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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時代，許多訊息不分國界，與不同背景之人的交流也愈來愈多，第二

外語的學習更形重要。專精於語言學領域的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衛友賢

（David Wible）教授認為，過往第二外語教育的情形，存在詞彙和文法之間的空缺，

此中語感的培養其實能夠更加具體化。他根據理論與成效思考改善方法，主持跨領

域合作，開發StringNet英語學習系統，從資料庫整理詞彙語法構式，提供語言領

域的多方探索。2022年7月，衛友賢申請人社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希望藉由本中

心的資源，對於相關議題再深入探討。

從藝術創作轉向語言學研究

　　衛友賢大學時期就讀美國伊利諾伊州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是台灣少

見的博雅大學模式，以教育和學習為主，人文和科學之間的知識界線並不明顯。像是

他主修美術系專攻陶瓷領域，除了培養藝術美感之外，還必須深入了解釉藥背後的化

學成分、燃燒熔點、氧化還原現象，才能製作出理想的陶藝品。因此在學校接受了廣

泛的人文與科學訓練，求學過程也與各個科系的朋友密切交流，形成他不侷限於單一

科目的思考模式。

　　在世界陶瓷史中，亞洲陶瓷發展得很早，衛友賢十分欣賞中國宋代陶瓷及日本禪

風陶藝，同時非常仰慕英國伯納德・里奇（Bernard Leach）和日本濱田庄司（Shoji 

Hamada），兩大陶藝名家之間的國際合作。當時剛好有一個暑期課程可以遊學，他

把握此次機會，選定台灣作為學習起點，間或往來日本，拜訪許多博物館與陶藝家。

　　這趟旅行是衛友賢第一次來到亞洲、實際接觸東方文化，生活中需要頻繁地使用

第二外語，而語言課本知識與實際現象的落差，刺激他進一步觀察語言的細微特色。

他發現詞語符號的形式（能指）和涵義（所指），不只有簡單對應的關係，符號是和

語言系統中其他符號對比，才形成它確切的意思。這些語言學富含邏輯的部分，和衛

友賢喜於條理分析的思路相當契合，而且如同陶瓷藝術涵蓋了人文與科學要素，所以

對此產生了濃厚的探究興趣。返回美國後，他轉向語言學領域進修，就讀伊利諾大學

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博士論文關注英

語與華語的主語和分詞異同，便是深入比較語言系統的研究成果。

　　雖然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專業轉換可能有點異樣，但是衛友賢覺得這是一個自然

而然的過程，跨學科的情況在博雅大學同學之中並不罕見——有人就讀音樂系後來任

職摩根銀行主管，或者文學系畢業後當起律師。而自己即使拿到語言學博士在美國大

學任教，還是會去美術系工作室做陶，並請化學系實驗室幫忙燒陶。因此博雅大學跨

領域的培養，讓他不會帶著預設的學科視角去尋找特定問題，對於任何事物都保持高

度好奇心，如果探索過程遇到什麼瓶頸，便憑藉所有學科資源去努力突破，這是他面

對議題時主要的思考徑路與處理方式。

StringNet的開發

　　詞彙、文法之間的空缺，現在一般概略性地視為一種語感，許多教學可能建議學

生，透過課後閱讀原文書籍、影集、音樂等管道來培養，這些確實是母語者的學習經

驗，但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怎麼知道聽讀過程中，什麼地方該注意？很多時候的結

果是，好像有聽懂或有注意到，可是好像也缺了什麼，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你的東西。

因為過去的教育經驗沒有，這些用法避開他們的意識，連老師的意識，也可能沒有意

識到這個用法需要注意。」衛友賢認為應該強化此類細節的語言認知，只停留在模糊

的感覺階段非常可惜，其實能夠進一步讓它具體化，而且語言老師也有責任，將這敏

銳的認知雷達交給學生。

　　此一空缺添補的具體內容，衛友賢遵循語言學家 Charles Fillmore等人的想法，

將這些單元稱為「詞彙語法結構」(lexico-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他認為應該

把構式選取集結，實際展現出來。先以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與在淡江大學合作過的

資訊工程博士曹乃龍一起探討，藉由英國匯聚英語書面與口語樣本的British National 

Corpus語料庫，以量化方式整理出常見的詞彙文法構式，建立多功能英語運算語言模

型——StringNet，架設於雲端能夠讓大眾線上查詢。

　　這個系統收錄的構式不是只有“on the other hand”,“a piece of cake”這類諺

語，而是透過英國BNC語料庫的收集內容，實際統計單字前後慣用的連續語詞，擷取

計算的成果範圍較諺語更多。比如用“time”輸入StringNet，會出現“from time to 

time”,“once upon a time”,“at the best of times”等各種語料常見的構式。而且

點取其後的頻率數字，能夠顯示所有語料來源，一方面表達這些構式有明確數據支

持，另一方面可以當作例句讓查詢者了解它的實際用法。

　　StringNet的初期版本，主要留意字詞前後的連續關係，但它不只是單純匯集擷取

成果、然後提供簡易檢索的資料庫，隨著電腦軟體硬體的日新月異，還進化版本增加

許多功能。比方說以“at the best of times”五個字的構式為例，點選擴張項目，會

語言理論與教學現象的反思

　　衛友賢表示早先為了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主要關注語言學純粹理論的分析，雖

然知識層面的討論非常有趣，但是和實際語言學習還是有點距離。這個不足之處一

直潛伏在心裡面，令他不斷思索語言學的研究價值，除了理解現象之外，還能夠有

什麼幫助？對於語言學習者，會不會有什麼支持？這些疑惑的答案不容易立即獲得

解決，經過一段摸索期的研究，才逐漸整理出一些思緒。

　　他從源頭觀察，理論與實際應用嚴重的空缺，來自語法理論、語言理論將語言

模組化，把語言切割為不同模組分析。1 9 6 0年代，美國著名語言學家No am 

Chomsky等人，提出影響深遠的語言分析理論，將語言知識拆成詞彙、文法兩大模

組理解：詞彙模組是一個一個需要記憶的字詞，可是不能隨意拼接，需要依靠另外

一套文法模組的條件才可以運用；文法模組則是語言運用的規範，規範單獨存在毫

無意義，需要另一詞彙模組的倉庫才能完成其中內容。

　　Chomsky等人的說法不只影響語言學界剖析語言的方式，更從理論影響到應用

層面，廣泛施行到語言教育。不過，衛友賢在大學教育的課程中，發現這兩項語言

模組沒辦法照顧到許多實際困難，比如一些運用在文法參考書沒有解釋，某些詞彙

在字典也並未收入，或者有著無法適當連結詞彙、文法等現象，都是這兩種知識難

以全面觀照的部分，而其結果便是形成模組之間的空缺。

　　此一空缺在母語學習者相對不明顯，因為他的環境不只有課本知識，生活裡很

多聽、讀機會，接收大量訊息輸入腦海，會自然地融合詞彙和文法，甚至大多數人

自己不具明確意識，也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自如。但是在第二語言學習者那裡，情

況有所不同，不僅缺乏環境輔助，很多語言老師對於這個空缺也沒有意識，教學上

令學生反覆累積枯燥的詞彙和文法知識，不一定能達到有效的語言學習和應用。因

此，兩模組之間的空缺如何連接，成為衛友賢十分關注的議題。

出現“even at the best of times”等六字的構式，可以延伸觀察構式的連接用語；而

點選縮小項目，則有“the best of times”等四字的構式，所顯示的頻率數據更多，也

能夠觀察它們常用情形。更重要的差異是，如果點選構式中的詞性或單詞，它還能依

據數據統計顯現這個位置的替換詞彙，像是在擴張的項目中“[noun] at the best of 

times”，點取[noun]位置會顯示出business, task, experience等字；於縮小的項目中

“the best of times”，點取best位置會顯示出worst, hardest等字。也就是說，

StringNet不僅能延伸關注構式的橫向前後聯繫，而且還增加縱向的詞彙替換功能，提

供使用者更多維度的學習空間。

跨領域合作的心得分享

　　目前StringNet已經進化到第四個版本，衛友賢指出此系統是他和曹乃龍共同研發

的成果，在此之前，兩人已合作建立過「IWiLL網路英語互動式學習平台」。

　　他們過去從學生使用英語的現象中，發現一些正確表達的困難，像是「吃藥」，

英語說“take medicine”，而不是“eat medicine”，這是語言的習慣用法，學術上

稱為搭配字(collocation)。面對學生誤植語言的現象，他們一起考慮改進方案，計畫

架設一個介面，貼近學生修習或是老師諮詢，於是用電腦進行運算，初步整理了搭配

字的程式資料。

　　然而搭配字常常只是兩個詞彙，已經不少人做過研究與整理，網路上也已經有許

多搭配字辭典（collocation dictionaries）與搭配字清單（collocation lists）的搜

尋平台。後來他們擴大思索，如何開展範圍增加三個詞彙以上的學習，以及各種替換

[noun], [verb], [adj]⋯⋯等運用空間。這些延伸的靈活方案，要形成一個系統供給他

人查詢，需要縝密的邏輯安排、程式運算，還有龐大的資料儲存空間，是一般人較難

處理的部分，也是目前罕見的工具。而衛友賢的語言專業與跨學科興趣，結合曹乃龍

的資工專長與細心格性，兩人一起秉持毅力，從各種失敗中學習，彼此不斷嘗試與進

步，才有後來的StringNet。

　　衛友賢分享這段心路歷程，認為要達到良好的跨領域合作效果，有兩個重要條

件：一是從能力而言，對方領域的基礎知識需要有所認知，才可以建立溝通橋梁，像

是他國中時期和數學老師學過怎麼寫電腦指令，能夠理解程式運作的邏輯概要。二是

從態度而言，雙方要很有耐心，確保對方知曉自己的用意，並要有探索中百折不撓的

精神，而且關鍵是——不能抱持著利用對方的心態來合作，尊重彼此專業領域，才能

達到理想的結果。

　　關於他們的合作成果，衛友賢闡述當初的發想理念：「教育裡面有兩種科技：一

種是延伸我們探究的能力，像伽利略改良的望遠鏡，那個科技本身是讓科學家發現更

多現象。另外一種科技像GPS，主要代替別人不需要發現的東西，它不是幫我發現怎

麼瞭解一個地方，只是告訴我去哪裡。有的科技是用在代替人的知識，不是輔助別人

發展更多知識，而我對後者比較有興趣。」因此建立StringNet核心的想法，不只是回

應一時答案，另一方面，更希望使用者透過這個系統，發現更多語言現象與樂趣。

　　除此之外，StringNet使用對象不只針對自學者，也包括擔任教學身分的老師，授

課教師如何藉由這個系統，將語言的敏銳雷達傳授給學生，是衛友賢接下來想進一步

釐清的範圍。與此同時，StringNet的版本演化也不斷進行中，下一步將計畫處理縱向

的詞彙，再仔細歸納字群意思，令使用者能更有效率地掌握符號所指涵義，這些是他

們團隊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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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友賢：探索詞彙與文法中間之未映射的領土
採訪、撰文／杜翌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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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空缺添補的具體內容，衛友賢遵循語言學家 Charles Fillmore等人的想法，

將這些單元稱為「詞彙語法結構」(lexico-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他認為應該

把構式選取集結，實際展現出來。先以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與在淡江大學合作過的

資訊工程博士曹乃龍一起探討，藉由英國匯聚英語書面與口語樣本的British National 

Corpus語料庫，以量化方式整理出常見的詞彙文法構式，建立多功能英語運算語言模

型——StringNet，架設於雲端能夠讓大眾線上查詢。

　　這個系統收錄的構式不是只有“on the other hand”,“a piece of cake”這類諺

語，而是透過英國BNC語料庫的收集內容，實際統計單字前後慣用的連續語詞，擷取

計算的成果範圍較諺語更多。比如用“time”輸入StringNet，會出現“from time to 

time”,“once upon a time”,“at the best of times”等各種語料常見的構式。而且

點取其後的頻率數字，能夠顯示所有語料來源，一方面表達這些構式有明確數據支

持，另一方面可以當作例句讓查詢者了解它的實際用法。

　　StringNet的初期版本，主要留意字詞前後的連續關係，但它不只是單純匯集擷取

成果、然後提供簡易檢索的資料庫，隨著電腦軟體硬體的日新月異，還進化版本增加

許多功能。比方說以“at the best of times”五個字的構式為例，點選擴張項目，會

語言理論與教學現象的反思

　　衛友賢表示早先為了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主要關注語言學純粹理論的分析，雖

然知識層面的討論非常有趣，但是和實際語言學習還是有點距離。這個不足之處一

直潛伏在心裡面，令他不斷思索語言學的研究價值，除了理解現象之外，還能夠有

什麼幫助？對於語言學習者，會不會有什麼支持？這些疑惑的答案不容易立即獲得

解決，經過一段摸索期的研究，才逐漸整理出一些思緒。

　　他從源頭觀察，理論與實際應用嚴重的空缺，來自語法理論、語言理論將語言

模組化，把語言切割為不同模組分析。1 9 6 0年代，美國著名語言學家No am 

Chomsky等人，提出影響深遠的語言分析理論，將語言知識拆成詞彙、文法兩大模

組理解：詞彙模組是一個一個需要記憶的字詞，可是不能隨意拼接，需要依靠另外

一套文法模組的條件才可以運用；文法模組則是語言運用的規範，規範單獨存在毫

無意義，需要另一詞彙模組的倉庫才能完成其中內容。

　　Chomsky等人的說法不只影響語言學界剖析語言的方式，更從理論影響到應用

層面，廣泛施行到語言教育。不過，衛友賢在大學教育的課程中，發現這兩項語言

模組沒辦法照顧到許多實際困難，比如一些運用在文法參考書沒有解釋，某些詞彙

在字典也並未收入，或者有著無法適當連結詞彙、文法等現象，都是這兩種知識難

以全面觀照的部分，而其結果便是形成模組之間的空缺。

　　此一空缺在母語學習者相對不明顯，因為他的環境不只有課本知識，生活裡很

多聽、讀機會，接收大量訊息輸入腦海，會自然地融合詞彙和文法，甚至大多數人

自己不具明確意識，也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自如。但是在第二語言學習者那裡，情

況有所不同，不僅缺乏環境輔助，很多語言老師對於這個空缺也沒有意識，教學上

令學生反覆累積枯燥的詞彙和文法知識，不一定能達到有效的語言學習和應用。因

此，兩模組之間的空缺如何連接，成為衛友賢十分關注的議題。

出現“even at the best of times”等六字的構式，可以延伸觀察構式的連接用語；而

點選縮小項目，則有“the best of times”等四字的構式，所顯示的頻率數據更多，也

能夠觀察它們常用情形。更重要的差異是，如果點選構式中的詞性或單詞，它還能依

據數據統計顯現這個位置的替換詞彙，像是在擴張的項目中“[noun] at the best of 

times”，點取[noun]位置會顯示出business, task, experience等字；於縮小的項目中

“the best of times”，點取best位置會顯示出worst, hardest等字。也就是說，

StringNet不僅能延伸關注構式的橫向前後聯繫，而且還增加縱向的詞彙替換功能，提

供使用者更多維度的學習空間。

跨領域合作的心得分享

　　目前StringNet已經進化到第四個版本，衛友賢指出此系統是他和曹乃龍共同研發

的成果，在此之前，兩人已合作建立過「IWiLL網路英語互動式學習平台」。

　　他們過去從學生使用英語的現象中，發現一些正確表達的困難，像是「吃藥」，

英語說“take medicine”，而不是“eat medicine”，這是語言的習慣用法，學術上

稱為搭配字(collocation)。面對學生誤植語言的現象，他們一起考慮改進方案，計畫

架設一個介面，貼近學生修習或是老師諮詢，於是用電腦進行運算，初步整理了搭配

字的程式資料。

　　然而搭配字常常只是兩個詞彙，已經不少人做過研究與整理，網路上也已經有許

多搭配字辭典（collocation dictionaries）與搭配字清單（collocation lists）的搜

尋平台。後來他們擴大思索，如何開展範圍增加三個詞彙以上的學習，以及各種替換

[noun], [verb], [adj]⋯⋯等運用空間。這些延伸的靈活方案，要形成一個系統供給他

人查詢，需要縝密的邏輯安排、程式運算，還有龐大的資料儲存空間，是一般人較難

處理的部分，也是目前罕見的工具。而衛友賢的語言專業與跨學科興趣，結合曹乃龍

的資工專長與細心格性，兩人一起秉持毅力，從各種失敗中學習，彼此不斷嘗試與進

步，才有後來的StringNet。

　　衛友賢分享這段心路歷程，認為要達到良好的跨領域合作效果，有兩個重要條

件：一是從能力而言，對方領域的基礎知識需要有所認知，才可以建立溝通橋梁，像

是他國中時期和數學老師學過怎麼寫電腦指令，能夠理解程式運作的邏輯概要。二是

從態度而言，雙方要很有耐心，確保對方知曉自己的用意，並要有探索中百折不撓的

精神，而且關鍵是——不能抱持著利用對方的心態來合作，尊重彼此專業領域，才能

達到理想的結果。

　　關於他們的合作成果，衛友賢闡述當初的發想理念：「教育裡面有兩種科技：一

種是延伸我們探究的能力，像伽利略改良的望遠鏡，那個科技本身是讓科學家發現更

多現象。另外一種科技像GPS，主要代替別人不需要發現的東西，它不是幫我發現怎

麼瞭解一個地方，只是告訴我去哪裡。有的科技是用在代替人的知識，不是輔助別人

發展更多知識，而我對後者比較有興趣。」因此建立StringNet核心的想法，不只是回

應一時答案，另一方面，更希望使用者透過這個系統，發現更多語言現象與樂趣。

　　除此之外，StringNet使用對象不只針對自學者，也包括擔任教學身分的老師，授

課教師如何藉由這個系統，將語言的敏銳雷達傳授給學生，是衛友賢接下來想進一步

釐清的範圍。與此同時，StringNet的版本演化也不斷進行中，下一步將計畫處理縱向

的詞彙，再仔細歸納字群意思，令使用者能更有效率地掌握符號所指涵義，這些是他

們團隊未來努力的方向。

人物專訪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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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時代，許多訊息不分國界，與不同背景之人的交流也愈來愈多，第二

外語的學習更形重要。專精於語言學領域的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衛友賢

（David Wible）教授認為，過往第二外語教育的情形，存在詞彙和文法之間的空缺，

此中語感的培養其實能夠更加具體化。他根據理論與成效思考改善方法，主持跨領

域合作，開發StringNet英語學習系統，從資料庫整理詞彙語法構式，提供語言領

域的多方探索。2022年7月，衛友賢申請人社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希望藉由本中

心的資源，對於相關議題再深入探討。

從藝術創作轉向語言學研究

　　衛友賢大學時期就讀美國伊利諾伊州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是台灣少

見的博雅大學模式，以教育和學習為主，人文和科學之間的知識界線並不明顯。像是

他主修美術系專攻陶瓷領域，除了培養藝術美感之外，還必須深入了解釉藥背後的化

學成分、燃燒熔點、氧化還原現象，才能製作出理想的陶藝品。因此在學校接受了廣

泛的人文與科學訓練，求學過程也與各個科系的朋友密切交流，形成他不侷限於單一

科目的思考模式。

　　在世界陶瓷史中，亞洲陶瓷發展得很早，衛友賢十分欣賞中國宋代陶瓷及日本禪

風陶藝，同時非常仰慕英國伯納德・里奇（Bernard Leach）和日本濱田庄司（Shoji 

Hamada），兩大陶藝名家之間的國際合作。當時剛好有一個暑期課程可以遊學，他

把握此次機會，選定台灣作為學習起點，間或往來日本，拜訪許多博物館與陶藝家。

　　這趟旅行是衛友賢第一次來到亞洲、實際接觸東方文化，生活中需要頻繁地使用

第二外語，而語言課本知識與實際現象的落差，刺激他進一步觀察語言的細微特色。

他發現詞語符號的形式（能指）和涵義（所指），不只有簡單對應的關係，符號是和

語言系統中其他符號對比，才形成它確切的意思。這些語言學富含邏輯的部分，和衛

友賢喜於條理分析的思路相當契合，而且如同陶瓷藝術涵蓋了人文與科學要素，所以

對此產生了濃厚的探究興趣。返回美國後，他轉向語言學領域進修，就讀伊利諾大學

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博士論文關注英

語與華語的主語和分詞異同，便是深入比較語言系統的研究成果。

　　雖然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專業轉換可能有點異樣，但是衛友賢覺得這是一個自然

而然的過程，跨學科的情況在博雅大學同學之中並不罕見——有人就讀音樂系後來任

職摩根銀行主管，或者文學系畢業後當起律師。而自己即使拿到語言學博士在美國大

學任教，還是會去美術系工作室做陶，並請化學系實驗室幫忙燒陶。因此博雅大學跨

領域的培養，讓他不會帶著預設的學科視角去尋找特定問題，對於任何事物都保持高

度好奇心，如果探索過程遇到什麼瓶頸，便憑藉所有學科資源去努力突破，這是他面

對議題時主要的思考徑路與處理方式。

StringNet的開發

　　詞彙、文法之間的空缺，現在一般概略性地視為一種語感，許多教學可能建議學

生，透過課後閱讀原文書籍、影集、音樂等管道來培養，這些確實是母語者的學習經

驗，但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怎麼知道聽讀過程中，什麼地方該注意？很多時候的結

果是，好像有聽懂或有注意到，可是好像也缺了什麼，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你的東西。

因為過去的教育經驗沒有，這些用法避開他們的意識，連老師的意識，也可能沒有意

識到這個用法需要注意。」衛友賢認為應該強化此類細節的語言認知，只停留在模糊

的感覺階段非常可惜，其實能夠進一步讓它具體化，而且語言老師也有責任，將這敏

銳的認知雷達交給學生。

　　此一空缺添補的具體內容，衛友賢遵循語言學家 Charles Fillmore等人的想法，

將這些單元稱為「詞彙語法結構」(lexico-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他認為應該

把構式選取集結，實際展現出來。先以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與在淡江大學合作過的

資訊工程博士曹乃龍一起探討，藉由英國匯聚英語書面與口語樣本的British National 

Corpus語料庫，以量化方式整理出常見的詞彙文法構式，建立多功能英語運算語言模

型——StringNet，架設於雲端能夠讓大眾線上查詢。

　　這個系統收錄的構式不是只有“on the other hand”,“a piece of cake”這類諺

語，而是透過英國BNC語料庫的收集內容，實際統計單字前後慣用的連續語詞，擷取

計算的成果範圍較諺語更多。比如用“time”輸入StringNet，會出現“from time to 

time”,“once upon a time”,“at the best of times”等各種語料常見的構式。而且

點取其後的頻率數字，能夠顯示所有語料來源，一方面表達這些構式有明確數據支

持，另一方面可以當作例句讓查詢者了解它的實際用法。

　　StringNet的初期版本，主要留意字詞前後的連續關係，但它不只是單純匯集擷取

成果、然後提供簡易檢索的資料庫，隨著電腦軟體硬體的日新月異，還進化版本增加

許多功能。比方說以“at the best of times”五個字的構式為例，點選擴張項目，會

語言理論與教學現象的反思

　　衛友賢表示早先為了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主要關注語言學純粹理論的分析，雖

然知識層面的討論非常有趣，但是和實際語言學習還是有點距離。這個不足之處一

直潛伏在心裡面，令他不斷思索語言學的研究價值，除了理解現象之外，還能夠有

什麼幫助？對於語言學習者，會不會有什麼支持？這些疑惑的答案不容易立即獲得

解決，經過一段摸索期的研究，才逐漸整理出一些思緒。

　　他從源頭觀察，理論與實際應用嚴重的空缺，來自語法理論、語言理論將語言

模組化，把語言切割為不同模組分析。1 9 6 0年代，美國著名語言學家No am 

Chomsky等人，提出影響深遠的語言分析理論，將語言知識拆成詞彙、文法兩大模

組理解：詞彙模組是一個一個需要記憶的字詞，可是不能隨意拼接，需要依靠另外

一套文法模組的條件才可以運用；文法模組則是語言運用的規範，規範單獨存在毫

無意義，需要另一詞彙模組的倉庫才能完成其中內容。

　　Chomsky等人的說法不只影響語言學界剖析語言的方式，更從理論影響到應用

層面，廣泛施行到語言教育。不過，衛友賢在大學教育的課程中，發現這兩項語言

模組沒辦法照顧到許多實際困難，比如一些運用在文法參考書沒有解釋，某些詞彙

在字典也並未收入，或者有著無法適當連結詞彙、文法等現象，都是這兩種知識難

以全面觀照的部分，而其結果便是形成模組之間的空缺。

　　此一空缺在母語學習者相對不明顯，因為他的環境不只有課本知識，生活裡很

多聽、讀機會，接收大量訊息輸入腦海，會自然地融合詞彙和文法，甚至大多數人

自己不具明確意識，也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自如。但是在第二語言學習者那裡，情

況有所不同，不僅缺乏環境輔助，很多語言老師對於這個空缺也沒有意識，教學上

令學生反覆累積枯燥的詞彙和文法知識，不一定能達到有效的語言學習和應用。因

此，兩模組之間的空缺如何連接，成為衛友賢十分關注的議題。

出現“even at the best of times”等六字的構式，可以延伸觀察構式的連接用語；而

點選縮小項目，則有“the best of times”等四字的構式，所顯示的頻率數據更多，也

能夠觀察它們常用情形。更重要的差異是，如果點選構式中的詞性或單詞，它還能依

據數據統計顯現這個位置的替換詞彙，像是在擴張的項目中“[noun] at the best of 

times”，點取[noun]位置會顯示出business, task, experience等字；於縮小的項目中

“the best of times”，點取best位置會顯示出worst, hardest等字。也就是說，

StringNet不僅能延伸關注構式的橫向前後聯繫，而且還增加縱向的詞彙替換功能，提

供使用者更多維度的學習空間。

跨領域合作的心得分享

　　目前StringNet已經進化到第四個版本，衛友賢指出此系統是他和曹乃龍共同研發

的成果，在此之前，兩人已合作建立過「IWiLL網路英語互動式學習平台」。

　　他們過去從學生使用英語的現象中，發現一些正確表達的困難，像是「吃藥」，

英語說“take medicine”，而不是“eat medicine”，這是語言的習慣用法，學術上

稱為搭配字(collocation)。面對學生誤植語言的現象，他們一起考慮改進方案，計畫

架設一個介面，貼近學生修習或是老師諮詢，於是用電腦進行運算，初步整理了搭配

字的程式資料。

　　然而搭配字常常只是兩個詞彙，已經不少人做過研究與整理，網路上也已經有許

多搭配字辭典（collocation dictionaries）與搭配字清單（collocation lists）的搜

尋平台。後來他們擴大思索，如何開展範圍增加三個詞彙以上的學習，以及各種替換

[noun], [verb], [adj]⋯⋯等運用空間。這些延伸的靈活方案，要形成一個系統供給他

人查詢，需要縝密的邏輯安排、程式運算，還有龐大的資料儲存空間，是一般人較難

處理的部分，也是目前罕見的工具。而衛友賢的語言專業與跨學科興趣，結合曹乃龍

的資工專長與細心格性，兩人一起秉持毅力，從各種失敗中學習，彼此不斷嘗試與進

步，才有後來的StringNet。

　　衛友賢分享這段心路歷程，認為要達到良好的跨領域合作效果，有兩個重要條

件：一是從能力而言，對方領域的基礎知識需要有所認知，才可以建立溝通橋梁，像

是他國中時期和數學老師學過怎麼寫電腦指令，能夠理解程式運作的邏輯概要。二是

從態度而言，雙方要很有耐心，確保對方知曉自己的用意，並要有探索中百折不撓的

精神，而且關鍵是——不能抱持著利用對方的心態來合作，尊重彼此專業領域，才能

達到理想的結果。

　　關於他們的合作成果，衛友賢闡述當初的發想理念：「教育裡面有兩種科技：一

種是延伸我們探究的能力，像伽利略改良的望遠鏡，那個科技本身是讓科學家發現更

多現象。另外一種科技像GPS，主要代替別人不需要發現的東西，它不是幫我發現怎

麼瞭解一個地方，只是告訴我去哪裡。有的科技是用在代替人的知識，不是輔助別人

發展更多知識，而我對後者比較有興趣。」因此建立StringNet核心的想法，不只是回

應一時答案，另一方面，更希望使用者透過這個系統，發現更多語言現象與樂趣。

　　除此之外，StringNet使用對象不只針對自學者，也包括擔任教學身分的老師，授

課教師如何藉由這個系統，將語言的敏銳雷達傳授給學生，是衛友賢接下來想進一步

釐清的範圍。與此同時，StringNet的版本演化也不斷進行中，下一步將計畫處理縱向

的詞彙，再仔細歸納字群意思，令使用者能更有效率地掌握符號所指涵義，這些是他

們團隊未來努力的方向。

人物專訪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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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時代，許多訊息不分國界，與不同背景之人的交流也愈來愈多，第二

外語的學習更形重要。專精於語言學領域的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衛友賢

（David Wible）教授認為，過往第二外語教育的情形，存在詞彙和文法之間的空缺，

此中語感的培養其實能夠更加具體化。他根據理論與成效思考改善方法，主持跨領

域合作，開發StringNet英語學習系統，從資料庫整理詞彙語法構式，提供語言領

域的多方探索。2022年7月，衛友賢申請人社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希望藉由本中

心的資源，對於相關議題再深入探討。

從藝術創作轉向語言學研究

　　衛友賢大學時期就讀美國伊利諾伊州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是台灣少

見的博雅大學模式，以教育和學習為主，人文和科學之間的知識界線並不明顯。像是

他主修美術系專攻陶瓷領域，除了培養藝術美感之外，還必須深入了解釉藥背後的化

學成分、燃燒熔點、氧化還原現象，才能製作出理想的陶藝品。因此在學校接受了廣

泛的人文與科學訓練，求學過程也與各個科系的朋友密切交流，形成他不侷限於單一

科目的思考模式。

　　在世界陶瓷史中，亞洲陶瓷發展得很早，衛友賢十分欣賞中國宋代陶瓷及日本禪

風陶藝，同時非常仰慕英國伯納德・里奇（Bernard Leach）和日本濱田庄司（Shoji 

Hamada），兩大陶藝名家之間的國際合作。當時剛好有一個暑期課程可以遊學，他

把握此次機會，選定台灣作為學習起點，間或往來日本，拜訪許多博物館與陶藝家。

　　這趟旅行是衛友賢第一次來到亞洲、實際接觸東方文化，生活中需要頻繁地使用

第二外語，而語言課本知識與實際現象的落差，刺激他進一步觀察語言的細微特色。

他發現詞語符號的形式（能指）和涵義（所指），不只有簡單對應的關係，符號是和

語言系統中其他符號對比，才形成它確切的意思。這些語言學富含邏輯的部分，和衛

友賢喜於條理分析的思路相當契合，而且如同陶瓷藝術涵蓋了人文與科學要素，所以

對此產生了濃厚的探究興趣。返回美國後，他轉向語言學領域進修，就讀伊利諾大學

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博士論文關注英

語與華語的主語和分詞異同，便是深入比較語言系統的研究成果。

　　雖然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專業轉換可能有點異樣，但是衛友賢覺得這是一個自然

而然的過程，跨學科的情況在博雅大學同學之中並不罕見——有人就讀音樂系後來任

職摩根銀行主管，或者文學系畢業後當起律師。而自己即使拿到語言學博士在美國大

學任教，還是會去美術系工作室做陶，並請化學系實驗室幫忙燒陶。因此博雅大學跨

領域的培養，讓他不會帶著預設的學科視角去尋找特定問題，對於任何事物都保持高

度好奇心，如果探索過程遇到什麼瓶頸，便憑藉所有學科資源去努力突破，這是他面

對議題時主要的思考徑路與處理方式。

StringNet的開發

　　詞彙、文法之間的空缺，現在一般概略性地視為一種語感，許多教學可能建議學

生，透過課後閱讀原文書籍、影集、音樂等管道來培養，這些確實是母語者的學習經

驗，但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怎麼知道聽讀過程中，什麼地方該注意？很多時候的結

果是，好像有聽懂或有注意到，可是好像也缺了什麼，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你的東西。

因為過去的教育經驗沒有，這些用法避開他們的意識，連老師的意識，也可能沒有意

識到這個用法需要注意。」衛友賢認為應該強化此類細節的語言認知，只停留在模糊

的感覺階段非常可惜，其實能夠進一步讓它具體化，而且語言老師也有責任，將這敏

銳的認知雷達交給學生。

　　此一空缺添補的具體內容，衛友賢遵循語言學家 Charles Fillmore等人的想法，

將這些單元稱為「詞彙語法結構」(lexico-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他認為應該

把構式選取集結，實際展現出來。先以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與在淡江大學合作過的

資訊工程博士曹乃龍一起探討，藉由英國匯聚英語書面與口語樣本的British National 

Corpus語料庫，以量化方式整理出常見的詞彙文法構式，建立多功能英語運算語言模

型——StringNet，架設於雲端能夠讓大眾線上查詢。

　　這個系統收錄的構式不是只有“on the other hand”,“a piece of cake”這類諺

語，而是透過英國BNC語料庫的收集內容，實際統計單字前後慣用的連續語詞，擷取

計算的成果範圍較諺語更多。比如用“time”輸入StringNet，會出現“from time to 

time”,“once upon a time”,“at the best of times”等各種語料常見的構式。而且

點取其後的頻率數字，能夠顯示所有語料來源，一方面表達這些構式有明確數據支

持，另一方面可以當作例句讓查詢者了解它的實際用法。

　　StringNet的初期版本，主要留意字詞前後的連續關係，但它不只是單純匯集擷取

成果、然後提供簡易檢索的資料庫，隨著電腦軟體硬體的日新月異，還進化版本增加

許多功能。比方說以“at the best of times”五個字的構式為例，點選擴張項目，會

語言理論與教學現象的反思

　　衛友賢表示早先為了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主要關注語言學純粹理論的分析，雖

然知識層面的討論非常有趣，但是和實際語言學習還是有點距離。這個不足之處一

直潛伏在心裡面，令他不斷思索語言學的研究價值，除了理解現象之外，還能夠有

什麼幫助？對於語言學習者，會不會有什麼支持？這些疑惑的答案不容易立即獲得

解決，經過一段摸索期的研究，才逐漸整理出一些思緒。

　　他從源頭觀察，理論與實際應用嚴重的空缺，來自語法理論、語言理論將語言

模組化，把語言切割為不同模組分析。1 9 6 0年代，美國著名語言學家No am 

Chomsky等人，提出影響深遠的語言分析理論，將語言知識拆成詞彙、文法兩大模

組理解：詞彙模組是一個一個需要記憶的字詞，可是不能隨意拼接，需要依靠另外

一套文法模組的條件才可以運用；文法模組則是語言運用的規範，規範單獨存在毫

無意義，需要另一詞彙模組的倉庫才能完成其中內容。

　　Chomsky等人的說法不只影響語言學界剖析語言的方式，更從理論影響到應用

層面，廣泛施行到語言教育。不過，衛友賢在大學教育的課程中，發現這兩項語言

模組沒辦法照顧到許多實際困難，比如一些運用在文法參考書沒有解釋，某些詞彙

在字典也並未收入，或者有著無法適當連結詞彙、文法等現象，都是這兩種知識難

以全面觀照的部分，而其結果便是形成模組之間的空缺。

　　此一空缺在母語學習者相對不明顯，因為他的環境不只有課本知識，生活裡很

多聽、讀機會，接收大量訊息輸入腦海，會自然地融合詞彙和文法，甚至大多數人

自己不具明確意識，也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自如。但是在第二語言學習者那裡，情

況有所不同，不僅缺乏環境輔助，很多語言老師對於這個空缺也沒有意識，教學上

令學生反覆累積枯燥的詞彙和文法知識，不一定能達到有效的語言學習和應用。因

此，兩模組之間的空缺如何連接，成為衛友賢十分關注的議題。

出現“even at the best of times”等六字的構式，可以延伸觀察構式的連接用語；而

點選縮小項目，則有“the best of times”等四字的構式，所顯示的頻率數據更多，也

能夠觀察它們常用情形。更重要的差異是，如果點選構式中的詞性或單詞，它還能依

據數據統計顯現這個位置的替換詞彙，像是在擴張的項目中“[noun] at the best of 

times”，點取[noun]位置會顯示出business, task, experience等字；於縮小的項目中

“the best of times”，點取best位置會顯示出worst, hardest等字。也就是說，

StringNet不僅能延伸關注構式的橫向前後聯繫，而且還增加縱向的詞彙替換功能，提

供使用者更多維度的學習空間。

跨領域合作的心得分享

　　目前StringNet已經進化到第四個版本，衛友賢指出此系統是他和曹乃龍共同研發

的成果，在此之前，兩人已合作建立過「IWiLL網路英語互動式學習平台」。

　　他們過去從學生使用英語的現象中，發現一些正確表達的困難，像是「吃藥」，

英語說“take medicine”，而不是“eat medicine”，這是語言的習慣用法，學術上

稱為搭配字(collocation)。面對學生誤植語言的現象，他們一起考慮改進方案，計畫

架設一個介面，貼近學生修習或是老師諮詢，於是用電腦進行運算，初步整理了搭配

字的程式資料。

　　然而搭配字常常只是兩個詞彙，已經不少人做過研究與整理，網路上也已經有許

多搭配字辭典（collocation dictionaries）與搭配字清單（collocation lists）的搜

尋平台。後來他們擴大思索，如何開展範圍增加三個詞彙以上的學習，以及各種替換

[noun], [verb], [adj]⋯⋯等運用空間。這些延伸的靈活方案，要形成一個系統供給他

人查詢，需要縝密的邏輯安排、程式運算，還有龐大的資料儲存空間，是一般人較難

處理的部分，也是目前罕見的工具。而衛友賢的語言專業與跨學科興趣，結合曹乃龍

的資工專長與細心格性，兩人一起秉持毅力，從各種失敗中學習，彼此不斷嘗試與進

步，才有後來的StringNet。

　　衛友賢分享這段心路歷程，認為要達到良好的跨領域合作效果，有兩個重要條

件：一是從能力而言，對方領域的基礎知識需要有所認知，才可以建立溝通橋梁，像

是他國中時期和數學老師學過怎麼寫電腦指令，能夠理解程式運作的邏輯概要。二是

從態度而言，雙方要很有耐心，確保對方知曉自己的用意，並要有探索中百折不撓的

精神，而且關鍵是——不能抱持著利用對方的心態來合作，尊重彼此專業領域，才能

達到理想的結果。

　　關於他們的合作成果，衛友賢闡述當初的發想理念：「教育裡面有兩種科技：一

種是延伸我們探究的能力，像伽利略改良的望遠鏡，那個科技本身是讓科學家發現更

多現象。另外一種科技像GPS，主要代替別人不需要發現的東西，它不是幫我發現怎

麼瞭解一個地方，只是告訴我去哪裡。有的科技是用在代替人的知識，不是輔助別人

發展更多知識，而我對後者比較有興趣。」因此建立StringNet核心的想法，不只是回

應一時答案，另一方面，更希望使用者透過這個系統，發現更多語言現象與樂趣。

　　除此之外，StringNet使用對象不只針對自學者，也包括擔任教學身分的老師，授

課教師如何藉由這個系統，將語言的敏銳雷達傳授給學生，是衛友賢接下來想進一步

釐清的範圍。與此同時，StringNet的版本演化也不斷進行中，下一步將計畫處理縱向

的詞彙，再仔細歸納字群意思，令使用者能更有效率地掌握符號所指涵義，這些是他

們團隊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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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時代，許多訊息不分國界，與不同背景之人的交流也愈來愈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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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語感的培養其實能夠更加具體化。他根據理論與成效思考改善方法，主持跨領

域合作，開發StringNet英語學習系統，從資料庫整理詞彙語法構式，提供語言領

域的多方探索。2022年7月，衛友賢申請人社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希望藉由本中

心的資源，對於相關議題再深入探討。

從藝術創作轉向語言學研究

　　衛友賢大學時期就讀美國伊利諾伊州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是台灣少

見的博雅大學模式，以教育和學習為主，人文和科學之間的知識界線並不明顯。像是

他主修美術系專攻陶瓷領域，除了培養藝術美感之外，還必須深入了解釉藥背後的化

學成分、燃燒熔點、氧化還原現象，才能製作出理想的陶藝品。因此在學校接受了廣

泛的人文與科學訓練，求學過程也與各個科系的朋友密切交流，形成他不侷限於單一

科目的思考模式。

　　在世界陶瓷史中，亞洲陶瓷發展得很早，衛友賢十分欣賞中國宋代陶瓷及日本禪

風陶藝，同時非常仰慕英國伯納德・里奇（Bernard Leach）和日本濱田庄司（Shoji 

Hamada），兩大陶藝名家之間的國際合作。當時剛好有一個暑期課程可以遊學，他

把握此次機會，選定台灣作為學習起點，間或往來日本，拜訪許多博物館與陶藝家。

　　這趟旅行是衛友賢第一次來到亞洲、實際接觸東方文化，生活中需要頻繁地使用

第二外語，而語言課本知識與實際現象的落差，刺激他進一步觀察語言的細微特色。

他發現詞語符號的形式（能指）和涵義（所指），不只有簡單對應的關係，符號是和

語言系統中其他符號對比，才形成它確切的意思。這些語言學富含邏輯的部分，和衛

友賢喜於條理分析的思路相當契合，而且如同陶瓷藝術涵蓋了人文與科學要素，所以

對此產生了濃厚的探究興趣。返回美國後，他轉向語言學領域進修，就讀伊利諾大學

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博士論文關注英

語與華語的主語和分詞異同，便是深入比較語言系統的研究成果。

　　雖然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專業轉換可能有點異樣，但是衛友賢覺得這是一個自然

而然的過程，跨學科的情況在博雅大學同學之中並不罕見——有人就讀音樂系後來任

職摩根銀行主管，或者文學系畢業後當起律師。而自己即使拿到語言學博士在美國大

學任教，還是會去美術系工作室做陶，並請化學系實驗室幫忙燒陶。因此博雅大學跨

領域的培養，讓他不會帶著預設的學科視角去尋找特定問題，對於任何事物都保持高

度好奇心，如果探索過程遇到什麼瓶頸，便憑藉所有學科資源去努力突破，這是他面

對議題時主要的思考徑路與處理方式。

StringNet的開發

　　詞彙、文法之間的空缺，現在一般概略性地視為一種語感，許多教學可能建議學

生，透過課後閱讀原文書籍、影集、音樂等管道來培養，這些確實是母語者的學習經

驗，但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怎麼知道聽讀過程中，什麼地方該注意？很多時候的結

果是，好像有聽懂或有注意到，可是好像也缺了什麼，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你的東西。

因為過去的教育經驗沒有，這些用法避開他們的意識，連老師的意識，也可能沒有意

識到這個用法需要注意。」衛友賢認為應該強化此類細節的語言認知，只停留在模糊

的感覺階段非常可惜，其實能夠進一步讓它具體化，而且語言老師也有責任，將這敏

銳的認知雷達交給學生。

　　此一空缺添補的具體內容，衛友賢遵循語言學家 Charles Fillmore等人的想法，

將這些單元稱為「詞彙語法結構」(lexico-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他認為應該

把構式選取集結，實際展現出來。先以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與在淡江大學合作過的

資訊工程博士曹乃龍一起探討，藉由英國匯聚英語書面與口語樣本的British National 

Corpus語料庫，以量化方式整理出常見的詞彙文法構式，建立多功能英語運算語言模

型——StringNet，架設於雲端能夠讓大眾線上查詢。

　　這個系統收錄的構式不是只有“on the other hand”,“a piece of cake”這類諺

語，而是透過英國BNC語料庫的收集內容，實際統計單字前後慣用的連續語詞，擷取

計算的成果範圍較諺語更多。比如用“time”輸入StringNet，會出現“from time to 

time”,“once upon a time”,“at the best of times”等各種語料常見的構式。而且

點取其後的頻率數字，能夠顯示所有語料來源，一方面表達這些構式有明確數據支

持，另一方面可以當作例句讓查詢者了解它的實際用法。

　　StringNet的初期版本，主要留意字詞前後的連續關係，但它不只是單純匯集擷取

成果、然後提供簡易檢索的資料庫，隨著電腦軟體硬體的日新月異，還進化版本增加

許多功能。比方說以“at the best of times”五個字的構式為例，點選擴張項目，會

語言理論與教學現象的反思

　　衛友賢表示早先為了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主要關注語言學純粹理論的分析，雖

然知識層面的討論非常有趣，但是和實際語言學習還是有點距離。這個不足之處一

直潛伏在心裡面，令他不斷思索語言學的研究價值，除了理解現象之外，還能夠有

什麼幫助？對於語言學習者，會不會有什麼支持？這些疑惑的答案不容易立即獲得

解決，經過一段摸索期的研究，才逐漸整理出一些思緒。

　　他從源頭觀察，理論與實際應用嚴重的空缺，來自語法理論、語言理論將語言

模組化，把語言切割為不同模組分析。1 9 6 0年代，美國著名語言學家No am 

Chomsky等人，提出影響深遠的語言分析理論，將語言知識拆成詞彙、文法兩大模

組理解：詞彙模組是一個一個需要記憶的字詞，可是不能隨意拼接，需要依靠另外

一套文法模組的條件才可以運用；文法模組則是語言運用的規範，規範單獨存在毫

無意義，需要另一詞彙模組的倉庫才能完成其中內容。

　　Chomsky等人的說法不只影響語言學界剖析語言的方式，更從理論影響到應用

層面，廣泛施行到語言教育。不過，衛友賢在大學教育的課程中，發現這兩項語言

模組沒辦法照顧到許多實際困難，比如一些運用在文法參考書沒有解釋，某些詞彙

在字典也並未收入，或者有著無法適當連結詞彙、文法等現象，都是這兩種知識難

以全面觀照的部分，而其結果便是形成模組之間的空缺。

　　此一空缺在母語學習者相對不明顯，因為他的環境不只有課本知識，生活裡很

多聽、讀機會，接收大量訊息輸入腦海，會自然地融合詞彙和文法，甚至大多數人

自己不具明確意識，也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自如。但是在第二語言學習者那裡，情

況有所不同，不僅缺乏環境輔助，很多語言老師對於這個空缺也沒有意識，教學上

令學生反覆累積枯燥的詞彙和文法知識，不一定能達到有效的語言學習和應用。因

此，兩模組之間的空缺如何連接，成為衛友賢十分關注的議題。

出現“even at the best of times”等六字的構式，可以延伸觀察構式的連接用語；而

點選縮小項目，則有“the best of times”等四字的構式，所顯示的頻率數據更多，也

能夠觀察它們常用情形。更重要的差異是，如果點選構式中的詞性或單詞，它還能依

據數據統計顯現這個位置的替換詞彙，像是在擴張的項目中“[noun] at the best of 

times”，點取[noun]位置會顯示出business, task, experience等字；於縮小的項目中

“the best of times”，點取best位置會顯示出worst, hardest等字。也就是說，

StringNet不僅能延伸關注構式的橫向前後聯繫，而且還增加縱向的詞彙替換功能，提

供使用者更多維度的學習空間。

跨領域合作的心得分享

　　目前StringNet已經進化到第四個版本，衛友賢指出此系統是他和曹乃龍共同研發

的成果，在此之前，兩人已合作建立過「IWiLL網路英語互動式學習平台」。

　　他們過去從學生使用英語的現象中，發現一些正確表達的困難，像是「吃藥」，

英語說“take medicine”，而不是“eat medicine”，這是語言的習慣用法，學術上

稱為搭配字(collocation)。面對學生誤植語言的現象，他們一起考慮改進方案，計畫

架設一個介面，貼近學生修習或是老師諮詢，於是用電腦進行運算，初步整理了搭配

字的程式資料。

　　然而搭配字常常只是兩個詞彙，已經不少人做過研究與整理，網路上也已經有許

多搭配字辭典（collocation dictionaries）與搭配字清單（collocation lists）的搜

尋平台。後來他們擴大思索，如何開展範圍增加三個詞彙以上的學習，以及各種替換

[noun], [verb], [adj]⋯⋯等運用空間。這些延伸的靈活方案，要形成一個系統供給他

人查詢，需要縝密的邏輯安排、程式運算，還有龐大的資料儲存空間，是一般人較難

處理的部分，也是目前罕見的工具。而衛友賢的語言專業與跨學科興趣，結合曹乃龍

的資工專長與細心格性，兩人一起秉持毅力，從各種失敗中學習，彼此不斷嘗試與進

步，才有後來的StringNet。

　　衛友賢分享這段心路歷程，認為要達到良好的跨領域合作效果，有兩個重要條

件：一是從能力而言，對方領域的基礎知識需要有所認知，才可以建立溝通橋梁，像

是他國中時期和數學老師學過怎麼寫電腦指令，能夠理解程式運作的邏輯概要。二是

從態度而言，雙方要很有耐心，確保對方知曉自己的用意，並要有探索中百折不撓的

精神，而且關鍵是——不能抱持著利用對方的心態來合作，尊重彼此專業領域，才能

達到理想的結果。

　　關於他們的合作成果，衛友賢闡述當初的發想理念：「教育裡面有兩種科技：一

種是延伸我們探究的能力，像伽利略改良的望遠鏡，那個科技本身是讓科學家發現更

多現象。另外一種科技像GPS，主要代替別人不需要發現的東西，它不是幫我發現怎

麼瞭解一個地方，只是告訴我去哪裡。有的科技是用在代替人的知識，不是輔助別人

發展更多知識，而我對後者比較有興趣。」因此建立StringNet核心的想法，不只是回

應一時答案，另一方面，更希望使用者透過這個系統，發現更多語言現象與樂趣。

　　除此之外，StringNet使用對象不只針對自學者，也包括擔任教學身分的老師，授

課教師如何藉由這個系統，將語言的敏銳雷達傳授給學生，是衛友賢接下來想進一步

釐清的範圍。與此同時，StringNet的版本演化也不斷進行中，下一步將計畫處理縱向

的詞彙，再仔細歸納字群意思，令使用者能更有效率地掌握符號所指涵義，這些是他

們團隊未來努力的方向。

人物專訪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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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時代，許多訊息不分國界，與不同背景之人的交流也愈來愈多，第二

外語的學習更形重要。專精於語言學領域的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衛友賢

（David Wible）教授認為，過往第二外語教育的情形，存在詞彙和文法之間的空缺，

此中語感的培養其實能夠更加具體化。他根據理論與成效思考改善方法，主持跨領

域合作，開發StringNet英語學習系統，從資料庫整理詞彙語法構式，提供語言領

域的多方探索。2022年7月，衛友賢申請人社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希望藉由本中

心的資源，對於相關議題再深入探討。

從藝術創作轉向語言學研究

　　衛友賢大學時期就讀美國伊利諾伊州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是台灣少

見的博雅大學模式，以教育和學習為主，人文和科學之間的知識界線並不明顯。像是

他主修美術系專攻陶瓷領域，除了培養藝術美感之外，還必須深入了解釉藥背後的化

學成分、燃燒熔點、氧化還原現象，才能製作出理想的陶藝品。因此在學校接受了廣

泛的人文與科學訓練，求學過程也與各個科系的朋友密切交流，形成他不侷限於單一

科目的思考模式。

　　在世界陶瓷史中，亞洲陶瓷發展得很早，衛友賢十分欣賞中國宋代陶瓷及日本禪

風陶藝，同時非常仰慕英國伯納德・里奇（Bernard Leach）和日本濱田庄司（Shoji 

Hamada），兩大陶藝名家之間的國際合作。當時剛好有一個暑期課程可以遊學，他

把握此次機會，選定台灣作為學習起點，間或往來日本，拜訪許多博物館與陶藝家。

　　這趟旅行是衛友賢第一次來到亞洲、實際接觸東方文化，生活中需要頻繁地使用

第二外語，而語言課本知識與實際現象的落差，刺激他進一步觀察語言的細微特色。

他發現詞語符號的形式（能指）和涵義（所指），不只有簡單對應的關係，符號是和

語言系統中其他符號對比，才形成它確切的意思。這些語言學富含邏輯的部分，和衛

友賢喜於條理分析的思路相當契合，而且如同陶瓷藝術涵蓋了人文與科學要素，所以

對此產生了濃厚的探究興趣。返回美國後，他轉向語言學領域進修，就讀伊利諾大學

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博士論文關注英

語與華語的主語和分詞異同，便是深入比較語言系統的研究成果。

　　雖然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專業轉換可能有點異樣，但是衛友賢覺得這是一個自然

而然的過程，跨學科的情況在博雅大學同學之中並不罕見——有人就讀音樂系後來任

職摩根銀行主管，或者文學系畢業後當起律師。而自己即使拿到語言學博士在美國大

學任教，還是會去美術系工作室做陶，並請化學系實驗室幫忙燒陶。因此博雅大學跨

領域的培養，讓他不會帶著預設的學科視角去尋找特定問題，對於任何事物都保持高

度好奇心，如果探索過程遇到什麼瓶頸，便憑藉所有學科資源去努力突破，這是他面

對議題時主要的思考徑路與處理方式。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StringNet的開發

　　詞彙、文法之間的空缺，現在一般概略性地視為一種語感，許多教學可能建議學

生，透過課後閱讀原文書籍、影集、音樂等管道來培養，這些確實是母語者的學習經

驗，但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怎麼知道聽讀過程中，什麼地方該注意？很多時候的結

果是，好像有聽懂或有注意到，可是好像也缺了什麼，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你的東西。

因為過去的教育經驗沒有，這些用法避開他們的意識，連老師的意識，也可能沒有意

識到這個用法需要注意。」衛友賢認為應該強化此類細節的語言認知，只停留在模糊

的感覺階段非常可惜，其實能夠進一步讓它具體化，而且語言老師也有責任，將這敏

銳的認知雷達交給學生。

　　此一空缺添補的具體內容，衛友賢遵循語言學家 Charles Fillmore等人的想法，

將這些單元稱為「詞彙語法結構」(lexico-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他認為應該

把構式選取集結，實際展現出來。先以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與在淡江大學合作過的

資訊工程博士曹乃龍一起探討，藉由英國匯聚英語書面與口語樣本的British National 

Corpus語料庫，以量化方式整理出常見的詞彙文法構式，建立多功能英語運算語言模

型——StringNet，架設於雲端能夠讓大眾線上查詢。

　　這個系統收錄的構式不是只有“on the other hand”,“a piece of cake”這類諺

語，而是透過英國BNC語料庫的收集內容，實際統計單字前後慣用的連續語詞，擷取

計算的成果範圍較諺語更多。比如用“time”輸入StringNet，會出現“from time to 

time”,“once upon a time”,“at the best of times”等各種語料常見的構式。而且

點取其後的頻率數字，能夠顯示所有語料來源，一方面表達這些構式有明確數據支

持，另一方面可以當作例句讓查詢者了解它的實際用法。

　　StringNet的初期版本，主要留意字詞前後的連續關係，但它不只是單純匯集擷取

成果、然後提供簡易檢索的資料庫，隨著電腦軟體硬體的日新月異，還進化版本增加

許多功能。比方說以“at the best of times”五個字的構式為例，點選擴張項目，會

語言理論與教學現象的反思

　　衛友賢表示早先為了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主要關注語言學純粹理論的分析，雖

然知識層面的討論非常有趣，但是和實際語言學習還是有點距離。這個不足之處一

直潛伏在心裡面，令他不斷思索語言學的研究價值，除了理解現象之外，還能夠有

什麼幫助？對於語言學習者，會不會有什麼支持？這些疑惑的答案不容易立即獲得

解決，經過一段摸索期的研究，才逐漸整理出一些思緒。

　　他從源頭觀察，理論與實際應用嚴重的空缺，來自語法理論、語言理論將語言

模組化，把語言切割為不同模組分析。1 9 6 0年代，美國著名語言學家No am 

Chomsky等人，提出影響深遠的語言分析理論，將語言知識拆成詞彙、文法兩大模

組理解：詞彙模組是一個一個需要記憶的字詞，可是不能隨意拼接，需要依靠另外

一套文法模組的條件才可以運用；文法模組則是語言運用的規範，規範單獨存在毫

無意義，需要另一詞彙模組的倉庫才能完成其中內容。

　　Chomsky等人的說法不只影響語言學界剖析語言的方式，更從理論影響到應用

層面，廣泛施行到語言教育。不過，衛友賢在大學教育的課程中，發現這兩項語言

模組沒辦法照顧到許多實際困難，比如一些運用在文法參考書沒有解釋，某些詞彙

在字典也並未收入，或者有著無法適當連結詞彙、文法等現象，都是這兩種知識難

以全面觀照的部分，而其結果便是形成模組之間的空缺。

　　此一空缺在母語學習者相對不明顯，因為他的環境不只有課本知識，生活裡很

多聽、讀機會，接收大量訊息輸入腦海，會自然地融合詞彙和文法，甚至大多數人

自己不具明確意識，也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自如。但是在第二語言學習者那裡，情

況有所不同，不僅缺乏環境輔助，很多語言老師對於這個空缺也沒有意識，教學上

令學生反覆累積枯燥的詞彙和文法知識，不一定能達到有效的語言學習和應用。因

此，兩模組之間的空缺如何連接，成為衛友賢十分關注的議題。

出現“even at the best of times”等六字的構式，可以延伸觀察構式的連接用語；而

點選縮小項目，則有“the best of times”等四字的構式，所顯示的頻率數據更多，也

能夠觀察它們常用情形。更重要的差異是，如果點選構式中的詞性或單詞，它還能依

據數據統計顯現這個位置的替換詞彙，像是在擴張的項目中“[noun] at the best of 

times”，點取[noun]位置會顯示出business, task, experience等字；於縮小的項目中

“the best of times”，點取best位置會顯示出worst, hardest等字。也就是說，

StringNet不僅能延伸關注構式的橫向前後聯繫，而且還增加縱向的詞彙替換功能，提

供使用者更多維度的學習空間。

跨領域合作的心得分享

　　目前StringNet已經進化到第四個版本，衛友賢指出此系統是他和曹乃龍共同研發

的成果，在此之前，兩人已合作建立過「IWiLL網路英語互動式學習平台」。

　　他們過去從學生使用英語的現象中，發現一些正確表達的困難，像是「吃藥」，

英語說“take medicine”，而不是“eat medicine”，這是語言的習慣用法，學術上

稱為搭配字(collocation)。面對學生誤植語言的現象，他們一起考慮改進方案，計畫

架設一個介面，貼近學生修習或是老師諮詢，於是用電腦進行運算，初步整理了搭配

字的程式資料。

　　然而搭配字常常只是兩個詞彙，已經不少人做過研究與整理，網路上也已經有許

多搭配字辭典（collocation dictionaries）與搭配字清單（collocation lists）的搜

尋平台。後來他們擴大思索，如何開展範圍增加三個詞彙以上的學習，以及各種替換

[noun], [verb], [adj]⋯⋯等運用空間。這些延伸的靈活方案，要形成一個系統供給他

人查詢，需要縝密的邏輯安排、程式運算，還有龐大的資料儲存空間，是一般人較難

處理的部分，也是目前罕見的工具。而衛友賢的語言專業與跨學科興趣，結合曹乃龍

的資工專長與細心格性，兩人一起秉持毅力，從各種失敗中學習，彼此不斷嘗試與進

步，才有後來的StringNet。

　　衛友賢分享這段心路歷程，認為要達到良好的跨領域合作效果，有兩個重要條

件：一是從能力而言，對方領域的基礎知識需要有所認知，才可以建立溝通橋梁，像

是他國中時期和數學老師學過怎麼寫電腦指令，能夠理解程式運作的邏輯概要。二是

從態度而言，雙方要很有耐心，確保對方知曉自己的用意，並要有探索中百折不撓的

精神，而且關鍵是——不能抱持著利用對方的心態來合作，尊重彼此專業領域，才能

達到理想的結果。

　　關於他們的合作成果，衛友賢闡述當初的發想理念：「教育裡面有兩種科技：一

種是延伸我們探究的能力，像伽利略改良的望遠鏡，那個科技本身是讓科學家發現更

多現象。另外一種科技像GPS，主要代替別人不需要發現的東西，它不是幫我發現怎

麼瞭解一個地方，只是告訴我去哪裡。有的科技是用在代替人的知識，不是輔助別人

發展更多知識，而我對後者比較有興趣。」因此建立StringNet核心的想法，不只是回

應一時答案，另一方面，更希望使用者透過這個系統，發現更多語言現象與樂趣。

　　除此之外，StringNet使用對象不只針對自學者，也包括擔任教學身分的老師，授

課教師如何藉由這個系統，將語言的敏銳雷達傳授給學生，是衛友賢接下來想進一步

釐清的範圍。與此同時，StringNet的版本演化也不斷進行中，下一步將計畫處理縱向

的詞彙，再仔細歸納字群意思，令使用者能更有效率地掌握符號所指涵義，這些是他

們團隊未來努力的方向。

人物專訪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