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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authentic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approach.
近幾年來我們致力運用多媒體技術與 In our previous work, we have successfully
網際網路進行互動式的英語學習，在智慧 built a system to support interactive English
型互動式英語學習整合系統中，我們企圖 writing on the Internet. Many schools and
有效提昇學生學習英文基本的聽、說、讀、 students currently use the system. Here, we
寫能力。在我們所發展的系統中包括了(1) focus on the design of the authentic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it is well known, the lack
互動式線上英語寫作系統、(2)多媒體創意
of authentic environment is the main obstacle
即席寫作系統、(3)情境式影片英語學習系
for non-native speakers. The developed
統、(4)智慧型閱讀系統及(5)同步式寫作環 environment intends to improve learners’
境。透過這五個子系統的整合，我們期望 basic language skills such as listening,
為英語學習環境開創一個新的里程埤。在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by using the
充分運用多媒體、網際網路及語言文字分 creation of networked learning environment.
析的技術於英語學習環境的同時，我們希 We make use of movies to create a virtual
望學生能在愉悅的學習過程中紮實地成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In this project, we
長。智慧型互動式英語學習系統發展至今 have completed a video retrieval technique
輪廓已漸成形。在此計畫中，我們以『情 based on syntax research. As a result, users
demand can be satisfied even better.
境式影片英語學習系統』為主要設計目
標。在既有的基礎上，整合多媒體技術、 Keywords: VoD, Movie segmentation,
學習科技以及計算語言學的專業領域知識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video
來設計網路型互動式英語學習環境，於此
syntax search
計畫中我們完成了以語法為基礎的視訊資
料搜尋技術，藉此，使用者更方便的搜尋 二、緣由與目的
出所欲取得之視訊資料。
在情境式影片英語學習系統中，我們
關鍵詞： 隨選視訊、電影自動分段、線上 提供一個可以讓學生在欣賞英語電影的同
時，提昇自己的英語聽力及熟悉正確的情
英語學習、語法搜尋
境對話及習慣用語的環境，我們提出了一
個新的看電影學英文的學習方式。有別為
Abstract
於市面上販賣之看電影學英文的
Learning in an efficient manner is a very CD-Title，只單純提供電影播放及字幕查詢
important issue. The key of the
的功能；我們設計一套可以讓老師及教材
accomplishment of this objective depends on
編輯者可以編輯包含電影片段的多媒體教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xpertise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rning technology, 材的系統，老師及教材編輯者（以下簡述
and domain knowledge. In this proposal, we 為老師）可以依電影主題或英語教學主題
will design and implement a web-based 來編輯教材，這樣的多媒體教材可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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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字、圖片、聲音、電影片段，並且可
以透過寬頻網路（如 ADSL 或校園網路）
播放。
三、討論與結果
老師們在這個系統中設計教材時，可
以選擇電影中的片段做為教材中的素材。
（如圖一）然而由於電影資料庫中有非常
多的電影，而且每一部電影的播放時間也
都很長，若是沒有設計良好的篩選工具，
老師們將難以從龐大的電影資料庫中選取
適當的對白或片段做為教材的素材。

圖二 利用關鍵字查詢電影對白

圖三 階層式結構

以上的方法皆集中在使用關鍵字查
詢，然而使用者，尤其是教師，在選擇影
片對白或其他語料時，希望有其他的查詢
方式以取得較適合教學的影片。在台灣的
英語教學上，語法是很重要的一部份，然
而在一般的語料搜尋環境裡，並無語法搜
尋的機制。所以本系統試圖在所有的語料
上，加上一語法搜尋介面，當然也可以利
用在影片搜尋上，以下就提出如何實作此
機制的步驟及實作後的擷取畫面。

圖一 使用線上教材編輯環境編輯線上教材

在本系統中，本系統提供了數個方法
讓老師們可以在電影資料庫中選擇適當的
電影片段，以下為前期本系統中已實作的
方法
1. 利用關鍵字查詢電影對白﹝圖二﹞。
2. 利用影片時間及對白擷取長片段。
3. 關鍵字原型查詢，如查 understand，同
時查詢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s 和
understood。
4. 利用 WordNet 擷取關鍵字的同義字、
廣義字、狹義字、反義字等相關字，
連同關鍵字一同查詢，已查出代表關
鍵字概念的影片對白。
5. 利用一大型語料庫如 BNC Corpus，擷
取 WordNet 無法定義的相關字，如使
用者如要查詢 hospital，則同時查詢
doctor 和 nurse 會使影片出現醫院的機
率增高。
6. 利用語意關聯的段落將影片分解成一
階層式結構，以利查詢語意片段﹝圖
三﹞。

本系統實作的語法搜尋機制目前能運
用在以下的語法搜尋：
1. 關鍵字組合：任意數量的關鍵字，且
不必相鄰，例如 no matter、as … as。
2. 關鍵字和詞類的組合：任意數量的關
鍵字及詞類，且不必相鄰，例如 as Adj
as、How to Verb。
3. 詞類組合：任意數量的詞類，且不必
相鄰，例如 WH Adj。
其中又以第一及第二種較為實用。
基於以上的語法搜尋原則，本系統使
用 regular expression indexing 的方法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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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提供快速且有彈性的查詢機制。
Regular expression indexing 已被多位學者
證實其實用性，茲將我們實作的步驟列舉
如下：
1. 前處理：在本系統中由於要提供詞類
查詢，所以需將原始語料加上詞類的
資訊，我們運用在自然語言處理上常
使用的方法來實作 Part of Speech
tagger：以一已加註詞類的語料庫，如
BNC Corpus，及馬可夫模型來訓練，
再將訓練成的 tagger 將原始語料加
註。又為了利於以後查詢結果的呈
現，將句子儲存成 XML 的格式，如下
例：

3.

原始：I will do my best.
詞類加註：I/PNP will/VM0 do/VDB

Th

(1, 1), (2, 1)

Thi

(1, 1), (2, 1)

This

(1, 1), (2, 1)

is

(1, 2), (2, 3)

an

(1, 3)

ex

(1, 4), (2, 2)

exa

(1, 4), (2, 2)

搜尋：在以上步驟都完成後，就可利
用現成的 regular expression engine 搜
尋 候 選 物 件了，取出結果後，利用
XML DOM Parser 顯示單句及標示出
regular expression 的關鍵字串，特別
需要處理的部分只有當關鍵字串是詞
類 時 ， 也 需要標示出詞類所代表的
字。搜尋介面則與關鍵字版本相同，
如（圖四）。

my/DPS best/NN0 ./PUN
XML 格式：<s><w POS=”PNP”>I

2.

</w><w POS=”VM0”>will </w><w
POS=”VDB”>do </w><w
POS=”DPS”>my </w><w
POS=”NN0”>best </w> <w
POS=”PUN”>.</w></s>
索引製作：直接運用現成的 regular
expression engine 查詢所有系統中的
語料，當語料庫非常龐大時，反應時
間會非常久，大大降低其實用性。所
以本系統利用分析 regular expression
以擷取其中的關鍵字串，在本系統中
即為關鍵字及詞類。再利用關鍵字串
搜尋出候選物件，以加速搜尋速度。
而利用關鍵字串搜尋就需要使用索引
以增快速度，由於本系統選定 regular
expression 作為搜尋語法，故使用
Suffix array 作為製作索引的方法，茲
利用下例說明 Suffix array 所產生的索
引形式：

圖四 語法搜尋結果

四、計畫成果自評
計畫之執行，有非常豐碩的成果，除感謝
國科會之贊助外，亦是淡江電腦與網路實
驗室師生努力的成果。本計畫中所研發之
所得成果亦以發表於國際研討會[7]∼[13]
以及投稿至國際期刊[1]∼[6]。我們將以我
們已經完成的系統功能為基礎，繼續研究
與開發以電影內容為素材設計網路多媒體
英語教學教材所須要的相關技術。我們預
計在 2004 年 1 月份時，將我們的整個系統
設計理念及技術寫成論文投稿至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s of
Natural Language to Information Systems 以
及相關領域的期刊上。希望國科會可繼續
贊助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研究。

原始：
1. This is an example.
2. This example is for suffix array.
索引（Length of suffix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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