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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鎖定目前口譯市場中需求較高且穩定的投資展望說明會演講
英譯中口譯源語語料，利用自動化詞彙抽取技術整理出領域相關詞
彙與專有名詞。相同演講亦提供給口譯學生製備背景知識詞彙表
，將之與數位工具所得結果加以比對，以評估此等電腦輔助翻譯工
具是否有助於口譯學生更迅速擴展專業領域詞彙，以及對口譯教學
的可能助益。
結果發現口譯員所需詞彙表與非監督式詞彙抽取技術所得結果仍有
差距，因此在口譯實務上建議可採取(半)監督式電腦輔助詞彙抽取
技術，而在口譯教學上則建議擴大專業領域文本數量，以提供備課
重點參考。

中文關鍵詞： 電腦輔助翻譯、自動詞彙抽取、詞彙表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automatic term extraction technologies to assist
interpreting trainees acquire domain-specific terminology
more efficiently. A small monolingual corpus based on
speeches collected from online investment seminars was
first built and a few commonly used term extraction tools
were applied to extract finance-and-investment-related
terms. The same speeches were also made available to a
select group of interpreting trainees, who were required to
produce glossaries as part of their pre-class preparations.
The term extraction results and the manually-prepared
glossaries were compared to determine 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may be best utilized to meet aspiring
interpreters' needs.
The comparison showed that there is still some gap between
the kind of glossary deemed useful by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list of automatically extracted terms. (Semi)-
Supervised models may prove more helpful to produce the
desired glossary. Interpreting educators may consider using
such term extraction technologies in preparation for their
classes that focus on specialized domains.

英文關鍵詞： 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 automatic term extraction,
glo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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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鎖定目前口譯市場中需求較高且穩定的投資展望說明會演講英譯中口譯源語語料，利用自

動化詞彙抽取技術整理出領域相關詞彙與專有名詞。相同演講亦提供給口譯學生製備背景知識詞彙

表，將之與數位工具所得結果加以比對，以評估此等電腦輔助翻譯工具是否有助於口譯學生更迅速

擴展專業領域詞彙，以及對口譯教學的可能助益。 

結果發現口譯員所需詞彙表與非監督式詞彙抽取技術所得結果仍有差距，因此在口譯實務上建議

可採取(半)監督式電腦輔助詞彙抽取技術，而在口譯教學上則建議擴大專業領域文本數量，以提供

備課重點參考。 

 

關鍵詞: 電腦輔助翻譯、自動詞彙抽取、詞彙表 
  



4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automatic term extraction technologies to assist 

interpreting trainees acquire domain-specific terminology more efficiently. A small monolingual corpus 

based on speeches collected from online investment seminars was first built and a few commonly used term 

extraction tools were applied to extract finance-and-investment-related terms. The same speeches were also 

made available to a select group of interpreting trainees, who were required to produce glossaries as part of 

their pre-class preparations. The term extraction results and the manually-prepared glossaries were 

compared to determine 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may be best utilized to meet aspiring interpreters' needs. 

The comparison showed that there is still some gap between the kind of glossary deemed useful by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list of automatically extracted terms. (Semi)-Supervised models may prove more helpful 

to produce the desired glossary. Interpreting educators may consider using such term extraction technologies 

in preparation for their classes that focus on specialized domains. 

 

 

Keywords: 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 automatic term extraction, glo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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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研究目的 

近年來許多來自文學、哲學、藝術、宗教等各個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與數位科技、資

訊工程界的專家合作，運用最新的數位技術和工具來提升文獻閱讀、整理、梳理的效

率，進一步提出過去傳統文獻閱讀方式無法想像與解答的研究問題。但是在口譯教學

領域，則發現不論教師或學生似乎仍停留在手工業時代；許多口譯教師同時也是線上

會議口譯員，在教材選擇上除了網路上許多公開的演講資料可供使用外，經常也會將

自身口譯過的演講材料提供學生練習，讓學生知道口譯市場常見的主題類型，並要求

學生製作練習日誌與雙語詞彙表，持續擴大個人的雙語字彙量以及不同領域的背景知

識。但可以想像的是此等詞彙表往往侷限於單一演講語料之範疇，無法在短期間內有

效擴大特定領域的語彙與知識。即便學生自行找尋其他課外材料來加強練，仍有以管

窺天，見樹不見林之憾。  

相較之下，筆譯教學與研究早於  1993 年  Mona Baker 提出大型原文與譯文語料
庫建置時就開始嘗試運用科技的力量來提升效率。目前的翻譯研究文獻中，有關語料

庫翻譯學(不論是翻譯實務或教學)仍以筆譯領域居多，特別是以語料庫為輔的翻譯教
學 (corpus-assisted translator training, 簡稱  CATT)在過去  10 多年來頗有進展，而口
譯方面自  Schlesinger (1998) 提出語料庫口譯研究以來，成果相對有限，這在相當程
度上反映了書寫文本(written text)和口說文本(spoken text)在建置語料庫時的時間、心
力成本差異以及後者資料取得不易的限制，另一方面或許也顯示口譯研究者尚未充分

利用數位科技與工具可提供的潛在助力。  

以口說文本語料庫建立上可能遭遇的困難而言，首先最明顯可見的挑戰在於如何取

得會議主辦單位、講者以及(研究者以外)口譯員的同意，讓研究者可以取得原文 /譯文之
錄音。會議主辦單位與講者可能有保密的考量，其他口譯員則不願意自己的錄音被拿來

做口譯錯誤或口譯品質評量研究。其次，即便是自建小型專業語料庫，足夠數量的演講

語料仍為必要前提，  台灣口譯市場多為民間企業或機構舉辦之會議、工作坊、研討會
等，主題類型多元，會議舉辦頻率較不固定，因此若要建立專業口譯語料庫，必須仔細

挑選確實為口譯市場常見領域或主題，方有可能找到足夠數量且同質性較高的語料來

建立專業語料庫(specialized corpus)。第三點可能的困難來自口譯研究者不熟悉如何將
謄寫出來的文稿妥善編碼，以確使最後的謄寫稿可以為機器判讀，進一步利用特定演算

程式來做分析，回答不同的研究問題。(Bendazzoli et al., 2009) 

不過即便有上述困難，過去  10 多年間已出現若干值得注意的語料庫為基礎之口譯
研究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CIS)。Bendazzoli et al. (2009)和陳菁等(2014)針
對  CIS 近年來的進展做出整理，前者從語料能否為機器可判讀形式、語料是否開放
給科學研究社群使用等指標來區別既有之語料庫口譯研究，後者則根據主題來劃分成

九大類(口譯語料庫建設與應用、口譯加工與策略、口譯語料庫研究方法、口譯質量和
表現、口譯語篇特徵、口譯規範、口譯教學與培訓、譯員風格、意識形態)。  

整體而言可以看出幾個明顯趨勢。第一，較具規模的語料庫研究計畫幾乎都是在大

學或研究機構的主持下，透過研究團隊成員合作才有機會實現，例如名古屋大學的  
Toyama 及其研究團隊針對  CIAIR 同步口譯語料庫的相關研究、波隆納大學  
Bendazzoli 等學者利用歐洲議會口譯語料庫(EPIC)展開研究。至於規模較小的自建口
譯語料庫則多為專業領域性質，例如環保(House et al., 2012)、醫療(Buhrig et al., 
2012)、同步口譯方向性語料庫(DIRSI) (Bendazzoli et al., 2009)和歐洲足球盃記者會口
譯語料庫(FOOTIE) (Bendazzoli et al. 2009)等。第二，針對口譯語料庫研究同樣沿襲翻
譯研究中最終產出作品與產出過程兩大支脈展開，前者著重於分析口譯品質(如錯誤統
計與分類)、語篇(例如驗證簡化、顯化及隱化等假設)及音韻特色(例如停頓、不流暢、
聲調變化)等，後者則探討訊息處理策略，例如預測訊息、監測目標語產出等策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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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明顯趨勢則是對此等語料庫研究在口譯教學應用之討論。  

上述文獻也對於未來語料庫口譯研究提出具體建議，例如語料庫要具備代表性，數

量與真實性都很重要，因此在建置過程中不妨優先考慮資料方便收集且來源穩定者；

目前許多口譯語料庫應用於教學的文獻仍停留於純理論或策略性評析，應展開更多結

合語料庫進行口譯教學或培訓的實際案例(陳菁等，2014)。陳瑞清也提出在世界各地
主要翻譯系所積極建立自己的翻譯語料庫時，，「結合   CATT(以語料庫為輔的翻譯
教學 )的翻譯課程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也是任何翻譯系所追求永續經營所必須投入的資
源建設」(2011：127)。  

本研究企圖探討數位工具應用於建立專業領域詞彙表的可能性，及其對口譯學生與

口譯教師可能帶來的幫助。如前所述，口譯語料庫的建議應優先考慮資料方便收集且

來源穩定者，筆者基於個人口譯實務經驗，深感財金口譯中投資理財說明會的翻譯確

實符合上述條件，因為國內各大基金公司引介大量境外基金進入台灣市場，為吸引及

服務本地投資人，幾乎每季度均會舉辦此等投資展望研討會，邀請國外基金經理人來

台介紹全球總體經濟走勢、其操盤之資產類別的基本面等訊息，而口譯進行方式包括

逐步口譯、同步口譯都十分常見。這類口譯服務市場規模甚大，但目前國內主要翻譯

系所的師生多半不具財經背景，筆者本人也不例外，但在  20 餘年口譯實作經驗中發
現此等譯案比例甚高，必須持續學習、累積相關領域專業知識，方能做好財金口譯，

也因此深刻感受翻譯所學生有必要及早接觸此類主題，才有機會做到學校-市場無縫接
軌。  

不過也因為翻譯系所欠缺財金背景教師，在教授財金口譯時，大部分老師只能基於

個人實務經驗整理出的心得跟學生分享，其價值不容否定，但若能蒐集更多這類投資

研討會的真實演講，並建立起小型專業語料庫，然後利用數位工具來客觀整理出其中

的關鍵主題以及相關詞彙組成之詞群，相信對教師備課上能有極大的幫助。  

另一方面，目前口譯學生可能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每個主題只能選擇  3-4 篇演
講來做實際演練，並據以整理雙語詞彙表，做為日後的參考。前述性質財經演講經數

位工具分析後可以更迅速提供大量關鍵詞群，或可幫助口譯學生在建立雙語詞彙表時事半功

倍。 
 

文獻探討 
翻譯能力不論在筆譯或口譯領域均有諸多探討，歷來所涉要素包括語言能力、翻譯

技巧、背景知識、語境脈絡、策略思考能力、態度與心理素質(例如韌性、終身學習能
力 )等 (Albl-Mikasa, 2012, 2013；Cao, 1996；Kalina, 2006；Kelly, 2007；Süß and Becker, 
2013；張瓊瑩 , 2009)，但是從訓練或教學角度而言，在有限授課時數中仍以技巧、語
言、知識為主要面向，其中口譯技巧不論是視譯、逐步口譯或同步口譯，和語言與知識

相比，在教學階段最容易達成目標，只是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口譯學生 /口
譯員的雙語能力及知識廣博與否都需要持續精進，從學校到職場不容間斷。  
而前述財金口譯對口譯新手而言更是在語言、知識面都帶來巨大挑戰，且因此類口

譯工作在市場需求占比甚大，有意從事全職專業口譯工作者勢必會接觸到，因此，口譯

學生實須自在學階段就開始及早準備。口譯員都知道會議準備(conference preparation)對
於口譯表現至關重要，相關口譯研究也已指出，口譯員的會議準備往往早於會議當天前

就已持續進行，亦即長時間培養工作語言精熟度與廣泛設立各類知識(Luccarelli, 2013; 
Rütten, 2003)。當然一旦接下某件口譯工作，有確認的日期、地點及會議主題甚至資料
後，口譯員的準備工作更可依照距離實際會議的時間遠近再細分為臨上場前的準備、會

議現場的準備、會議進行中及會議結束後的準備(Gile, 2009; Setton and Dawrant, 2016)。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在哪個階段的準備，相關文獻毫無例外均提及詞彙表的應用，而原

因就在於專業術語能否嫻熟應用，是很多會議參與者在聆聽口譯時第一個、也是最直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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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評量基準(Fantinuoli, 2016; Moser, 1995; Chang, Wu and Guo, 2018)。因此很多口
譯員習慣在會前先整理出詞彙表，確保口譯當下能夠立即參考、順利以專業術語完成口

譯產出。  
不過詞彙表除了是口譯當下放在手邊即時參考外，在會前整理詞彙表的過程也許同

樣、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其涉及 Rodriguez and Schnell (2009)和 Setton and Dawrant 
(2016)所說的主題準備(theme-based preparation; topic preparation)，亦即理解會議主題及
背景知識，這個階段資料來源包括會議主辦單位提供的議程、講者簡歷、講者演講簡

報、網路上及其他實體媒體上的資訊，在閱讀大量資料同時，口譯員努力掌握特定領域

或講題的發展歷程與最新議題，若涉專業語彙，更必須設法理解背後的概念，接下來則

是該領域人士可能有的特殊縮寫或表達方式。這些都會在主題準備階段的最後以詞彙表

的形式呈現出來。  
口譯員的詞彙表多為雙語或多語清單，列出口譯員針對特定領域或特定會議整理出

來的重要術語(terminology)(Jiang, 2013)。承上所述，Pignataro (2012)和 Will (2007)均指
出，詞彙表形同一概念框架，使口譯員得以將術語加以組織、架構化，由此形成的概念

知識對於口譯工作有莫大助益。根據 Jurko (2009)，術語就是每個專業化領域基於特定
目的所使用的專屬語言(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s, LSP)，不論是法律、醫學或財經
等都是常見的例子。為確能使用與會者熟捻的專業術語(specialized terminology)，口譯
員普遍養成製作詞彙表的習慣。  
既然詞彙表有助於知識擴展與語言精進，接下來的問題是除了人工製備詞彙表外，

對口譯學生學習財經口譯、口譯教師教授財經口譯課程而言，能否運用電腦科技提升效

率與成效? 
目前翻譯效能品質依序為人工翻譯>電腦輔助翻譯>機器翻譯；而所耗費之人力成本

依序為人工翻譯>電腦輔助翻譯>機器翻譯。人工翻譯雖能產出高品質的譯文，但其缺點
在於人工翻譯需耗費大量人力及時間成本，且人工翻譯之文本數量受到時間及人力成本

限制。而目前我們主要探討的電腦輔助翻譯相關的研究最早期由 Peter Arther 在 1978 年
提出，其建議可將來源文本及翻譯文本存放至電腦中，以便文本方便存取。而 Peter 
Arthern(1978)也將這樣概念稱之為「文本檢索式的翻譯」("translation by text-retrieval", 
"TERRIER")。根據其 1981 年論文中提到以電腦輔助翻譯可幫助實際翻譯工作節約至少
15% 的時間(Somers and Diaz, 2004；Wang, 2011)。  
電腦輔助翻譯(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CAT )是在翻譯的過程中，以電腦輔助的

方式來完成部分翻譯過程。電腦輔助翻譯主要包含翻譯記憶(Translation Memories)及術
語 (Term)。翻譯記憶主要是以電腦輔助工具，用來輔助人工翻譯(Oliver, 2017)。自動術
語提取  ( Automatic Terminology Extraction, ATE )是涉及術語的相關自然語言處理任
務，其已被應用於尋找或計算可能之領域相關術語(Oliver et al, 2007; Foo, 2012)。  
而在許多研究上也發現，術語抽取技術應用於輔助翻譯工作上的研究議題至關重要。

Zaretskaya, Pastor, and Seghiri (2015)調查了超過 600 名筆譯員，且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經
驗豐富的翻譯人員(從事筆譯工作超過 11 年 )。而調查結果表示，只有 25%的人會使用術
語抽取工具。由以上實驗調查結果我們也可推論，術語抽取技術尚未成為專業翻譯工作

中常見的一部分。Costa(2016)深入探討九種術語抽取技術的工具，並提到若能將自動術
語抽取的優勢充分利用並整合到翻譯工作流程中，翻譯工作者將獲得很大的幫助，但現

今的術語抽取工具推行使用上的困境主因如下：  
1.目前的術語抽取工具效能令人不滿意。  
2.翻譯工作者可能不知道工具的存在及理解工具的效益。  
3.翻譯人員對於工具的不熟悉且排斥，因此無法友善使用此類的電腦輔助工具。  
近年來，已有許多技術相繼投入於術語提取上，而術語提取工具已成為教育，研究

和商業中不可或缺的資源。術語提取工具(Terminology Extraction Tools, TET)的目的是
以（半）自動方式來幫助使用者建構詞彙表。在目前術語抽取技術上，利用了許多自然



9 
 

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及語言研究任務上的技術，例如：資訊檢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機器翻譯(Machine Translation)、訊息提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知識庫建立(Knowledge Bases)以及語料分析(Corpus Analysis)等等。以自動
術語抽取(Automatic Terminology Extraction, ATE)技術相關的工作主要分成四大類別
(Pazienza et al. 2005; Siddiqi and Sharan, 2015)：  

1. 統計方法(Statistical Approaches)：基於統計特性的方法，最常見的方法是使用術
語出現的頻率來實現統計特性並用停用詞(Stop Words)來過濾，並抽取前 n 個字
詞列表。  

2. 語言學方法(Linguistic Approaches)：基於語言屬性的方法，藉由語言詞性及統計
過濾非術語之詞彙。  

3. 機器學習方法(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es)：在這些方法中，從訓練文檔中提取
關鍵字，再將這些關鍵詞當作訓練的目標，最後會以測試及來評估模型的優

劣。  
4. 特殊領域方法(Domain specific approaches)：  可以將各種方法應用於特定領域語
料庫，其利用與該領域相關的後端知識和該特定語料庫的固有結構來識別和提

取關鍵詞。  
自動術語抽取技術除了單獨基於統計方法與語言學方法之外，還包含了混和方法

(Hybrid Approaches)，混和方法主要結合上述兩種方法來提取文本中重要的詞彙。Earl 
(1970)提出混和方法，首先提取名詞片語作為術語候選，然後根據其名詞的頻率進行篩
選。  

 
研究方法 

在實際財經口譯現場客戶/講者演講錄音取得有困難的情況下，本研究改在網路上搜尋公開影
音資料，最後收集投資說明會場合之英文演講，並依據主題區分為一般總經、新興市場、不動產、

財經頻道訪談與線上投資論壇，總計11篇實際投資/財經會議中發表之演講(加總時間260分鐘，
請參附錄)，加上網路上蒐集之基金公司每月或每季度發表的市場回顧與評論6篇。 
蒐集到這些演講錄音後，首先利用聽打軟體謄寫出草稿，再請研究助理覆核比對，整理最後

正確的口譯語料，然後交給資工背景研究人員協助進行自動術語抽取，其中使用的主要方法包括TF-
IDF(Salton and Buckley, 1988)、Word2Vec(Mikolov, et al., 2013；Mikolov, et al., 2013)及Automatic 
Term Extraction Method(Gemkow, 2018)。首先尋找詞頻的方法中，主要會預先對於文本做前處理，
而本文中將其稱之為文本過濾流程，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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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文本過濾流程 
在許多研究表示，全部相關的術語中，99%的技術術語是屬於名詞片語(Arora et al., 2017)。因

此我們特地設計了一系列的文本過濾流程(如圖一)，流程說明如下： 
原始資料：將所有演講稿存放在同一個資料夾中，並稱為原始文檔。 
1.後處理：將文檔中的文字斷詞，並過濾標點符號。 
2.過濾停用詞：過濾停用詞，例如： “the”, “a”, “an”, “in”。 
3.只保留名詞：將文本中所有文字標記詞性，並指保留詞性屬於名詞的字詞。 
方法說明： 

1. 詞頻和逆向檔案頻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TF-IDF)： 
TF-IDF的方法用來估計一個詞對於整個文本的重要程度。TF是計算字詞在文章中出現的次數。
而我們假設字詞出現次數與其之重要性相關。IDF是計算各文章中字詞出現的頻率。TF-IDF主
要概念想法為，假設一個詞在文章中出現的頻率(TF)越高，代表其對於文章中的內容重要性越
高；而一個字詞若所有文章中出現的頻率都很高，表示其對於整體文章重要性越低。例如演講

稿中開頭常出現：我們、大家等字詞。因此我們計算 TF-IDF為了尋找在某篇文章中出現頻率較
高的特殊主題關鍵詞，但這字詞可能在其他的演講內容中較少出現。TF-IDF的公式為𝑊 , =

𝑡𝑓 , × log ( )。其中𝑡𝑓 , ：該詞在第j篇文章中，出現的次數。𝑁：全部文章總詞數。𝑑𝑓：該詞在

全部文章中，出現的次數。 
2. 詞向量(Word2Vec)： 

Word2Vec是由 2013年由 Tomas Mikolov等人提出，根據Mikolov et al, (2013a, 2013b)論文提
供了開放原始碼工具，Word2Vec用類神經網路模型來訓練語言模型的工具，其在訓練語言模型
的過程中，會將每個字詞投影到特定長度的詞向量。在這次實驗中，我們主要採用基於 CBOW
模型 (Continuous Bag-of-Words Model)。而採用Word2Vec在本次的實驗主要有三的原因，第
一，由於我們的語料都未經過人工標記，因此較適用於非監督識模型訓練，第二，訓練出來的

詞向量可以表達詞的意涵，然而詞和詞之間，可以表達相似性。第三，Word2Vec的訓練比傳統
類神經網路的時間更短。 
3. 自動術語抽取方法( Automatic Term Extraction Method )： 
自動術語抽取方法是透過一些語言學上對文字的處理來找到適合的候選術語，透過一系列的篩

選流程(如圖二)，我們將找到文本中適合的術語名單，接下來針對術語抽取流程進一步描述。首
先，我們會將演講稿中的文本(原始資料)做斷詞，第二，將所有文本標記詞性。第三，我們使用
nltk的工具包來將將詞合併，而我們合併的詞，通常在詞性上為名詞片語(noun phrase)。最後，
詞型還原部分，依然透過詞性標記訊息來處理每個詞，並將所有詞都作正規化，為了解決型態

歧異性的問題，我們會將所有術語轉換成小寫並過濾停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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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自動術語抽取技術流程圖 



I 
 

 藉由上述自動術語抽取方式得到三套單(英)語術語詞彙表。與此同時，11篇演講

中選出 6篇(總計 172分鐘)亦同時提供給某翻譯研究所碩一升碩二同學共八位作為暑

假作業，除了全數看完之外，亦需製作口譯雙語詞彙表(glossary)。之所以選定碩二同

學參與本試驗，主要是因為在技巧、語言與知識這三大口譯能力中，研究所一年級訓

練下來在技巧面已具相當基礎，惟一旦遇到專業領域演講，口譯學生的語言/專業術

語、背景知識不足的問題很容易導致其既有之口譯技巧完全無用武之地，因此在碩二

課程開始前的暑假，以這 11篇演講語音資料做為開端，鼓勵其開始加強財經方面的

語言及知識。 

 最後在新學期完成財經主題口譯授課與練習後邀請同學進行一對一半結構性訪

談，主要了解口譯學生針對財經領域詞彙表的認識，同時將前述三套單語術語表與其

個人所作雙語詞彙表加以比對，以分析事前自動術語抽取能否對其熟悉財經口譯(含

語言及知識面)有所助益。 

 

結果與討論 

本節首先以圖表呈現詞彙抽取之統計結果，並將三種術語抽取方式得出的前 10大

關鍵詞彙並列呈現。接著討論訪談結果，最後做一總結。 

1. 詞彙抽取實驗與討論 

 

  圖三、演講稿及書面資料經過本過濾流程後，統計之詞彙數量，而由統計結果來

看，經過四個過濾流程後，文本的詞彙量可減少至一半以上。(藍色區塊為演講稿文

章，共計 11篇，紅色區塊為書面資料，共計 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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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演講稿和書面資料於四個文本過濾流程中詞彙之數量。 

 
圖五、演講稿及書面資料之詞彙分布。 

  

 表一、三種詞彙抽取方式得出之前 10個關鍵詞彙 

TF-IDF Word2vec 自動術語抽取方法 

Market Growth Interest rate 

Bull US Stock market 

It Year Yield curve 

Think Market Growth rate 

Tax Think Emerging market 

Lot Inflation Tax reform 

Gridlock Risk Busines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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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Time Fixed income 

That Rate Central bank 

Money Look Basis points 

 

2. 訪談結果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共計七個問題: 

1. 請自評接觸財經題材口譯課之前的財經知識水平 

2. 暑假作業之前使用 glossary的經驗為何 

3. 暑假作業製作 glossary過程、困難或心得? 

4. 實際看過電腦自動搜尋關鍵字結果，感想為? 

5. 比較自己的 glossary和電腦產生的 glossary，你覺得最主要差異是? 

6. 你覺得自動化電腦科技可以如何協助? 

7. 透過暑假作業(聽懂原文演講+製作詞彙表)，對於實際做財經口譯有任何幫助嗎? 

受訪的八位同學大部分都覺得自己的財經背景知識十分薄弱，即便是大學主修商

管科系者，也覺得這類財經口譯演講有其難度，最多在總體經濟的知識比其他外文系

畢業同學稍有基礎，但談到個別投資商品與金融市場運作時則覺得困難。而惟二覺得

自己還算熟悉財經領域者，一位是因為過去修過財經筆譯課程，每周接觸特定財經主

題，一學期下來自然累積相當知識與概念。另一位 S8則是因為本身具備投資實務經

驗，因此對於個體經濟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整體而言，過去使用詞彙表的經驗也呈現個別差異，有的同學(S4)之前的口譯老

師就特別指導、強調詞彙表的重要，因此過去即曾建立口譯學習、口譯實作所需之詞

彙表。當然也有的同學毫無接觸(S1)，但至少一半同學都曾經為了考試、口譯課需求

或是工作上接觸過、使用過詞彙表。 

所有同學都對於暑假製作詞彙表作業留下深刻印象，因為實在花太多時間了，除

了原文本身就近 3個小時的長度，更為困難的是光為了一個單字或專有名詞可能就要

花大量時間找尋相關資訊才能理解其概念，然後還要決定是否需要放入詞彙表。尤其

在尋找對應的中文翻譯時更感到難以抉選 (S1、S2、S5、S7)，可能也因為網路上很

多對岸用語，而同學在這個階段還不確定究竟在台灣市場首選用語為何。 

在實際看過前述三種方法得出的術語列表後，同學們首先留意的是單語術語表似

乎以高頻詞為主，但自己的詞彙表則是以雙語對應方式呈現，而且很多詞彙後面還會

加上大量背景知識的說明，甚至還有例句。透過自己整理詞彙表，同學普遍認為印象

較為深刻，但是如 S5即建議若電腦詞彙抽取能夠藉由閾值的設定，也許將該領域詞

會進一步區分為容易、普通、艱難等三個層級，也許就能夠提供不同程度學習者更好

的參考。S3認為可以至少先幫忙找出該領域最常見的關鍵詞彙，定義與概念也希望

一併提供。此外，S2、S4、S5、S7等受訪者均提到詞彙需要有搭配的語境

(context)，因此若是抽取詞彙的結果同時也能將最相關的語境也一併陳列或以點選方

式提供，應有助於加速特定領域專有術語的學習。 

事實上，這可說呼應了前人文獻中所提到的詞彙表形成一概念框架，讓口譯員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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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些語彙的蒐集與整理，在適當語境的搭配下，逐漸掌握屬於該領域之概念知識。 

至於是否後來上財經口譯課程時這些詞彙表有所幫助，有趣的是很多人都提到，

七時上課練習的素材都是不同的題目與講者，而他們也忘了自己暑假時所作的詞彙

表，但確實在上課練習時發現有些較基本的財經概念，他們從聆聽到理解所需的反應

時間已經縮短，也不像暑假時每次打開那六篇演講中的任何一篇都感到痛苦萬分，難

以理解。S7表示自己的財經知識以滿分 10分來說，似乎從一開始的 1、2分，在完

成詞彙表作業後來到 3、4分，而上完財經題材的口譯課後更進步到 5、6分，至少已

經不再心存恐懼。而這似乎是受訪者普遍的心聲。 

3. 討論 

這次是筆者第一次與資工領域研究者合作，深刻體會跨領域合作需要一步一腳

印，持續溝通才能確認彼此的確達成共識。也因為個人對於詞彙過濾的要求不夠熟

悉，以至於合作夥伴必須一再嘗試多種詞彙抽取方法才終於最後出現較接近口譯員想

像的專業術語列表。 

關於自動詞彙抽取究竟能夠如何幫助口譯學生掌握專業領域詞彙，又如何幫助口

譯教師備課，可從幾方面來分析。 

首先，誠如前人文獻及受訪同學指出，詞彙表建立的過程可能比詞彙表本身更為

重要，亦即在聆聽演講至一半時發現有不確定語彙，口譯學生停下來查找，演講上下

文自然是清楚的語境，而查找固然費時，但是也因為製表與整理都需要吸收與消化資

訊後才能做到，所以印象特別深刻，這屬於長期會議準備、主題準備的一部份。 

至於對口譯教師來說，在預備特定領域的口譯教材時，如果希望利用詞彙抽取技

術來事先找出關鍵字詞，首先要先找到足夠的文本及語料來訓練電腦，這表示平時就

必須隨時蒐集適當教材，不論是實際演講語音資料、謄寫稿或相關文本。對筆者而

言，由於財經口譯在口譯實務占比較高，堪稱歷久不衰的會議主題，因此確有充分誘

因來持續蒐集資料，除了精進個人在此領域的語言與知識程度，也希望能在課程中反

映此類議題的重要性。 

4.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目前我們主要探討三個自動術語抽取的方法，並將其應用至財經口語的詞彙與背

景知識準備階段，而目前我們所探討方法主要受到以下幾個限制： 

1.語料方面：本研究收集之財經相關演講文本，經由口譯人員聽寫文本。共計 11篇

演講稿，但因文本數量較少，且口語詞彙較為固定且相較於一般書寫文章所使用的

詞彙量少，因此在本次的實驗中，我們受到語料限制，著實影響實驗結果。而為改

善此問題，我們也額外增加了 6則財經相關的書面報告，於文本數量上及文本辭彙

量上都有明顯的成長，在實驗的結果上也有相對幅度的改善。 

2.技術方面：本次使用幾個方法皆屬於非監督式學習的方法，我們雖可仰賴一些術

語定義及語言上的規則去尋找文本中特定的辭彙，但仍不盡符合口譯學生心目中的

詞彙表定義。 

3.實際參與口譯詞彙表製作及受訪的口譯學生人數太少，雖然結果與前人文縣多所

印證，但仍為本研究一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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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未來能夠將自動術語抽取技術和專業口譯員的詞彙表比對分析，並且建立口譯

員術語資料庫，將我們目前方法改成(半)監督式模型(Decong, et al., 2010)，改善模型

訓練方式，期望能夠讓自動術語抽取技術更廣泛應用於協助口譯學生學習專業領域知

識與詞彙、口譯教師篩選專業領域口譯教材、甚至專業口譯員的會議準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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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財經演講文本主題、時間、謄寫字數 

#2. EM-Asia速度快，29分鐘， 588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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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ngana Investment, 30分鐘，5380字 

#5. Credit Outlook, 23分鐘，3106字 

#6. Fisher Investments Interview, 23分鐘，3936字 

#7. Aviance Capital Webinar, 39分鐘，5625字 

#8. Security National Bank, 42分鐘，6053字 

#9. Columbia Threadneedle interview, 14.5分鐘，2364字 

#10. Fidelity Global Equities with a focus on Asia and EM, 24分鐘，4122字 

#11. Platinum Asset Management, 14.5分鐘，2201字 

#12. Union bank Economic and Real Estate Outlook, 22分鐘，2896字 

#14. PMMI Webinar, 55分鐘，8875字 

(參與本研究之口譯學生係以#8、#9、#10、#11、#12、#14六篇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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