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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二語者的華語

名動詞比例及其影響因素

中文摘要

語言習得的研究發現幼兒初期的詞彙發展存在名詞優於動詞的現象，即名

詞學得更好、更快、更多。計算學習者使用的名詞和動詞的比值（名詞數量除

以動詞數量，後稱「名動比」）會得到大於 1的結果，表示名詞多於動詞，是

謂「名詞優勢」。Gentner (1982) 認為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因為名詞指涉的是

「東西」，有形狀、可以自背景獨立、具體、可想像的特性；動詞則指涉是東

西和環境以及東西之間的「關係」，它更為複雜、隱晦，而且轉瞬即逝，因此

學習動詞也比較困難。名詞和動詞在習得上的差異，被認為有跨語言的普遍性。

然而，也有學者發現，在強調「關係」的語言（例如：華語和韓語），名動比

與西方語言存在明顯差異。我們假設學習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的詞彙發

展符合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自然順序假說」（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和

「輸入假說」（The input hypothesis），我們想知道他們的習得和輸入之間的關

係以及詞彙發展的情況。我們預計探討如下因素：目標語社會自然語言環境和

課堂教學環境的輸入，以及比較不同的詞彙發展階段和二語者的詞彙發展接近

母語者的可能性。我們使用兩種語料來進行上述研究，第一種是既有的語料庫，

包括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含國教院華語中介語

索引典系統）。第二種是自行收集、處理的語料，包括學習華語作為第二語言

的主流華語教科書，以及包含二語者和華語者的碩博士學位論文摘要。我們透

過詞形（type）和詞體（token）作為分析的單位以及不同名詞和動詞的界定比

較語料之間的詞類分佈和名動比差異。研究發現如下：一、華語二語者的名動

比低於自然語言環境及課堂教學環境，輸出並沒有反映輸入；二、從A1到 C1

的教科書，名動比有上升的趨勢，顯示語言程度和名動比有正相關；三、華語

二語者和母語者在學位論文摘要的名動比並不存在差異，說明二語者的詞彙發

展成就存在接近母語者的可能。研究顯示華語二語者的詞彙習得和使用和輸入

存在差異，華語二語者的名動比遠低於華語母語者。雖然可以看到名動比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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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程度變高而提升以及不同名詞和動詞定義下有類似的變化跡象，但無法排

除文章類型、文化以及語言教學的介入是干擾因素的可能性。以現有研究而言，

比起輸入和語言特性，語言程度是較能解釋名動比變化的因素。最後，根據研

究結果討論上述相關因素以及設計華語二語教學以期促進學習者的詞彙發展。

關鍵詞：名動比、語言使用、語言程度、語料庫、華語二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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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oun-Verb Ratio 

in the CSL Learners’ Chinese 

and the Associating Factors 

Abstract

Infant’s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 wa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learned words 

noun is much more than verb, called Noun Advantage, which argued consequence of a

conceptual advantage in identifying objects in the word over relations among them by 

natural partitions/relational relativity (Gentner, 1982). A number of researchers have 

claimed it is not universal, and have focused on the relative frequency of nouns versus

verbs, NVR (noun-verb ratio), in the speech of Children learner’s languages, like 

Korean and Chinese. According to Krashen’s (1982) natural order and input 

hypotheses,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cquire language in a predictable order by 

receiving “comprehensible input.” Sinica Corpus and Interlanguage of beginners of 

CSL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was used to sketch 

th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of second language. We also collected CSL textbooks in 

Taiwan and Chinese thesis abstract by native speakers and advanced CSLs for 

comparing th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tage. Type and token were both 

considered to count for the noun, verb percentage and NVRs under four noun and verb

definitions. The NVRs comparisons among the corpus, textbook and thesis collected 

show that: 1. The NVR in Chinese of the CSL learners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input,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2. There is a rising trend of NVR in textbook 

from language proficiency A1 to C1; the higher the proficiency of language, the 

higher the NVR. 3. The NVRs in Chinese in the thesis abstract of CSL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 are no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and CSL learners have potential to 

achieve native-like levels of language performance. There is no evidence shows that 

CSL’s Chines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usage are associated with input, and its 

NVR is far away from native speakers’. Though we can see the increasing of NVR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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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ciency and almost same pattern across different noun and verb definitions, some 

factors, such as genre, culture and teacher interference could be confounded. Compare

to language proficiency, input and linguistic requirement may contribute less to NVR. 

These associating factors are discussed, and a CSL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the 

results are demonstrated as an alternative way to develop student’s vocabulary. 

Keywords：noun verb ratio, language usage, language proficiency, corpus, CSL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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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章 前言

名詞和動詞的學習是心理學和語言學習非常關注的項目，語言習得的研究

發現，幼兒的詞彙發展初期，名詞比動詞容易掌握。計算學習者使用的名詞和

動詞的比值（名詞數量除以動詞數量，後稱「名動比」）會得到大於 1的結果，

表示名詞多於動詞，是謂「名詞優勢」（noun advantage），即名詞比較容易學

而且使用上的次數也是名詞的數量多於動詞。

名詞是表示名稱的詞，指涉的是「東西」。語言學習的初始階段，將那些

視覺上顯而易見的「東西」給予一個聽覺上的標籤或聲音，那就是一個有名字

的「東西」，名詞於是產生。如果我們對一個擺滿「東西」的桌面拍一張照片，

對機器來說，這張照片是由連續的像素所組成；對感官上有知覺的人類來說，

可以看到書本、電腦、手機等「東西」。我們把這些「東西」賦予一個名稱，

在華語可能是「書」、「電腦」，在英語可能就是 book、computer，這些「東

西」被獨立切割出來後給予名稱。這是Gentner (1982) 在解釋名詞優勢時的基本

想法：自然分割（natural partition）。大多數的名詞所指的對象具有形狀、可以

自背景獨立、具體、具有可想像的特性（shape, individuated, concrete, image, 

S.I.C.I continuum），這些詞對學習者而言比較容易(Maguire, Hirsh-Pasek & 

Golinkoff, 2006) 。

也有學者從名詞和動詞的詞類特性解釋名詞優勢。這些學者認為成就不同

詞類的論元數量不同，名詞所需的論元數量低於動詞，所以名詞比動詞容易

(Fisher, 1996; Fisher, Hall, Rakowitz & Gleitman, 1994; Gleitman, 1990; Mintz & 

Gleitman, 2002) 。名詞在句子裡，主要承擔主格或受格的角色，可以自外於其

它詞類獨立存在；而動詞在句子裡的角色是用來連接主格或受格的關係，必須

確立在主格或受格已然存在。動詞必須基於名詞而存在，而名詞所需的要件少

於動詞，所以名詞的學習就優先於動詞了。

另外有些學者從語言或文化的觀點來討論名詞優勢的成因。語言的句法

(e.g., Choi & Gopnik, 1995; Gentner, 1982) 使名詞出現的位置更容易吸引學習者

的注意，所以名詞就學得比動詞多且好。然而，因為語言間的句法存在差異，

加上語言的韻律、聲調等跨語言或文化的差異，對於不同詞類突顯的情況即存

在差異，所以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上，不同語言的名動比就存在差異。以華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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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二語者名動詞的比例及影響因素

說，華語在不同的發展階段(Liu, Zhao & Li, 2008) 以及情境(Chan, Brandone & 

Tardif, 2009; Tardif, Gelman & Xu, 1999) 下，名動比低於其它語言，甚至有動詞

學得比名詞好的現象(Chan et al., 2009; Choi & Gopnik, 1995; Tardif, 1996; Tardif 

et al., 1999; Tardif, Shatz & Naigles, 1997)。

「自然分割」的重點在於名詞所指涉的事物，而名詞和動詞的詞類特性則

強調語言的本質，語言或文化的觀點則告訴我們語言間可能存在差異。我們可

以將上述觀點以「自然分割/關係相對論」概括起來。

名詞指涉的是「東西」，而動詞是陳述人或事物的動作、情況、變化的詞，

指涉的是「東西」間的「關係」。為了溝通上的需要，和名詞一樣，人類同樣

需要給這些「關係」賦予標籤。相較於指涉「東西」的名詞，指涉「關係」的

動詞持續的時間短、轉瞬即逝，因此大多數的語言都是名詞比較容易學會，而

動詞則需要更多時間。

When we lexicalize the perceptual word, the assignment of relational terms is 

more variable crosslinguistically than that of nominal terms (Gentner, 1982).

Gentner (1982) 把這個情況稱為：關係相對論（relational relativity）。其中，

「相對論」意味著，與相對穩定的名詞相比，不同語言用來描述關係的動詞，

可能存在跨語言的差異(Gentner, 2006) 。

「自然分割/關係相對論」解釋了多數語言(Bornstein et al., 2004; Gentner, 

1982) 詞彙發展的名詞優勢，包括華語在內，中文的文獻（劉惠美、陳昱君，

2015；楊靜琛，2015；陳永香、牛傑、朱莉琪，2016）和英文的文獻(Hao, Liu, 

Shu, Xing, Jiang & Li, 2015; Xuan & Dollaghan, 2013) 上都可以看到華語存在名詞

優勢的現象，即名動比大於 1。

成人學習第二語言也會經歷初期詞彙發展階段，但以上述的觀點解釋似乎

存在侷限。「自然分割/關係相對論」所稱名詞和動詞的差異建立其所指涉的概

念在知覺上差異，幼兒的語言發展是伴隨著認知發展，然而成人的認知相對幼

兒成熟。語言或文化的觀點考慮了語言間的情況，大多數語言都突顯名詞，唯

語言間對於名詞和動詞突顯的程度不一樣，因此存在差距。此觀點以幼兒為對

象時，由於其所存在的的環境在語言和文化相對單一，但是成人則是在擁有原

先第一語言或母文化的前提下學習第二語言，情況可能不太一樣。而名詞和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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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詞類特性雖然是兩個詞類之自帶的特性，完全聚焦於語言本身，看起來排

除了成人和幼兒之間差異的情況，但是實際的資料卻顯示語言間存在差異，其

中強調「關係」的華語更是有最多研究顯示名動比與其它語言存在差異的語言。

我們特別好奇成人華語二語者所習得的詞彙和語言使用的名動比和相關因

素。正如幼兒學習語言一樣，第二語言的發展也會按照一定的順序進行，

Krashen把這個稱為自然順序假說（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以學習英語

作為第二語言為例，Dulay & Burt (1974) 比較華語母語背景和西班牙語母語背景

的二語者在 11個英語裡頭的語法特徵，例如：複數、所有格等等，在語言使用

上錯誤的類型和比例，結果發現兩者並沒有差別。正如幼兒學習語言一樣，二

語者的發展也存在發展的順序。一個決定第二語言發展的重要因素是「輸入」，

Krashen (1985) 強調是「可理解的語言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可理解

的語言輸入的例子如照顧者對小孩說的話（caretaker speech, CS）、語言老師所

說的話（teacher talk），以及母語者對外國人說的話（foreigner talk）。當這些

輸入達到足夠量的時候，即使有預期、規劃的語言學習進程，也無法改變二語

者內置大綱（built-syllabus）的自然順序。

本文主要想知道華語二語者的習得能否反映他的語言輸入，以及最終是否

能達成如同母語者語言水平的成就。對於二語學習者而言，如果他所接收到的

輸入是可理解的輸入且這些輸入的量足夠多的時候，則我們可以預期二語者所

習得的名動比會反映語言輸入的名動比。同時，第二語者學習者的語言使用的

名動比存在自然順序，因此進階的華語二語者的語言成就理應有機會達成如同

母語者的語言成就。

華語二語學習者的輸入主要有兩個來源：自然語言環境和課堂教學環境。

如果華語二語學習者的名動比反映輸入的名動比，則這些輸入對華語二語者也

是可理解的語言輸入。為了檢驗輸入能夠否反應在華語二語者的語言使用上，

我們對於華語二語者的語言使用和目標語社會的自然語言環境以及課堂教學環

境的名動比進行調查。若華語二語者的語言使用存在自然順序，則我們預期華

語二語者的語言使用最終會達到接近母語者程度，因此華語二語者的名動比會

和母語者的名動比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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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兩種語料來進行研究，第一種是既有的語料庫，包括中央研究院

平衡語料庫、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含國教院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第二種是自行收集、處理的語料，包括學習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主流華語教科

書，以及包含二語者和華語者的學位論文摘要。華語教科書是華語老師最主要

的語言使用參考，其中《當代中文課程》為台灣地區主流的華語教科書之一，

我們收集第一冊到第六冊的課文。而學位論文的作者皆屬進階的語言使用者，

為找到包含華語二語者和母語者的論文摘要，我們選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系本地生和外籍生的碩博士華語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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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成人學習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發展過程中，有哪些相關的因素？下面將先

回顧 Krashen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裡的自然順序假說和輸入假說，而後針對幼兒

和成人在個體的詞彙發展和外在的語言輸入進行回顧。

第一節 第二語言習得

在已經習得母語之後再學習母語之外的語言稱為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簡稱為二語習得。許多情況下，「習得」是相對於

「學習」的概念，前者是在二語者未察覺的情況下發生，後者則是有意識、刻

意為之的過程。為了描述二語學習者如何掌握第二語言，許多二語習得理論被

提出，其中Krashen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對語言教學有諸多啟發。

一、Krashen 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

Krashen (1982) 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主要由五個假說組成，簡述如下：

1. 習得和學習假說（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

習得以意義交流為核心，學習者並不會意識到該行為的發生；學習則以

關注語言形式和語法規則，學習者是有意識而為之。

2. 監控假說（The monitor hypothesis）：第二語言的語言使用是來自於「習

得」（隱性知識）和「學習」（顯性知識）。適度地監控，可以在不影

響溝通的前提下進行語言交流，口語可能會出現錯誤，但寫作的錯誤會

減少；過度監控時，以語言的規則調整語言使用，以致於口語表達不流

暢；監控不足時則會產生許多錯誤，甚至自己都無法改正。

3. 自然順序假說（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語言的發展是依照一個可預測的順序進行，這個順序有別於課堂教學的

順序。

4. 輸入假說（The input hypothesis）：

習得之所以能夠發生，取決於「可理解的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這個輸入是稍微高於學習者目標的語言程度（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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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情感過濾假說（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學習者的動機、個性、情感狀態等等會像過濾器一樣，輸入會經過過濾

器，穿越過濾器的輸入才是可理解的輸入，才能被學習者習得。

語言老師都同意第二語言教學應盡可能創造習得的條件，而且可理解的輸

入對於學習者而言至關重要；老師也應該提供可理解的輸入，同時在學習過程

中，盡可能降低或移除學習者的情感過濾。但是，從實證的角度上來看，

Krashen的第二語言理論建立在多個假說之上，一個假說建立在另一個假說之上，

彼此互相連動，若一併考量所有假說，研究實務就不容易開展。

二、Krashen 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不足之處

過去有許多文章(Burden, 2006; Gregg, 1984; Liu, 2015; White, 1987) 針對

Krashen的若干假說進行過評論，本研究主要想知道華語二語者的語言使用如何

反應輸入以及其詞彙發展，因此我們會聚焦幾個比較相關的假說。習得和學習

假說對「習得」和「學習」的區分主要是區分「有意識」和「潛意識」的過程；

而監控假說所講的情況是在語言使用（或者語言產出）階段有意識的作為；情

感過濾假說則是論及接觸輸入時的情感過濾機制。自然順序假說和輸入假說是

兩個和本研究最相關的假說。

自然順序假說假定二語學習者的習得有一個可預測的發展順序，前提是可

理解的輸入有足夠的量，依此可以預期二語學習者最終可以達成如同母語者語

言水平的成就。然而，自然順序假說的證據完全建立奠基於英語語素的習得順

序，反駁此假說的研究指出二語學習者並非依照母語習得順序發展(McLaughlin,

1987; Selinker & Gass, 2008) 掌握英語的語素。Gregg (1984) 用一個誇張的說法

描述極端的自然順序假說：假設英語有 3217個結構，自然順序就是從 1到 3217

的成長過程，而無法達到 3217前，有些人可能會停在 2983或 1705。自然順序

假說的問題在於它把語言學習當成線性的成長，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變異。一

個顯而易見的現象就是並非所有二語者最終都可以達到母語者的語言成就。此

外，自然順序的證據主要是來自於語言任務誘發下的語言使用，這也讓自然順

序假說的檢驗受限於明顯可觀察的語言特徵和語言，例如英語。華語不存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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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形式上明顯的語言特徵，與其它有格、位的語言相比，華語就不容易驗證自

然順序的假說。

自然順序假說在語言教學實務上的挑戰是如何讓教學大綱的順序呼應自然

順序，而自然順序為何至今也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在我們無法確定自然順序正

確與否的情況下，我們要讓學習者從目前的語言程度前進到下一個語言程度時，

我們不需要牽就自然順序，而是關注比學習者目前程度高一點的輸入（i+1），

又或者稱為可理解的輸入。

Krashen (1985) 在同一個段落裡說當下的語言程度是 i（“our current level of

competence” ），而上升一級的就是 i+1（“the next level along the natural 

order”）；而後又說 i+1指的是下一個階段的結構（“structures at our next 

‘stage’” ）(Krashen, 1985) 。有時候，i+1指的是語言程度；有時候，i+1指的是

語言結構。McLaughlin (1987) 評論Krashen在文章並沒有給 i+1明確的定義，也

存在前後的不一致性，因此讀者會有理解上的歧異。Lightbown & Spada (2013) 

後來試著以較廣義的作法去定義 i和+1，i指的是目前學習者已經習得的語言程

度，而+1則是超過目前語言程度的詞彙、語法形式、發音等等。

為了理解 i+1，Krashen (1982) 提供一些「可理解的輸入」的例子，但同樣

缺少明確的定義。可理解的輸入的例子包括照顧者對小孩說的話、語言老師所

說的話，以及母語者對外國人說的話。他特別提到小孩之所以能夠學好母語是

因為照顧者的語言是經過簡化，但是相關研究說明即使是複雜的語言結構（可

參考 White (1987) 和Gregg (1984) 的文章），小孩仍然能夠學會。另外，也有研

究顯示在黑人勞工階級的家庭成長的幼兒並沒有接收簡化過後的語言，他們直

接模仿成人講的話，而這些輸入遠遠超過幼兒目前的程度(Heath, 1983) 。

排除了「可理解的輸入」是簡化的輸入後，討論的焦點變成是「可理解

的」之定義。「可理解的」的原文是 comprehensible，從字面上去解釋時，它指

的是能夠去理解或者存在理解的可能性，「可理解」近似的概念或相對的概念

試圖將輪廓描繪清楚。

與「可理解」相對的是「不可理解的」。White (1987) 認為輸入有可理解的

輸入和不可理解的輸入（incomprehensible input）兩種。他認為學習者對不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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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輸入會對理解會產生困難，此時學習者得到負面的回饋，學習者意識到存

在不可理解時才會注意語言形式，因此學習能夠發生。

與「可理解的」近似的是「被理解的」。Gass (1988) 認為能夠在第二語言

學習過程中發揮作用的輸入是被理解的輸入（comprehended input），所有提供

給學習者的輸入中，只有部分的輸入是可以被理解的。而被理解的前提則是學

習者因為某些特徵，例如：頻率、情感、既有知識和注意力等等，因而輸入可

以被吸收。

黃玉樹（2017）從學習者的角度研究了「不可理解的輸入」和「被理解的

輸入」對二語新詞學習的影響。研究指出華語二語者在接觸過包含新詞的句子

脈絡去猜測新詞，如果華語二語者理解句子脈絡，正確猜測新詞詞義的機會就

更高。換句話說，當輸入被二語學習者理解時，這個輸入就能夠促進二語的詞

彙發展。研究支持「被理解的輸入」更有利於學習者學習新詞。

Swain (1985, 2005) 認為促進語言發展僅有「可理解的輸入」不夠，應該要

把其它外在的機制納入。他提出了「輸出假說」（output hypothesis），把「可

理解的輸入」擴展為「可理解的輸出」（comprehensible output）。他發現參加

沈浸式教學的法語二語學習者接觸了大量的可理解的輸入。在閱讀和聽力的測

驗上，二語者的表現和母語者差不多，但是語言使用的表現並卻遠不及母語者。

其認為主要的原因是課堂的老師只注重理解，而缺少對學生語言使用的要求。

他認為輸出可以讓學習者知道自己不能正確地傳遞意義時，學習者能夠因而注

意到語言使用上能力的不足，進一步促進語言的學習。

三、小結

自然順序假說以二語者和母語者在可觀察的語言特徵上有相似的發展過程

作為證據，研究的標的為英語語素的發展。名詞優勢或名動比也是在詞彙發展

可以作為研究的標的，它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但在華語的第二語言習得尚末

被廣泛研究。

對於輸入，過去的研究從學習者的角度將輸入分為「被理解的」和「不可

理解的」，以及將輸入與輸出連結，試圖讓「可理解的輸入」更為明確。就已

知研究來看，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自然順序假說」建立在英語語素特徵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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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順序，而「輸入」多從理解的角度出發。前者是學習者的語言使用，後者

是學習者的語言理解。兩個假說和證據彼此獨立存在，缺少從輸入到語言使用

之間的連結。這個研究也試圖將「輸入」和「輸出」（即語言使用）連結，希

望由此來觀察華語二語者的詞彙發展。我們認為「可理解的輸入」可以如此定

義：它可以被學習者理解，進一步變成語言使用的常態。當我們將語言視為一

種有規律的訊息型態（王贊育、陳振宇，2013；陳振宇，2013） 時，了解名詞

和動詞在整體語言的分佈，詞形和詞數都是很重要的訊息

語言使用中，名詞和動詞是所有詞類佔比最高的兩類，與之延伸的名動比

也是我們能夠觀察詞彙發展的指標。倘若學習者的語言使用和輸入存在關係，

那麼這個關係將會反應在語言使用和輸入的名動比上。下面從詞彙發展的角度，

回顧已知內在和外在會影響語言使用名動比的可能因素。

第二節 個體的詞彙發展

詞彙發展存在名動比大於一的現象（即名詞優勢）可以被歸因於名詞本身

就容易學習，因為名詞所指涉的東西有「自然分割」的特性。「自然分割」的

「東西」具有知覺上的顯著性，語言之間只存在標籤上的差異；而不同語言內

部，為了給「東西」和「東西」之間的「關係」進行標籤，會隨著各地區所約

定俗成的習慣而有所不同，除了標籤上的差異外，概念之間更容易存在差異，

這是「關係相對論」(Gentner, 1982) 。名詞和動詞兩大詞類和概念上的「東西」

和「關係」對應，前者具有知覺顯著，後者則相對隱晦，名詞優勢是來自於名

詞自身指涉對象的特性。

雖然動詞所指涉的「關係」相對隱晦，但是華語幼兒並沒有因此表現強烈

的名詞優勢。名詞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知覺顯著是促進學習的理由之一，除此之

外，相關研究也從學習者外在的環境因素進行探討。本段落先回顧個體的詞彙

發展，下一段落回顧外在的語言輸入。

一、幼兒

「關係相對論」提示了語言之間動詞可能存在差異的現象。對此，兩個對

「關係」的重視程度不一樣的語言，我們也就可以預期個體的詞彙發展會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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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華語和其它語言的區別特徵包括允許省略代名詞的形式（零代詞）以及

不透過格位變化而是依靠語意的動詞，該特徵表現在使用華語的社會就呈現出

注重「關係」的語言與文化，日常的語言使用中的名動比相較於非華語就更低，

名詞優勢就不明顯。華語的幼兒的名詞和動詞學習，以及名動比的發展也都有

和其它語言不同的軌跡。

Liu et al. (2008) 利用 CHILDES資料庫比較華語、粵語以及英語幼兒在不同

發展階段的名勳比，發現華語和英語的軌跡不太相同。英語幼兒在一歲到兩歲

間的名動比為 3.87，但是相同階段的華語和粵語只有 1.15和 1.46。在兩歲到三

歲間，三個語言的名動比都開始下降，英語降至 1.86，粵語降至 1.32，而華語

則降至 0.81，華語的名詞優勢消失了。在三歲到四歲時，英語為 1.34、華語和

粵語為 1.09和 1.17，後兩者的名詞優勢仍不明顯。在四歲到五歲間，英語的名

動比為 1.68，華語和粵語則為 0.86和 0.96，前者的名詞優勢又被強化，後兩者

的名詞優勢又消失。英語的名動比一直維持在高檔（介於 1.34和 3.87），而華

語的名動比則在 1上下徘徊（介 0.81和 1.15）。英語和華語的名動比雖然都是

由高往低變化，但是英語改變的幅度大於華語。

我們特別關心華語幼兒在不同學習階段名動比的變化，我們將已知的文獻，

包括中文文獻（劉惠美等人，2015；陳永香等人，2016）和外文文獻(Cheung & 

Yang, 2015; Liu et al., 2008) ，依不同年齡以及正常發展或特殊語言障礙的受試

者的名詞和動詞數量計算名動比後得到表 1。表 1所計算的名動比皆以名詞和動

詞的詞形（type）作為單位，有兩個研究的資料來源是透過語料庫的計算，另

外兩個研究則是 CDI的問卷調查。不同研究裡頭，在發展上所呈現的名動比數

值變化有不一樣的面貌。整體來看，研究所採用的方法會決定其絕對數值。就

各別研究上，同一個群體內，名動比最高的時候大多數發生在最初期的時候，

而後開始降低或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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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華語幼兒在不同年齡的名詞動詞比例

發展年齡（月份） 名動比 發展年齡（月份） 名動比

19-24 1.04 18（A） 1.63

25-30 0.89 24（A） 1.57

31-36 0.78 24（B） 1.72

37-42 0.89 30（B） 1.76

43-48 0.87 30（C） 1.69

Taiwan Corpus of Child Mandarin PCDI

16 2.00
17 3.50

13-24 1.15 18 2.50
25-36 0.81 19 2.44

37-48 1.09 20 2.55
49-60 0.86 21 2.69

CHILDES 22 3.15
23 2.43

一般兒童描述 24 2.29

4 0.62 25 2.29

5 0.69 26 2.04
6 0.60 27 1.94

7 0.57 28 2.10

特殊語言障礙兒童會話 29 2.08

6 0.65 30 1.79
7 0.60 31 1.87

8 0.64 32 1.91

特殊語言障礙兒童描述 33 2.01

6 0.65 34 2.04
7 0.62 35 2.06

8 0.63 36 2.06
Taiwan Corpus of Child Mandarin MCDI-T

Taiwan Corpus of Child Mandarin (Cheung & Yang, 2015) 和 CHILDES (Liu et al., 2008)是
語料庫的研究，PCDI（陳永香等人，2016）和 MCDI-T（劉惠美等人，2015）則為家

長問卷。

另有文獻，包括兩個中文文獻（劉惠美等人，2015；鄒啟蓉，2019）和一

個外文文獻(Hao et al., 2015) ，不採取年齡而是以華語詞彙量多寡作為不同語言

發展階段進行檢視，這些研究以 50到 100個詞彙為單位，區分若干發展階段：

50個（詞彙）以下、50到 100個、101到 200、201到 300、301到 400、401到

500、501到 600、600以上。比較三個研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名動比，三者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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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比皆大於 1，而三者的最高值出現在 101個到 300個詞彙量的發展階段。其中，

一般幼兒和自閉兒的詞彙發展似乎不太一樣，自閉兒的名詞遠多於動詞，但一

般幼兒的名動比在發展階段之間的變化幅度則較小。

表 2：華語幼兒在不同詞彙量的名詞動詞比例

詞彙量；名動比 PCDI MCDI-T MCDI-自閉兒

50 個（詞彙）以下 1.79 2.33 2.23
50 到 100 個 1.73 2.50 5.24
101 到 200 1.85 2.57 6.71
201 到 300 2.02 2.41
301 到 400 1.89 2.35
401 到 500 1.80 2.04
501 到 600 1.79 2.08
600 以上 1.85 2.13

Hao (2015) 劉惠美（2015） 趨啟蓉（2019）
註：Hao (2015)和 劉惠美 （2015）只有圖示沒有完整數據，故根據圖點的位置推估名

詞和動詞數量計算名動比。

Chan, Tardif, Chen, Pulverman, Zhu & Meng (2011)發現英語幼兒和華語幼兒

的名詞和動詞確實有不一樣的發展歷程；在相同年紀的時候英語幼兒和華語幼

兒對名詞和動詞的反應有非常不一樣的表現。他們比較了英語和華語一歲兩個

月和一歲六個月大的幼兒在名詞和動詞學習的情況。實驗前，受試幼兒會先經

歷習慣化（habituation）的過程，無法完成習慣化的幼兒則排除。幼兒會在看著

動態的影片的時候聽到一個詞。影片的內容包含兩個動作和兩個物品。動作A

是用下巴去碰物品，動作 B是以手指呈現剪刀的動作去逼近一個物品；物品 C

和物品 D則是由黏土所捏成不同顏色和形狀的東西。英語的詞是 keet、sug和

dotch，華語的詞則是 bou3、fai1和 ten2，都是為了實驗所使用的假詞。幼兒會

隨機分配到動作組和物品組，動作組的幼兒會看到主角使用兩個不一樣的動作

去對同一件物品執行動作，物品組的幼兒則看到主角使用相同的動作去對兩個

不同的物品執行動作，動作組會聽到的詞是用來指動作，物品組會聽到的詞是

用來指物品。影片持續三十秒，每個影片會聽到十次目標詞，如果幼兒有兩秒

以上的時間沒有看著螢幕則提前進到下一個階段。完成並前述過程後，再以

「完全一致」和「改變所指」兩個影片進行測驗，完全一致的影片和習慣化過

程所看到的其中一個影片完全一樣，而改變所指的影片則會引進另一個新的詞。

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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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化 測驗

動作組 動作 A+物品 C 動作 B+物品 C 動作 A+物品 C 動作 B+物品 C

目標詞 keet sug keet dotch

物品組 動作 A+物品 C 動作 A+物品 D 動作 A+物品 C 動作 A+物品 D

（完全一致） （改變所指）

 圖 1：Chan, Tardif, Chen, Pulverman, Zhu & Meng (2011) 實驗分組與過程示意圖

倘若幼兒在習慣化階段已經可以目標詞和影片的內容物對應起來，在測驗

階段時，完全一致的影片對於幼兒就比較無趣也沒有吸引力，而改變所指的影

片因為引進了新的詞所以需要花更多時間注視，因此如果完全一致和改變所指

的影片幼兒注視的時間有差異，且後者長於前者的話，則我們可以推論實驗者

所提供的材料是可以供幼兒進行學習的。不分年齡時，英語的幼兒在物品組有

學習發生，華語的幼兒在動作組有學習發生。一歲兩個月大時，英語的幼兒在

動作組和物品組都沒有學習的跡象，但在一歲六個月大時，英語的幼兒在兩個

組都有學習發生。而華語的幼兒在一歲兩個月大和一歲六個月時，在動作組都

有學習發生，但是名詞組都沒有學習的跡象。

華語幼兒在不同發展階段對於名詞和動詞有異於其它語言的幼兒，也有學

者認為和其互動的照顧者有很大的關係。

Tardif et al. (1999) 發現在圖畫書的情境下，華語幼兒和照顧者的名動比明

顯低於英語。他們比較了三種情境下英語和華語的照顧者和幼兒互動的語言使

用的名動比發現語言之間存在差異。他們給照顧者和幼兒創造三種情境。圖畫

書的情境預期有較多的名詞使用，機動玩具的情境預期有較多的動詞使用，非

圖畫書和機動玩具的情境則作為控制組。將三個情境合併起來看，英語照顧者

和華語照顧者的名動比不一樣，前者以名詞為主，後者以動詞為主。其中，給

圖畫書的情境下，英語照顧者的名詞使用特別明顯。合併三個情境時，華語和

英語的幼兒在名詞和動詞的使用亦沒有差別，但在圖畫書以及一般玩具的情境

時，幼兒的名動比又存在差異，華語的幼兒在圖畫書情境有更高比例的動詞，

而英語幼兒則在一般玩具的情境產出更高比例的名詞。

Chan et al. (2009) 進一步分析不同類型的圖畫下照顧者的語言，結果發現華

語的照顧者在及物動作類的圖畫中有更多動詞，而英語的照顧者則在非及物動

作類的圖片使用名詞多過於動詞。他們將圖畫書上的圖片分為三類：涉及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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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事的及物動作類（例如一個小女孩在撫摸一隻貓）、能夠施事的主事者

（例如獅子），以及單純的物品（例如一雙鞋子）。在圖畫書的情境下，如果

這個情境是及物動作類的圖片，華語的動詞使用就會多於名詞。

二、成人

名詞比較容易學習，「自然分割/關係相對論」、語言和文化的觀點以及名

詞和動詞詞類的特性都是用來解釋的此現象的說法。而成人學習第二語言的研

究多聚焦於語言和文化的觀點。研究上，尚無華語作為二語的詞彙發展報告，

已知僅有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相關研究。

Ishikawa (2015) 的研究發現英語二語學習者初期的詞彙發展有名詞優勢。

他以兩組名詞和動詞的定義，比較不同語言程度的英語二語者的名動比。第一

組的界定範圍裡，名詞只包含普通名詞，不包括專有名詞、代名詞和主語，動

詞只包含一般動詞，不包括助動詞（be 、have ）或情態動詞（could），此界定

下，英語母語者的名動比為 1.65；第二組的界定範圍則將所有名詞和所有動詞

通通納入計算範圍，此界定下，英語母語者的名動比為 1.37。將英語母語者的

名動比作為最終的目標的話，可以發現隨著英語二語者的語言程度提高，名動

比會慢慢趨近英語母語者。在第一組界定下，從A2、B1_1、B1_2到 B2的名動

比分別為 1.94 、1.94 、1.90和 1.88；在第二組界定下則為 1.58 、1.60 、1.59

、1.57 。英語二語者的名動比隨著語言程度提高而降低而趨近英語母語者，其

過程間同樣可以發現名詞優勢。其中，在第一組變化的下降的趨勢又比第二組

更為明顯。

成人的第二語言詞彙發展和幼兒存在的明顯差異為學習者在非目標語社會

環境下生活的時間，而社會環境所蘊孕的文化可能會影響生活習慣、行為、態

度或價值觀，進一步就可能影響名詞和動詞的學習。「自然分割」下的名詞，

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除了聽覺上所使用的標籤或聲音不一樣，例如：「電

腦」和 computer，所指涉的「東西」基本上不會差異太大。但是用來描述「東

西」和「東西」之間的「關係」，會因為文化而異。有些文化更強調「關係」

的重要性，有些文化則強調「東西」的重要性，於是名詞和動詞的學習就會因

為文化而有所差異。比方說，把「東西」放到嘴巴裡，處理一下之後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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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動作會讓人感到滿足，在華語叫做「吃」，在英語就是 eat。如果這個「東

西」是玉米濃湯的時候，英語還是叫 eat soup，華語則叫「喝湯」。依照關係相

對論進一步推測，動詞可能會因為文化差異，發生母語遷移的現象，於是動詞

的學習會更為困難。

Nisbett, Peng, Choi & Norenzayan (2001) 指出個體文化的西方人傾向分析性

方式處理概念；而集體文化的東方亞洲人則更以整體或脈絡性的視角去理解事

物的發展。如果「認知」是建立生物或神經等物理基礎上的存在，每個人所看

到的世界應該是一樣的，這符合「自然分割」的說法，名詞在跨文化間的差異

不大。但是，如果「認知」會因為所處的環境、文化而有所改變，不同文化的

人看到的世界就會不一樣，「關係相對論」說明動詞會因為語言而有所差異，

基本上也呼應這樣子的假設。對於個體文化的西方人而言，每個「東西」是獨

立存在的；對集體文化的東方人而言，「東西」之間的「關係」更為重要。由

此可預期，西方人可能會更強調名詞；而東方人則會更關注動詞。前面所提到

英語的照顧者和華語的照顧者(Chan et al., 2009; Tardif et al., 1999) 在名詞和動詞

數量上的差異，除了從語言結構的差異去解釋外，東西方之間文化的差異也可

能是影響的因素。

對於英語未知詞的猜測，西方的大學生確實對於名詞的猜測或理解優於動

詞。Gillette, Gleitman, Gleitman & Lederer (1999) 模擬幼兒學習語言的情況，讓

美國大學生觀看照顧者和幼兒互動的影片，影片全程靜音，而目標詞出現時則

以「嗶」聲呈現。受試者的任務是猜測「嗶」聲出現時照顧者所說的詞為何。

主試者事先預告詞類。結果發現美國大學生猜對名詞的機率高於動詞。研究裡

的受試者以及實驗材料（影片）裡頭的照顧者和幼兒都來自強調個體的西方文

化，加上名詞所指涉的「東西」具有自然分割的知覺顯著性，如此結果並不意

外。該實驗方法後續也被許多研究複製、修正。

Lavin, Hall & Waxman (2006) 發現東西文化背景下的受試者在處理名詞和動

詞時，有不一樣的傾向。面對新詞時，西方人傾向以名詞解讀，而東方人的名

詞和動詞的機率則一半一半；解讀的結果中，東方人名詞的正確率高於動詞，

而西方人在名詞和動詞的正確率則沒有差別。他們複製了前面的研究，但是對

於招募的受試者以及實驗的過程進行調整。他們認為成人在學習新詞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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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既有的文化觀點所影響，因此他們除了招募英語為母語的加拿大大學生

外，還邀請在日本出生但是在加拿大居住六到八個月的日語者，以及亞裔加拿

人參加研究。亞裔加拿大人有一半自我報告英語為第一語言，另一半則報告父

母的語言是自己的第一語言，但父母在亞洲出生，自己則在加拿大出生，為移

民的第一代。另外，實驗過程中，研究者不預先告知目標詞是名詞或動詞。結

果發現西方人猜名詞的次數高於猜動詞的次數，日語者和日裔加拿大人在猜名

詞和動詞的次數則沒有差異。正確猜測的情況也是如此，西方人的名詞的正確

次數比動詞多，日語者和日裔加拿大人沒有差異。以正確率來看時，日語者的

名詞的正確率比動詞高，而西方人和日裔加拿大人則沒有差異。此研究雖然增

加了受試者的文化背景，但是實驗材料（影片）裡是教英語的照顧者和學英語

的幼兒，名詞和動詞學習上的差異可能只存在於英語。

Snedeker, Li & Yuan (2003) 則發現不同文化的照顧者會影響名詞和動詞學習

的傾向。他們分別將華語照顧者和幼兒互動的影片（東方）與英語照顧者和幼

兒互動的影片（西方）讓美國（西方）和台灣（東方）的大學生去猜測影片裡

照顧者的目標詞。和Gillette et al. (1999) 的研究比，當美國大學生觀看的是華語

照顧者的影片時，原先看英語照顧者的名詞優勢就消失了，這時候西方人對名

詞和動詞的正確猜測是一半一半。而把英語照顧者和華語照顧者的影片給台灣

的大學生觀看並猜測，結果則美國大學生一樣，即影片的主角是英語照顧者時，

存在名詞優勢，而影片的主角是華語照顧者時，名詞優勢就消失。這似乎說明

照顧者的文化和學習者和名詞和動詞的學習相關。

三、小結

幼兒的詞彙發展初期名動比較高，是名詞優勢的表現，隨著年齡和語言程

度提高，名動比會開始下降。這個名動比下降的趨勢可以被認為是幼兒從詞往

句發展的過程，擁有更多動詞之後，名動比就開始下降。然而，和西方語言相

比，華語下降的幅度特別大，關係相對論則可以解釋這個現象。重視「關係」

的語言在詞彙發展的初期名動比並不如西方語言高，且在不同階段間的變化幅

度也相對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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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二語的詞彙發展的研究只有英語作為第二語言以及模擬幼兒學習語言

的情境。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同樣在初期有名詞優勢的現象。而模擬幼兒學習語

言的情境，則發現名詞優勢的現象會因為受試者和照顧者的文化背景而調節。

第三節 外在的語言輸入

觀察幼兒華語學習名詞和動詞的情況，在某些情況下不存在名詞優勢，可

能來自外在的語言輸入，不論是華語本身的特性（零代詞以及缺少格位變化的

動詞），或者他所沈浸的文化使然。成人學習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時，除了既有

的文化可能影響名詞和動詞學習的偏好外，目標語的特性和文化也可能影響名

動比。除此之外，幼兒和成人的最大的差別還有語言輸入的語體。幼兒的語言

輸入主要以口語為主。成人的語言輸入則有口語和書面語。成人的語言課堂上，

語言老師的語言使用雖然是口語的語言輸入，其內容基本是從教科書產生，因

此並不是完全純粹的口語。本段落從學習者外在的語言輸入來探討其和名動比

的關係。

一、幼兒

Tardif et al. (1997) 的研究中，當照顧者使用名詞和動詞的比例差不多的時候，

幼兒的語言使用則以名詞為主（英語和義大利語的照顧者和幼兒）；而照顧者

使用動詞多於名詞的時候，幼兒的語言使用就以動詞為主（華語的照顧者和幼

兒）。語言輸入似乎存在影響名詞和動詞的使用的可能性。

Dhillon (2010) 比較英語、西班牙語和華語的照顧者和幼兒互動的情況，發

現雖然不同語言幼兒間的名動比雖然存在差異，但是照顧者之間卻沒有差異。

在英語和西班語的幼兒都有名詞優勢，但是華語幼兒在 19到 29個月大的幼兒

身上不但沒有名詞優勢，30個月到 35個月大的幼兒還有動詞多於名詞的現象。

Soleimani, Rahmanian & Gohar (2016) 發現照顧者和 16個月大的波斯語幼兒

幼兒的名動比存在正向相關。他們在幼兒院裡選擇 12個身心健康的幼兒參與研

究，並進行一週三次，共四週十二次的互動觀察。幼兒和照顧者進行互動的過

程會被記錄。經分析，照顧者和幼兒的名動比存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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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man, Dale & Li (2008) 也發現英語照顧者的語言使用的頻率會影響幼兒

在不同詞類的語言使用。他們在兩歲六個月大的幼兒語料庫裡選擇有一半以上

的幼兒會使用的詞，並排除擬聲、詞組、專有名詞、兼類等詞。個別幼兒學習

目標詞的年紀和照顧者的語言輸入頻率為負相關。進一步依據所有詞分為名詞、

動詞、形容詞等詞類後再進行分析，就會發現幼兒的語言使用和成人的語言使

用頻率相關。換句話說，在個別詞類內，照顧者使用的頻率越高，則學習該詞

的時間越早。名詞的頻率高，因此幼兒使用名詞的時間也比動詞更早。

Longobardi, Spataro, L. Putnick & Bornstein (2016) 則未發現照顧者的語言輸

入和幼兒的名詞和動詞使用的相關性。研究者收集 16個月大和 20個月大時，

照顧者和幼兒互動的語料，並以此來預測 24個月大時的名詞和動詞使用。結果

發現，照顧者的語言使用對幼兒的語言使用沒有太大貢獻，幼兒在 16個月大和

20個月大的語言使用對於 24個月時的語言使用才有較大的預測力。

二、成人

我們並未發現任何關於華語二語者學習名詞和動詞的差異和外在語言輸入

進行比對的研究。相關研究仍只有對於英語二語者的文獻。

Crossley, Salsbury, Titak & McNamara (2014) 比較英語二語者和英語母語者

（類似幼兒和照顧者）以英語互動時的語言使用，結果發現兩者的語言使用的

相關性不太，而且兩者詞類的分布不太一樣。他們邀請英語二語者和英語母語

者每兩週進行一次互動，每次互動約 30到 40分鐘，資料收集時間長達一年。

英語母語者使用研究者所給予的材料與二語者進行互動。互動過程的語言使用

轉寫後進行分析，主要分析 50個在互動時最常被使用的詞中。結果發現母語者

和二語者的排序不太一樣。他們進一步將兩者使用的詞語以大型語料庫的頻率

賦值後進行加權後，二語者和母語者的語言使用完全不一樣。此研究長時間記

錄學習者的語言輸入和語言使用，但受限於轉寫工作繁重，無法全面分析所有

語料，例如：包含大量圖片叫名或不自然的互動過程檔案則沒有進行分析。這

個研究提供了二語學習者在英語口語類型的語言輸入和語言使用之間不一定相

關的證據，但是並不包含二語學習者在課堂教學會接觸到的互動對話。華語二

語學習者的情況又是如何，則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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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華語二語者語料庫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其偏誤，例如：不同母語背景的

偏誤（張莉萍, 2014）或虛詞的誤用（李華、宋柔、黃志娥，2013）等等，語言

使用的名動比以及其和外在的語言輸入的互動研究仍缺乏。因此，我們將從外

在語言輸入的名動比進行回顧。華語二語者的外在語言輸入可以分為口語和書

面語，雖然都是華語，但是兩者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也尚不清楚。

張文賢、邱立坤、宋作艷、陳保亞（2012）比較大陸地區的口語和書面語

的同義詞在個別語料庫的詞頻，結果發現因為語體的差異而有詞頻上差異的同

義詞共有 1330對，其中 658個是動詞，250個是名詞。同一對詞在口語和書面

語的相對頻次如果相差大的話，則會被認為這個詞會因為語體而有語言使用上

的差異。該研究指出名詞（658個）和動詞（250個）的同義詞在口語和書面語

存在語言使用上次數的差異。這似乎暗示，跨語體的時候，名詞需要重新學習

的可能性多於動詞。

閩南語雖然不是華語二語者的目標語，但是閩南語和華語存在相似之處，

其名詞和動詞的使用在口語和書面語上的情況可供我們參考。張學謙（2000）

比較了台灣地區的閩南語在口語和書面語的差異，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看到名

詞和動詞在使用上差異。口語和書面語主要可以由語用的面向進行區分。口語

用以維繫人際關係、表現親和力，書面語則用來表達資訊以及進行詳細的報導，

名詞正好是書面語的文章在語料庫中共同的特徵。然而，動作動詞也是書面語

在語料庫中共同的特徵。

除了自然語言環境的語言使用外，華語二語者最主要的語言輸入就是課堂

教學環境的輸入。課堂教學環境以華語老師的語言使用和華語教科書為主，而

華語老師又是以華語教科書為本，因此我們以華語教科書作為課堂教學環境的

主體。下面借用既有華語的研究，包括母語者語料庫、母語教科書、二語教科

書以及二語者語料庫情況，並根據該研究對名詞和動詞的定義進行名詞動詞比

例的計算。計算名詞和動詞數量時，皆以「詞體」（token）為單位。表 3 呈現

華語母語者、二語者的語言使用（邢紅兵,，2009），中國大陸不同學習階段的

華語母語和二語教科書（袁冉，2008），以及華語在口語和書面語（宋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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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的名動比。名詞和動詞的界定皆根據原始研究的數據，數詞、量詞、代

詞、助詞、副詞、連詞、介詞和專有名詞1皆不納入名詞和動詞的計算。

表 3：華語教科書、母語者及二語者的名詞動詞比例

語言使用（中國大陸） 傳媒語料（中國大陸）

華語母語者 1.17 書面語 1.50

華語二語者* 1.12 口語 1.01

華語母語教科書（中國大陸） 華語二語教科書（中國大陸）

第一學段 1.04 初級 0.81

第二學段 1.04 中級 0.88

第三學段 1.00 高級 0.88

第四學段 0.96

*為在華語地區的華語二語者的作業（造句和作文）。

從表 3的名動比來看，除了在傳媒書面語有明顯的名詞優勢外，其餘如母

語者、二語者、母語教科書、二語教科書以及傳媒口語都沒有名詞優勢，名詞

和動詞的數量相當，而二語教科書甚至是動詞多於名詞。不同研究之間詞性標

註的差異，都可能對名詞和動詞的定義而有所差異，因此無法直接告訴我們教

科書作為語言輸入和二語學習者習得的關係。

三、小結

幼兒外在語言輸入的對象就是最頻繁與幼兒互動的照顧者，從詞類上來看，

大多數研究都同意照顧者的語言輸入和幼兒的語言使用有關，這包括華語以及

其它語言的幼兒。

而成人的外在語言輸入來源較複雜，包括目標語自然語言環境和課堂教學

環境。比較接近幼兒和照顧者的互動情況只有 Crossley et al. (2014) 對於英語二

語者和母語者互動的情況。華語二語者的語言使用和外在的語言輸入的互動為

何仍待探索。華語二語者的語言使用，常被認為有書面語口語化的現象（施曉

嫻，2019；翟瑋晨，2019），因此對於二語者的詞彙發展的研究，將輸入區分

為口語和書面語也是不可忽略的變項。

1 中國大陸的語料僅有華語母語和二語教科書包括專有名稱（人名、地名、機構名）的標記，而台灣
的語料也標記有專有名稱、地方詞、位置詞、時間詞，雖然可以屬於的名詞範疇，但不計入為名詞。
理由有二：一、為了和英語名動比的研究有可比性，只計入一般名詞；二、專有名稱會因為地方、
民族、人而有所差異。

20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儘管幼兒和成人在個體的詞彙發展和外在的語言輸入有許多顯而易見的差

異，但是兩者的語言發展有相同的目標，即達成如同母語者（native-like）的語

言水準。幾乎所有幼兒最終都能達如同母語者的語言水準，而二語者能否達到

母語者的語言水準仍是個開放的問題。有些學者認為第二語言習得存在關鍵期，

但凡在關鍵期之後開始接觸目標語，語言能力（competence）終究無法如同母

語者(Coppieters, 1987) ；也有學者認為近似母語者（near-native）的二語者的語

言表現（performance）已經如同母語者，以語言能力去比較近似乎母語者和母

語者兩者間的差異並不公平(White & Genesee, 1996) 。目前已知的研究顯示，以

語言能力近似母語的二語者和完全單語母語者在詞彙能力上，包括詞彙密度、

詞彙變化性、詞彙複雜性等，兩者並沒有明顯的差異(Hyltenstam, 1988) 。二語

者的詞彙發展如果存在自然順序，從其語言使用的名動比可以略窺一二，而這

和外在的語言輸入有關，包括目標語社會的自然語言環境和課堂教學環境的語

言輸入。

21



華語二語者名動詞的比例及影響因素

22



第三章 研究問題

第三章 研究問題

本文將Krashen的「自然順序假說」和「輸入假說」作了一些理論和實務

上可接受的調整。我們認為作為自然順序假說的證據，和英語構詞形態變化相

比，名動比是個更好、更全面的指標，因為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且已經在幼

兒詞彙發展有深厚的研究基礎。同時，可理解的輸入除了從學習者理解的角度

出發外，我們認為應該和學習者的語言使用（即輸出）連結。因此，我們將可

理解的語言輸入如此定義：可以被學習者理解，進一步變成語言使用常態的輸

入。二語學習者的輸入不外乎自然語言環境和課堂教學環境兩類。自然順序則

涉及二語者的詞彙發展。本文的研究問題如下：

第一節 自然語言環境

倘若目標語社會自然語言環境的輸入可以作為可理解的語言輸入，則華語

二語者的習得和語言使用應該會反映自然語言環境的輸入。華語母語者的語言

使用對在台灣的華語二語者而言就是目標語社會自然語言環境的輸入。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是否反映母語語料庫的名動比  ？  

我們以「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含國教院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作為

華語二語者習得和語言使用的情況，而目標語社會自然語言環境的華語母語者

的則以「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 」為代表。若目標語社會自然語言環境的語言輸

入是可理解的輸入，則華語二語者的華語名動比則可以反映目標語社會自然語

言環境的語言使用的名動比。若華語二語者的華語名動比無法反映目標語社會

自然語言環境的語言使用的名動比，也就是華語二語者的名動比高於或低於目

標語社會自然語言環境，則兩者仍存在差距，相關影響因素包括：語言程度、

學習者的母語或文化、語言的特性或課堂教學環境等的輸入因素必須一併考量。

第二節 課堂教學環境

除了目標語社會自然語言環境的語言使用之外，華語二語者的課堂教學環

境是另一個輸入的來源，而課堂上的華語老師的語言使用主要根據為華語二語

教科書。我們以台灣主流使用的華語二語教科書代表課堂教學環境的輸入。簡

化與否並不是可理解的輸入的關鍵，關鍵是能否成為學習者的習得和語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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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課堂教學環境的輸入和華語二語者的習得相關，則後者的名動比應該能反

映前者的名動比。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是否反映教科書中的名動比？

我們同樣以「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含國教院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作為華語二語者習得的情況。另外，我們計算《當代中文課程》第一冊到第六

冊總合的詞類分布，作為課堂教學環境的語言輸入。我們預期：若課堂教學環

境的語言使用是可理解的輸入，則華語二語者的名動比則可以反映課堂教學環

境的語言使用的名動比。若華語二語者的名動比無法反映課堂教學環境的語言

使用的名動比，也就是華語二語者的名動比高於或低於課堂教學環境，那可能

的原因包括：「自然分割/關係相對論」、語言和文化的觀點（學習者的母文

化）、名詞和動詞的語言特性或目標語社會自然語言環境的輸入等等。不同冊

別的教科書分別代表了不同語言程度的課堂教學環境，然中介語語料庫缺乏學

習者能力等級的後設資料23（目前僅提供性別、母語和年份的後設資料）無法進

行比較，因此我們直接呈現語料庫名動比以及各冊教科書名動比的情況。

假設華語二語者的習得和語言使用能夠反映課堂教學環境，那課堂教學環

境的輸入應該是可以貼近華語二語者的習得。根據幼兒的詞彙發展，名動比會

隨著語言程度而變化，不同語言程度的課堂教學環境的名動比應該也會存在差

異。我們的研究問題是：各冊教科書中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當代中文課

程》各冊分別代表不同語言程度的課堂教學環境，第一冊為初級，循序升級為

第二冊、第三冊、第四冊、第五冊到第六冊。每一冊都有十到十五課不等的課

文。假定課堂教學環境能夠適應不同語言程度的華語二語者，我們預期：各冊

教科書的名動比存在差異。這差異可以用來說明華語二語者在不同程度間名動

比變化的可能性。

2 依 104年諮詢會議決議，擬開放華語中介語語料庫查詢功能，將先提供作文，以及母語、能力等級
兩項資訊。（華語文八年計畫「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104年工作計畫【期末報告】，第 16
頁）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25/281671686.pdf

3 依 104年會議決議，擬開放華語中介語語料庫查詢功能，將先提供作文，以及母語、能力等級兩項
資訊，本年（105）度已完成檢索工具。(華語文八年計畫「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105年工
作計畫期末報告，第 10頁)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25/2304635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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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語二語者的詞彙發展

華語二語者的詞彙發展若按自然順序終有達成如同母語者語言水平般的可

能性。我們的研究問題為：中介語語料庫  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  的名動比  是否  

存在差異？我們同樣以「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含國教院華語中介語索引

典系統）」作為華語二語者習得的情況。另外，我們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系取得碩士學位以上的非本國籍人士作為相對進階的華語二語者，並以

其學位論文摘要作為比較的對象。如同幼兒詞彙發展，名動比在不同語言階段

應該存在差異，我們預期不同語言程度的華語二語者的名動比應該存在差異。

台灣的華語二語者大多數有華語課堂學習的經驗，進階的華語二語者也不

例外。較高級語言程度的課堂教學環境的語言使用和進階的華語二語者的習得

和語言使用是否存在差異。我們的研究問題是：B2  、  C1      等級教科書和二語碩  

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當代中文課程》的第五冊、第六冊分

別對應的語言程度為B2和C1。B2階段的二語學習者能理解複雜文章段落的具

體和抽象主旨，包括有技巧地討論自己專門的領域，可自然而流暢地和該語言

的母語使用者進行例行互動4。而C1階段的二語學習者則能理解包括要求、長

篇文章、或意義含蓄的廣泛訊息，自然而流暢的表達，而沒有明顯的詞窮狀況

發生，懂得彈性並有效率的運用語言在社交、學術、專業目的之上，對於複雜

的主題能產生清晰且架構良好、細節性的文字，展現收放自如的組織形式、連

結和精巧的策略5。在華語地區取得碩士以上學位論文的二語者，理應都具有討

論自己專門領域且以清晰的文字表達的語言能力。相對進階的華語二語者應該

能反映B2、C1等級的教科書。

若依照自然順序，即二語者有類似母語者的詞彙發展，華語二語者的語言

使用終將能夠如華語母語者。我們的研究問題為：華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和二語

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我們預期華語母語者和進階華語二語

者的名動比不存在差異。

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5%85%B1%E5%90%8C%E8%AA%9E
%E8%A8%80%E5%8F%83%E8%80%83%E6%A8%99%E6%BA%96

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5%85%B1%E5%90%8C%E8%AA%9E
%E8%A8%80%E5%8F%83%E8%80%83%E6%A8%99%E6%BA%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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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成人學習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時，輸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及是否有達成

同母語者語言水平的可能性？我們以華語二語者的習得和語言使用的名動比作

為指標進行探討。華語二語者的華語名動比作為最主要的反應變項，我們探討

兩個類型的輸入：目標語社會自然語言環境以及課堂教學環境的輸入，並考慮

華語二語者在接近母語者時如同母語者的可能性。我們參考幼兒詞彙發展研究

對名動比的定義，並以語料庫的方法進行分詞和計算各詞類的數量。

過去的研究存在方法上的限制，例如：一、針對小樣本的群體進行採樣要

推論到群體時可能存在侷限。大多數幼兒語料的收集來自個人實驗室或共享的

資料庫，樣本數小，如果採樣存在偏差或者樣本屬於特例，結論就不適合推論

到群體。二、實驗的情境和現實生活可能存在差距。在實驗室的研究，可以透

過嚴格的實驗控制，確保行為反應在滿足理論假設的條件下產生，但是其反面

就是一但情境改變時，語言的學習和使用都可能會隨之改變。

透過增加樣本數的問卷調查或大規模的語料收集，可以改善上述方法的限

制，但是過去的大型的研究亦不足以告訴我們學習名詞和動詞的情況。三、對

家長進行的幼兒詞彙調查雖然改善了小樣本的缺陷，除了會有由家長回憶的偏

差外，其所調查的方式並無法反應幼兒生活中的語言使用和語言輸入。100次的

「打打」和 10次的「車車」都可能只被記錄為「打打」和「車車」，頻率的訊

息無法被納入分析。四、即便單一語料庫內的詞性標註一致，華語動詞的定義

和其它語言不一致。華語除了典型的動作動詞外，還有狀態動詞或形容詞等，

在不同語言，甚至相同語言內的不同語體都可能存在差異，在比較名詞和動詞

的學習時，應該以一致的標準和多元的界定進行取捨。

第一節 名詞、動詞、名動比

我們以語料庫作為華語二語者的語言輸入和語言使用，同時收集華語教科

書的課文和博碩士論文摘要作為語料進行分析，就名詞、動詞以及其它詞類在

語料庫的佔比，計算語言使用和語言輸入之間的名動比，以了解影響華語二語

者語言習得相關的因素以及詞彙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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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同時計算語料庫中「詞形」（type）和「詞體」（token）兩個單位

的名動比6。就習得或者掌握詞的概念來看，考慮「詞形」即可說明學習者詞彙

學習的情況。假設學習者甲在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都使用了「馬虎」這個詞，

而學習者乙一星期只使用一次「馬虎」這個詞，兩者看起來都學會了「馬虎」

這一個詞，但是使用上卻存在差異，使用上的差異其實也是甲乙兩個學習者對

「馬虎」這個詞在習得上的差異。「馬虎」一詞，在母語者語料庫中是屬於低

頻詞，但是卻在中介語語料庫中是相對高頻的詞（邢紅兵，2009）。另外，考

慮到語言和文化的觀點以及名詞和動詞的特性時，更是不能忽略「詞體」的單

位。外在環境實際的名詞和動詞的數量若只有「詞形」資訊，將無法反映語言

訊息型態的分佈。同時，動詞重覆是華語的特徵之一，也是初級課堂上學習的

標的。將這些因素考慮進來，我們對以下句子會進行如此計算：

「利恩夫婦商量又商量，考慮又考慮。」

利恩_Na 夫婦_Nb 商量_VE 又_D 商量_VE ，_ 考慮_VE 又_D 考慮_VE

分詞之後，我們若以詞形計算的話，名動比是 1（2個名詞/2個動詞）；以

詞體計算的話，名動比則為 0.5（2個名詞/4個動詞）。詞形和詞體有兩種不同

意義，使用語料庫的好處在於它可以提供兩個訊息，其細緻的詞性標註也讓名

詞和動詞的定義存在更多彈性。對於語料分析的方法以及名詞、動詞界定的範

圍，主要參考 Tardif (1996) 的研究。

「自然分割」認為名詞在跨文化之間只會存在標籤上的差異；而「關係相

對論」則告訴我們動詞和其它謂語在不同語言之間可能存在差異(Gentner, 1982)

。名詞的次類諸如普通名詞、專有名詞，乃至代名詞，各有指涉的概念；與名

詞相對的，包括動詞或其它謂語，主要用來描述活動、狀態改變或因果關係。

名詞和動詞應該包含的次類取決於對於名詞和動詞所應該指涉的概念而定。根

據過往研究(Chao, 1968; Tardif, 1993, 1996) ，表 4羅列華語裡名詞和動詞的次類

及其所涉及的概念。

6 計算詞頻時，TYPE和 TOKEN是兩個基本的計數單位。然而，這兩個計算單位以華語書寫的研究
上，中文說法並不一致。有研究者以「總詞頻」（token）和「總詞數」（type）來指稱這兩個概念
（肖航，2009）；也有研究者以總詞項（token）和總詞數（type）稱之（邢紅兵，2009）；而中研
院平衡語料庫則稱詞數（token）和詞形（type）。為避免術語之間的混淆，本文將分別以「詞形」
和「詞體」稱呼 TYPE和 TOKEN兩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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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華語名詞和動詞次類及其指涉的概念

詞類 次類7 指涉的概念

體詞 名詞 具體或抽像的「東西」。

體詞 專有名稱 可以作為主語部份，但具有專有名稱的「東西」。

體詞 代名詞 可以作為主語部份，用來借代聽話者已知的「東西」。

動詞 動作動詞（action/main 
verbs）

描述動作，其「關係」可能是及物或不物。

動詞 性質動詞（qualitative 
verbs）、分類動詞
（classificatory 
verbs）、「是」
（copula）、「有」
（you3）。

描述「東西」和「東西」之間的「關係」，例如：類
屬、等同、互斥、存在、領屬、因果…等。這些動詞在
許多幼兒語言研究中被視為主要動詞，但在華語裡不歸
類為主要動詞。

動詞 狀態動詞（stative 
verbs）、形容詞
（adjectives）。

可以作為謂語部份，但不是動作，也不是描述「東西」
和「東西」之間的「關係」的動詞。這些動詞在其它語
言裡被當作形容詞。

表 4裡動詞的第二個次類，在非華語的語言通常是動作動詞，但華語語言

學將這一類的動詞標記為性質動詞，「分開」就是這樣子的例子。例如：

「那時他們兩被分開。」

那時_Nd 他們_Nh 兩_Neu 被_P 分開_VHC 。

而表 4裡動詞的第三個次類，在非華語的語言通常是形容詞，而華語語言

學將這一類的動詞標記為狀態動詞。「暖和」和「舒服」就是這樣的例子，在

如下句子中，詞性標註則會如下：

「天氣又暖和又舒服。」

天氣_Na 又_Caa 暖和_VH 又_Caa 舒服_VH 。

名詞和動詞的界定取決於要將哪些次類納入計數之列，我們以 Tardif (1996)

和 CDI的研究（例如：Tardif, Fletcher, Liang & Kaciroti (2009) 和劉惠美等人

（2015）的研究）作為參考，採取不同的名詞和動詞範圍，依四個定義進行名

動比的計算，詳細見表 5。定義一是「普通名詞」vs.「動作動詞」，這是最典

型的名詞和動詞，定義上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定義二的界定是「東西」vs.

「關係」，前者指涉一般的「東西」和有專屬名字的「東西」，後者則包括描
7 華語的詞類和次類，學術研究以 Chao （1968）為主流，各詞類和次類的中文譯名以丁邦新翻譯
《中國話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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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動作以及東西之間的「關係」。定義三和定義四則是句子結構上的「主語」

和「謂語」。定義三的名詞增加了代名詞，而動詞增加了狀態動詞和形容詞。

主要因為華語有代名詞省略以及形容詞作謂語的特性，因此將代名詞納入「名

詞」，並增加其它謂語作為「動詞」。定義四雖然增加了狀態動詞和形容詞，

但排除了專有名稱、代名詞、「是」、「有」。

表 5：名詞和動詞的界定與及所包含的次類

定義 概念 名詞 動詞

定義一 「普通名詞」vs.「動作動詞」 名詞 動作動詞

定義二 「東西」vs.「關係」 名詞、專有名
稱

動作動詞、性質動詞、分類
動詞、「是」、「有」

定義三 「名詞」vs.「謂語」
（Tardif 版）

名詞、專有名
稱、代名詞

動作動詞、性質動詞、分類
動詞、「是」、「有」、狀
態動詞、形容詞

定義四 「名詞」vs.「謂語」
（CDI 版）

名詞 動作動詞、性質動詞、分類
動詞、狀態動詞、形容詞

定義一到定義三同 Tardif (1996) 的研究，而定義四則和 CDI的研究一致。

CDI的研究為問卷的勾選，無法對專有名稱進行調查，而封閉詞（功能詞或虛

詞）另外歸類，所以定義四未採計專有名詞、代名詞、「是」、「有」。

細緻的詞性標註除了讓研究可以依照名詞和動詞的界定彈性的調整外，語

料庫裡的詞頻訊息也補充了過去問卷調查所無法掌握的語言使用的實際分佈。

我們將從四組名詞和動詞界定的範圍以及詞形和詞體的分析來探討可能的語言

使用。

第二節 語料概述與來源

台灣的華語二語者的輸入主要有兩個類型：自然語言環境和課堂教學環境。

本段落依序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語料來源。

一、自然語言環境的語料

自然語言環境的華語二語者語言使用之間的關係，兩者皆取自線上公開的

語料庫。華語二語者和自然語言環境的輸入下載自「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

（含國教院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華語二語者華語語料以「國教院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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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2019」為代表；自然語言環境的輸入以華語母語者的華語書

面語和口語語料為代表，取自「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 」8。華語二語者的華語

內容主要來自 2014-2018年於臺灣各大學之華語中心所收集之華語學習者作文。

而華語母語者的華語書面語中研院平衡語料庫，依照圖書館的分類，語料包含

哲學百分之十、科學百分之十、社會百分之三十五、藝術百分之五、生活百分

之二十、文學百分之二十。兩個語料庫的文本、詞形和詞體計量如表 6：

表 6：語料庫基本計量資料

語料庫簡稱 文本 詞形 詞體 語料庫名稱

中介語語料庫 1,963 24,943 704,270 國教院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2019

母語語料庫 19,247 234,090 11,245,627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 

二、課堂教學環境的語料

除了自然語言環境外，課堂教學環境是華語二語者最主要的輸入來源。課

堂教學環境的華語老師是華語二語者的主要照顧者，也是主要互動的對象。而

華語老師語言使用的依據就是華語教科書。我們以華語教科書的語言使用代表

課堂教學環境的輸入。台灣最通用的華語二語教科書為《當代中文課程》。我

們根據該系列教科書的冊數作為不同語言程度的課堂教學環境的參考，分別計

算各冊（第一冊到第六冊）的情況。

《當代中文課程》系列第一冊到第六冊的課文正文（對話及篇章）作為主

要語料來源，不包括文法、課室活動、練習、生詞等。該系列由鄧守信教授率

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第一線且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華語老師所編寫的華

語教科書，除了是該語言中心主要使用的華語教科書外，亦是台灣多所語言中

心、補習班所指定的華語教科書。該系列教科書共有六冊，根據學生修業的期

數9、詞彙量10，依語言程度循序漸進11，詳細見表 7。

語料取得的方式是透過手機拍攝課文後取得照片，再進一步手機應用程式 

(Notebloc) 辨識照片裡的文字，因此會先以人工進行初步的校對，包括缺漏字、

字形相似辨識錯誤、簡繁異字、標點符號等。

8 http://asbc.iis.sinica.edu.tw/
9 https://mtc.ntnu.edu.tw/upload_files/course/class-level-cht.pdf
10 https://mtc.ntnu.edu.tw/upload_files/file/learning-objectives-cht.pdf
11 國語中心每年開設四期學季的語言班，每個學季三個月，普通班每周有 10個小時的語言課以及 5個
小時的語言輔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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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當代中文課程》的建議修業期數及語言程度

華語教科書 修業期數 語言程度 詞彙量

當代中文課程（1） 第一期 A1 500

當代中文課程（2） 第二期、第三期 A2 1000

當代中文課程（3） 第四期、第五期 B1 2500

當代中文課程（4） 第四期、第五期 B1 2500

當代中文課程（5） 第六期、第七期、第八期 B2 5000

當代中文課程（6） 第九期、第十期、第十一期、第十二期 C1 8000

《當代中文課程》課文有對話和篇章兩種形式，前者有多名角色以華語進

行互動；後者包含敘述文、論說文、抒情文等不同類型的文章。第一冊每課包

含兩個內容相關的對話，由於形式相同且篇幅較短，因此每一課有一個文本。

第二冊到第四冊每課則由一則對話以及和對話相關內容的篇章構成，由於形式

不同，因此每一課有兩個文本。第五冊基本以具有正反雙方的辯論題目為主題，

每課以兩個篇章進行兩個持方的論說，因此每一課有兩個文本。第六冊主要為

長篇文章，其中第一、四、十課除長篇文章外，亦包含另一相關的短篇文章，

因此除第一、四、十課有兩個文本外，餘課為一個文本。各冊的課文數、文本

數，見表 16。

表 8：《當代中文課程》課文的計量資料

文本數 詞形 詞體 課數

第一冊 15 622 2494 15

第二冊 30 1226 6139 15

第三冊 24 1899 8071 12

第四冊 24 2313 8972 12

第五冊 20 2361 7946 10

第六冊 13 2547 7722 10

總數 126 6333 41344 74

三、進階華語二語者的語料

為了解華語二語者的詞彙發展在名動比上的自然順序以及其達成如同母語

者的可能性，除了中介語語料庫代表語言中心的華語二語者外，我們也增加了

相對進階的華語二語者，我們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的研究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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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來源。我們分別將本國籍和外國籍的研究生作為華語母語者和進階華

語二語者的，論文作者為本國籍有 329人，外國籍 102人，分佈如表 9。

表 9：華語文教學系碩博士論文摘要作者國籍分布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以色列 1 德國 1 美國 5

白俄羅斯柏勞斯 1 加拿大 2 印尼 7

匈牙利 1 俄羅斯 2 越南 7

西班牙 1 香港 2 泰國 12

法國 1 新加坡 3 日本 18

斯洛維尼亞 1 義大利 3 韓國 29

奧地利 1 馬來西亞 4 中華民國 329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為國內歷史最悠久的華語文教學科系，該

學系擁有大學部、碩士班和博士班，學生來源包括本地生、僑生和外籍生，詳

細國籍分布見表 9，其畢業論文書寫語文以華語文為主。我們收集「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博碩士論文全文系統」（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

login?o=dwebmge）上該系的學位論文摘要，並根據作者的國籍以區分華語母語

者和華語二語者。該網站提供匯出管理服務，可依據檢索的結果匯出所需要的

論文。我們於 2019年 12月 31 日，檢索標記為「華語文教學系」的論文共 664

篇。後續根據系所的通訊錄名冊標記作者國籍。在排除中文摘要字數不到 60個

字以及未知作者國籍的項目，有效文本數為 431篇，詞形和詞體數量如表 10。

表 10：華語文教學系碩博士論文摘要文本數、詞形、詞體概要

文本數 詞形 詞體

本國籍 329 7620 115051

外國籍 102 3772 34890

全部 431 8687 149941

第三節 語料處理流程

「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含國教院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為來自線上

公開語料庫，以第四代語料庫分析工具 CQPweb (Hardie, 2012) 作為平台提供服

務，我們直接透過平台生成語料庫詞頻表。CQPweb 採用 CEQL 语法，除了直

接以詞形、短語進行查詢外，亦可根據標記的詞性進行查詢。因此，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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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即可查詢所有帶有_N標記的詞，包括_Na 、_Nb 、_Nc 、_Ncd 、_Nd

、_Nep …等。

進一步，由平台直接進行詞頻分解（frequency breakdown）。詞頻分解是根

據所查詢到的標的，即語料庫中所有帶有標記_N的詞，生成詞頻表。我們依照

詞性標記，分別以_A 、_C 、_D 、_I …等下載所有的詞頻表。下載檢索所生成

的詞頻表後，再做進一步的合併。下載及合併後的資料包含以下欄位：詞形、

詞標記、頻率。我們再根據詞標記進行詞形和詞體的計算。相同的作法應用在

兩個語料庫的下載和計算。由於詞頻分解在平台上進行，下載的資料後並不包

括文本數。

自行收集的語料包括華語教科書和碩博士論文摘要以國教院分詞系統12進行

分詞和詞性標記。華語教科書課文裡所出現的角色，諸如：馬安同、白如玉、

陳月美，如果未標記為專有名稱(_Nb)，則進行人工修改。

不論是線上公開語料庫或自行收集的語料，儘管使用不同的分詞系統，但

是詞性標記是相同的。除「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 」以 CKIP 分詞外，國教院華

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2019和後面的華語教科書及碩博士論文摘要，皆採用國教

院的分詞系統進行分詞。中研院的 CKIP 分詞系統採經驗法則模型，而國教院

分詞系統採純統計式模型。若以標記的正確性來說，CKIP 的分詞系統正確率略

高於國教院的分詞系統。國教院的分詞系統正確率較低，但是與 CKIP的分詞系

統的差別不到 0.5% 13。由於國教院的分詞系統可以直接在瀏覽器上使用，且兩

者的詞性標記一致，故本文採用國教院的分詞系統進行分詞和詞性標記。

接著，我們將分詞並帶有標註的文本進行頻率的統計，產生包括詞形、詞

性標記、頻率的資料框架。同前面研究的作法，我們再根據詞標記進行詞形和

詞體的計算。我們額外根據詞頻統計出現次數為 1的項目，確保這不是原先文

本的缺漏字或分詞錯誤，若發現錯誤，即將該段落再一次重新分詞，並重覆先

前動作。

除了整體語料庫的情況外，對於自行收集的語料，我們根據冊數（華語教

科書）、作者國籍（碩博士論文摘要）等訊息，選擇目標範圍的文本進行詞形

12 https://coct.naer.edu.tw/Segmentor/
13 https://github.com/naernlp/Segm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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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詞體頻率的統計。自行收集的語料的詞形和詞體不包括外文標記（_Fw）和

標點符號（_PUNC）。

第四節 名詞、動詞和名動比的計算

語料庫的詞性標注比較細緻，我們必須根據研究所需進行合併。名詞方面，

語料庫裡頭的一般名詞、專有名詞和代名詞和研究所需要的名詞範圍可以直接

匹配。動詞方面，不論是語料庫的標注或 Tardif (1993, 1996) 的語料分析，都是

以 Chao (1968) 為分類框架為雛型，我們將三者對於動詞的次類對應整理如表

11。華語的動詞指的是可以在前面冠上「不」或「沒」的謂語(Chao, 1968) 。此

外，區分華語動詞及物和不及物的依據，不只是該動詞需不需要「東西」

（object），還必須依據該動詞的「東西」的種類(Chao, 1968) 。於此，Chao 

(1968) 將動詞分為九類。Tardif (1993, 1996) 依據 Chao (1968) 的分類，將語料進

行標記，計有八類。本研究所使用的語料標記為中研院平衡語料庫的標記，該

系統根據格語法理論（Case theory）(Fillmore, 1968) 和動詞的語意(Chao, 1968) 

進行標記，計有十八類。

我們以語料庫的標記和研究所需要詞類進行對應取得名詞和動詞的範圍。

本研究所需要的名詞的次類包括普通名詞（_Na）、專有名稱（_Nb）和代名詞

（_Nh），語料庫對名詞所標記的次類可以滿足研究需求。然而，語料庫裡對

動詞進行了兩個層級的標記(Huang, Hsieh & Chen, 2017) ，第一級先以格語法理

論(Fillmore, 1968) 對動詞必要的論元數，以及論元所扮演的色和語意限制進行

標記，次一級依照動詞的語意（動作、狀態或分類等(Chao, 1968) ）進行標記，

因此我們必須將因為格語法而被分類的項目進行合併。

首先計算名詞和動詞在詞形和詞體佔整體語料庫的佔比，並根據名詞和動

詞的數量進行名動比的計算。名詞佔比的計算是將所有詞的數量當作分母，名

詞的數量當作分子；動詞的佔比則將動詞的數量當作分子。而名動比則將名詞

數量當作分子，動詞數量當作分母。計算後的數值於小數點後第四位四捨五入。

若名動比的數值大於 1即可知名詞多於動詞，等於 1則名詞和動詞相當，小於 1

則動詞多於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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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動詞次類與語料庫詞性標記的對應

動詞次類的中譯 Chao (1968) Tardif (1993,
1996)

語料庫標記 中文名稱

及物動作動詞、
不及物動作動詞

intransitive action
verbs, transitive

action verbs

Main Verbs _VA、_ VB、_
VAC、_ VC、_
VCL、_ VD、_

VE、_ VF

動作不及物動
詞、動作類及物
動詞、動作使動
動詞、動作及物
動詞、動作接地
方賓語動詞、雙
賓動詞、動作句
賓動詞、動作謂
賓動詞

不及物性質動詞
（形容詞）

intransitive
quality verbs
(adjectives)

Adjectives _ VH 狀態不及物動詞

狀態動詞 status verbs Stative Verbs _ VI 狀態類及物動詞

及物性質動詞 transitive quality
verbs

Qualitative Verb _ VHC、_ VJ、_
VK、_ VL

狀態使動動詞、
狀態及物動詞、
狀態句賓動詞、
狀態謂賓動詞

分類動詞 classificatory
verbs

Classificatory
Verbs

_ VG 分類動詞

有 you you3  V_2 「有」

是 shi Copula  SHI 「是」

助動詞 auxiliary verb Auxiliary Verbs  D 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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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所有語料庫及收集的語料，在分詞和標注詞性後，分別依詞形和詞體兩個

單位在四個名詞和動詞定義下進行名詞佔比、動詞佔比以及名動比的計算。自

行收集的語料可以先在個別文本計算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名動比後，再計算

所有文本的平均數和標準差。此外，個別語料庫及語料都可以在不分文本的情

況下，進行整體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名動比的計算。第一種計算方法將所收

集來的語料當作抽樣的樣本，目的在於推測母群的情況；而第二種計算方法則

將語料庫本身當作母群，母群即反應真實的情況。兩種計算方法的過程雖略有

差異，但就結果和目的來看相差不大。後文僅就第二種計算方法（母群作為整

體語料分布的情況）進行討論，並將所有文本的平均數和標準差以附件的方式

作為參考。下面分別討論詞形和詞體在四個定義下的結果。

第一節 詞形

此節以詞形作為單位檢視不同定義下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一、定義一：（普通名詞）／（動作動詞）

將個別語料庫的詞形，按定義一計算得到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的呈現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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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比較母語和中介語的結果，從圖中可以看出母語（2.196）的名動比

高於中介語（2.094）。這樣子的差別可能是因為二語學習者使用的普通名詞和

動作動詞比較多（因為都是具體的詞彙），而母語者詞彙的選擇比較多，不受

限於具體的詞彙。同時，也可以看出，母語裡名詞和動詞所佔的比例的確比中

介語裡名詞和動詞所佔的比例來得低，也因此前者的名動比高於後者。換句話

說，這個結果顯示的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中介語），華語二語者所習得的華語

的樣貌與母語者的並不相同。

其次，從教科書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到，教科書除了第一冊（1.495）和第六

冊（1.703）外，其餘各冊的名動比存在隨著冊數越高，名動比越高的趨勢。觀

察各冊名詞佔比的變化，則可以發現名詞佔比是逐冊攀升；而動詞佔比在第一

冊最低，從第二冊開始則是逐冊下降。此外，教科書第五冊（1.793）和第六冊

的名動比皆低於母語語料庫和中介語語料庫。母語語料庫和中介語料庫的名詞

佔比都高於教科書。

接著，從碩博士論文摘要來看，母語碩博士論文摘要（2.474）和二語碩博

士論文摘要（2.483）的名動比的差在 0.05之內，沒有明顯的差異。母語者的名

詞佔比和動詞佔比略高於二語者，同樣不超過 0.05。同時，和母語語料庫和中

介語語料庫相比，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都比較高，主要來自較高的名詞佔

比。碩博士論文摘要的文章類型單一，且主要為學術論文可能是和母語語料庫

及中介語語料庫存在差異的原因。

二、定義二：（普通名詞、專有名稱）／（動作動詞、性質動詞、

分類動詞、是、有）

將個別語料庫的詞形，按定義二計算得到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的呈現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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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首先，在東西／關係定義下，母語（2.597）的名動比高於中介語

（1.928）。語料顯示，華語二語者所使用的名詞比華語母語者少，動詞則比華

語母語者略多。

其次，教科書除了第一冊（1.302）的名動比外，其餘各冊隨著冊數越高，

名動比越高的趨勢。觀察各冊名詞佔比的變化，則可以發現名詞佔比是逐冊攀

升；而動詞佔比除了第一冊最低，從第二冊開始都維持在 0.01的範圍上下修正。

此外，教科書的名動比皆低於母語和中介語語料庫。母語語料庫和中介語語料

庫的名詞佔比高於教科書，且動詞佔比低於教科書。

接著，以 0.05為標準的話，母語碩博士論文摘要（1.753）稍高於二語碩博

士論文摘要（1.698）的名動比，但不太明顯。同時，和母語語料庫相比，碩博

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都比較低。碩博士論文摘要的文章類型單一，且主要為學

術論文可能是和母語語料庫存在差異的原因。

三、定義三：（普通名詞、專有名稱、代名詞）／（動作動詞、

性質動詞、分類動詞、是、有、狀態動詞、形容詞）

將個別語料庫的詞形，按定義三計算得到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的呈現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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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定義二（母群）（詞形）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華語二語者名動詞的比例及影響因素

首先，在名詞／謂語定義（Tardif版，含專有名詞）下，母語的名動比

（1.788）高於中介語（1.296）。同樣的，華語二語者所使用的名詞比華語母語

者少，使用的動詞（謂語）則比華語母語者略多。

其次，教科書除了第一冊（0.919）外，其餘各冊的名動比存在隨著冊數越

高，名動比越高的趨勢。觀察各冊名詞佔比的變化，則可以發現名詞佔比是逐

冊攀升，第二冊和第三冊之間有較大的差異；而動詞佔比除了第一冊（0.316）

最低，從第二冊到第五冊都有 0.38的佔比，第六冊又下降至 0.36。此外，教科

書的名動比皆低於母語和中介語語料庫。母語語料庫和中介語語料庫的名詞佔

比高於教科書。而母語語料庫的動詞佔比都低於教科書各冊；中介語語料庫的

情況類似，除了教科書第一冊。

接著，母語碩博士論文摘要（1.342）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1.306）的名

動比則沒有明顯的差異。同時，和華語語料庫相比，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

都比較低。碩博士論文摘要的文章類型單一，且主要為學術論文可能是和母語

語料庫存在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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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定義三（母群）（詞形）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四、定義四：（普通名詞）／（動作動詞、性質動詞、分類動詞、

狀態動詞、形容詞）

將個別語料庫的詞形，按定義四計算得到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的呈現如圖 5。

首先，在名詞／謂語定義（CDI版，不含專有名詞）下，母語的名動比

（1.263）高於中介語（1.148）。語料顯示，華語二語者所使用的名詞和動詞都

比華語母語者多。

其次，教科書除了第一冊（0.774）外，其餘各冊的名動比存在隨著冊數越

高，名動比越高的趨勢。觀察各冊名詞佔比的變化，則可以發現名詞佔比是逐

冊攀升，第二冊和第三冊之間有較大的差異；而動詞佔比的情況約等同定義三。

此外，教科書的名動比皆低於母語和中介語語料庫。母語語料庫和中介語語料

庫的名詞佔比高於教科書。而母語語料庫的動詞佔比都低於教科書各冊；中介

語語料庫的情況類似，除了教科書第一冊。

接著，以 0.05為標準的話，母語碩博士論文摘要（1.279）和二語碩博士論

文摘要（1.251）的名動比則沒有明顯的差異。同時，和華語語料庫相比，碩博

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都比較低。碩博士論文摘要的文章類型單一，且主要為學

術論文可能是和母語語料庫和存在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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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定義四（母群）（詞形）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華語二語者名動詞的比例及影響因素

五、四個定義間的比較

四個定義間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有類似的趨勢，但也有個別的

差異。首先，不論在哪一個定義下，母語的名動比皆高於高於中介語。同時，

不同定義間，華語母語者和二語者的名詞佔比和動詞佔比也有類似的趨勢，即

華語母語者的名詞佔比高於或等於華語二語者，而動詞佔比則是低於或等於華

語二語者。

其次，不論哪一個定義下，教科書都呈現上升的趨勢。從第二冊到第五冊

的名動比都表現了逐冊上升的趨勢。其中，名詞佔比逐冊上升，而動詞佔比或

者上下波動或者下降，但兩者的升降幅度都不大。第一冊的名動比高於第二冊

的情況類似於幼兒詞彙發展初期的名詞優勢。而第六冊的名動比只有在定義二

和定義三的時候比第五冊高，在定義一和定義四時比第五冊低。定義二、三和

定義一、四相比，前者包括專有名詞，後者不包括，可能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

最後，母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在定義二略有

差異 0.055，母語者稍高於二語者，但其餘定義下，都在 0.05的差距內。定義二

有較多的專有名稱，而且不包括廣義的動詞（謂語）多少可以解釋該情況下華

語母語者的名動比高於二語者。整體而言可說沒有明顯的差異。此外，碩博士

論文摘要和華語語料庫、中介語語料庫及各冊教科書相比，都有明顯的差異，

可以歸因於碩博士論文摘要的文章類型單一，且主要為學術論文可能是兩者名

動比差異的原因。定義一、三、四都是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高於中介語語

料庫，唯定義二是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低於中介語語料庫，綜合討論亦進

行更詳細的討論。

六、小結

對於詞形在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的計算，透露的是語言使用者已

習得之詞彙的情況，若來源是教科書則代表的是編者預期學習者應該習得的詞

彙。我們的研究問題從上面比較得到如下結論：

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是否反映母語語料庫的名動比？否。母語的名動比

皆高於中介語。語料顯示，在不同定義下，名詞佔比和動詞佔比並不總是華語

母語者多於華語二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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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是否反映教科書中的名動比？否。中介語的名動比

高於教科書各冊的名動比。語料顯示，在不同定義下，中介語的名詞佔比高於

教科書各冊的名詞佔比。

各冊教科書中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是。教科書除了第一冊的名動比較

高，以及第六冊的名動比突然下降外，從第二冊到第五冊的名動比存在隨著冊

數越高，名動比越高的趨勢。名詞佔比有逐冊上升的趨勢，而動詞佔比則相對

穩定。

中介語語料庫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是。中介語

的名動比低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語料顯示，在不同定義下，中介

語的名詞佔比低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詞佔比。

B2、C1等級教科書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是。各

冊教科書（包括 B2等級的第五冊以及 C1等級的第六冊）的名動比皆低於中介

語料庫，而中介語料庫又低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語料顯示，在不同定義下，

第五冊和第六冊的名詞佔比低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

華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否。

除了定義二為 0.055外，其餘定義下，兩者的名動比的差距都不超過 0.05。華語

二語者使用在碩博士論文摘要上的詞彙基本和華語母語者沒有區別。

第二節 詞體

此節以詞體作為單位檢視不同定義下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一、定義一：（普通名詞）／（動作動詞）

個別語料庫的詞體，按定義一計算得到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的

呈現則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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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二語者名動詞的比例及影響因素

首先，母語的名動比（1.826）比中介語的名動比（1.71）高。這樣子的差

別可能是因為二語學習者的句子比較短，所以普通名詞和動作動詞（具體的詞

彙）較少，而母語者的句子比較長，所以名詞和動詞的的使用都更多。顯示在

中介語裡名詞和動詞所佔的比例的確比華語裡名詞和動詞所佔的比例來得低，

也因此前者的名動比低於後者。換句話說，這個結果顯示的是語言使用的情況，

二語學習者的華語的樣貌與母語者不同。

其次，教科書除了第六冊（1.909）外，其餘各冊的名動比存在隨著冊數越

高名動比越高的趨勢。觀察各冊名詞佔比的變化，同樣可以發現名詞佔比是逐

冊攀升；而動詞佔比在第一冊最低，從第二冊開始則是逐冊下降。另外，教科

書第五冊（2.537）和第六冊的高於母語語料庫。這樣的差別可能和語體及句子

長度有關。教科書第五冊和第六冊為相對進階的內容，文章類型多為說明文，

句子長度也比較長，所以名詞佔比都比較高。

接著，母語碩博士論文摘要（3.441）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3.409）的名

動比則沒有明顯的差異。同時，和母語語料庫相比，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

都比較高，主要來自較高的名詞佔比。碩博士論文摘要為論說文，且句子較長

是兩者名動比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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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定義一（母群）（詞體）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二、定義二：（普通名詞、專有名稱）／（動作動詞、性質動詞、

分類動詞、是、有）

個別語料庫的詞體，按定義二計算得到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的

呈現則如圖 7。

首先，母語的名動比（1.241）同樣比中介語的名動比（1.004）高。這樣子

的差別可能是因為二語學習者的句子比較短，而母語者的句子比較長。顯示在

中介語裡名詞和動詞所佔的比例的確比華語裡名詞和動詞所佔的比例來得低，

也因此前者的名動比低於後者。換句話說，這個結果顯示的是語言使用的情況，

二語學習者的華語的樣貌與母語者不同。

其次，教科書除了第六冊（1.177）外，其餘各冊的名動比存在隨著冊數越

高名動比越高的趨勢。觀察各冊名詞佔比的變化，同樣可以發現名詞佔比是逐

冊攀升，第五冊的名詞佔比突然增加；而動詞佔比在第一冊最高，從第二冊開

始則是逐冊下降，但下降幅度都在 0.02的範圍內。另外，教科書第五冊

（1.393）高於母語語料庫和中介語語料庫，而第六冊則低於母語語料庫，但高

於中介語語料庫。

接著，母語碩博士論文摘要（2.211）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2.208）的名

動比則沒有明顯的差異。同時，和母語語料庫及中介語語料庫相比，碩博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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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定義二（母群）（詞體）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華語二語者名動詞的比例及影響因素

文摘要的名動比都比較高，主要來自較高的名詞佔比。碩博士論文摘要為論說

文，且句子較長是兩者名動比差異的原因。

三、定義三：（普通名詞、專有名稱、代名詞）／（動作動詞、

性質動詞、分類動詞、是、有、狀態動詞、形容詞）

個別語料庫的詞體，按定義三計算得到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的

呈現則如圖 8。

首先，母語的名動比（1.065）和中介語的名動比（1.06）相差不大。這可

能是因為語言使用的最普遍的結構就是名詞和謂語，因此不論母語者或者二語

學習者，都會被規限在如此結構下，所以名動比就差不了太多。這顯示在中介

語裡名詞和動詞所佔的比例的確比和華語裡名詞和動詞所佔的比例相差不多，

也因此兩者的名動比相似。換句話說，這個結果顯示的是語言使用的情況仍會

受限於語言的結構。

其次，教科書除了第六冊（1.08）外，其餘各冊的名動比存在隨著冊數越

高名動比越高的趨勢。觀察各冊名詞佔比的變化，可以發現第一冊到第四冊的

名詞佔比都在 0.25上下，從第五冊才大幅增加；而動詞（可以作為謂語）佔比

則在第一冊最高，從第二冊開始則是逐冊下降，但下降幅度都在非常小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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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定義三（母群）（詞體）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內。另外，教科書第五冊（1.158）高於母語語料庫和中介語語料庫，而第六冊

則略高於母語語料庫和中介語語料庫。

接著，母語碩博士論文摘要（1.833）的名動比稍低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

（1.868）的名動比，未超過 0.05。從名詞和動詞佔比來看，兩者差異並不大。

同時，和母語語料庫相比，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都比較高，主要來自較高

的名詞佔比和較低的動詞（可以作為謂語）佔比。

四、定義四：（普通名詞）／（動作動詞、性質動詞、分類動詞、

狀態動詞、形容詞）

個別語料庫的詞體，按定義四計算得到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的

呈現則如圖 9。

首先，母語的名動比（0.98）高於中介語的名動比（0.865）。母語者的名

詞和動詞（可以作為謂語）的佔比都多於二語學習者。

其次，教科書除了第六冊（0.991）外，其餘各冊的名動比存在隨著冊數越

高名動比越高的趨勢。觀察各冊名詞佔比的變化，可以發現第一冊到第五冊的

名詞佔比不斷提高；而動詞（可以作為謂語）佔比則有下降的趨勢，下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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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很小的範圍內。另外，教科書第五冊（1.205）和第六冊的名動比高於母語

語料庫和中介語語料庫。

接著，母語碩博士論文摘要（1.894）的名動比稍低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

（1.943）的名動比，相差未超過 0.05。從名詞和動詞佔比來看，差異亦不大。

同時，和母語語料庫相比，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都比較高，主要來自較高

的名詞佔比和較低的動詞（可以作為謂語）佔比。

五、四個定義間的比較

四個定義間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有類似的趨勢，但也有個別的

差異。

首先，除了定義三外，定義一、二、四的母語的名動比皆高於中介語。四

個定義下的名詞佔比和動詞佔比都是母語者高於二語者。然而，在定義三以最

大可能的情況包含了所有名詞和動詞，包括專有名詞、代名詞、狀態動詞、

「是」、「有」，使得母語者和二語者的名詞佔比和動詞佔比接近。這主要來

自於其增加了代名詞、「是」、「有」等高頻詞。

其次，不論哪一個定義下，教科書都呈現上升的趨勢。從第一冊到第五冊

的名動比都表現了逐冊上升的趨勢。其中，名詞佔比逐冊上升，而動詞佔比逐

冊下降（定義一的第一冊除外）。而定義一、二、四在第五冊和第六冊（B2和

C1）教科書的名動比都高於母語語料庫和中介語語料庫，唯在定義二的時候，

只有第五冊高於母語語料庫和中介語語料庫，而第六冊則是介於母語語料庫和

中介語語料庫。說明文文章類型理應使第五冊、第六冊的名動比皆高於華語和

中介語語料庫，但在定義二下，教科書的第六冊卻不是如此。

最後，母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都在 0.05的差

距內。碩博士論文摘要和華語語料庫、中介語語料庫及各冊教科書相比，都有

明顯的差異，可以歸因於碩博士論文摘要的文章類型單一，且主要為學術論文

可能是與其它語料庫和語庫在名動比差異的原因，其名詞佔比都高於其它語料，

且動詞佔比都低於其它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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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對於詞體在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的計算，透露的是語言使用的分

佈或常態，對於華語二語者而言，它可能是作為輸入的訊息型態，也可能是作

為輸出的語言使用。我們的研究問題從上述比較得到如下結論：

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是否反映母語語料庫的名動比？否。母語的名動比

皆高於中介語。語料顯示，在所有定義下，名詞佔比和動詞佔比都是華語母語

者高於華語二語者。

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是否反映教科書中的名動比？否。中介語語料庫的

名動比大概落在教科書第四冊和第五冊中間，但是與這兩冊的差距都超過

0.05。

各冊教科書中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是。教科書除了第六冊的名動比突

然下降外，從第一冊到第五冊的名動比存在隨著冊數越高，名動比越高的趨勢。

名詞佔比有逐冊上升的趨勢，而動詞佔比則相對穩定。

中介語語料庫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是。在四個

定義下，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詞佔比都高於中介語語料庫，且動詞佔比皆低於

母語語料庫。可能和碩博士論文摘要的文章類型單一有關。

B2、C1等級教科書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是。各

冊教科書（包括 B2等級的第五冊以及 C1等級的第六冊）的名動比皆低於中介

語料庫，而中介語料庫又低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語料顯示，在不同定義下，

第五冊和第六冊的名詞佔比低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

華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否。

在四個定義下，兩者的名動比的差距都不超過 0.05。華語二語者使用在碩博士

論文摘要上的詞彙基本和華語母語者沒有區別。可能原因為碩博士論文摘要的

文章類型有學術寫作的規範，因此母語者和二語者沒有太大差距。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二語者也有達成如同母語者一樣的語言使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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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詞形與詞體

詞形和詞體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單位，指涉完全不一樣的概念。詞形不計入

重覆使用的詞，只要合理出現在語言使用裡，即為該使用者已經掌握該詞的使

用，視為已習得的詞。詞體將重覆使用的詞也一併計算，所呈現的是實際的語

言使用在不同詞類之間的分布，當數量足夠大的時候，則可以理解為語言使用

分布的常態。表 12根據研究問題，將詞形和詞體在四個定義下所得到的結果進

行整理。就結果論，依詞形或詞體作為單位比較名動比時，兩者相差不大，唯

一的差別發生在第一個研究問題的定義三和第七個研究問題的定義二下所得的

名動比。如前面所討論，定義三是最大程度地包含名詞和動詞，華語母語者或

華語二語者在符合語言規範的要求下，名動比自然就會趨同；而定義二增加了

專有名稱，在文本多的情況下，詞形的名動比就比較高。

表 12：研究問題在詞形和詞體與四個定義下的回應簡表

研究問題 詞形 詞體

定義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是否反映母語語料庫的名動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是否反映教科書中的名動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各冊教科書中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中介語語料庫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在差
異？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B2、C1 等級教科書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在
差異？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華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是否存
在差異？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除了研究問題的結果外，我們亦發現在詞形和詞體兩個存在差異的地方，

這些差異主要都發生和教科書有關的地方。

首先，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雖然都無法反映教科書中的名動比，但在詞

形和詞體是不一樣的情況。在詞形的情況，中介語的名動比高於各冊教科書；

而詞體的情況，中介語的名動比大概介語第四冊和第五冊中間。我們可以有以

下理解：華語二語者實際使用的詞彙（特別是名詞）為教科書所無法涵蓋，而

語言使用的的常態平均而言，介於 B1到 B2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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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各冊教科書的名動比存在差異，且呈現逐冊上升的趨勢（在第五冊

以前），但是第一冊在詞形和詞體有很大的差別。在詞形的情況，四個定義下，

第一冊的名動比皆高於第二冊；在詞體的情況，第一冊的名動比皆低於第二冊。

從教科書編輯的角度來看，由於第一冊理應比較容易，這也呼應幼兒詞彙發展

初期名詞優勢的現象，所以第一冊以名詞為主。第二冊開始加強動詞的學習。

所以，從編輯者規劃學習者習得的詞彙來看，第一冊的名動比會高於第二冊。

而在語言使用來看，第一冊的語法較為簡單、句子較短，而後陸續增長，因此

從詞體來看，第一冊的名動比最低，而後逐冊增加。

接著，第六冊的名動比也在詞形和詞體有些許差異。在詞形的情況下，第

六冊在定義一和定義四下的名動比是低於第五冊，而定義二和定義三則高於第

冊；而詞體的情況下，四個定義都是第六冊低於第五冊。我們認為若第六冊是

最高等級（C1）的教科書，理應擁有最高的名動比，然而這只發生在詞形的兩

個包含專有名詞的定義下（定義二、定義三）。從詞彙習得的角度來看，第六

冊或許可以考慮補充更多普通名詞或減少相關動詞。而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

第六冊的名動比皆低於第五冊，其句法複雜程度是否有真的低於第五冊則有待

後續研究進行檢驗。

最後，華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在詞形和詞體在名動比

的差距都不大（最大的差距是詞形的定義二，兩者相差 0.055），然詞形和詞差

的偏向卻不一樣。詞形方面，偏向是華語母語者的名動比大於華語二語者；而

詞數方面，偏向是華語二語者大於華語母語者。延伸來講，就習得的詞彙來說，

華語母語者仍有較多的詞彙量（特別是名詞），而從語言的使用來看，華語二

語者則更偏向使用更多名詞來進行文章的論述。唯兩者並不存在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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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綜合討論

本研究旨從名動比了解華語二語者的習得與語言使用反映目標語社會自然

語言環境和課堂教學環境的情況，同時了解華語二語者的詞彙發展的過程。我

們將「可理解的輸入」定義為能夠反映在二語學習者的習得與語言使用上的輸

入。研究結果顯示，中介語語料庫和母語者語料庫在習得和語言使用上不太一

樣，也和華語教科書《當代中文課程》不太一樣。即使以 B2或 C1等級的教科

書（《當代中文課程》第五冊和第六冊）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相較，

仍會發現中間有很大的落差。以目前研究結果來看，華語二語者的華語樣貌有

別於自然語言環境與課堂教學環境的輸入。

同時，我們發現不同語言程度的二語者之間，其名動比存在差異。從A1到

C1等級的教科書之間的名動比存在差異，表現在課堂教學環境上，即可以預期

華語二語者所接收的輸入在名詞和動詞的佔比會存在變化。中介語語料庫和二

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有差異，也說明不同語言程度的華語二語者的名動

比會由低往高變化。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和華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在名詞佔比、

動詞佔比和名動比都差異不大，則顯示華語二語者終有能達成母語者般的可能

性。

從研究結果來看，我們尚未無法肯定華語二語者的詞彙習得或語言使用能

夠如同Krashen所提出來的輸入假說。名動比的變化似乎可以在沒有明顯格位

變化的華語二語習得研究作為選項之一。從結果上來看，似乎佐證了自然順序

假說。

關於華語二語者的華語名動比及其影響因素，我們探討了幾個可能的因素，

例如：環境的輸入、語言程度、語言的特性；但是，也有一些可能的因素沒能

被探討論，諸如：語體和文章類型、二語者的母語和文化、語言老師的教學介

入等。下面就這些因素進行討論：

第一節 本研究所討論的因素

本研究所討論的因素包括：環境的輸入、語言程度和語言的特性，這些因

素都可能左右名動比的高低，但是也存在干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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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的輸入

對於環境的輸入如何影響詞彙的發展，過去就有不一樣的看法，見文獻回

顧的討論。從研究的方法上來看，在研究幼兒的詞彙發展時，會針對提供輸入

的對象也就是其照顧者，調查其語言使用（例如：Tardif et al. (1997) 的研究）；

而研究二語的詞彙發展時，則會調查其互動的對象（例如：Crossley et al. (2014)

的研究）。以 Crossley et al. (2014) 研究英語二語者的輸入和語言使用為例，他

們將學習者和母語者互動的情況盡可能的轉寫後進行分析，發現輸入和語言使

用的關聯不大。雖然，本研究也發現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未能反應母語語料

庫和華語教科書的名動比，同樣在探討環境的輸入和學習者的習得和語言使用

時，我們完全建立在語料庫整體的資料，這完全忽略個體之間在輸入、習得和

語言使用可能存在的差異。

二、語言程度

幼兒和二語者的詞彙發展，都可以發現不同語言程度的學習者間，其名動

比存在差異。我們觀察華語幼兒的詞彙發展時，可以觀察到不同年齡的幼兒，

名動比最高的時候大多數發生在最初期的時候，而後開始降低或持平(Cheung et 

al., 2015; Liu et al., 2008) 。若以詞彙量來看時，一般幼兒的名動比在發展階段之

間的變化幅度則比自閉兒的較小（劉惠美等人，2015；鄒啟蓉，2019）。英語

二語者的名動比也在不同語言程度間存在差異，而且名動比最高的時候也是在

最初始階段(Ishikawa, 2015) 。

我們的研究結果與過去的結果一致，同樣發現不同語言程度的華語名動比

不一樣。首先，課堂教學環境上，從A1到 C1的教科書的名動比存在差異；其

次，中介語語料庫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存在差異。

雖然名動比在不同語言程度間存在差異和過往研究一致，但名動比變化的

趨勢也有新發現。過去提到名詞優勢是指的是幼兒詞彙發展初期的以名詞為大

宗的情況，而我們的研究發現則是發現教科書在以詞形為單位時，第一冊有名

動比較高的現象。另外，我們也發現語言程度越高，名動比也會越高，名詞的

佔比會越來越高，但動詞的佔比則變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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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發現存在本研究未考量的干擾因素，即語體或文章類型。不同

語言程度的教科書，有不一樣的學習目標。以《當代中文課程》在網站上的介

紹14來看：第一冊著重生活對話，第二冊以對話加短文閱讀，第三冊從長篇對話

進入書面語和篇章，第四冊擴展至談論話題能力，第五冊以正反論述的文章為

主，而第六冊則有來自不同領域的語體和文章。不同冊之間的語體和文章類型

差別極大，名動比的差異有很大可能是來自語體和文章類型。

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和中介語語料庫的差異也可能是源自於語體和文章類

型的差異。碩博士論文屬於論說文，為單一文章類型；而中介語語料庫來自語

言中心裡頭的學生作業和作文，文章類型基本也會和華語教科書呼應，因此也

不會侷限於某一個文章類型。此外，學位論文為標準的書面語，但二語學習者

的作業和作文則存在書面語口語化的傾向（施曉嫻，2019；翟瑋晨，2019）。

從這個角度來看，兩者的差異也有可能是文章類型的集中和分散使然，而不見

得是語言程度造成。

當華語二語者可以在華語地區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時，我們也預期其語言

程度應該和華語母語者不相上下。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和華語碩博士論文摘要

的名動比不存在差異似乎可以作為證據。然而，兩者的無差別也可能是因為文

章類型單一導致，畢竟學位論文有明確、嚴格的寫作規範。但就語言表現來看，

華語二語者和母語者在論文寫作上不存在差異，應該是合理的，如此結果，和

過去在非華語的二語者的研究一致(Hyltenstam, 1988) 。

除了語言程度外，語體或文章類型都是潛在的共變因素，因此目前我們也

無法把名動比的變化完全歸因於語言程度。

三、語言的特性

名詞和動詞組成了語言裡大部份的詞彙，再從句法組成的角度來看，名詞

的數量和動詞相比，前者就有絕對優勢，這是其中一個用以解釋幼兒的詞彙發

展的名詞優勢的說法。華語的名詞和動詞理應也符合這樣子的說法。過去的研

究針對華語不同定義的名詞和動詞進行比較，發現在不同情境下動詞的使用偶

有多於名詞的情況 (Tardif, 1993, 1996)；我們同樣發現不同定義的名詞和動詞在

14 https://mtc.ntnu.edu.tw/book/A_Course_in_Contemporary_Chinese.html

55



華語二語者名動詞的比例及影響因素

華語二語者的習得和語言使用可能存在差異，但是這差異並不是不同定義之間

的差異，而是以詞形和詞體計算所帶來的差異。

在相同單位下，因為名詞和動詞的定義而帶來的差異發生在以詞形（即語

言使用）去回應「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是否反映母語語料庫的名動比？」時。

定義一、二、四的名動比顯示，中介語語料庫無法反映母語語料庫；而定義三

的名動比則顯示， 中介語語料庫可以反映母語語料庫。定義三的名詞和動詞範

圍是四個定義裡最廣泛的，普通名詞、專有名稱、代名詞都屬於名詞，所有可

以當作謂語使用的詞都被認為是動詞。以如此大範圍的涵括詞體數量，假設語

料庫的語言使用都是正確且符合語法規則的，那名詞和動詞的比例反應的即是

語言的常態，因此就看不到華語者和二語者的差別。換句話說，即便二語者所

習得的詞彙遠比不上母語者，只要有基本語法結構的概念，相同詞類的詞即可

替換。

另外，以詞形（即習得）去回應「中介語語料庫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

名動比是否存在差異？」時，雖然四個定義下的回答一致都是肯定存在差異，

但是定義二是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高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而定義一、三、

四則是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低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定義二和定義一相比，

大幅地增加了專有名稱、性質動詞、分類動詞，而把定義二和定義三、四相比，

則是少了狀態動詞、形容詞。增加的部分，假設專有名稱一樣的話，由於二語

碩博士論文摘要需要性質動詞、分類動詞來描述不同概念之間的關係，所以大

幅地增加動詞，所以名動比就增低了。而減少的部分，則因為碩博士論文摘要

以客觀呈事實為主，不作評價等判斷，因此狀態動詞本來就很少。因此，在定

義二下，才出現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高於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

不同名詞和動詞的定義所得到的名動比讓我們看到母語者、二語者和不同

語言程度之間變化的細緻情況，但仍不脫動詞用來連接名詞的基本特性。因此，

名詞在語言裡有絕對的優勢也就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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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研究可探討的因素

對於名動比文獻回顧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若干可能影響詞彙發展的影響，

但本研究所使用的語料並無法適切地深入探討，羅列相關因素作為後續相關研

究可以深入的線索。

一、語體和文章類型

語體和文章類型可能會是影響名動比的因素之一。口語和書面語有不一樣

的語言功能，張學謙（2000）比對台灣閩南語口語和書面語，發現口語用以維

繫人際關係、表現親和力，書面語則用來表達資訊以及進行詳細的報導。可以

推測，口語的句子應該較短，而書面語的句子應該較長，這就可能影響名動比。

其餘相關討論可以見語言程度的段落。

二、二語者的母語和文化

我們發現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無法反映母語語料庫，排除知覺上的顯著

特徵（自然分割/關係相對論）和名詞和動詞的特性，華語二語者的母語或文化

或許是影響習得或使用的可能因素。

法語學習者在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時候，可以看到許多特殊的情況，

有看起來是加分的項目，也有看起來是扯後腿的時候。前面提到，11到 12 歲以

法語為母語的英語二語者，即便他們的語言程度在在第二和第三階段，即便給

他們高出語言發展階段許多，第四和第五階段的學習材料，語法判斷和理解的

任務上仍可以完成要求。Lightbown et al. (2013); Spada & Lightbown (1999) 認為

學習者的母語（法語）在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法語母語者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時候，或英語母語者學習法語作為第

二語言時，都各自會有不容易跨過的檻(White, 1991) 。法語和英語都允許

ASVO和 SVOA的（A=副詞、S=主語、V=動詞、O=賓語）句子結構，但是英

語只允許 SAVO（Mary often drinks tea.），不允許 SVAO（*Mary drinks often 

tea.）；而法語相反，只允許 SVAO（Marie boit souvent du the thé.），不允許

SAVO（*Marie souvent boit du thé.）。不論英語母語者或法語母語者都很難擺脫

母語裡頭所允許的句子結構，一直認為那也是在第二語言裡符合語法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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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過去的研究發現不同母語背景的英語二語者，構詞存在類似的發展順

序(Krashen, 1982) ，例如：所有格 d’s以及進行式的 ing的正確使用的比例多數

會高於加 ed的過去式。但是，如果同樣對英語構詞的研究，也發現學習者的母

語會影響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使用，那學習第二語言時就不能那麼斬釘截鐵地

說完全不受母語影響了。以德語和丹麥語為母語的英語二語者的所有格比法語

和西班牙語為母語的英語二語者更早能夠掌握所有格；而以華語或日語為母語

的英語二語者甚至到了進階的語言程度對於英語的時態仍無法掌握(Lightbown et

al., 2013) 。對於英語構詞的發展順序，似乎會受到學習者母語的影響。

若以名詞和動詞在母語的詞彙發展上，過去的文獻也發現名動比存在語言

間差異(Choi et al., 1995; Gelman & Tardif, 1998; Tardif et al., 1999; Tardif et al., 

1997) ，甚至對於沈浸於兩組截然不同母文化的成人也會有名詞和動詞在理解上

的差異(Gillette et al., 1999; Lavin et al., 2006) 。基於此，我們也有理由可以相信

華語二語者的母語可能會影響他的語言使用和名動比。只是，以目前的研究來

看，我們還沒有比較不同母語背景的華語二語者的習得和語言使用。

三、語言老師的教學介入

我們是以華語教科書的語言使用代表了課堂教學環境的輸入，但是真正和

二語學習者互動的是語言老師。語言老師之於二語學習者，正如照顧者之於幼

兒，他們扮演著學習者詞彙發展的重要角色。中介語語料庫的名動比無法反映

華語教科書的名動比，不見得不能反映語言老師所提供的語言輸入。

以德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研究發現，在未達到相對應的語言程度前，提早給

予過高程度的語言教學效果有限(Pienemann, 1989) 。德語詞序發展存在若干階

段，例如：典型的 SVO、副詞前置、動詞分離、倒裝、動詞結尾。對學習者教

以第三階段的語法結構時，處於第二階段的德語二語學習者可以順利進入第三

階段；但是，以第四階段的語法結構進行教學時，二語學習者仍會停留在第二

階段或者頂多只是進到第三階段。換句話說，在學生未發展到準備好的階段時，

過早的教學是無法加速發展的進程。同時，即使提供的是高於二語學習者許多

的教學，二語學習者仍會進到下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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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研究則發現，語言使用和語言理解受到教學的助益

不一樣(Spada et al., 1999) ，主要和學生是否達到相對應的階段有關(Mackey & 

Philp, 1998) 。Spada et al. (1999) 給 11到 12 歲以法語為母語的英語二語者的語

言程度提供第四和第五階段的學習材料，此時學習者的二語程度分別為第二和

第三階段。從語言表現來看，第二和第三階段的學習者，雖然都略有進步，但

彼此並沒有差異；但是對於語法判斷和理解的任務，他們卻都可以完成第四和

第五階段的要求。教學似乎可以加速語言理解的進程，但語言使用並無法受益

於此。

語言教學中裡覆述的作法（老師提供正確的說法藉以改正學生錯誤的表

達）是否有助於二語者的語言使用？對於那些已經到達相對應的語言程度的學

習者而言，覆述的作法有助於改善學習者的語言使用；但是如果學生仍未達到

相對應的語言程度，有沒有覆述其實沒有任何差別(Mackey et al., 1998) 。

以英語和德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研究來看，教學的內容和互動是學習者已經

發展至相對應的語言程度時才比較助益。雖然本研究的結果，華語二語者的習

得和語言使用都無法反映課堂教學環境的輸入。但我們並不知道語言老師的語

言使用的名動比，也不清楚相關教學介入為何，因此我們無法了解語言教師對

華語二語者的詞彙發展所扮演的角色。

若以 Pienemann (1984) 的可教性（teachability）來理解這個情況。二語學習

者因為自然語言環境的輸入而進入了相對應的發展階段，這時候課堂教學上給

予語言規則的教學就可以促進對該語言結構的掌握。而在未到相對應的發展階

段時，語言規則的教學效果就有限。結論是，語言規則教學可以促進語言的學

習，但是無法改變先進入發展階段再學習語言規則的第二語言習得順序。這說

明了為什麼有些語法結構的教學似乎不用教，學習者也自然可以掌握，有些語

法結構即使老師用力教、提前教，學習者仍然無法掌握。

英語二語者在英文文獻(Ke, 2014; Smith, 1982) 和中文文獻（尹小玲，

2009；潘琪，2011；臧佳，2007）上，以及華語二語者（南旭萌，2008）都發

現有動詞超用 （verb overuse）的現象，這可能就源自於語言教學的過程中，語

言老師對動詞的強調而矯枉過正。但是否影響名動比則仍待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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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語學習者的語言程度

前面所提到的語言程度指的是不同冊的華語教科書，在輸出能夠反映輸入

的前提下，華語教科書多少可以代表二語學習者的語言程度，然而以目前研究

來看，這個前提仍待進一步探索。我們真正感興趣的對象是華語二語者，所以

真正的目標應該是不同語言程度的華語二語者的語言使用。雖然我們以語言中

心的學生和在台灣取得碩博士學位的外籍生作為兩個不同語言程度的二語者族

群，但這畢竟是在不一樣條件下所收集到的文本，在數量和語體上也有較大的

差別。未來相關研究的進行，應將不同語言發展階段的華語二語者的語言使用

作系統性地收集和比較，以排除可能的干擾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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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教學建議

我們發現華語二語者的習得和語言使用無法反映自然語言環境和課堂教學

環境的名動比，但是名動比隨著語言程度改變，最終華語二語者是有機會達成

如同華語母語者的語言程度。下面根據上述研究的總結提出對華語二語教學的

建議：

從這個研究的結果來看，華語二語者的習得和語言使用無法反映自然語言

環境和課堂教學環境的輸入，但卻可以看到不同語言程度間名動比的差異。

如果華語二語者按照《當代中文課程》的規劃學習到第六冊之後，理論上

語言程度達到 C1，如此語言程度的名動比和二語碩博士論文摘要的名動比仍存

在差距，後者所需要的名動比更高，這意味著詞彙量需要有更大的名詞佔比。

因此《當代中文課程》第六冊之後應該有其它銜接課來彌補這一段差距。已知，

在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的作法是以其它教科書包括：《讀報學華語》、《數

位商業文選》、《爾雅極短篇》、《胡適文選》、《魯迅短篇小說選》等15作為

銜接。而這些教科書的語言使用是否可以從第六冊銜接至認知學習語言能力

（CALP,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Cummins, 1979, 1984) 尚未

明朗。

一個能夠增加詞彙量名詞佔比的替代性作法是由語言老師就現有課程的主

題進行補充。語言老師可以根據教科書上的主題，利用知識框架 （knowledge 

framework）提供給學生可理解的輸入 (Mohan, 1986; Mohan & Huang, 2002) 。

而學生的習得和語言使用可能會反映這些輸入，也可能不會反映這些輸入。過

去我們曾經在「中國概況」課程上，提供泰國華語二語者包含泰語（學生的母

語）和華語（學生的二語）的不同閱讀材料並使用知識框架協助學生發展相關

知識和語言，結果發現使用知識框架的效果抵消了學生的母語對其第二語言的

影響（黃玉樹，2018，2019） 。

知識框架裡頭包含六個知識結構（Knowledge Structures），它們分別是：

分類（classification）、描述（description）、原則（principle）、序列

（sequence）、評估（evaluation）和選擇（choice）。從語言教學的實施來看，

知識框架可以對於大多數知識達到概略性的理解。知識框架的目標在於提供知
15 https://mtc.ntnu.edu.tw/upload_files/course/class-level-c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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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不同面向的語言鷹架輔助，它可能是理論上的分類、原則或評估，也可能是

屬於實務上的描述、序列、選擇。為了將知識的理論和實務有相對應認知的發

展，不同面向的知識結構有相對應搭配的功能性語言形式。

我們使用知識框架作為語言鷹架幫助華語二語者掌握課程內容。以春秋戰

國的歷史單元為例，我們以《中國歷史常識》裡頭未經過簡化的文章加上知識

框架進行教學活動。原始的文本如下：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變革的時代。社會大變革促進了文化

的繁榮。

這一時期，出現了孔子、老子、莊子、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

大思想家，他們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出發，對當時的社會發表自己的

意見，並逐步形成以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等為主的眾多派別，在

中國歷史上被稱為「諸子百家」。

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著有《道德經》一書。他認為，各種事物

都有對立面，如禍和福、有和無、生和滅、貴和賤、上和下、強和弱

等都是對立的雙方，它們之間會相互轉化。道家學派還有一個位著名

的人物-莊周，也叫莊子。他著有《莊子》一書，書中有很多有意思

的故事，莊子借這些故事來表明他崇尚自然的主張。

墨子開創了墨家學派，主張節約，反對浪費，主選用品德高尚、有才

能的人來做官，並要求人們相互友愛，反對戰爭。

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韓非，著有《韓非子》一書，他主張「法

治」，認為法律應當向全國公布，臣民應該嚴格遵守；強調用嚴厲的

刑罰來鎮壓人民的反抗。他提倡改革，提出建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

的國家。他的思想後來被秦始皇採用。

由於此文本介紹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家代表人物和學說，符合知識框架裡

頭「描述」的知識結構，所以我們以此進行教學設計。文本中，以下底線標示

處，為華語裡頭用來頭可以用來進行描述的部分，見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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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諸子百家單元文本的語言特徵和語言功能

語言特徵 語言功能

是、被稱為、最…的…是 描述或總結目標物的狀態

…等 羅列或列舉目標物的內容物

主張、認為、提倡、提出 目標物的觀點、解決手段

表 14：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單元課程設計

知識結構 學生活動 春秋戰國主題下的子題 老師的角色

分類 閱讀文本及回
答問題

各個主張是什麼意思？「仁」是什麼
意思？「事物有對立」是什麼意思？
「節約」是什麼意思？「法治」是什
麼意思？「戰爭是方法」是什麼意
思？

確認各組對於閱讀
材料的理解正確，
同時回應學生在學
習上的困難。
全班抽問，確認理
解正確後就結束。

序列 配對 老子、墨子、韓非子、莊子、孔子和
孫武和各個主張進行配對

確認配對無誤即結
束。

描述 閱讀文本及問
題

各個主張的代表人物分別是誰？各主
張的具體的內涵為何？

快速示範後，在各
組詢問子題。

原則 小組討論 每個主張是從什麼角度來對當時的社
會發表自己的看法？

快速示範後，在各
組詢問子題。
選擇已經能夠完整
回答的組別進行示
範後。

選擇 小組討論 選擇一個派別：儒家、道家、墨家、
法家或兵家，向組員介紹這個派別的
代表人物、思想、立場、角度、意
見。

快速示範後，在各
組詢問子題。
選擇已經能夠完整
回答的組別進行示
範後。評估 小組討論 哪一個派別的思想和泰國的思想最接

近？你認為哪一個思想可以用來幫助
泰國？

回家作業 戰國時期，社會變革激烈，在思想上
產生了許多派別。請選擇兩個派別，
介紹他們的思想、立場、角度和意
見。
哪一個派別的思想和泰國的思想最接
近？
現在的泰國社會有什麼問題？你認為
哪一個派別的思想可以幫忙解決這個
問題？

課程作業，撰寫 80-
100字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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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知識框架教學設計下各單元元的回家作業

單元 題目 小題

諸子百家 一個解決泰
國問題的方
法

戰國時期，社會變革激烈，在思想上產生了許多派別。請
選擇兩個派別，介紹他們的思想、立場、角度和意見。
哪一個派別的思想和泰國的思想最接近？
現在的泰國社會有什麼問題？你認為哪一個派別的思想可
以幫忙解決這個問題？

張遷出西域 我對張騫出
使西域的看
法

為什麼張騫要訪問這些國家？
第一次張騫出使西域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次張騫出使西域發生了什麼事？
張騫出使西域后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你從《張騫出使西域》學到什麼？
你覺得《張騫出使西域》對中國的發展是正面還是負面？
為什麼？
泰國是否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北魏孝文帝 我對北魏孝
文帝改革的
看法

為什麼北魏孝文帝要這麼做？
你覺得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很順利嗎？
你覺得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會造成什麼影響？
你覺得改革的影響，好的影響多？還是壞的影響多？為什
麼？
如果現在你帶一群泰國人到中國當領導人，你也會和北魏
孝文帝的改革一樣的事嗎？

科舉制 泰國需不需
要科舉考試
制度？

魏晉南北朝，沒有科舉考試制度的時候，鮮卑人要當官，
和漢人要當官的方法是一樣的嗎？
你覺得科舉考試制度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壞處？
你覺得泰國需不需要科舉考試制度？

玄奘西遊 我對學習國
外知識的看
法

你認為漢朝的張騫和唐朝的玄奘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玄奘要去印度學習？
玄奘的一生：做和尚、穿越沙漠、拜訪佛教聖地、抄錄佛
教經典、翻譯佛教經典，你覺得什麼時候是最困難的時
候？
為什麼我們要去國外讀書？
你覺得去國外讀書比較重要？還是翻譯國外的知識比較重
要？

鄭和下西洋 我對張騫、
玄奘和鄭和
的看法

請簡單描述張騫的故事。
請簡單描述玄奘的故事。
請簡單描述鄭和的故事。
他們三個人有什麼一樣和不一樣的地方？
你喜歡哪一個人？為什麼？

64



第七章 結論與教學建議

該文本雖然以「描述」為主，但是知識本身仍能夠在知識框架裡頭的其它

知識結構進行。我們將文本依照知識框架進行 1.5個小時的教學設計如表 14，

課程後指派回家作業。

從「描述」這個知識框架來看，許多用以達成描述功能的詞彙都是動詞，

而這些動詞會反覆地出現在文本以及課程上，因此老師並不需要額外以語法講

解、練習或操練的活動去幫助學生掌握這些詞彙。相反地，老師只要專注在知

識本身，老師自然就必須使用相對應的語言形式，而學生為了掌握目標知識，

也需要掌握相對應的語言形式。這些語言形式是在自然的情況下被使用，也就

更接近真實語言的情況。除了「描述」外，其餘知識框架都可以如此進行教學

設計。在此單元下，學習者以六個知識框架作為語言鷹架去學習文本，新的單

元開始，同樣的六個知識框架會再次出現，相對應的語言形式就可以作為第二

次，甚至更多次的輸入供學生學習。

在「中國概況」課程上，我們並未對學生進行顯性的詞彙教學，而是透過

不同知識結構對相同單元內容以及相同的知識結構對不同的單元內容設計教學

活動，並在六個單元之後要求學生以 80-100字回答單元相關題目作為回家作業，

詳細題目如表 15。我們收集學生透過在知識框架學習後的作業，分析其使用的

詞彙等級。發現學生的詞彙不會受限於當下的語言程度，而使用了許多語言程

度之上的詞彙，甚至是超綱詞。

早期的在泰國大學的「中國概況」課程大多數以泰語為主要媒介語言，課

程的重點放在相關知識的學習；我們採取知識框架作為語言鷹架的方法，課程

的重點仍放在知識的學習，但是媒介語言逐漸轉向學生的第二語言，課程進行

方式更接近沈浸式教學或內容導向教學。我們在課程上進行實驗分組和測驗，

在所有組別都接受知識框架的條件，有些組別閱讀有中文和泰文的文本，有些

組別閱讀只有中文的文本，還有一些組別閱讀只有泰文的文本。兩週後的詞彙

和知識測驗結果顯示三組的成績沒有差異。在知識框架的教學設計介入之前，

二語者的母語（泰語）會幫助華語二語者學習詞彙和知識，但是當所有人都接

受知識框架後，所有人對於詞彙和知識的學習不再受到母語影響。我們可以間

接推測，知識框架對於二語者的學習有相當於母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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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新的知識時，雖然依靠母語能夠取得認知的發展，但是減少了接觸

第二語言的機會。而知識框架提供了學習者接觸第二語言的機會，同時能夠使

認知有所發展。藉由將課程的重心放在知識和認知的發展上，相關的概念自然

會成為學習者認知處理的要件。處理相關概念時，相對應的語言形式同樣是不

可或缺要件。把認知和語言、概念和詞彙交相結合之後，內容和語言的學習就

被整合在一塊。藉由知識框架的教學設計有機會將過往偏向語法或動詞的教學

介入，導向概念或名詞的學習，讓二語學習者的詞彙有所發展而提高語言程度。

藉由對華語二語者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的研究，我們有機會更清楚華

語二語者詞彙發展的樣貌。於此，我們也能夠在基礎研究之上提供相對應的教

學介入以改善華語二語者的詞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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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詞類標記集

精簡詞類  簡化標記 對應的 CKIP 詞類標記16

A  A A /*非謂形容詞*/
C  Caa Caa /*對等連接詞，如：

和、跟*/
POST  Cab Cab /*連接詞，如：等等*/
POST  Cba Cbab /*連接詞，如：的話*/

C  Cbb Cbaa, Cbba, Cbbb, Cbca, Cbcb /*關聯連接詞*/
ADV  Da Daa /*數量副詞*/
ADV  Dfa Dfa /*動詞前程度副詞*/
ADV  Dfb Dfb /*動詞後程度副詞*/
ASP  Di Di /*時態標記*/
ADV  Dk Dk /*句副詞*/
ADV  D Dab, Dbaa, Dbab, Dbb, Dbc, Dc, Dd,

Dg, Dh, Dj
/*副詞*/

N  Na Naa, Nab, Nac, Nad, Naea, Naeb /*普通名詞*/
N  Nb Nba, Nbc /*專有名稱*/
N  Nc Nca, Ncb, Ncc, Nce /*地方詞*/
N  Ncd Ncda, Ncdb /*位置詞*/
N  Nd Ndaa, Ndab, Ndc, Ndd /*時間詞*/

DET  Neu Neu /*數詞定詞*/.
DET  Nes Nes /*特指定詞*/
DET  Nep Nep /*指代定詞*/
DET  Neqa Neqa /*數量定詞*/
POST  Neqb Neqb /*後置數量定詞*/

M  Nf Nfa, Nfb, Nfc, Nfd, Nfe, Nfg, Nfh, Nfi /*量詞*/
POST  Ng Ng /*後置詞*/

N  Nh Nhaa, Nhab, Nhac, Nhb, Nhc /*代名詞*/
Nv Nv Nv1,Nv2,Nv3,Nv4 /*名物化動詞*/
T  I I /*感嘆詞*/
P  P P* /*介詞*/
T  T Ta, Tb, Tc, Td /*語助詞*/
Vi  VA VA11,12,13,VA3,VA4 /*動作不及物動詞*/
Vt  VAC VA2 /*動作使動動詞*/
Vi  VB VB11,12,VB2 /*動作類及物動詞*/
Vt  VC VC2, VC31,32,33 /*動作及物動詞*/
Vt  VCL VC1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

/
Vt  VD VD1, VD2 /*雙賓動詞*/
Vt  VE VE11, VE12, VE2 /*動作句賓動詞*/

16 斜體詞類，表示在技術報告#93-05中沒有定義，即後來增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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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VF VF1, VF2 /*動作謂賓動詞*/
Vt  VG VG1, VG2 /*分類動詞*/
Vi  VH VH11,12,13,14,15,17,VH21 /*狀態不及物動詞*/
Vt  VHC VH16, VH22 /*狀態使動動詞/
Vi  VI VI1,2,3 /*狀態類及物動詞*/
Vt  VJ VJ1,2,3 /*狀態及物動詞*/
Vt  VK VK1,2 /*狀態句賓動詞*/
Vt  VL VL1,2,3,4 /*狀態謂賓動詞*/
Vt  V_2 V_2 /*有*/
T  DE  /*的, 之, 得, 地*/
Vt  SHI /*是*/
FW  FW /*外文標記*/

COLONCATEGORY /* 冒號 */ 
COMMACATEGORY /* 逗號 */

DASHCATEGORY /* 破折號 */
ETCCATEGORY /* 刪節號 */

EXCLAMATIONCATEGORY /* 驚嘆號 */
PARENTHESISCATEGORY /* 括弧 */

PAUSECATEGORY /* 頓號 */
PERIODCATEGORY /* 句號 */

QUESTIONCATEGORY /* 問號 */
SEMICOLONCATEGORY /* 分號 */
SPCHANGECATEGORY /* 雙直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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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定義一（抽樣）（詞形）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圖 11：定義二（抽樣）（詞形）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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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定義三（抽樣）（詞形）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圖 13：定義四（抽樣）（詞形）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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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定義一（抽樣）（詞體）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圖 15：定義二（抽樣）（詞體）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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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定義三（抽樣）（詞體）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圖 17：定義四（抽樣）（詞體）的名詞佔比、動詞佔比和名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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