N-g ram 与搭

配信息等语言知识 ,结合机器学习方法作为自动词

义标示的预处理工作 ,然后将自动标示结果进行人

工校正 。

3.3.2　自动预测

大量精确的词义标注资料 ,可提供多项计算语

言相关研究的丰富素材。但是 ,中文语料库词义标

记主要的瓶颈是缺乏自动标记参考的资料 ,而人工

标示成本昂贵 ,造成语料库语意标示工作的困难。

近年来的许多研究 ,显示出对大规模词义标示语料

集的大量需求 ,这些资源在建构上是否完备 ,往往会

影响整个研究进行方向以及研究结果的正确性 。为

了克服此问题 ,本研究发展一套半自动词义标示方

法 ,作为标示词义的预处理 ,再经由语言学专业人士

校订。语料库制作以中研院平衡语料库为对象 ,从

中摘录文章 ,并对摘录出的文章中的词做词义标示 ,

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中文词义标示语料集以供自然语

言处理研究使用[ 12-13] 。

根据柯淑津等[ 12] 的研究 ,自动标示词义的方

法 ,采用诱导式方法 (Boo tst rap)逐步放宽标示条

件 ,来扩增标示语料 ,其系统组织如图 2所示。

自动标示词义的第一阶段采用 N-gram 模式 ,

将标示出词义的资料加入训练集中 ,以作为第二阶

段的训练语料 。利用 N-gram 处理词义标示是基于

下面的假设:存在包围目标词前后 N 个词完全相同

的两个子句 ,我们推论它们应拥有一样的词义。在

此使用 N-g ram 有两项主要目的 ,第一是扩大训练

集 ,因语料库中常可见到相似之子句 。第二个目的

是过滤训练资料集的噪声 ,以此检验人工标示资料

图 2　标示词义系统组织图

之不一致性。第二个阶段我们使用搭配信息来增加

标示集数量 ,搭配信息是一种很强的语言关系 ,能决

定目标词汇之词义。利用其所搭配的共现词汇

(co llocation)与词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等进行

词义的预测 ,第一部分词义标示以词义下再细分至

义面为准 , 结果如表 5 所示 , 其整体的正确率为

57.47%。第二部分我们将词义标示处理至词义为

止 ,不再细分义面 ,其整体的正确率大约可提升至

64.51%。

3.4　中英双语知识本体词网

为了追求语言知识架构的丰富性 ,我们采用“建

议上层共享知识本体”(Suggested Uppe r M erged

O ntolog y ,简称 SUMO)[ 14] 为基础来进行语言知识

的对照。在自然语言中 ,常会有一词多义的现象 ,甚

至于有模棱两可的现象 ,诸如此类的词汇 ,并不能以

一般的词义就能分析的精准 ,因此 ,在我们的系统

里 ,还引入了义面(Facet)的概念 ,不但使我们的系

统有更强的表达能力 ,更使我们能够描述某些随语

境转变成共现的语义区分 ,同时 ,我们利用类义词来

表达词义间的同类聚合关系
[ 15]

。

中研院中英双语知识本体词网(The Academia

Sinica Bi lingual Ontological Wo rdNet ,简称 Sinica

BOW)
[ 16]
以WordNet

[ 17]
为基础 ,加入中国台湾地区

所使用的中文经验 , 搭配领域以及 SUMO , 并以

WordNe t的 1.6版和 1.7.1版之名 、动词的单词义

和多词义对应资料为基础 ,作为媒介连结了领域词

汇库和领域知识本体 。我们将已经分析完成的

Chinese WordNe t 的词义 ,拿来对应 WordNet1.6

的 synse t(总共有 99 642个数据),发现可以对应上

的总共有 18 055个词义 ,目前的涵盖率(coverage)

为 18.12%。此外 ,系统借由多元 、友善的接口 ,将

功能切割为词网 、知识本体以及索引三个主要单元 ,

提供跨语言信息转换 、词义的区分与词义关系的连

结 、语言信息与概念架构(知识本体)的连结以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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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等信息 。

Sinica BOW
[ 18]
主要使用的资源包含 Word-

Net 、ECTEC(Eng lish- Chinese T ransla tion Equiva-

lents Database)以及 SUMO 。ECTEC 是以 Word-

Net为基础 ,经由现有英中或中英电子辞典的词形

对应 ,替每个同义词集的词义找出可能相对应的中

译词组 ,再经由人工检验。寻找对译的过程中 ,尽可

能的以词汇而非描述性短语表达 ,目的在于让每个

同义词集都有最适当的一至三个左右的中文对译。

SUMO则是由 IEEE 标准上层知识本体工作

小组所建置 ,其目的在于促使自然语言处理 、信息检

索 、自动推论以及资料互通性等工作的进行 。知识

本体类似于字典或词汇表 ,但讯息更丰富 ,以便于计

算机处理其内容。知识本体以格式化的方式表达概

念(Concept)、关系(relation)以及公理(axioms)。

上层知识本体是将一般性 、后设性(meta)、摘要性

以及哲学类的概念指出 ,所以特殊领域的概念可由

其中的概念所涵盖 ,但特殊领域概念的知识本体则

期许由各领域自行制订[ 19-20] 。日前 SUMO 已经与

WordNet 1.6以及 2.0版本结合 ,且以同义(synon-

ymy)、上位(hypernym)、体例(instantiation)这三种

类别显示同义词集和 SUMO概念间的对应关系 ,例

如:同义词集 cell(细胞)与细胞概念(cel l)是同义。

Hockey(曲棍球)属于运动概念(sport),两者间的关

系为上位 , 也就是说运动涵盖 hockey(曲棍球)。

China (中国)属于国家 (na tion)这概念的体例。我

们利用 Sinica BOW 的系统(ht tp://bow.sinica.

edu.tw/)查询 WordNet 的词汇 ,得到的相关讯息

与 SUMO的讯息 。

4　词汇语意关系表达与预测

4.1　词汇语意关系表达

　　在英语及其他的欧洲语言里 ,词汇语意关系已

有相当充分的研究 。欧语词网[ 6]就是一个以语意关

系来勾勒词汇词义的跨语言词汇知识库 。也就是

说 ,词汇意义的掌握是通过与其他词汇语意的关连

来获致的。为了确保数据库建立的质量与一致性 ,

欧语词网计划就每一个处理的语言其词汇间的词义

关系是否成立提出相应的语言测试 。实际经验显

示 ,利用这些语言测试 ,人们可以更容易且更一致地

辨识一对词义之间是否确实具有某种词义关系 。而

且 ,每一个使用数据库的人也可以根据测试检验其

中关系连结的正确性 。换句话说 ,对一个可检验且

独立于语言的词汇语意学理论而言 ,这些测试提供

了一个基石。

在 CWN 的语意关系标记选择上 ,我们除了参

考了普林斯顿 WordNet的语意关系连结 ,例如:同

义词 、反义词 、上位词 、下位词……等等 ,另外 ,我们

也开发了“类义词(paranymy)” [ 1 , 15] 的语意关系连

结 ,主要是以WordNet 为框架 ,在姊妹词汇(Sister

Terms)中解释丰富的概念关系(Rich Conceptual

Relations)。根据黄等
[ 1]
之前的研究 ,以词汇语意关

系的角度来定义这些姊妹词汇 ,我们就称之为“类义

词” 。增加“类义词”的运用 ,可以让我们在词网的描

述上更具完整性 , 也更丰富了词汇的的本体知识 。

完整的“类义词”语意关系会依照同一个概念原则来

将他们归类为同一类 ,我们深深地相信 ,我们将“类

义词”当作词汇的语意关系 ,对于我们在处理词汇语

意关系上 ,有更明确的描述与对应 ,也可以借此提供

更明确的讯息以及富有 ontological的词网 。

根据黄居仁等[ 1] 的分析 ,我们将“类义词”分为

两大类:一 、相对类义词(Contrary Paranymy);二 、

重迭类义词(Overlapping Paranymy)。“相对类义

词” ,通常是有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可以用 very , al-

most等词修饰的词汇 ,这个语意关系的词汇也可以

是中等程度的词汇 ,所以在描述上有可能既不是这

个也不是那个 。例如:某个东西可能被认定是“温

的” ,因为它既不是热的也不是冷的。除此之外 ,通

常“相对类义词”又可被分类成“认知 、感官类”(per-

cept ional paradigms)或“约定俗成类”(conventional

Paradigms)。“认知 、感官类”是基于人类的认知 、感

知与感官 ,例如:快/慢的上层节点是速度 。至于速

度是快或是慢 ,这个就完全依靠个人的感知 ,然而这

样的感知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约定俗成类”就如同

在中文里 ,我们对于双亲这个概念所使用的称呼词

汇 ,我们可以图 3来表示这样的关系。

图 3　双亲称谓示意图

至于“重迭类义词” ,简单来说 ,则是这个类型的

两个姊妹词汇共同拥有一些相同的特征 ,在 CWN

里面 ,我们基于语言约定俗成的用法来做解释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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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类重迭类义词 ,通常与语言的使用与经验相符

合 。例如:“箱子”和“盒子” ,所隐含的语意与概念是

相同的 ,但是 ,当我们要装置较大的物品 ,如:电视机

或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箱子” ;当我们只是要

放置较小的物品 ,如:杯子或饼干 ,我们就会使用“盒

子” 。又例如:“警官”与“警员” ,位阶较高 、权力较大

的 ,我们称之为“警官” ;反之 ,则称之为“警员”。尽

管如此 ,“警官”与“警员” ,所呈现的语意概念 ,在某

些方面是相同的。

4.2　词汇语意关系自动预测

如前所述 ,词汇网络是以“同义词集”(Synset)

与词汇语意关系为核心所架构出之词汇知识系统。

也就是说 ,词汇网络架构表达的不仅是词汇本身的

概念性知识 ,它亦表达了词汇之间的语意关系。然

而 ,从普林斯顿英语词网以及欧语词网的建构经验

来看 ,这是一项相当费时耗力的庞大语言工程。对

于经费取得困难 、使用频度较低之语言而言 ,建立此

项语言资源更为不易。从词汇语意与知识表达的角

度观察 ,我们认为不同语言对于概念原素(Concep-

tual Atoms),可能有着不同之表达方式 ,但是在词

汇语意关系的表达上 ,则应具有更大程度之“普同

性” 。因此利用“诱导式方式”(Bootstrapping)针对

已发展成熟之英语 、欧语词网之语意关系 ,以加速新

的词网雏形成形 ,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另类选择。

在上述背景之下 ,我们提出“多语词网诱导”。

词汇语意关系自动标记模型(Boo tst rapping f rom

M ultilingual Wo rdne ts)。此模型是基于中文词汇

网络小组一系列之相关研究所得出[ 5 , 9 , 21] 。我们假

定在词汇语意关系之标记上 ,可以借力于其他已成

形之词网的跨语言词义关系资源 。主要提出的论点

在于 ,利用词汇关系隐含的代数特性(如及物性等),

转化成进行词义标记所涉及之逻辑条件 ,并以反向

回馈验证 。在文献 [ 5] 中 ,曾针对 210 个中文词形

(Lemma)做过小规模之试验与评价。以此为基

础[ 21] ,进一步在规模上与多语扩充两个面向上作延

伸试验 。亦即 ,在规模上 ,我们将目前中文词网小组

所定义完成之 8 000 多笔中文同义词集纳入;在多

语扩充上 ,我们将欧语词网
[ 6]
亦纳入实验对象。其

中包括了德语 、法语 、捷克语 、荷兰语 、西班牙语 、义

语与爱沙尼亚语等七种欧洲语言 。实验结果相当具

有前景 ,我们相信此模式可以协助一个词网的快速

原型(rapid pro to typing)发展 ,加速词网核心资源的

建构过程。

5　语言知识整合与应用

着眼于作为一个跨语言知识处理架构 ,中文词

汇网络的发展过程中 ,亦与欧洲语言(法语 、意大利

语)、日语以及两岸中文之词汇对应进行了语言知识

整合与应用之尝试。

5.1　跨语言知识系统的对比与应用

在跨语言知识资源平台设计上 ,中文词汇网络

小组与意大利国家计算语言学研究所 ,针对跨语词

汇知识资源之协作机制 ,共同提出了称之为 Lex-

Flow 之分布式计算架构 ,并以意大利文与中文为

例 ,成功地展示了初步之实验成果
[ 22-2 3]

;在跨语词

汇知识表达之形式化上 ,我们亦与法国土鲁斯大学

合作 ,利用图形处理与语意空间邻近度计算技术 ,建

构了中法动词语意对应网络
[ 24]

,同时亦通过心理语

言学实验得到心理处理历程之初步验证 。此外 ,以

WordNe t的讯息作为中介 ,我们比对了中 、日文之

汉字知识表征之相同与差异
[ 25]

。

为了解决全球多语化所带来的问题 ,我们需要

一个跨语言的知识信息整合平台。我们需要一个知

识信息系统 ,其设计之核心 ,在于产生内容可协作的

(content interoperabi li ty)标准化制作 、跨语言之分

散性知识资源共享与交换机制 ,及其存取与检索接

口。在工作方法上 ,我们将以知识本体驱动的方式 ,

利用上层知识本体与全球词汇网络网格之串接作为

知识资源核心 ,并辅以文本知识发掘与语意分析技

术(请参见 Kyo to 计划 ,文献 [ 2])。以此方法所产

生的知识资源 ,将以 w iki 平台之呈现 ,使其得以通

过相关领域专家与使用者之回馈得到维护与永续

性。最后 ,我们亦将会拓展此模式到不同语言与文

化领域。此跨国合作计划之最后目标 ,即在于设计

与实现这样的系统与资源 ,对于巨量之分散于全球

的知识 ,可以用一致的格式加以表达呈现 ,并进行深

层之概念检索与发掘 。此项研究成果 ,特别是对于

全球之中小型企业 ,包括非营利性组织 ,将有相当大

之帮助。

5.2　两岸词汇对应

在我们的中文词汇网络里 , 我们结合了

WordNe t 的讯息 ,利用各种不同的语义关系 ,将每

个原本属于看似独立的词义连结起来;也以Word-

Net 为中介 ,比对同样是中文而区分出来繁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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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Chinese WordNet , CWN)与简体中文系统

(Chinese Concept Dictionary , CCD)
[ 26-27]

。

自从 2000年开始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

就已经开始着手以 WordNet为基准 ,研究 CCD ,并

建立一个中英双语的词网 ,一个可以提供各种不同

研究的词网 ,如机器翻译(MT),信息检索(IE)…

等等。

CCD ,中文概念辞典 ,是一个中英双语的词网 ,

由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开发 ,整个架构发展

也是来自于WordNet
[ 28-30]

。在 CCD的发展手册里

记载 ,研究团队描述这些词义的首要条件 ,是不可以

破坏原本WordNet对于同义词集定义概念与其语

义关系的架构 。另一方面 , CCD的研究团队考虑到

可以存在许多在中文与英文的不同描述架构 ,所以 ,

他们不止表现对中文词汇内涵的表达 ,也发展了中

文词汇语义与概念的关系性 ,以利于强调中文的

特质。

CCD的研究团队专注在整个 CCD的架构 ,提

出同一概念的同义词集的定义 ,其所呈现的概念 、定

义和概念网的上下位语义关系 ,每一个同义词集都

有其基本关系 ,彼此之间亦有语义关系的存在。至

于 CCD的逻辑推演原则在语义网上的呈现 ,是运用

到数学的形式而来的 ,是可以帮助研究者在中文语

义分析上的使用。CCD的总体结构沿用WordNet

框架:CCD 以同义词集(Synset)定义概念(Con-

cept),在概念之间定义关系(Relation);涉及词性有

名词 、动词 、形容词和副词 ,主要的关系有同义关系 、

反义关系 、下位关系 、整体部分关系和词法关系

等 [ 29] 。

繁体中文系统的英中对译(CWN)与简体中文

系统的英中对译(CCD),依不同词类 ,区分成:名词 、

动词 、形容词和副词四大类来进行对比 ,以 Word-

Net为主 ,检测在同一个 Synset 中 ,繁体中文系统

的对译词汇和简体中文系统的对译词汇 ,然后再进

行比对 。

在四大词类中 ,我们可以清楚得知 ,在同一个

Synset中 ,繁体中文系统 ,可能有多个相对应的对

译词汇 ,同样地 ,简体中文系统也可能有个相对应的

对译词汇。在这些对译词汇里 ,又有可能是两边使

用的对译词汇完全一样 ,称之“完全相同” ;如果 ,两

边使用的对译词汇 ,没有一个相同的 ,称之“完全不

同” ,也就是“真正不同” ;或者 ,只有使用其中一个或

一个以上对译词汇 ,这个状况 , 称之“部分相同” , 而

在“部分相同”的对译词汇 ,如果两边的对译词汇使

用的词首相同 ,称之“词首相同” ,如果只是使用到相

同的字 ,则称之“部分字符相同” ,详情见表 1。

表 1　CCD 和 CWN 对译的各种分布状况

Synset
CCD

对译词汇

CWN

对译词汇
比例

bookshelf
书架 、

书柜 、书橱

书架 、

书柜 、书橱

60 176

(60.39%)
完全相同

lay off 下岗 解雇
6 762

(6.79%)
完全不同

immediately 立即 立刻
10 628

(10.67%)
词首相同

acco rding 据报 根据
22 076

(22.16%)

部分字符

相同

总计
99 642

(100%)

　　CCD与 CWN 的对比研究 ,以及 CWN 与欧语

词网的对比研究 ,很清楚指出一个在词义与词义关

系的架构上 ,对两个词汇库系统做宏观研究的新途

径;这是词汇语义学拓展研究的绝佳契机。

6　结论

本文的研究 ,以中文词汇网络建构为开端 ,以

WordNe t的信息为桥梁 ,透过各种语义关系 , 串连

起信息丰富的多语语料 ,比对同样是中文而区分出

来繁体中文系统与简体中文系统这两个系统;也比

对了中 、日两种不同语言在表达同一概念的相同与

差异 。当然 ,因全球多语化的驱动 ,我们也试图开发

出一个跨语言的整合知识讯息平台 ,并结合上层知

识本体与全球词汇网络网格之串接作为知识资源核

心 ,进而发掘语义分析的技术 。

中文词汇网络兼顾词义与词义关系 ,以及在完

整的知识系统下的精确表达中文词汇知识的设计理

念 ,为中文与跨语言知识工程与语言科技应用 ,提供

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基础架构。并且在词汇语义学的

基础研究上 ,以及中文词义标记语料库上 ,都跨出了

重要的一步。更重要的 ,CWN 提供的架构基础 ,使

中文词网能参与欧盟重要国际计划的协作更凸显了

不受限于语言的知识架构 ,在未来语言科技发展中

的关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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