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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籍學習者之狀態動詞語義分析研究-

以「大」之多義性為例 
 

中文摘要 
 

本文以狀態動詞「大」之多義性為主，輔以真實語料分析、動詞詞義

的模組屬性表徵(MARVS)理論應用與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母語為法語、以

華語為第二外語之法籍學習者的問卷回饋，探討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

習者其對於狀態動詞「大」之多義性的學習難點與過程。 

本研究透過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彙整出既是高詞

頻又是多義詞之狀態動詞「大」之義項分類，並以MARVS理論進行更深

度、精確的義項分類分析，確定中文狀態動詞「大」之義項共計十二類；

同時，從線上與紙本之法漢辭典、法法詞典、法文語料庫(WoNef)中整理

出法文“grand(大)”之所有義項，確定法文狀態動詞「大」之義項共計十

類，之後將中、法狀態動詞「大(grand)」之多義義項進行對比分析、統

整，找出中、法狀態動詞「大(grand)」義項對應關係並預測法語為母語之法

籍華語學習者在這些義項上的學習難點。最後，透過紙筆測驗的問卷設計找

出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對於狀態動詞「大(grand)」之義項認知情

形，從題目與受試者兩大面向分析並歸納其在多義詞「大(grand)」義項的學

習難點，希冀能找出以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在多義詞義項教學上最

佳的教學脈絡與方式，供華語教學者與教材編輯者參考，在教學或教材上能

更符合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的需求。 

 

關鍵詞：狀態動詞、多義詞、對比分析、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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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analysis of Stative verb by French 

learners- A study of polysemy “big”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we mainly use ambiguous "Big" as stative verb, 

supplemented by true corpus analysis and The Module Attribute Representative of 

Verbal Senantives (MARVS) to research participants: Feedback from French 

native speakers and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who are learning French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To explore the difficulty and process of polysemy for French 

native speakers when it comes to learning Chinese in stative verb – Big. 

Through the Acadeb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andarin Chinese and 

Dictionary of Chinese, it sorts out the sense categories of stative verb –Big, which 

include both high frequency words and polysemous words. Futhermore, MARVS 

theory brings out deeper and more precis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of the sentiment 

to determine the Chinese stative verb- Big in a total of twelve catego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French-Chinese dictionary and French-French 

dictionary sorted out all the meaning of the French "grand", determining the 

French stative verb – Big in a total of ten categories. W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grand", a Chinese and French stative verb as well. We also found 

out the correspondence in the meaning terms of the Chinese-French verb "grand". 

Furthermore, we predicted the learning difficulties of Chinese learner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French on these meanings. Finally,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we found out 

how the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stative verb "grand". From two aspects of the 

quiz and the participants, we are able to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learning 

difficulties of the polysemous "grand." 

We hope to find out the best teaching context and method for both French 

native speakers and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who are learning French in 

polyse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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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hinese teaching staff and textbook 

editors in order to help French native speakers to learn Chinese better. 

 

Keywords：Stative verb, Corpus analysis, polysemy, contras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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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字(詞)多義為詞彙語義學中相當特殊且重要的議題，過去研究該議

題的學者相當多，因此對於多義詞的定義也眾說紛紜。從廣義而言，一

詞多義(polysemy)是一個字詞具多種意義的表現性質(Lyons, 1977；李菁菁

2014)；以狹義而言，所謂的多義詞為一個字詞具備兩個或兩個以上意義且

意義間具密切關係，同時辭典編撰者會將多義詞其各種意義列於相同詞條

中，以便比較彼此間的共同成分或該字詞過去的歷史演變(Allan, 1986、Saeed 

2000、Lyons, 1977)，而中文動詞裡便存在許多既是高詞頻的字詞同時又是

多義詞，如狀態動詞「大」，其字義可以說明外顯層面的體積與面積，也可

以說明內省層面的深度與廣度。所謂的中文動詞是指一個句子的句法、語義

結構的重點核心(Levin, 1993)，即一個句子中動詞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且

會受到句中其他成分所傳遞的信息影響進而產生其他語義，其中，狀態動

詞更是漢語語言學中十分特別且獨有的現象，因此，中文狀態動詞在華語教

學上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若該狀態動詞同時又是多義詞，那麼從華語教學

角度而言，如何讓華語學習者能在一個句式中，正確辨認與使用多義詞，實

為華語教學中重要課題之一。 

本研究欲瞭解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在學習狀態動詞多義性之

過程與順序，故先透過中研院平衡語料庫1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2彙整出

既是高詞頻又是多義詞之狀態動詞「大」之義項，同時從法語辭典3中整理

出法文“grand(大)”之義項，而後進行中法狀態動詞「大(grand)」之義項

間的分析與對應，透過問卷設計找出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對於狀

態多義動詞「大」的義項認知情形，進而分析並歸納其針對多義詞義項的學

習順序，以期找出針對母語為法語的華語學習者在多義詞義項教學上的脈絡

與方式，供華語教學者與教材編輯者參考。 

 

                                                   
1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標記與料庫4.0版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mkiwi/kiwi.sh) 
2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

bin/cbdic/gsweb.cgi?ccd=FIjp.P&o=e0&sec=sec1&index=1) 
3 LAROUSSE 

(http://www.larousse.fr/dictionnaires/franc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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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中文裡，有一類僅中文特有、表動作行為的詞類，然而並不等於中

文語法裡廣泛而言的一般動詞，但它包括動詞中相當多的一部分，是指

表示人或物的活動型態而能充當謂語的那些詞，即所謂的狀態謂語(符淮

清，1996)。狀態謂詞主要用於描述事物的狀態，屬於語法範疇中動詞內

具備「狀態」義的詞語，其語義、句式呈現是為了組織顆粒度更縝密的

詞彙語義概念(陳萍萍，2011)。而狀態謂詞又可以再細分為狀態動詞與狀

態形容詞，狀態動詞強調事物活動變化的態勢；狀態形容詞則說明事物性質

的情況(范曉，2003)。狀態動詞在中文語法中對於事物活動變化的描述，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其細膩的語義特徵用以說明描述對象的狀態改

變，實屬句子成分中相當特殊的一部分，正因為狀態動詞的多義詞詞義特

性與其在句子中的語法特殊性，對華語學習者而言亦是學習難點之一，故本

文將以狀態謂詞中具「狀態」語義且強調事物變化形態的狀態動詞為研究

重點，選定屬於高詞頻同時亦是多義詞的狀態動詞「大」，深入探討以華

語為外語之學習者對於多義動詞認知順序與情形。 

在華語教學上，不論是課堂教學或教材編寫方面，中文狀態動詞對於以

華語為外語之學習者而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語法，學習者必須學會狀態動詞

的使用方式，才能避免過度氾濫使用一般動詞「是」字。從本研究者過去的

華語教學經驗4中，常可以看見學習者在一堂課程中，至少出現兩到三次一

般動詞「是」的錯誤用法，然而以華語為外語的學習者而言，不論國籍、年

齡最常出現的語法偏誤即是不知道該句子其實已經有狀態動詞，卻又另外加

入一般動詞「是」，造成句子中出現過多的動詞，舉例如下： 

 他「是」很大，可以自己解決很多事情了。 

 我的工作壓力「是」很大，你不要再來搗亂! 

此外，在教材撰寫上，法國白樂桑教授編撰《漢語語言文字啟蒙》(2009)一

書，第一課「中國很大」即談到狀態動詞的使用，並將其列為第一課重要

語法點，說明狀態動詞對於以華語為外語之學習者的重要程度。若狀態動詞

                                                   
4 *這個蘋果是很大、*如果天氣是很好，我要去打棒球 

(學生為德國籍/45 歲/使用的教材為《當代中文課程一》/語料紀錄時間 10/20 上午九

點至十一點/語料記錄地點 台灣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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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為多義詞，則對於以華語為外語之學習者而言，將是一大挑戰，因為

該狀態動詞將會受到句中其他成分傳遞的信息影響而出現其他不同語義(許

尤芬，2012)，以華語為外語之學習者該如何判斷、理解並正確使用，為狀

態動詞多義性的教學重點核心。然而以華語為外語之學習者可能因為其背

景、環境、語言等因素，在狀態動詞多義性的學習上出現不同的學習難點

或困境，因此本文將研究對象聚焦於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從中

整理出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在狀態動詞多義性的學習依序、模式

與共同難點。 

    本研究將分析並比較中、法狀態動詞「大(grand)」之多義現象，同時透

過紙筆測驗的問卷設計，深入瞭解以法語為母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對於狀態

動詞多義性的認知情況與理解程度，彙整出以法語為母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

在狀態動詞多義性學習上之難點，以期提供未來華語教師與華語教材編寫者

參考，在狀態詞多義性的華語教學課堂設計或教材編撰上能更符合本研究對

象之需求。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從語料分析、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三大面向進行狀態動詞多

義性之探討，論文共計八章，章節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 緒論：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並且建構整篇論文之研究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從多義詞(polysemy)、歧義詞(lexical ambiguity)與同形

異義詞(homonyms)之分辨聚焦於多義詞(polysemy)的過去文獻研

究，同時探討過去前輩對動詞之分析，最後再深入探究本研究所

使用的理論(MARVS)其背景與過去研究應用成果。 

第三章 研究計畫與目的：透過第二章節回顧前人研究整理，找出本研究

之創新研究議題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第四章 「大」語料分類與分析：從中文與法文兩個語言分別分析兩者語

言中狀態動詞「大(grand)」的多義性，進行義項分類並結合中文

「大」與法文“grand”的詞義對比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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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驗設計：說明本研究之實驗步驟與實驗結果之統計數值。 

第六章 綜合討論：分別由受試者與題目兩大角度探討本研究實驗結果，

彙整出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在狀態動詞多義性學習上的

難點與弱點。 

第七章 結論：回顧本研究之研究重點並歸納本研究之研究成果，同時提

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情況。 

 

 

 



5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議題與多義詞(polysemy)、狀態動詞(Stative Verbs)

相關，所依據的研究理論為動詞詞義的模組屬性表徵 (The Module-

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 MARVS)。故本章將深入介紹

本研究依據的主要理論以及關於多義詞與狀態動詞的相關研究。 

    本章將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歧義詞 (lexical ambiguity)、多義詞

(polysemy)與同形異義詞(honomyny)之關係；第二節探討多義詞(polysemy)

的定義與其過去相關的研究；第三節探究動詞過去相關研究並針對狀態動

詞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文獻回顧；第四節則探討本研究使用之理論：

MARVS理論，一套關於分析動詞詞彙語義的屬性表徵。期望透過前人的

研究與貢獻，發掘第三章關於本研究的研究議題。 

 

第一節 歧義詞、多義詞與同形異義詞之區辨 

    在語言學領域中，學者們經常一同探討歧義詞、多義詞與同形異義

詞的差異性。上述前兩者從表層定義而言，皆可被廣泛說明為一個詞的詞

義在定義上是不清楚、模糊的，意即兩者皆可被說明一個詞具兩種或兩種以

上的詞義。因此，深入探討多義詞前，本節將先釐清並說明歧義詞、多義詞

與同形異義詞的關係。 

    Frawley(1992)將「歧義」定義為「單一又清楚的語言形式(a single overt 

form)而且明顯具有兩種以上意義」，這裡所謂的語言形式包括詞彙(words)、

詞組(phrases)、句子(sentences)與語法結構(grammar structural)，其中，當句

子裡因為某一詞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詞彙語義(多義詞或同形異義詞)而導

致句子有兩個以上不同的句義時，即稱為詞彙歧義(words ambiguity)。而

Chinese Wordnet(2010)則更進一步聚焦、單一說明歧義詞的定義，即一個

完整的詞彙或句子可以被界定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意思，如「關門」
5
該

詞在詞義上可以被表示成可以被界定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意思。實質上，

上述定義無法完整解釋多義詞與同形異義詞之間的差異，然而卻可以從中

發現歧義詞的語義概念屬於較廣泛的統稱，而多義詞與同形異義詞屬於歧

                                                   
5 更詳細的說明將呈現於表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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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詞之下需更詳細的探討才能區分。故正如Lyons(1977)所提出之論點：歧

義詞屬於廣義的多種詞義現象，其可以再藉由詞義間是否具關聯性進而

細分多義詞與同形異義詞，若該詞具歧義現象、單一表徵形式同時彼此義

項間具相關聯性的，即可被稱為多義詞；反之，若該詞具歧義現象、多重

表徵形式同時彼此義項間是不具任何關聯性甚至詞性也完全不同，便可

以被歸類為同形異義詞，如圖 二-1所示。 

圖 二-1 歧義詞、多義詞與同形異義詞三者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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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歧義詞、多義詞與同形異義詞三者之例句與說明 

 歧義詞 多義詞 同形異義詞 

實
際
例
子 

關門 吃豆腐 Bank/火爆 

1. 將門關上 

如：颱風要來了，你快去把關

門並鎖好。 

2. 商店歇業或暫停營業 

如：現在才晚上八點，許多商 

店卻都關門了 

1. 口中咀嚼豆腐 

如：妹妹在餐桌上一邊吃豆腐 

一邊看電視。 

2. 佔人便宜，若用於男女關係則

有男方對女方做出不禮貌的行

為之義。 

如：女孩子要小心職場性騷擾

許多心懷不軌的人可能會趁機

吃豆腐。 

Bank 

1. financial institution 

Ex. I want to open an account 

at a bank. 

2. edge of a river 

Ex. They stood on the river 

bank to fish 

 

※中文裡類似的例子：火爆 

1. 個性急躁、易怒 

如：他的個性很火爆，所以    

很多人不敢與他親近。 

2. 某事如火如荼地進行 

如：這起誹聞最近在網路上   

很火爆，許多人都在議論。 

說
明 

一個詞具有兩種，同時廣義而

言可以被歸類於歧義詞。 

上述兩個意義是有相關性的。

在中國湖南地區，喪家所準備

的飯菜中以「豆腐」為主，故

在當地，去喪家吃飯稱之「吃

豆腐」。而有些人會厚臉皮地

在治喪期間不斷地去吃飯，故

後來延伸為佔人便宜之意。 

上述例子中的個別兩個意

義，不僅意義不同連詞性也

完全不同，同時義項間並無

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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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圖(圖 二-1)清楚瞭解三者的關係與定義後，再輔以上表(表 二-1)

三者各別例句的詳細說明，以期能更加釐清歧義詞、多義詞與同形異義詞

之不同，故以下將更聚焦於探討多義詞定義與其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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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義詞定義與相關研究 

透過上圖(圖 二-1)的呈現，可以看出多義詞在定義上的核心重點：(1)

屬於單一表徵形式、(2)詞義義項之間具關連性，此後許多學者開始針對多

義詞提出更完整的說明同時從義項間關聯性的角度進行探討，由於探討多

義詞之學者眾多，故本研究彙整經常被提及與引用的學者以及其提出的觀

點，以便更具系統性地瞭解多義詞的定義，如下表(表 二-2)所示。 

表 二-2 學者對於多義詞之定義 

學者 多義詞的定義 

Zwick & Sadock(1975) 一個詞具有不同意義但每個意義間具關連性 

Sweetser(1986) 一詞多義為單一語言形式而且具有一套既相關但又具

區別性的義項 

Taylor(1989) 一個詞彙同時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關聯的解釋 

Saeed(2000) 多義詞是指義項間關聯的詞，並且辭典編撰者會將多義

詞的詞義列入相同詞條中，顯現出其義項間的共同成分

與特色、該詞的歷史淵源及演變等 

 

上表(表 二-2)所有定義皆打破傳統語義學對於多義詞的概念，即認為多

義詞各個意義間是沒有任何關連性的。因此，多義詞義項間是如何展現其關聯

性與區別性則成為後來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研究多義詞之核心概念。 

趙豔芳(2001)曾提出多義現象概念，即是人類利用認知手段(如轉喻或

隱喻)，讓一個詞的基本詞義或中心詞義向外延伸出其他義項的過程，屬

於人類認知範疇與概念化的結果。因此，近年來，許多學者們開始從認知語言

學角度研究多義詞，其中多以概念譬喻、轉喻與意象圖式角度切入，正如以下

將先說明前述三者的定義，再以表格形式呈現過去從這些角度切入多義詞研究

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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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念譬喻(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Lakoff & Johnson(1980)認為語義延伸的本質為譬喻(metaphor)，進而

提出概念譬喻理論，主張以另一件事物描述某一件事物，是由各種領域間

相互映射的結果，如時間是金錢、人生如戲等，由此也就說明譬喻不僅只是

學習語言用辭的方式，也是人類概念系統化的一部分，人類必須透過譬喻

(metaphor)、轉喻(metonymic)兩種方式並融合自身經歷與體驗以形成人

類語言的概念認知系統。當一個詞從某一領域投射至另一領域時，在這過程

中會摻入各式因素，包含人的身體與社會互動後的經驗與體驗、人的心理狀

態、人所處的社會文化與價值觀以及人的大腦認知發展等，透過這些因素進

而能理解並瞭解新的義項，故Lakoff(1993)認為概念譬喻的中心論點某種程

度上可以說是體驗論(experientialism)；Sweetser(1990)同樣主張概念譬喻就

是語義延伸的主要建構模式(major structuring force)。 

 

二 轉喻(Metonymic) 

Lakoff & Turner(1989)轉喻與概念譬喻相似，皆是說明語義延伸的過

程，兩者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概念隱喻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領域的映

射，而轉喻只出現於同一領域中，即同一個經驗域的映射，而Ahrens et 

al.(1998)認為轉喻延伸是由基本義(origin)為核心的語義向外延伸之概

念，而這種語義延伸可能是部分代替整體或整體代替部分的現象，如「這把

剪刀很利」，便是用剪刀(整體)代替刀鋒(部分)的語義延伸現象。 

 

三 意象圖示(Image Schema) 

Lakoff & Johnson(1987)主張人與社會中的其他人事物接觸時，會記

憶曾經反覆出現的事件軌跡或生活經驗，進而在認知上歸類出一系列的

意象圖示，故所謂的意象圖示是經由體驗者過去的經驗、認知而形成；而

Langacker(1987)則提出語義結構可以從意象概念表示，即人們可以從意象

圖示掌握該詞之詞義。因此，認知語言學角度包含概念隱喻、轉喻或是意

象圖式，其旨在於將抽象意義具體化(蕭惠貞，2013)，而其理論背景多為

框架理論或原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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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3 歷年學者探究多義詞義項關係之角度彙整 

 

透過上表(表 二-3)可以看出多義詞的研究近乎從認知角度著手，其

中，因為動詞的多義性較為複雜，故關於「動詞」之語義延伸的探究，仍然

屬於較新穎的研究方向，如羅云普(2011)研究「放」；許尤芬(2012)對於

「發」之研究；歐德芬(2013)對於「看」之研究；蕭惠貞(2013)研究「洗」

字；黃奕寧(2015)研究「吃」與「發」等。 

而上述這些研究除了探究多義詞間的義項關聯性外，同時也想解決華

語學習者在詞彙學習上的難點，因為越高頻的詞彙，其義項可能越加繁雜，

正如狀態動詞「大」，因此該如何正確辨認與使用所學習的詞彙，實為華語

為第二外語學習者之難點(蕭惠貞，2013；邢志群，2011；張博，2008)。 

 概念譬喻 轉喻 意象圖式 

Lakoff & Johnson(1980) ˇ  ˇ 

Langacker(1987)   ˇ 

王文斌(2001) ˇ   

吳恩峰(2004) ˇ   

張建理(2005) ˇ   

Littlemore(2009) ˇ   

蔡惠玲(2009) ˇ ˇ  

羅云普(2011) ˇ   

許尤芬(2012) ˇ ˇ ˇ 

歐德芬(2013) ˇ ˇ  

蕭惠貞(2013) ˇ ˇ ˇ 

周瑜珊(2015) ˇ ˇ  

梁雨晨、李天賢(2015) ˇ ˇ ˇ 

黃奕寧(2015)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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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動詞分類與研究 

對於動詞一般的歸類方式分為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而不同的學派

在分類上的名稱也有所不同，如下表(表 二-4)所示。及物動詞與不及物

動詞差別性在於及物動詞後須加受詞，相反地，不及物動詞後則不加受

詞，而本研究要探討的狀態動詞屬於不及物動詞中的一個類項。然而，如

此分類方式過於簡略，故以下將更深入的理解動詞分類與狀態動詞定義。 

 

表 二-4 學者對動詞分類的各種方式 

 

 

 

 

 

 

 

 

一 動詞定義 

    Jespersen(1924)：「動詞能賦予整個結構一種特殊的完成感，能傳遞

一則或多或少或完全的信息，這是句中其他成分如名詞、形容詞所無法呈

現的，意即動詞可以賦予一種生命力。」；Robins(2000)：「動詞指明涉

及某個事物或某個人的動作」透過先前的研究，便可看出動詞的定義與其

重要性。呂叔湘(1992)將漢語詞類分為七大類，分別為動詞、名詞、形容

詞、限制詞(副詞)、指稱詞(代詞)、關係詞、語氣詞，其中動詞與形容詞

分別為兩個主要大類，故彼此間應該是完全不同的屬性，然而，同一本書

裡(1992)卻又提及動詞中仍有一部分可以用來像形容詞，反之，形容詞中

也有部分可以用來當作動詞，甚至有許多是字同時兼具形容詞與動詞的性

質，另外，有一類表示心理變化的字，如喜、怒、哀、樂等，應該也歸類

於動詞中。故動詞不僅重要同時也是七大詞類中數量最為龐大的一類。 

動詞分類 主張該分類之學者 

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 趙元任(1968) 

Liand Thompson(1968) 

袁毓林(2010) 

行動動詞、靜態動詞 李英哲(1971) 

狀態動詞、動作動詞 曹逢甫(1990) 

動作動詞、靜態動詞、變化動詞 鄧守信(2009) 
 

 

 

 

 

 

 

 



13 

 

二 動詞分類 

    關於漢語詞類中的動詞，實則上可以再細分。而不同的學者會從不同

的角度分析動詞，以下將介紹兩者最主要的動詞分類方法。 

(1) 趙元任(1968)動詞分類系統 

以下為作者根據趙元任(1968)的動詞分類系統所統整的表格： 

 

表 二-5 趙元任動詞分類法 
 

 

 

 

 

 

 

 

 

 

 

 

 

 

 

 

 

 

 

    透過上表(表 二-5)可以看出，趙元任(1968)將動詞主要分為動作動詞與

性質動詞，兩者皆又細分及物與不及物，分類準則並非根據動詞是否帶賓

語決定，而是帶何種賓語所決定。趙元任(1968)指出不論及物動詞或不及物

動詞其實皆可以帶賓語，但不及物動詞所帶的賓語有其限制性。此一觀點

對於賓語的定義只建立於表層結構上，只要出現於動詞後的名詞即稱為賓

語，然而從深層結構來看，關於不及物動詞所能接的賓語實際上都不是動詞

所及的內容或影響的對象，故嚴格來說不得將其視為不及物動詞後所能接得

賓語，僅能將其視為動後名詞。 

 

 動詞分類項目 

1 不及物動作動詞(Vi) 

2 不及物性質動詞或形容詞(A) 

3 狀態動詞(Vst) 

4 及物動作動詞(Vt) 

5 及物性質動詞(VA) 

6 分類動詞(Vc) 

7 是 

8 有 

9 助動詞(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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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ng(1974)漢語動詞分類 

Teng(1974)針對漢語動詞進行分類時，依據來源分別為三位學者之理論： 

A  Fillmore(1970)的格語法理論(case grammar)：即一個句子中動詞與其他

成分之間的關係。 

B Lakoff(1970)的特徵結合論（feature incorporation）：即針對動詞其語義

是動態或是靜態，進而各自區分為一類，如「跳」、「跑」為動態類別，而

「唱」、「摸」為靜態類別。 

C Chafe(1967)的動詞中心說理論（verb-central）：其中，Chafe(1967)提

及動詞因其性質可以分為「動作」、「狀態」與「過程」三類，而第

三類動詞理論即是過程動詞理論。 

    Teng(1974)從中發現Lakoff(1970)所提出的相對語法理論，實際上無

法說明某一類動詞的現象，即某些動詞無法被歸類，如「死」、「老」、

「怒」、「恨」等，故必須建立第三個動詞類別，清楚定義並規範這些較

具抽象性語義的動詞，故Teng(1974)的漢語動詞分類為動作動詞、狀態動

詞與變化動詞，如下圖(圖 二-2)所示。 

 
 

 

  

 

 

 

 

 

 

 

 

 

 

圖 二-2 Teng(1974)漢語動詞分類法 

    實際上，後來許多學者在動詞分類上大致參照這樣的分類方式(李英

哲1971、曹逢甫2009、鄧守信2009、袁毓琳等2010)故動詞屬整個詞類系統

中的一部分，而動詞的次類大項為動作動詞、狀態動詞及變化動詞，下

一小節將探討動詞次類大項中，狀態動詞之定義、特徵與相關研究。 

不
及
物
動
詞 

及
物
動
詞 

不
及
物
動
詞 

及
物
動
詞 

不
及
物
動
詞 

及
物
動
詞 

變化動詞 狀態動詞 動作動詞 

動詞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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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狀態動詞 

狀態動詞為動詞的一類，故本身便會同一般動詞一樣，受到句中其他

成分所傳遞的信息影響而產生其他語義(許尤芬，2012)。經由Teng(1974)

對於動詞分類的方式(圖 二-2)，可看出狀態動詞分成及物狀態動詞與不及

物狀態動詞，而不及物狀態動詞正是所謂的狀態形容詞(許秀霞，2008)，如

「大」、「好」、「多」等。 

關於及物狀態動詞與不及物狀態動詞之詳細語義、語法特徵，本研究

參照Teng(1967)與范曉(2003)對狀態動詞之分析，將其彙整並呈現於下

表(表 二-6)。 

表 二-6 狀態動詞研究之整理 

 

    透過上表(表 二-6)說明狀態動詞中又可分為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

(狀態形容詞)，而兩者間有其差異性同時又可再繼續細分，其中，不及

物動詞中的比喻式狀態形容詞即為本研究之探討重點。 

 及物狀態動詞 不及物狀態動詞 

定義 事物活動變化的狀態 事物性質或屬性的狀態 

語義特徵 又可細分兩類： 

1. 活動動詞：表示某種事物活動態勢或

形狀。如他的腳受傷了          

2. 隱現動詞：表示事物的出現或消失，

即事物從有到無或從無到有的變化狀

態。如他今天沒出現 

又可細分兩類： 

1.摹狀式狀態形容詞：利用摹

狀方法來表示事物的狀態。

如困難重重 

2.比喻式狀態形容詞：利用比喻的方式 

說明事物的狀態。 

如世界很大 

語法特徵 1.僅作謂語 

2.前面可加入否定副「沒」表示未實

現後面可加入「了」表示已實現 

1.可做謂語或定語 

2.前面不可加入否定副詞「沒」

後面不可加入「了」 

3.僅作定語時，不受「很」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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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MARVS理論 

本研究所探討的狀態動詞「大」不僅具多義性同時也具歧義性，故單

純從中文詞彙網路、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與中研院平衡語料庫中看狀態

動詞「大」之義項，在義項分類仍不夠精確，為了強化分類的區別性，

本研究將從狀態動詞「大」的詞義內部結構進行探討，故選擇動詞詞義

的模組屬性表徵理論(MARVS)為本，作為探討狀態動詞「大」的詞義內

部結構之核心理論。 

MARVS理論，指的是動詞詞彙語義的模組屬性表徵(The Module 

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nantics (MARVS))理論，這是一套分

析中文語料裡動詞詞彙語義的表達模組。在MARVS理論中，動詞的每個

詞義都是由某一事件訊息結構(Event Information)表達，而創造某一事件訊

息結構的來源則包含兩個不同型態的模組：事件結構模組(Event Modules)與

論元角色模組(Role Modules)，兩者又各自與兩種不同屬性連結，分別為

事件內部屬性(Event-Internal Attributes)與論元角色內部屬性(Role-Internal 

Attributes)(Huang等， 2000；Chung和Ahrens，2008)。因此，事件訊息

(Eventive Information)是被附屬在動詞的詞義(Sense)，動詞有不同的詞

義，將有不同的事件訊息。整個理論框架如下圖(圖 二-3)所示： 

 

 

 

 

 

 

 

 

 

 

 

 
 

 

 

圖 二-3 Eventive information in MAR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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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針對事件結構模組(Event Modules)與論元角色模組(Role 

Modules)詳細說明其概念意義。 

 

一 事件結構模組和事件內部屬性 

事件內部屬性(Event-Internal Attributes)指和語義屬性有關的事件，其

附屬事件結構模組(Event Modules)中，同時事件內部屬性與事件自身的語

義是相互具關連性的，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這個論點從事件內部屬性探討

狀態動詞「大」之詞義內部屬性。 

 

二 論元角色模組和論元角色內部屬性 

論元角色包含事件所聚焦的論元，即語義角色。通常會包括所有必要

的論元角色然而也可以包含一些具選擇性的論元角色或附加修飾語(Huang 

等，2000)，關於這些常被提及且考慮的論元角色為：主事者(Agent)、原

因(Cause)、起因者(Causer)、對照(Comparison)、經驗者(Experience)、目

的 (Goal)、工具 (Instrument)、增加主題 (Incremental Theme)、位置

(Location)、所在地 (Locus)、方法(Manner)、範圍(Range)、接收者

(Recipient)、來源(Source)、目標(Target)、主題(Theme)等。這些主要論

元被用來說明在論元角色模組中如何與其他某些具選擇性的論元或附加修

飾詞進行搭配。其論元角色的內部屬性即為上述常被提及且考慮的論元角色

的內部語義，如感受(sentience)、設計(design)、影響(affectedness)。因

此本研究將針對從論元角色的內部屬性(Role-Internal Attributes)討論狀態

動詞「大」之詞義相關的內部論元角色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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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計畫與目的 

經由整個第二章節的文獻回顧，可以歸納出先前的多義詞研究皆以

Lakoff(1980)為首所提出新的認知心理學之三大視角，分別為概念譬喻、

轉喻與意象圖示，進行多義詞的研究與分析，而這些研究又可以細分為兩

大研究目標：以華語文教學為導向，包含教材檢視、教學建議(蔡惠玲，

2009；許尤芬，2010；歐徳芬，2012；蕭惠貞，2013；周瑜珊，2015)與

以漢語語言本體分析為主(王文斌，2001；吳恩峰，2004；梁雨晨、李天

賢，2015)。然而以華語教學為主的多義詞研究，本研究認為最主要的研究

目標在於如何解決或理解華語學習者在詞彙學習上的難點，讓以華語為外語

之的法籍學習者能正確了解每個詞彙的多種義項，同時懂得如何運用得當。 

藉由回顧過去的研究，發現聚焦於單一國籍學習者之多義詞學習的文

獻，不僅數量較少同時多以美國地區為主，即多為英漢多義詞之對比分析研

究(陳佳，2003；王桂花，2008；張瑞華，2008)，針對歐洲華語學習者在

多義性詞彙學習上的研究較為匱乏，故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核心價值在於

期望能從中法多義詞對比分析後，試著找出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在

中文多義詞學習上的難點與偏誤，進而完善目前針對母語為法語之法籍人士

所使用的教材或教學方式。 

故本章除了提出本研究之研究議題與目的，同時也將提出本研究之研究

計畫、時程與實驗設計內容。以下分別為第一節研究議題；第二節研究目

的；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步驟與第四節語料來源介紹。 

 

第一節 研究議題 

根據中文詞彙的特性，一般而言，越高頻的詞彙，其義項可能越加繁

雜，同時若該詞彙又是以華語為第二語言之學習者較難掌握的狀態動詞，常

常成為在華語學習上最大的難點(蕭惠貞，2013；邢志群，2011；張博，

2008)。故本研究依據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的數據統計結果，挑選狀態動

詞「大」成為本研究針對中法學習者之多義詞對比分析的語料。透過第二章

節的文獻回顧與第一章節本文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核心議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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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狀態動詞「大」與法文“grand”之多義現象的類別比較狀況? 

(二) 對於以法語為母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而言，對於中文狀態動詞

「大」之多義類別的使用情況? 

(三) 以法語為母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為主，中文「大」之狀態動詞多 

義類別之華語教學順序?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不論是教材或是華語學習者在課堂中的實際回饋，皆一再突顯出狀態

動詞多義性之學習難點在華語教學中的重要性、困難度與複雜性，因此，本

研究認為針對狀態動詞多義性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悉有其必要性，以期提升

華語學習者在狀態動詞多義性上的學習效率並在教材編寫上更符合教學者與

學習者雙方的便利性。 

透過第二章關於狀態動詞文獻回顧、第四章語料分析與第六章法籍華

語學習者之問卷回饋與統計，期望未來在教學中，更能增加學生對於狀態動

詞的理解並協助其提高使用的正確性；在教材上，針對狀態動詞語法編寫上

能更適切地讓學生知道如何運用。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過去尚未出現針對語料庫中的狀態動詞「大」之相關研究，亦無關

於語料庫「大」之詞類分布情況，故本研究將從語料庫著手，進行分析與統

整，期望能對語料庫中的狀態動詞「大」的多義現象做更全面、完善之剖析

研究，故本研究採文獻研究法與語料庫分析法。 

關於本研究之語料相關來源與分析情形，將於下一節探討，以下為本

研究之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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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研究步驟與方法 

 

第四節 語料來源介紹 

本研究的中文語料來源為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而初步的詞類分類

依據則採用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成語辭典；法文語料來源則為新漢法大辭

典、法法辭典以及法文語料庫WoNef。以下將針對中文的平衡語料庫、中文

詞彙網路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以及法文的漢法大辭典、法法辭典、法語助

手與語料庫，進行詳細介紹。 

 

一 中文語料來源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簡稱中研院語料庫 Sinica Corpus)，所蒐集

的文章為1981年到2007年之間，是一個包含一千多萬目詞的帶標記平衡

語料庫。自2013年起，將一千多萬目詞的帶標記平衡語料庫開放對外查

詢，其所蒐錄的資料來自各種不同語式(如書面語、演講稿)、各種不同文

體(論說、敘述)、各種不同媒體(報章雜誌、網路、書籍)與各式不同學

科(藝術人文、自然科學、生活哲學等)。整個語料庫中共含括19,247篇文

章、1,396,133句數、11,245,330個詞數(word token)、239,598個詞形(word 

type)與 17,554,089 個字數(character token)。 

 

中文詞彙網路2.0版(Chinese Wordnet 2.0) 

中文詞彙網路(Chinese Wordnet 簡稱中文詞彙網)，為中研院2003-

2010之計畫，目的是在提供完整的中文詞義(sense)區分以及成為詞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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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關係知識庫，即在一個完整的系統下兼顧詞義與詞義間的精準表達。而

在中文詞網中有兩個很重要的核心元素，一為以詞義為根本的詞彙分組，二

為連繫整個詞彙分組的語義關係，透過這兩個要點進而組成一個繁複嚴密的

詞彙網絡。中文詞網於2006年開放查詢，其所收錄的詞條(entry)是以現代

常用漢語為範圍，不收錄古代漢語或現已不用的詞彙，目前整個資料包

含10,363個詞目與27,271 個詞義。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目前最新為2015年第五版試用版，此辭典目的

在於讓所有教學者及對歷史語言有興趣的研究者及一般民眾能有一個具

公信力又標準的字詞查詢平台。其收錄古代至現代各類詞語，兼採傳統音

讀，並援引文獻書證作為例證，目前統計所收錄的字詞僅至2007年第四

版：總筆數為166,176(含單字筆數、異體字與語詞紀錄筆數)；網路光碟

第三版：總筆數為165,930(含單字筆數、異體字與語詞紀錄筆數)。 

 

 

二 法文語料來源 

《新》法漢大辭典 

《新》法漢大辭典由最初的法漢大辭典改編而成，刪去詞目中的人名、

地名及不常用的說略詞，同時新增少數詞目，故總詞目數在一增一減的情況

下基本上保持不變，約為七萬多條詞目。範圍包含一般日常生活詞語外，還

涵蓋其他領域如音樂、藝術、經濟等相關詞彙以及近年來的新生詞彙。詞目

囊括範圍更廣，因此更適合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使用，故成為台灣法語學習者

常使用的一本工書。 

 

法法辭典《LA ROUSSE》 

《LA ROUSSE》是法國最著名的免费在線百科全書和法語字典，為

多數法語學習者常用的學習工具。該辭典共收錄135,000個定義解釋、

6000篇文章以利法語學習者能盡量避免某些法文錯誤、92,000個同義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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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反義詞以及15,000個同形異義詞，故此辭典成為多數法語中高級以上

學習者最常使用也不可缺少的法法辭典。 

法語助手 

從最原本的「輕鬆查變位」版本，到現在融法語辭典、變位查詢、法語發

音、單詞舉例為一體的綜合性學習教育軟體，《法語助手》成為多數法語學習

者必備的工具，同時也是單辭量最大(詞條量約354,439)的中法互譯辭典線上

軟體。《法語助手》從2001年開始，始終專注於法語學習領域，不斷更新

完善，已經先後推出了7個主要版本，最新版本為8.2.1.2，成為法語電子詞

典的標準。除了《法語助手》電腦軟體外，同時另外開發了《法語助手》掌上

型電腦版和智慧手機版，方便了赴法留學人員的使用，受到了法語工作者以及

赴法留學生的肯定。 

 

WoNef 

    法文版的Wordnet，整個語料庫的來源皆於2014年翻譯Wordnet 3.0而得之。

所有存在於Wordnet 3.0的詞義、詞類皆翻成法文，並且免費提供給所有法語人

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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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語料檢測與分析結果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議題與中文狀態動詞「大」、法文“grand”語料檢

驗、分析相關，故本章將深入說明本研究對於中文狀態動詞「大」、法

文“grand”之檢測、分類結果。 

本章將探討中文狀態動詞「大」之語料整理與歸納狀況以及法文

“grand”義項分類結果，同時針對中文「大」與法文“grand”的詞義進

行對比分析，以期能預期法籍中文學習者之學習順序與難點。以下分別為

第一節中文「大」之義項分類、第二節法文「大」之義項分類以及第三節

中文「大」與法文“grand”的詞義對比分析。 

 

第一節 中文「大」之義項分類結果 

本節將透過中文詞彙網路2.0版(Chinese Wordnet 2.0)、教育部國語辭典

以及中研院平衡語料庫看中文狀態動詞「大」之義項分類，最後再由MARVS

理論檢測出更精準、深入的義項分類結果。 

 

一 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國語辭典-狀態動詞「大」之分類

結果 

結合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其對於「大」之詞義義

項，共可分為十二類
6
，分別為：(1)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數量(數

目) (3)懷孕 (4)時間 (5)排序(年紀、排行、成熟) (6)尊稱 (7)重點(重

要、主要) (8)力量(強度) (9)程度(深度) (10)程度(廣度) (11)煩惱 (12)

搬弄是非，這些分類義項即為下一節語料分類之依據來源。 

下表(表 四-1)將呈現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國語辭典對於「大」這十二

類的義項說明，上述的分類義項說明即為下一節語料分類之依據： 

 

 

 

                                                   
6參照《同義詞詞林》梅家駒等(1993)對於「大」之義項的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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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國語辭典對於「大」之義項說明 

 中文詞彙網路 教育部國語辭典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定義： 

形容體積、容積、面積超過比較對象。 

定義： 

形容體積、面積、容量超過一

般，或超過比較的對象。 

例句： 

賣茶的老闆說選擇杯子也很重要，

「大」杯子用來喝，小杯子則用來聞茶

葉香氣。 

例句： 

我喜歡背「大」包包出門，因

為可以放很多東西。 

數量(數目) 定義： 

形容數目或數量超過比較對象。 

定義： 

形容數量超過一般或超過比較

對象。 

 

例句： 

今日抗議民眾很多，因此警方動用

「大」批警方維持秩序。 

例句： 

妹妹很喜歡吃零食，家裡總是

有一「大」堆餅乾糖果。 

懷孕 定義： 

形容懷孕，常與「肚子」連用。 

 

 

 例句： 

自從懷孕後，每天挺著一個「大」肚子

上班，真的很累。 

時間 定義： 

時間比描述對象往前或往後一個單位。 

定義： 

時間上更前或更後，有強調的

意味。 

例句： 

「大」熱天你還穿長袖，你不會熱嗎? 

例句： 

桌子上放著「大」前天我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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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你如果肚子餓就自己拿

去吃。 

排序 

(年紀、排行、成熟) 

定義： 

1. 形容年紀大 

2. 生物體在發育過程中由小到大直到

成熟 

3. 形容同輩社會關係排行第一的。 

定義： 

1. 年紀較大的人。 

2. 最年長的、排行第一的。 

例句： 

他在家中排行老「大」，弟弟們都很尊

愛這位哥哥。 

例句： 

他比我「大」兩歲，可是他的

行為卻很幼稚。 

尊稱 定義： 

形容尊稱後描述的身份或機構。 

定義： 

表示尊敬之詞。 

例句： 

每次在拍賣場合上，總是能看間這位

「大」畫家的作品。 

例句： 

謝謝您給我這個機會，讓我有

幸能拜讀您的「大」作。 

重點 

(重要、主要) 

定義： 

形容在相關對象中最重要的。 

定義： 

形容不平常、重要的。 

例句： 

今年春夏服飾在設計上需掌握一「大」

要素，那就是色彩要十分鮮豔。 

例句： 

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孩

子們都能平安快樂的成長。 

力量(強度)  定義： 

形容力量超過一般，或超過比

較的對象。 

例句： 

音樂的聲音太「大」，可以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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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將音量調小一點嗎? 

程度(深度) 定義： 

形容程度超過比較對象。 

定義： 

形容深度超過一般，或超過比

較的對象。 

例句： 

為了能考上好學校，學生的壓力都很

「大」。 

例句： 

這件事對他來說是個很「大」

的挑戰。 

程度(廣度) 定義： 

將特定對象的格局擴展。 

定義： 

形容規模廣度超過一般，或超

過比較的對象。 

例句： 

身為一間公司的決策者，格局要

「大」，這樣才能替公司得到更多利

益。 

例句 

這間公司的規模很「大」，制

度又完善，因此許多公司希望

能跟他們合作。 

煩惱 定義： 

形容有困擾或煩惱。 

 

例句： 

這個問題讓我頭很「大」，不知道該如

何解決。 

搬弄是非 定義： 

形容愛講話、喜歡搬弄是非，常與「嘴

巴」連用。 

 

例句： 

他是一個「大」嘴巴，常到處說亂說別

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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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中狀態動詞「大」之分類分析結果 

從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中，所取出的不及物動詞(VH)共計564,996

筆，其中關於狀態動詞「大」的筆數共計21,304筆，以下根據上表(表 四-1)

所說明的分類依據進行分類，其中，由於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中仍有部分

語料呈現不完整而無法分類，故在此又再分一類為其他，整個分類項目為十

三類，下表(表 四-2)為整個分類結果： 

表 四-2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對於「大」之義項分類分析 

分類大項 分類細項 例句 語料筆數 

外顯 

(直接可以看

到或直接感

受到的部分) 

度量衡 

(體積、面積、

容積) 

1. 我在海邊撿到一塊「大」石頭。 

2. 這個蛋糕很「大」，我們可以一起吃。 

4,032 

數量(數目) 1. 活動後，「大」量的人潮湧入捷運站。 

2. 住了將近一個月的醫院，恐怕要支出一「大」

筆錢。 

1,140 

懷孕 1. 自從懷孕後，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還「大」。 

2. 她挺了九個多月的「大」肚子，終於在今天卸

貨，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女孩。 

8 

排序 

(年紀、排行、

成熟) 

1. 他是家裡最「大」的孩子，他還有一個妹妹跟

一個弟弟。 

2. 一般而言，年紀愈「大」學習能力就愈差。 

686 

力量 

(強度) 

1. 許多人在那場「大」地震中喪命。 

2. 他的手勁很「大」，握得我的手腕都瘀青。 

775 

內省 

(屬較深層、

內心感受的

部分) 

時間 1. 「大」過年期間，很多店都沒有營業。 

2. 每天「大」清晨，公園裡總是擠滿許多做運動

的老人。 

12 

尊稱 1. 他的父親是一位享譽國際的「大」經濟學家。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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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特別喜歡這位「大」書法家的作品。 

重點 

(重要、主要) 

1. 你最「大」的問題在於做事不專心，難怪一直

無法升遷。 

2. 每次推出新手機，各「大」電信就推出各式優

惠吸引客戶。 

4,014 

程度(深度) 1. 自從金融風暴後，許多公司都面臨極「大」的

營運挑戰。 

2. 這項政策制定後，勞資雙方將可獲得很「大」

的益處。 

5,630 

程度(廣度) 1. 近來傳染病正在「大」流行，政府呼籲民眾盡

量避免出入公共場合。 

2. 許多演員都希望導演能給他們更「大」的空間

來發揮他們的演技。 

3,334 

搬弄是非 1. 他那張「大」嘴巴，常常到處說別人的私事。 

2.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張「大」嘴巴，所以沒有人

敢跟他說秘密。 

1 

煩惱 1. 她太調皮了，讓老師們一個頭兩個「大」。 

2. 這份工作太棘手，使他一個頭兩個「大」。 

3 

其他  無法辨識(字詞缺少、關鍵字短缺)、專書、專有

名詞。 

1,162 

 

透過上表(表 四-2)可以看出整個語料庫分布以內省類中的程度深與廣

為最大宗，此分析結果其實與中研院平衡語料庫之語料蒐集方向、範圍相

互符合，因中研院平衡語料庫中大多為現實語料且來自各個媒介，故從此分

析結果可以看出在台灣社會中所使用的語言方式較為內斂，在使用「大」字

時，其語義常是由「大」本身的核心語義延伸出來的延伸義。同時，此表亦可看

出狀態動詞「大」字之多義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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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ARVS理論分析狀態動詞「大」之義項分類 

在MARVS理論中，每個動詞義項皆由某一事件訊息結構表達，而創造

某一事件訊息結構的來源則包含兩個不同型態的模組，分別為事件結構模組

與論元角色模組，兩個模組又與其內部屬性相連結，稱之事件內部屬性

與論元角色內部屬性。若動詞語義屬性附屬於整個事件中，即為事件內

部屬性；若動詞語義屬性附屬於其他角色中，則為論元角色內部屬性。 

本研究之狀態動詞「大」不僅具多義性同時更具歧義性，如「你的肚子

好像越來越大了」，此時可以解釋為單純食量好肚子變大，但同時也可能可

以說明因為懷孕所以肚子變大。因此面對具多義性與歧義性的動詞詞彙時，

若僅從外部探知仍嫌不足，故本研究將藉由MARVS的核心概念，從詞義內

部結構即事件內部屬性與論元角色內部屬性深入探討整個狀態動詞「大」

之每個義項。 

藉由上表(表 四-1與表 四-2)對於狀態動詞「大」之分類結果，可分

為：(1)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數量(數目) (3)懷孕 (4)時間 (5)

排序(年紀、排行、成熟) (6)尊稱 (7)重點(重要、主要) (8)力量(強度) 

(9)程度(深度) (10)程度(廣度) (11)煩惱 (12)搬弄是非 等十二大類，以

下將藉由此順序套入MARVS理論，進行更深入的義項分析與分類。 

 

(1)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中形容這一類義項為「體積、容

積、面積超過比較對象」。故必為某一主體在體積、容積或面積上超越另一

主體，而主體可能是人的器官或實體物品，如(1a)與(1b)： 

 

(1a)：這個杯子比我的杯子還大 

(1b)：他的頭特別地大 

 

(1a)與(1b)可以說明主體必為可以看見或觸碰之物體，同時以此一主體為

核心主軸進行描述或比較，故此類義項之內部結構屬於論元角色內部屬

性中「具體物件」之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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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量(數目) 

    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中形容這一類義項為「數目或數

量超過比較對象」即主體的數量、用量或數目超越另一主體的數量、用量或

數目，而主體可以是對實體物的數量(目)形容或是對抽象物的數量(目)形

容，如(2a)與(2b)： 

 

(2a)：如果訂單量比一般人還大，貨運公司就能給更多運費折扣與優惠。 

(2b)：台灣夏季較長，國人對陽傘的需求量很大，消費能力也很強。 

 

(2a)的主體是訂單量，屬於看得到並能以筆數計算的實體物數量形

容；(2b)的主體是陽傘的需求量，屬於對人們心理層次的抽象數量形容，兩

者皆為圍繞著某一主體數量(目)進行說明與形容，故此類義項之內部結構屬

於論元角色內部屬性同時可能因主體的不同，可以歸類於論元角色內部屬

性中的「具體物件」或「抽象物件」。 

 

(3)懷孕 

中文詞彙網路形容這一類義項為「懷有身孕，常與肚子連用」。從定

義可看出，主體即為人的肚子，說明某人的肚子體積因為「懷孕」而超越一般

人的肚子， 如(3a)與(3b)： 

 

(3a)：結婚沒多久，他老婆肚子就大了。 

(3b)：妳的肚子好像變大了，妳懷孕了嗎? 

 

    (3a)與(3b)的主體皆為「肚子」，屬於看得見並能觸摸的實體物體。從

兩個例句中可發現其談論的都是肚子實際的變化情況，即以肚子為核心主軸

進行說明與闡述，故此類義項之內部結構屬於論元角色內部屬性中「具體物

件」之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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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時間 

    中文詞彙網路形容這一類義項為「時間比描述對象往前或往後一個單

位。」；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則形容這一類義項為「時間上更前或更後，具

強調的意味。」由此可知，此類主體為「一段時間或某一時間點」同時此

「一段時間或一個時間點」比預估中更晚或更早出現，如(4a)與(4b)： 

 

(4a)：一大清早，教室內外顯得格外明亮。 

(4b)：後天與大後天，氣溫將明顯偏低，請注意保暖。 

 

    (4a)的主體為「一個時間點」；(4b)則是「一段較長的時間」，兩個例

句呈現的是在整個事件中，某一時間將會發生某事或出現某種狀態，即強調

整個事件中的時間點。故此類義項之內部結構屬於事件內部屬性。 

 

(5)排序(年紀、排行、成熟) 

    中文詞彙網路形容這一類義項為「歲數較大、生物體發展至成熟或同

輩關係中排行第一」；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則形容這一類義項為「年齡較長或

排行第一」。透過義項的定義，可觀察該義項形容某生物體其年歲較長、較成

熟或於排行中位居第一， 如(5a)、(5b)與(5c)： 

 

(5a)：他是我哥哥，他比我大三歲。 

(5b)：孩子大了，就要懂得放手，讓他們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5c)：家中他最大，弟弟妹妹們都聽他的話。 

 

    (5a)是某一生物體其年歲較另一生物體年長，生物體兼具比較性關

係；(5b)實際上具歧義現象，此處的「大」並非形容生物體在外觀上有變化

而是形容在年歲增長、心理越來越成熟；(5c)同樣具歧義現象，此處的

「大」並非外觀的高壯龐大，而是指家中依據年齡的排行。通過(5a)、(5b)

與(5c)的例句，可以看出此類的「大」用於比喻某生物體的年歲、排行或心智

成熟的狀態，故此類義項之內部結構屬於論元角色內部屬性中「抽象物件」

之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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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尊稱 

    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形容這一類義項為「尊稱某人後

並對給予身份或機構」。說明該義項形容某人或某單位具有一個崇高、令人

景仰的身分的身分，如(6a)與(6b)： 

 

(6a)：在原住民的文化中，頭目的地位很大，村裡的人都要尊敬他。 

(6b)：在公司裡，董事長最大，任何決策都要經過他的批准。 

 

    (6a)特別指出在原住民文化這個事件範圍中，「大」用於形容「頭

目」是一個地位崇高、令人尊敬的身分，然而僅限於原住民文化當中；反

觀，(6b)則泛指某一身分其位高權重，令人景仰，故兩者看似相同的內容結

構，時則上則完全不同。因此，(6a)中「大」的義項內部結構屬於事件內部

屬性；(6b)中「大」的一項內部結構論元角色內部屬性中「抽象物件」之

一類。因此，整體義項將因為例句、情況的不同，而呈現兩種不同的內部結

構屬性。 

 

(7)重點(重要、主要) 

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皆形容這一類義項為「在相關對

象中最為重要、不平常的。」透過義項的定義，可分析出此類義項可能具兩

種理解方式：第一，在某事件中最為重要且最引人注目的主體，該主體可能

是物件、生物體物件或機構；第二，某主體具相當重要、特殊的地位，故需要

特別強調。如(7a)與(7b)： 

 

(7a)：憂鬱症、癌症和愛滋病是２１世紀人類的３大疾病。 

(7b)：這個颱風最大特色在於其移動速度快、暴風圈範圍大。 

 

    (7a)說明在21世紀這個世代下，憂鬱症、癌症和愛滋病這三個是人類

最「主要」的疾病，故此處「大」形容這三種疾病在21世紀中是最為主要

的；(7b)的「大」則用於強調某一颱風最特殊之處。故(7a)中「大」的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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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結構屬於事件內部屬性；(7b)中「大」的一項內部結構論元角色

內部屬性中「具體物件」之一類。因此，整體義項將因為例句、情況的

不同，而呈現兩種不同的內部結構屬性。 

 

(8)力量(強度)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形容這一類義項為「力量超過一般，或超過比較的

對象。」由此可知，主體產生或發出的聲量、力量或強度超過一般，而主體

為生物體或自然現象，如(8a)與(8b)： 

 

(8a)：今天雨很大，你就別出門了。 

(8b)：爸爸大吼一聲，孩子們都乖乖站著不敢動了。 

 

    (8a)中「大」用於強調雨的強度非常強，而在這個事件下盡量不要出

門；(8b)中「大」用於強調爸爸的音量非常大，因此小孩在這個情況下不敢

亂動，故此類義項之內部結構屬於事件內部屬性。 

 

(9)程度(深度) 

    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形容這一類義項為「抽象深度超

過一般，或超過比較的對象。」說明某個事件或環境讓某一生物體或機構，

產生某種心理反應、感受或出現某種情況、狀態，如(9a)與(9b)： 

 

(9a)：畢業後找不到工作讓我壓力很大。 

(9b)：金融風暴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極大的影響，許多投資人都相當擔

憂出現投資失敗的情形。 

 

    (9a)與(9b)的「大」同樣是在說明某個環境下，如剛出社會、金融風

暴，對個體或是所有人造成一連串心理深層的影響與變化，故此類義項之

內部結構屬於事件內部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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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程度(廣度) 

中文詞彙網路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形容這一類義項為「形容規模廣

度超過一般，或超過比較的對象。」此義項說明某個事件、機構或環境其

擴展相當龐大的層面或涉及相當多地部分，如(10a)與(10b)： 

 

(10a)：這家公司的規模很大，制度相當完善。 

(10b)：這個手術很大，結合了各科的名醫並花費十八小時才完成。 

 

    (10a)的「大」並非單純說明公司外觀龐大，而是說明公司涉及的業

務與對消費市場的影響相當龐大；(10b)的「大」則說明這個手術涉及許

多專業人士、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故兩個句子皆說明某一情況下涉及相當

多的人力、影響，因此此類義項之內部結構屬於事件內部屬性。 

 

(11)煩惱 

    中文詞彙網路形容這一類義項為「具有困擾或煩惱之事。」此類義項

用於形容某件事或某個生物體使人感到不知所措、困頓，如(11a)與(11b)： 

 

(11a)：小孩叛逆時常讓父母頭很大。 

(11b)：這個問題讓我一個頭兩個大。 

 

    (11a)與(11b)的「大」並非形容實體外觀-頭的大小，而是形容某個人

的感受，即形容某件事或狀態讓人感到困擾、煩惱。故此類義項之內部結

構屬於事件內部屬性。 

 

(12)搬弄是非 

    中文詞彙網路形容這一類義項為「愛講話、喜歡搬弄是非。」此類義

項用於形容一個人的行為，即某人對其他人散佈某件事，屬於負面形容，

如(12a)與(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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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你的嘴巴太大，沒有人敢跟你說祕密，因為你一定會到處宣傳。 

(12b)：小華那張大嘴巴總是到處說別人的私事。 

 

    (12a)與(12b)中「大」並非形容實體外觀-嘴巴的大小，而是形容某

人的行為，即形容某人到處與其他人說某件事或隨意散佈他人之事。故此

類義項之內部結構屬於論元角色內部屬性中「抽象物件」之一類。 

 

透過上述十二項「大」之義項內部結構分析，即可看出大部分義項因

為內部結構而分屬於兩種不同的內部屬性，僅少部分義項內部結構隨論

元、事件變化而出現兩種不同的內部屬性，如下圖(圖 四-1)所示。 

 

圖 四-1 MARVS理論分析「大」之義項內部結構的結果 

 

經由上圖(圖 四-1)以佐證本研究於從中文詞彙網、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典與中研院平衡語料庫中針對狀態動詞「大」之義項可以分為內省、外顯

兩大類之準確性，同時透過上圖(圖 四-1)也可以探究某些義項確實容易造成

以中文為二語之學習者的學習難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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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些義項從內部結構探討時，可以分為同一類： 

以「體積、面積、容積」與「懷孕」為例，實際上卻並非相同語義，

然而透過內部結構探之，卻可將其分為同一類項，因此若同時出現兩者義

項，即可能造成二語學習者不易辨認、容易混淆的狀況。 

2. 某些義項其內部結構雖然細分後分屬不同類別，但分屬於同樣的內部

屬性： 

「體積、面積、容積」與「搬弄是非」，兩者透過內部結構探之，雖然

論元角色一個屬於具象、一個屬於抽象，然而卻因為內部結構相似，故內部

結構為同一屬性，故以華語為二語學習者可能將其辨認為同一類義項，進而

造成混淆。 

    因此透過上述分析與分類，可以推測狀態動詞「大」之多義性與歧義

性，確實容易造成以華語為外語之學習者的混淆，尤其透過MARVS理論分

析後，更可探究出哪些義項會是他們最容易混淆的義項，同時也是教學上應

需特別留意的部分。 

 

第二節 法文“grand(大)”之義項分類 

本節將透過新法漢詞典、法語助手以及法法辭典看法文“grand(大)”之

義項分類狀況。 

 

一 新法漢詞典、法語助手檢測法文“grand”之義項分類 

結合新法漢詞典與法語助手，其對於“grand”之詞義義項，共可分為九

類，分別為：(1)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數量(數目) (3)年紀 (4)尊

稱 (5)重點(重要、主要) (6)力量(強度) (7)程度 (8)莊嚴正式 (9)誇張

化。下圖(圖 四-2)將先呈現線上法語助手對於“grand”的原始呈現模式；下表

(表 四-3)將呈現新法漢詞典與法語助手對於法文“grand”這九類的義項

的分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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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 法語助手關於“grand”義項呈現方式 

 

表 四-3 新法漢大辭典與法語助手對於“grand”之義項分類說明 

 新漢法詞典 法語助手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定義 

體積、容積、面積巨大、高大。 

 

例句 

Un homme grand. 

(一位高大的男人。) 

定義 

體積、面積、容量大的、 

龐大、巨大。 

例句 

J'avais un grand chapeau. 

(我曾經有一頂很大的帽子。) 

數量(數目) 定義 

形容數目或數量眾多、大量 

例句 

Une grande foule. 

(大量的群眾。) 

定義 

形容數量許多、眾多。 

例句 

Il offre un grand choix d'articles. 

(他供應大量可挑選的商品。) 

 



 

38 

 

年紀 定義 

年紀大、長大、成熟的 

例句 

Ce jeune cheval est déjà grand. 

(這匹馬已經長大了。) 

定義 

年齡較大、成年、長大 

例句 

Elle est ma grand soeur. 

(她是我的大姊。) 

尊稱 定義 

地位高貴、尊貴有名望的。 

例句 

Il est un grand homme. 

(他名氣很大) 

定義 

崇高、偉大有名望。 

例句 

Le maire jouit d'un grand 

prestige dans cette ville. 

(這位市長在這座城市擁有很大

的威望。) 

重點(重要、主要) 定義 

重要、重大之事、大事 

例句 

Une grande nouvelle. 

(重大的新聞) 

定義 

重要、重大的事 

例句 

C'est son plus grand mérite. 

(這是他最大的功績) 

力量(強度)  定義 

強烈、猛烈 

例句 

Il fait grand vent. 

(今天風很大) 

程度 定義 

(程度)極深的、非常的、特別強

調的、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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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Il fait une grande chaleur 

aujourd’hui. 

(今天是) 

莊嚴盛大 定義 

莊嚴、盛大的 

例句 

On fait la grande cérémonie. 

定義 

莊嚴、嚴肅的 

例句 

Il est en grande tenue. 

誇張化 定義 

誇大不實 

例句 

Faire de grandes phr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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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WoNef檢測法文“grand”之義項分類 

    依據WoNef語料庫，對於“grand”之義項分類，可分為9類：(1)度量

衡(體積、面積、容積) (2)數量(數目) (3) 重點(重要、主要) (4) 力量(強

度) (5)尊稱 (6)成熟、長大 (7)程度 (8)莊嚴盛大 (9)時間。下圖(圖 四-3)

將先呈現WoNef對於“grand”的原始呈現模式；下表(表 四-4)將呈現

WoNef對於法文“grand”所有義項的分類與相關例句。 

 

 

圖 四-3 WoNef對於“grand”的原始呈現模式 

 

表 四-4 WoNef對於“grand”之義項分類說明 

義項類別 WoNef法文原文與中文翻譯  定義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Grand et impressionnant dans la taille physique ou 

l'étendue. 

在體積尺寸上特別龐大，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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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數目) Grande en quantité ou en nombre. 

數量或品質高於一般 

重點(重要、主要) Conspicuous in position or importance. 

形容其位置特別重要並具顯著性 

力量(強度) Très fort ou vigoureux. 

非常強壯、強烈 

尊稱 Utilisé de l'apparence ou du comportement d'une 

personne; convenant à une personne éminente. 

形容某人的外表或行為;如同一個成功人士 

成熟、成長 Des animaux entièrement développé. 

生物體充分發育、發展 

程度 Exceptionnellement en quantité ou en degré. 

形容程度、品質上超出預期 

莊嚴盛大 Le plus important et magnifique en parure. 

形容所有裝飾中最重要和最華麗的 

時間 Sens essentiellement temporel;être ou indiquer une 

durée relativement grande ou plus grande que la 

moyenne ou un passage du temps. 

說明時間;即較大或高於平均持續時間或時間

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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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法辭典檢測法文“grand(大)”之義項分類 

透過《La Rousse》法法辭典，對於「grand(大)」之義項分類，可分

為十類：(1)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數量(數目) (3)重點(重要、

主要) (4)力量(強度) (5)主觀意見表達 (6)尊稱 (7)成熟、成長 (8)年紀 

(9)程度 (11)誇張化 (12)時間。下圖(圖 四-4)將先呈現《La Rousse》中

對於“grand(大)”的原始呈現模式，而下表(表 四-5)則為本研究經翻譯後針

對《La Rousse》線上法法辭典所提及的義項進行分類後的結果呈現。 

 

 

圖 四-4 《La Rousse》關於“grand”呈現方式 

 

表 四-5 《La Rousse》對於“grand”之義項分類說明 

義項類別 La Rousse法文原文與中文翻譯 

翻譯 

La Rousse法文原文與中文翻譯 

例句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Indique une dimension relative en 

étendue, en hauteur ou en longueur 

說明或比較某一尺寸的相對高

度、長度、容量 

C’est un jardin grand comme un 

mouchoir de poche. 

這是一個像手帕一樣大的花園。 

數量(數目) Comptant de nombreuses 

personnes 

C’est une grande f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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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數量龐大或數量較多的 這是一個大家族。 

重點(重要、主要) D’importance considérables 

說明相較而言較為重要、獨特的 

Un grand événement. 

一件大事。 

力量(強度) D’une forte intensité 

說明力量、強烈程度與其他相較

而言較為強烈 

Les grandes chaleurs de l’ete 2003. 

2003年夏天那些酷熱的日子。 

尊稱 D’un rang social élevé ou reconnu 

地位相對而言較高貴，具名望 

Un grand philosophe. 

一名偉大的哲學家。 

成熟、成長 Dont la croissance ou la maturité 

est avancée ou achevée 

說明其心智年齡較為成熟或生長

較快者 

Tu est grand, tu peux comprendre. 

你長大了，你能夠理解的。 

年紀 Se dit d’un frère aîné ou d’une 

sœur aînée 

說明其年歲較長 

C’est mon grand frère. 

這是我的哥哥。 

程度 Du plus haut degré 

說明某人或某件事物具較高或較

深的程度 

Cette mission nécessite un grand 

courage. 

這個任務需要極大的勇氣。 

誇張化 Plein d’emphase 

說明特別誇大、強調某事 

Pourquoi le monsieur qui fait peur à 

la dame en faisant de grands 

gestes? 

為什麼那位先生要用那麼大幅度

的動作來嚇那位女士? 

時間 De longue durée 

說明較長時間 

Il a un grand vacance. 

他有一個很大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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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表 四-3至表 四-5)對於法文“grand”的義項分類結果，本

研究將三個表格進行整合，確認法文「grand(大)」如下表(表 四-6)所示，作

為第三節關於中文「大」與法文“grand”的詞義對比分析之法文語料來源。 

 

表 四-6 整合新法漢大辭典、法語助手、《La Rousse》與WoNef對於

“grand”之義項分類結果 

法文“grand”之義項 

體積、面積、容積 

數量、數目 

年紀 

成熟、成長 

尊稱 

力量、強度 

重要、主要 

程度 

誇張化 

莊嚴盛大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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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文「大」與法文“grand”之詞義對

比分析 

根據第一節與第二節的中法義項個別分析，本章節將針對中文「大」與法

文“grand”的詞義進行對比，並分析相同與相異之義項。下表(表 四-7)將呈

現中法兩種語言各自對於「大」之義項類別，之後再透過該表進行義項間

之對比分析。 

 

表 四-7 中、法各自對於中文「大」之義項類別呈現 

 

中文「大」義項類別 法文“grand”義項類別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數量(數目) 數目(數量) 

懷孕 X 

排序 年紀 

X 成熟、長大 

力量(強度) 力量(強度) 

尊稱 尊稱 

重點(重要、主要) 重點(重要、主要) 

程度(深度) 程度 

程度(廣度) X 

時間 時間 

煩惱 X 

搬弄是非 X 

X 莊嚴盛大 

X 誇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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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表(表 四-7)可探究出若以中文為義項對應準則，中、法義項對應

後將出現某些情況： 

1 中、法兩者語言有共同的義項 

    如「體積、面積、容積」、「數目、數量」或「力量、強度」等這幾個義

項，說明不論在法文裡或是中文裡，兩者語言中的「大(grand)」都具有相

同的義項類別，對於法籍華語為二語之學習者而言，這是最容易掌握、

不易混淆的義項類別。 

2 中文裡僅有一個義項，法文卻有兩個義項可以對應 

    如中文裡「年紀、排行、成熟」這一個義項對應法文「年紀」、「成

熟、長大」這兩個義項，說明法文裡不同的兩個義項都屬於中文裡同一義

項，對於法籍華語為二語之學習者而言，同樣屬於容易掌握的義項類別。 

3 中文裡有兩個義項，法文裡僅有一個義項可以對應 

    如中文裡「程度深度」、「程度廣度」這兩個義項對應法文裡「程

度」這個義項，說明中文裡兩個不同的義項都屬於法文裡同一義項，這類

中文義項對於法籍華語為二語之學習者而言，屬於容易混淆的義項類別。 

4 中文裡有該義項，法文裡卻沒有 

    如中文裡「煩惱」或「懷孕」這幾個義項，法文卻沒有任何一個義項

可以對應，說明這幾個義項只出現於中文，因此對於法籍華語為二語之學

習者而言，這幾個義項是全新的用法也是他們需要學習的義項，因此沒有

母語干擾的情況下，這類義項類別同樣屬於容易掌握的部分。 

5 中文裡沒有該義項，法文裡卻有 

    如中文裡沒有「誇張化」這類義項，法文卻存在，說明這類義項只出

現於法文，因此對於法籍華語為二語之學習者而言，可能受母語干擾而在

這類義項類別上出現錯誤使用，因此屬於最容易混淆之義項類別。 

    透過上述中法對於「大(grand)」之義項對比分析後，大致能看出法籍

以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對於狀態動詞「大」之多義性，可能受母語干擾

進而混淆、不易理解或容易錯誤使用部分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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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驗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屬於封閉式(closed questionnaire)問卷(Neuman 2006)。

受試對象為學習華語同時程度為中高級(含)以上之法籍人士，受試人數約

15至20人，年齡與性別不拘。本研究問卷設計的目的在於期望能看出法籍學

習者對狀態動詞「大」之多義性的理解與應用，是否會受到母語干擾而對於

某些義項較不瞭解或不知如何應用，同時從中找出法籍學習者對於狀態動詞

「大」的義項學習順序。以下第一節將說明本研究之實驗設計步驟；第二

節將初步呈現實驗結果之統計數值。 

 

第一節 實驗設計步驟 

 

圖 五-1 實驗設計流程 

 

第二節 實驗結果與分析 

    本節將初步說明並分析本研究之實驗過程與結果，透過兩種不同角

度，分別為受試者作答狀況與題型項目進行本問卷之細目分析，故以下

將分為三部份：(一)受試者背景資料統計結果；(二)以受試者為主的分

析(by subject analysis)；(三)以題目為主的分析(by item analysis)，更具

體與深入之問卷說明將呈現於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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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試者背景資料初步統計結果 

    下表(表 五-1)將完整呈現本研究之問卷受試者的相關資料與說明。 

 

表 五-1受試者基本資料統整 

受試者編號 國籍 性別 年齡 學習中文的時間 職業(相關背景) 

受試者1 法國 女 21 2 年 學生/中文系大三 

受試者2 法國 女 20 2年 學生/中文系大三 

受試者3 法國 女 23 4年 學生/中文系大三 

受試者4 法國 女 22 3年 學生/中文系大三 

受試者5 法國 男 26 2年 學生/中文系大三 

受試者6 法國 女 19 2年 學生/中文系大三 

受試者7 法國 女 21 2年 學生/中文系大三 

受試者8 法國 女 21 5年 學生/中文系大三 

受試者9 法國 女 49 8年 教師 

受試者10 法國 男 42 4年 教師 

受試者11 法國 
女 21 5年 

學生／語言教學相關

科系研究生 

受試者12 法國 
女 24 9年 

曾在台灣、中國、法

國上中文課 

受試者13 法國 男 26 3年 曾在台灣學中文 

受試者14 法國 女 25 4年 曾在台灣學中文 

受試者15 法國 
男 27 7年 

學生／語言教學相關

科系研究生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參與者共有十五位，十三位現居法國，其中的十

一位分別為史特拉斯堡大學與巴黎大學之大學生與研究生；另外兩位現

職法語中心的教師，透過表格可以整理出本研究之受試者的年齡介於十

九至四十九歲，平均年齡25.8歲(SD=8.453)，學習中文的經歷最少也有兩

年之久，平均學習經歷為4.2年(SD=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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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受試者為主的分析(By subject analysis) 

    本研究之問卷題目共計三十題，受試者為十五人，下表(表 五-2)將

呈現十五位受試者之作答情形，並於表 五-3說明相關統計數值。 

 

表 五-2 受試者問卷答題狀況 

 答題狀況—正確 答題狀況—錯誤 

受試者 答對題數 答對率 答錯題數 答錯率 

受試者1 21 70% 9 30% 

受試者2 16 53% 14 47% 

受試者3 24 80% 6 20% 

受試者4 21 70% 9 30% 

受試者5 17 57% 13 43% 

受試者6 20 67% 10 33% 

受試者7 24 80% 6 20% 

受試者8 25 83% 5 17% 

受試者9 21 70% 7 30% 

受試者10 26 87% 4 23% 

受試者11 21 70% 7 30% 

受試者12 19 63% 11 37% 

受試者13 17 57% 13 43% 

受試者14 21 70% 9 30% 

受試者15 21 70% 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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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表(表 五-2)可以看出答對率最高的是受試者10的問卷；答對

率最低的是受試者2的問卷。以下表(表 五-3)為借由這15位受試者的問卷

答對率推算出的平均答對率與其相關統計數值，找出母體平均答對率95%

之信賴區間。 

 

表 五-3 每份問卷答對率之相關統計數值 

問卷答對率基本數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最小值 最大值 第一四分位數 第三四分位數 

0.698467 0.097771 0.009559 0.533 0.867 0.633 0.8 

 

上表(表 五-3)說明平均數為0.698、標準差為0.097，利用T檢定估算

出母體平均數的95%的信賴區間為0.054。同時本研究再透過該表(表 五-3)

裡問卷答對率的第一與第三四分位距之統計數值，畫出盒鬚圖探究是否

有離群數值，即檢測是否有問卷離群而無法被採計或必須深入探討，如

下圖(圖 五-2)所示。 

 

 

圖 五-2 問卷答對率之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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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統計學上之定義，超過全距的兩倍以上即可判定為離群值，而

本研究問卷答對率的全距為0.167，透過上圖(圖 五-2)即可看出本研究之

十五份問卷之題目答對率皆無離群數值，因此可以說明以下幾個論點： 

○1 這十五位受試者對於這份問卷的難易度感受近乎一致 

○2 本研究之問卷題目設計即是主要以華語為第二語言同時其程度達中高

級以上的法籍人士，因此也可以再次證明這十五位受試者其程度皆達

中高級(含)以上。 

○3 普遍而言，十五位受試者對於本問卷的所有題目掌握度高，說明受試

者大致上都瞭解這些義項並知道如何實際使用。 

 

三 以題目為主的分析(By item analysis) 

    上一節從十五位受試者角度初步分析本問卷，以下將初步分析本問

卷的題型，再針對本問卷之三十題題目分析出這份問卷的答題狀況。 

 

(一) 問卷題型設計與安排 

    本問卷的題型設計與編排主要是為了測驗法籍以華語為第二語言之

學習者對於中文「大」的內省詞義的理解與應用程度，因為「大」的外

顯詞義分群較少且多以感官直覺為主，是一般華語學習者較容易掌握的

部份，然而，內省的詞義分群較多同時以認知理解為主，為一般華語學

習者不易理解甚至應用的部分。故本問卷利用第五章節分析出的十二種

類型進行題目設計，並且著重於「大」的內省詞義，因此每一類選項皆

會出現兩次，一部分出現三次。下表(表 五-4)即呈現出題型在本問卷中

的分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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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4 題型分配情形 

外顯 內省 

義項 

↓ 

度量衡 

懷孕 

數量 

排序 

力量 

題號 

↓ 

4、24 

10、30 

8、18、26 

9、20、25 

11、28 

義項 

↓ 

時間 

尊稱 

重點 

程度(深度) 

程度(廣度) 

搬弄是非 

煩惱 

題號 

↓ 

2、14、23 

6、12、19 

1、7、21 

13、15、22 

5、27 

16、29 

3、17 

 

(二) 問卷題目答題統計 

    以下將從每一題題目研究十五位受試者的答題情形，下表(表 五-5)

即呈現每一題的回答狀況。 

 

表 五-5 每題題目答對率情形統計 

題號 與正確答案相符者 相符率 與正確答案不相符者 不相符率 

1 10 67% 5 33% 

2 13 87% 2 13% 

3 8 53% 7 47% 

4 13 87% 2 13% 

5 9 60% 6 40% 

6 6 40% 9 60% 

7 11 73% 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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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2 80% 3 20% 

9 15 100% 0 0% 

10 10 67% 5 33% 

11 11 73% 4 27% 

12 9 60% 6 40% 

13 12 80% 3 20% 

14 15 100% 0 0% 

15 5 33% 10 67% 

16 13 87% 2 13% 

17 14 93% 1 7% 

18 13 87% 2 13% 

19 3 20% 12 80% 

20 11 73% 4 27% 

21 13 87% 2 13% 

22 5 33% 10 67% 

23 15 100% 0 0% 

24 11 73% 4 27% 

25 11 73% 4 27% 

26 8 53% 7 47% 

27 9 60% 6 40% 

28 14 93% 1 7% 

29 12 80% 3 20% 

30 8 53% 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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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表(表  五-5)可以看出第9題、第14題與第23題的答對率達

100%，而第19題的答對率僅是20%，因此將表 五-4與表 五-5一起查閱，

可以初步看出對於以華語第二語言之法籍學習者而言，中文「大」的外

顯詞義義項掌握度較內省詞義義項高，其中較為特殊的是第14題與第23

題，兩者題目皆是測驗內省類別中「時間」的詞義義項，每一位受試者

都能瞭解這個義項並且知道如何使用，然而這個義項應該是以華語第二

語言之法籍學習者較不容易掌握的內省義項，故第七章將會再深入討論

這部分。 

    以下本研究依據上表(表 五-5)中和正確答案相甫的比率，經由敘述

統計算出每一題答對率的相關統計數值並利用這些數值畫出盒鬚圖，探

究是否有題目因為答對率偏低或偏高而離群，進而成為本研究需特別探

討的部分。 

 

表 五-6 每題問題答對率之相關統計數值 

問題答對率基本數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最小值 最大值 第一四分位數 第三四分位數 

0.7086 0.209675 0.043963 0.2 1 0.58325 0.866 

 

    上表(表 五-6)說明平均數為0.709、標準差為0.210，利用T檢定估算

出母體平均數的95%的信賴區間為0.0783。同時本研究再透過該表(表 五-

6)裡問卷答對率的第一與第三四分位距之統計數值，畫出盒鬚圖探究是

否有離群數值，即檢測是否有問卷離群而無法被採計或必須深入探討，

如下圖(圖 五-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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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3 題目答對率之盒鬚圖 

 

    經由上表(表 五-6)所呈現的數值，得出上圖(圖 五-3)的題目答對率

的盒鬚圖。其全距為0.283，誠如前一小節所述，若超過全距的兩倍以上

即可判定為離群值，而本研究每一題的答對率皆在兩倍全距內，故皆為

有效數值。然而將圖 五-3與表 五-5同查閱，可探究出某幾題的答對率偏

低與偏高，如第19題或第14題。因此，即使所有數值皆屬於有效數值，

本研究仍將會在第七章深入探究與說明這些答對率偏低或偏高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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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綜合討論 

    第五章初步闡述本研究實驗結果以受試者的角度或以問卷題目的角

度進行分析與統計，故本章將再從這兩個角度更加深入探討本研究之問

卷分析的結果，以期能找出以中文為第二外語之法籍學習者對於中文

「大」的詞彙義項認知順序，同時華語教學上，以法籍學習者為主要對

象之詞彙義項相關的華語教材編寫與教學方式能夠更臻完善。 
    本章將分為第一章以受試者為主的分析(By subject analysis)，並從受

試者的背景、年紀與中文的學習經歷進行細部探討；第二章以問卷題目

為主的分析(By item analysis)，從兩大義項類別(內省與外顯)的角度進行

深度分析。 

 

第一節 以受試者為主的分析(By subject analysis) 

    以下將從這十五位受試者的背景、年齡與學習歷程三大類別進行深

入瞭解，試圖從中找出其對於問卷答題的影響力，並挑出最具特殊性的

受試者進行更深層的說明與闡述。 

 

一 受試者的背景 

    本研究問卷中，60%受試者來自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中文系(Département d'É tudes Chinoises)大三的學生，因此本章

節將先特別深入探究史特拉斯堡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設計與模式，期盼能

更瞭解本研究大部分受試者的學習背景，而另一部份的受試者也同樣接

觸中文最少三年以上，故本研究也將於第二部分詳細分析這些受試者的

背景，並從中挑出最具特殊性的受試者於最後一部分進行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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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特拉斯堡大學之受試者(八位)：史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中文系(Département d'É tudes Chinoises)課程設計與安排 

    史特拉斯堡大學中文系將課程分為六大教學單元，正好對應大學三

年共計六個學期
7
。根據其系網顯示，雖然在入學前不需具備任何學習中

文的經歷與中文程度，然而對於部分學過一些中文語言技能的學生而

言，第一個學期基礎內容將更容易掌握。關於整個中文系的教學目標為

三年六大課程中須接觸古典、現代與當代中文的語言、藝術、文學、文

化、社會學與政治等相關領域。下圖(圖 六-1)為史特拉斯堡大學中文系

系網中的六大課程領域與大綱。 

 

圖 六-1 史特拉斯堡大學中文系六大課程綱要 

                                                   
7 圖片來源為史特拉斯堡大學中文系系網(http://chinois.unistra.fr/?page_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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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圖 六-1)中的UE(Unités d’Enseignement)為教學單元，每一單元

中又設置數個課程，如UE1的課程於第一學期(semestre1)課程設計上著重

當代中文的漢字書寫；第三學期(semestre3)則深入至當代中文與古典中

文的閱讀理解。本研究問卷的其中八位受試者來自目前就讀史特拉斯堡

大學中文系大三，因此對應上圖(圖 六-1)中第五學期(semester5)，其應

學習之六大課程技能為當代與古典中文閱讀及表達能力、中國藝術文化

培育、第二語言修習、中文專業課程選修(如語言學、語用學等)。 

 

 

圖 六-2 史特拉斯堡大學中文系大三(semestre5)之課程內容 

 



 

59 

 

    上圖(圖 六-2)為史特拉斯堡大學中文系大三(semestre5)學生的詳細

課程安排，其說明每一週在基礎的聽說讀寫與文法五大課程上所花費的

時間達十個小時，平均每一項能力的時數為兩個小時，顯示即便中文程

度達中高階級，其對於學生之基礎能力的培養與要求仍十分嚴謹。這樣

的課程設計與安排，實則上可以對應至法國教育部在中文課程上的規

定，即「語文分離」的概念(白樂桑，1996)。「語言分離」意即以漢字

教學為教學重點，由此向外拓展至聽說讀寫四大技能並分開授課，使外

語學習者得以在所有基礎能力上平衡發展。此外，該系大三(semestre5)

特別著重於中國藝術專業相關領域，故學生在此領域的學習上所花的時

間平均一週為四小時，其比重較一般課堂還重。由此可知，依據歐洲共

同語言參考標準(CEFR)，本研究受試者的中文程度最少已達中高級

(B2)。 

    經由上圖(圖 六-1與圖 六-2)除了能瞭解史特拉斯堡大學中文系大三

的學生整個大學三年所需修習的課程內容，同時也能進一步探究出該校

系的學生在中文的訓練培育上既深入扎實又具全面性，因此，能初步推

敲出學生對於本研究問卷的掌握度偏高。此外，本研究特別簡單地訪問

其中一位學生，關於上課所使用的教材與課程進行的模式，其法文原文

回答與翻譯如下： 

 

【受訪者法文原文內容】 

    “On utilise un manuel niveau débutant《Methode de chinois：premier 

niveau 漢語入門》en L1, puis au bout de quelques mois on le finit et on passe 

au manuel d'un niveau intermédiaire, si je me souviens bien, en début de L2 on 

avait déjà commencé ce manuel《Methode de chinois：deuxieme niveau 中級

漢語(上)》.Au deuxième semestre de L2 on termine le deuxième manuel, et on 

commence à travailler avec des articles chinois destinés au public chinois, 

donc ce sont des documentaires culinaires ou culturel.” 

 

【受訪者中文翻譯內容】 

「大學第一年時使用了初學者級的手冊《Methode de chinois：prem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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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veau 漢語入門》，幾個月後便結束這本教材。我們在大學第二年起轉而

使用中級的教材手冊《Methode de chinois：deuxieme niveau 中級漢語

(上)》，直到大學第二年結束時完成了這本教材，同時開始為一些中國公

眾、政治議題準備相關中文文章，如一些飲食或文化的紀錄片。」 

 

    藉由受試者的回答，更進一步瞭解這八位史特拉斯堡大三的學生所

接受的課程內容安排確實十分緊密與扎實，同時第三年開始還加入更多

專業應用的文化課程，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能將中文真正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且對於每一字詞的各種詞義有更多的認知理解。此外，也更加確認這

八位受試者的程度的確達中高級甚至以上。因此，本研究結合上圖(圖 六

-1與圖 六-2)以及受試者真實反應，深入瞭解這八位受試者的學習方式、

背景與程度皆近乎一致，問卷作答結果應該也要近乎一致。而經由第五

章節(表 五-2)的初步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受試者2與受試者5的答對率偏

低，故本研究將於之後針對這兩位受試者特別進行分析與說明。 

 

(二) 非史特拉斯堡大學之受試者(七位)： 

    第五章(表 五-1)中，受試者9到受試者15皆非史特拉斯堡大學之學

生，意即這七位受試者的背景差異較大較多樣，然而其中文的學習時間

至少三年以上甚至其中一位受試者學習經歷達九年，故本研究初步認為

其程度皆至少達中級甚至以上，本小節將詳細分析這七位受試者的背

景，以下表(表六-1)結合這七名受試者的問卷答對率、性別與學習經歷。 

 

表 六-1 七名受試者的問卷答對率與基本資訊 

受試者 性別 學習經歷 問卷答對率 職業 

受試者9 女 8 70% 教師 

受試者10 男 4 87% 教師 

受試者11 女 5 70% 學生／語言教學相關科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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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12 女 9 63% 學生／曾在台灣、中國、

法國上中文課 

受試者13 男 3 57% 曾在台灣學中文 

受試者14 女 4 70% 曾在台灣學中文 

受試者15 男 7 70% 學生／語言教學相關科系

研究生 

 

受試者9與受試者10    皆是兩位目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法語中心的法籍

教師，這兩位受試者其中一位曾表示因為對中文十分有興趣故不斷地在

台灣、中國或法國學習過中文，學習時間長達八年，因此參照表 六-1可

以發現在十五份問卷中，其答對率偏高；另一位男性教師儘管學習中文

時間僅四年，但其答對率為十五份問卷中最高，經由簡短詢問，這名受

試者認為與台灣妻子結婚有極大的關係，因為他無時無刻使用中文溝

通、練習，因此經過長時間的「全語言」環境習得與使用後，讓他的中

文程度近乎母語人士，故在問卷作答上並無太多困難。 

受試者11、受試者12與受試者15    皆是巴黎大學語言相關系所的學

生，中文學習的時間平均為七年。透過參照上表(表 六-1)可以看出這幾

位的答題率偏高，然而較為特殊的部分為受試者12，雖然他學習中文的

經歷已有九年之久，然而其問卷答對率相較於其他十四位而言，並沒有

特別高，故下一章將特別分析這名受試者的答題情形。 

受試者13與受試者14    為一般法籍人士因為熱愛中華文化所以曾來台

灣學習中文，回到法國後仍持續進修，兩位受試者的中文學習經歷僅相

差一年但對於整份問卷的掌握度卻有些許落差。受試者13學習中文已有

三年但問卷答對率僅0.567，顯示可能在某些詞義的理解與應用上，仍不

足或不夠熟悉，因此下一節亦將特別分析這名受試者之作答狀況。 

 

 

 

 



 

62 

 

(三) 特殊受試者之問卷深入探析 

    依據上述第一部份與第二部份之分析結果從中挑選出最具特殊性之

受試者，分別為受試者2、受試者5、受試者12，以下將從問卷作答狀況

進行更詳細地分析，試以找出其對於哪部分詞義不太瞭解或熟悉以致答

題率相對偏低。 

 

○1 【受試者2】問卷作答情形與詳細分析結果 

    下表(表 六-2)為受試者2之問卷作答情形；表 六-3為受試者2之試卷

作答總統計數值，從中得知受試者於哪些題目、詞義不太清楚以致不懂

如何應用。 

 

表 六-2 受試者2之問卷作答統計情形 

問卷題號 題目測驗的詞義義項 

(正確答案) 

與正確答案相符 與正確答案不相符 

 

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 時間 ˇ  

3 煩惱  ˇ(度量衡) 

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煩惱) 

5 程度(廣度) ˇ  

6 尊稱 ˇ  

7 重點(重要、主要) ˇ  

8 數量(數目)  ˇ(時間) 

9 排序 ˇ  

10 懷孕 ˇ  

11 力量(強度)  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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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尊稱  ˇ(重點) 

13 程度(深度) ˇ  

14 時間 ˇ  

15 程度(深度)  ˇ(尊稱) 

16 搬弄是非 ˇ  

17 煩惱 ˇ  

18 數量(數目) ˇ  

19 尊稱  ˇ(重點) 

20 排序  ˇ(尊稱) 

2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2 程度(深度) ˇ  

23 時間 ˇ  

2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25 排序 ˇ  

26 數量(數目)  ˇ(尊稱) 

27 程度(廣度)  ˇ(力量) 

28 力量(強度)  ˇ(重點) 

29 搬弄是非  ˇ(尊稱) 

30 懷孕  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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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3 受試者2之問卷作答總統計數值 

義項類別 總題數(題) 答對題數(題) 

重點(重要、主要) 3 3 

時間 3 3 

煩惱 2 1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 1 

程度(廣度) 2 1 

尊稱 3 1 

數量(數目) 3 1 

排序 3 2 

懷孕 2 1 

力量(強度) 2 0 

程度(深度) 3 2 

搬弄是非 2 1 

共計 30 17 

 

經由上表(表 六-2與表 六-3)可以發現並整理出下列三個重點： 

A. 十二類義項，近乎每一類義項題目都有答錯，僅一類義項題目未答錯 

    由此可知學習者對於「時間」這個義項具較高的掌握度，然而在第8

題與第30題的回答中，受試者仍認為這兩題的題目義項測驗為「時

間」，故選擇「時間」這個義項。由此可知，受試者對於「時間」這個

義項僅是大致理解這個義項但在實際應用上仍有些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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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十二類義項中，有些同一類義項的題目甚至錯二到三題 

    十二類義項中，有些義項可以確定是受試者幾乎無法掌握，如「力

量(強度)」、「數量(數目)」這幾類義項，受試者無法皆正確判斷如何

使用因此只要是關於這兩類義項的題目皆答錯。此外，受試者對於某幾

類義項對於這些義項認知模糊不清，如「尊稱」與「重點」這兩類義

項，在選擇選項時受試者會以猜測的心理作答，如第15題、第20題、第

26題與第29題這幾題主要測驗的義項都不同，然而其選擇的選項卻都是

「尊稱」這類義項，故從這種作答方式可推測受試者在答題過程中試著

猜測、推敲「尊稱」這類義項的真正詞義。 

 

C. 某些義項間出現相互混淆的現象 

    誠如本研究第四章節以MARVS理論進行語料檢測與分析的結果所

示，對於某些義項會出現義項混淆的情形，如「度量衡」與「煩惱」這

兩類義項皆被歸類於MARVS理論中論元角色內部屬性，因此在學習者在

這兩類義項辨別上較容易出現混淆情形。而此位受試者於第3題與第4題

即出現義項混淆的情況，以下為第3題與第4題的題目： 

 

第3題：「小孩子太挑食讓許多媽媽覺得一個頭兩個大。」 

第4題：「小明的頭比一般人還大，所以全校老師和學生都認得他。」 

 

同樣是在敘述「頭大」這個事件，然而第3題「大」的義項是「煩惱」，

說明挑食這件事情令媽媽煩惱；第四題「大」的義項是「度量衡」，指

出頭這個具體物件很大。然而學生卻在第3題答題上，選擇「度量衡」這

類義項；第4題答題上，選擇「煩惱」這類義項，因此，由此可以看出受

試者對於這兩類義項出現混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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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義項認知問題以致問卷最後出現完全混淆情形 

    受試者於第26題到第30題出現全錯的情形，其原因為受試者本身對

這十二類義項的認知較為薄弱，經過二十幾題的作答後出現義項之間完

全混淆的情形，造成最後五題全錯的情形，故由此可看出受試者對於這

幾類的義項認知不夠而出現混亂的情形。 

    透過上述四點受試者的問卷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受試者對於中文

「大」的十二類義項在認知理解與應用上，仍然十分模糊、不瞭解，以

致問卷答對率偏低且幾乎十二類義項都答錯。 

 

○2 【受試者5】問卷作答情形與詳細分析結果 

下表(表 六-4)為受試者5之問卷回答情形；表 六-5為受試者5之試卷作答

總統計數值，從中就可以知道受試者在哪些題目、哪些詞義不太清楚以

致不懂如何應用。 

 

表 六-4 受試者5的問卷作答情形 

問卷題號 題目測驗的詞義義項 

(正確答案) 

與正確答案相符 與正確答案不相符 

1 重點(重要、主要)  ˇ(程度廣度) 

2 時間 ˇ  

3 煩惱  ˇ(力量) 

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5 程度(廣度)  ˇ(重點) 

6 尊稱  ˇ(重點) 

7 重點(重要、主要)  ˇ(程度深度) 

8 數量(數目)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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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排序 ˇ  

10 懷孕  ˇ(度量衡) 

11 力量(強度) ˇ  

12 尊稱 ˇ  

13 程度(深度)  ˇ(程度廣度) 

14 時間 ˇ  

15 程度(深度) ˇ  

16 搬弄是非 ˇ  

17 煩惱 ˇ  

18 數量(數目)  ˇ(尊稱) 

19 尊稱 ˇ  

20 排序 ˇ  

21 重點(重要、主要)  ˇ(程度深度) 

22 程度(深度)  ˇ(力量) 

23 時間 ˇ  

2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25 排序 ˇ  

26 數量(數目)  ˇ(尊稱) 

27 程度(廣度)  ˇ(力量) 

28 力量(強度) ˇ  

29 搬弄是非 ˇ  

30 懷孕  ˇ(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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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5 受試者5之問卷作答總統計數值 

義項類別 總題數(題) 答對題數(題) 

重點(重要、主要) 3 0 

時間 3 3 

煩惱 2 1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 2 

程度(廣度) 2 0 

尊稱 3 2 

數量(數目) 3 1 

排序 3 3 

懷孕 2 0 

力量(強度) 2 2 

程度(深度) 3 1 

搬弄是非 2 2  

共計 30 17 

 

經由上表(表 六-4與表 六-5)可以探討並歸納出以下三個重點： 

A. 十二類義項中，僅特定五類義項類題目掌握度較差 

    從問卷作答中可以發現該名受試者對於特定幾類詞義的掌握度較

差，如「程度深度」、「程度廣度」、「重點」、「懷孕」與「數

量」，而且答錯的題目中受試者近乎選擇這幾類掌握度較差的義項，因

此可以證實受試者的確對於這幾類義項認知是模糊不清、不知該如何正

確區別甚至不瞭解在真實語境中所代表的語義。此外，更深入地探討可

以發現這幾類的義項大部分皆屬於中文「大」詞義義項中內省類義項，

故由此可以說明該名受試者對於內省類義項的認知、掌握度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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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少部分同一類義項的題目錯二到三題 

    受試者答錯的七類義項題目裡，其中「重點」、「程度(廣度)」、

「懷孕」、「程度(深度)」與「數量」這幾類義項的題目都錯二到三

題，意即該名受試者對於這幾類義項的認知與應用，並不熟悉甚至不太

瞭解，因此只要出現這幾類的題目，受試者皆無法正確判斷。此外，

「重點」這一類義項的題目，受試者全部答錯之外，在回答不確定或不

會的義項題目上，受試者便以猜測的心理選擇選項，因此可以看到第5題

與第6題答錯的選項皆是「重點」這一類義項，故由此可以說明受試者對

於中文「大」的十二類義項中「重點」這類義項的語境認知完全無法掌

握。而且，在受試者答錯的題目中，其選擇的選項大部份都是內省類的

義項，如「程度(深度)」、「程度(廣度)」、「重點」或「尊稱」這些

義項，因此再次證實受試者對於中文「大」的內省類義項認知較為薄

弱，也突顯出華語教學中對於一詞多義裡內省類義項教學的重要性。 

 

C. 義項間的出現混淆情形 

    由第四章MARVS理論的分析與統整，可以說明部分義項是學習者容

易混淆、不易辨識的類項，如「懷孕」與「度量衡」這兩類義項，因為

誠如圖四所示，這兩類義項都屬於論元角色內部屬性中的具體物件，因

此學習者在辨別上頗具難度。而此位受試者便無法辨識出這兩類義項，

因此本問卷中第10題與第30題就出現這兩類義項混淆的現象，以下為第

10題與第30題的題目： 

 

第10題：「小花每天挺著一個大肚子去上班，真的很辛苦。」 

第30題：「小玉的預產期越來越近，她的肚子也越來越大。」 

 

同樣都是在敘述肚子這個具體物件很大的意思，然而透過語境可以發現

這兩題題目中「大」的義項是指懷孕，即是因為懷孕所以讓肚子看起來

很大，而這個義項需要受試者具備更深層的認知理解才能正確判斷，不

然容易將「懷孕」這類義項認定成單純肚子很大「度量衡」這類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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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義項間的混淆情形。由此可以看出，受試者在這兩類義項間確實出

現義項混淆現象，也再次突顯出一詞多義在華語教學上的重要性。 

    透過上述針對此位受試者的問卷分析，可以說明這位受試者在中文

「大」的內省義項認知較弱，因此大部分錯的題目都是內省類義項且在

選項選擇上也幾乎都選擇不熟悉內省義項，故只要遇到內省義項相關題

目，受試者就容易答錯同時成為其問卷答對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3 【受試者12】問卷作答情形與詳細分析結果 

    下表(表 六-6)為受試者12之問卷作答情形；表 六-7為受試者12之試

卷作答總統計數值。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已有九年近十年之久，為本

次受試者群中時間最久者，然而其答題率卻不及近一半的受試者，因此

期望能從問卷中得知該名受試者於哪些題目、哪些詞義不太清楚以致不

懂如何應用、答題率與學習經歷不成正比。 

 

表 六-6 受試者12之的問卷作答情形 

問卷題號 題目測驗的詞義義項 

(正確答案) 

與正確答案相符 與正確答案不相符 

 

1 重點(重要、主要)  ˇ(排序) 

2 時間 ˇ  

3 煩惱  ˇ(度量衡) 

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煩惱) 

5 程度(廣度) ˇ  

6 尊稱  ˇ(重點) 

7 重點(重要、主要) ˇ  

8 數量(數目)  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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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排序 ˇ  

10 懷孕  ˇ(時間) 

11 力量(強度)  ˇ(程度深度) 

12 尊稱 ˇ  

13 程度(深度)  ˇ(度量衡) 

14 時間 ˇ  

15 程度(深度) ˇ  

16 搬弄是非 ˇ  

17 煩惱  ˇ(排序) 

18 數量(數目) ˇ  

19 尊稱  ˇ(重點) 

20 排序 ˇ  

2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2 程度(深度) ˇ  

23 時間 ˇ  

2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25 排序 ˇ  

26 數量(數目) ˇ  

27 程度(廣度)  ˇ(程度深度) 

28 力量(強度) ˇ  

29 搬弄是非 ˇ  

30 懷孕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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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7 受試者12之問卷作答總統計數值 

義項類別 總題數(題) 答對題數(題) 

重點(重要、主要) 3 2 

時間 3 3 

煩惱 2 0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 1 

程度(廣度) 2 1 

尊稱 3 1 

數量(數目) 3 2 

排序 3 3 

懷孕 2 1 

力量(強度) 2 1 

程度(深度) 3 2 

搬弄是非 2 2 

共計 30 19 

 

經由上表(表 六-6與表 六-7)可以探討並歸納出以下三個重點： 

A. 十二類義項中，七成的義項題目皆有答錯 

    受試者共答錯九類義項的題目，僅「排序」、「時間」與「搬弄是

非」這三類的義項題目並無答錯。這十類義項又以內省義項為主，分別

為「重點」、「煩惱」、「尊稱」、「程度(深度)」與「程度(廣

度)」，若參照表十八可以發現該名受試者在「尊稱」與「煩惱」這兩類

義項的題目近乎全錯，尤其是「煩惱」這一類兩題題目皆完全答錯。由

此可以說明，即使受試者接受過台灣與中國的華語或漢語教學長達九

年，然而對於一個詞的內省義項在語境中的認知理解程度，仍較不熟悉

且容易出模糊、混淆的現象，如受試者雖然在「排序」與「時間」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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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義項的題目全部答對，但在面對不會或不確定且非這兩類義項的題目

時，受試者仍然會選擇這兩類義項，如第8題與第10題選擇「時間」這類

義項以及第1題與第17題選擇「排序」這類義項，說明受試者對於這兩類

義項的實際應用，同樣也是模糊不清。因此嚴格來說，受試者對於中文

「大」的這十二類義項，在真實語境中仍然無法完全辨別與掌握，以致

在本研究問卷的答題結果不如預期。 

 

B. 複雜義項類題目全部答對 

    受試者較無法掌握本問卷中內省義項的題目，然而內省義項中「搬

弄是非」這類義項的題目，如第16題與第29題，受試者卻全部答對，說

明其對於這類義項在真實語境中的應用具有極高的敏銳度。這類義項除

了是受試者不容易分辨的內省義項外，同時受試者還必須先理解何謂

「搬弄是非」，意即受試者在認知上必須具備更深入的瞭解與探知，才

能正確判斷並使用。因此由此說明，雖然依據第四章中法詞義對比分析

結果顯示法文「大(grand)」的義項中並沒有包含這個義項，但正因為不

受母語干擾，因此受試者能夠立刻完整學習該義項的語義概念並很明確

地瞭解該如何正確使用於日常生活中。 

 

C. 義項間出現混淆情形 

    本研究問卷中，雖然受試者對於「搬弄是非」這個義項掌握得極

好，然而同樣是法文“grand(大)”沒有但中文卻有的義項-「煩惱」，受

試者卻出現與「度量衡」這個義項兩者間混淆的現象，與前述受試者2的

狀況相同，兩位受試者皆是在第3題與第4題分別出現對於「煩惱」與

「度量衡」兩個義項間的混亂模糊不清的現象。因此，透過兩位受試者

的問卷回答，再次證明華語教學中對於一詞多義，特別是需要認知思維

的內省義項，該如何讓學生能真正理解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透過上述針對該名受試者之問卷深入分析後，可以發現雖然該名受

試者學習中文經歷長達九年，然而對於問卷中內省詞義的掌握度卻不甚

理想且又如本研究第五章問卷題型所示，本研究問卷著重於中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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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省詞義的認知調查，故造成受試者在答對率與其學習經歷不成正

比，同時更間接說明不論學習經歷長短，一詞多義於真實語境中的使用

對於以華語為第二語言之法籍學習者而言具極高的挑戰性，此外也說明

在華語教學中一詞多義的必要性。 

    在尚未深入探討特殊受試者之問卷時，由第五章節(表 五-2)結合本

節受試者背景分析，可以發現史特拉斯堡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其整體答題

率較非史特拉斯堡大學中文系的學生高，說明具系統性、密集又專業的

中文課程的確能使學習者在一詞多義的認知理解與實際運用獲得極大的

協助，因此可以歸納出，本研究之受試者的背景對於本研究問卷作答具

一定的影響力。而後深入分析並瞭解這些極具特殊性之受試者的問卷

後，可以發現不論受試者受過密集又專業的一系列中文課程或是長時間

斷斷續續地學習中文，他們對於中文狀態動詞「大」之內省類義項的理

解與應用仍然可能不夠精確，甚至義項間還會出現混淆情形，因此可以

說明或許受試者的年齡、動機、情感或人格特質等其他因素會影響受試

者對於內省類義項的學習。故以下將以年齡的角度，探究受試者的問卷

答題率與其是否具關聯性。 

 

二 受試者年齡 

    依據H.Douglas Brown在《第二語教學最高指導原則 第五版》(2007)

第三章說明，關鍵期假說(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CPS)是最常被學者用

於討論第二語言習得過程的理論之一。關鍵期假說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CPS)指的是生物體在某一段時間內容易習得某一語言，只要

過了這段時間便越來越不容易習得。然而，一開始該理論僅用於第一語

言習得，近年來卻有許多學者(Ioup, 2005;Singleton & Ryan, 2004;Moyer, 

2004；Scovel, 2000)試圖將這個理論帶入第二語言習得中，主張第二語言

習得的關鍵期約在青春期十六歲之前，一旦過了青春期便越來越不容易

學好第二語言。不過這個論點一直受到許多質疑與爭議，因為尚未考慮

到生物體的認知心理發展、情緒態度等身心理因素。H.Douglas Brown指

出直到目前的研究，僅能說明「語音表達」與「語義認知」這兩大面項

證實容易受到年齡的干擾，因為發音需要的是發展在早期階段的神經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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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若錯過這個階段又加上其他因素干擾，如母語、社會交際等就不容

易習得純正的口音；反之，在語義認知上則需要發展較晚期的神經迴

路，即必須要有發展較完整的腦內認知系統才能處理這種更複雜的詞彙

語義內容(Scovel, 1988；Walsh & Diller, 1981)。因此，依據上述文獻可以

發現年齡與詞彙語義學習是具關連性的，年齡越長在語義的學習認知上

會較年齡低的學習者好。 

為了探究年齡與第二語言習得間的關係，以下將對於本研究之十五

位受試者進行分類，同樣是以受試者是否為史特拉斯堡大學的學生為分

類指標，而後採取交叉比對的方式，從中找出最具特殊性或意義性的受

試者，進行深入探討，是以找出年齡與語言習得間的關係。下表(表 六-8)

為兩大類受試者之年齡統計數值： 

 

表 六-8 受試者分群之年齡統計 

受試者 史特拉斯堡大學學生—年齡 

(Group 1) 

受試者 非史特拉斯堡大學學生—年齡 

(Group 2) 

受試者1 21 受試者9 49 

受試者2 20 受試者10 42 

受試者3 23 受試者11 21 

受試者4 22 受試者12 24 

受試者5 26 受試者13 26 

受試者6 19 受試者14 25 

受試者7 21 受試者15 27 

受試者8 21 X X 

平均年齡 21.6  平均年齡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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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上表(表 六-8)顯示，Group1的受試者皆為同一大學、系所的學

生，因此年齡年輕且相近，平均年齡為21.6歲；Group2的受試者來源則較

為多樣，因此年齡較長且差異也比較大，平均年齡為30.5歲。本研究將從

Group1與Group2兩大群組中，分別挑選出年齡特別低於或高於該群組平

均年齡之受試者，進行兩位受試者間的對比分析，從中探討年齡較輕與

較長者在詞義認知理解中是否正如過去文獻所述：年齡越長在語義的學

習認知上會較年齡低的學習者好。 

    Group1年齡特別高於平均年齡的受試者為受試者5、特別低於平均年

齡的受試者為受試者6；Group2年齡特別高於平均年齡的受試者為受試者

9、特別低於平均年齡的受試者為受試者11，故以下本研究針對這幾位受

試者進行其問卷的深入分析與探討，試圖從中得出年齡與詞義之間的影

響性。 

 

○1  Group1受試者5與受試者6之分析與比較 

【Group1 受試者5】問卷作答情形與詳細分析結果 

    該名受試者年齡為26歲，為Group1年齡最長者，因此本研究選擇該

名受試者作為Group1年齡最長之受試者，從中探討年齡較長者對於詞義

認知的影響性。由於該名受試者之問卷答題率偏低，因此本研究在上一

小節關於受試者背景分析的部分已經針對其問卷進行詳細分析與說明。

透過前述的分析與統整，可以發現受試者5除了僅對於上述五類內省義項

的認知較為模糊以及「懷孕」與「度量衡」這兩類外顯義項間出現混淆

現象外，對於其他義項的認知是十分清楚且瞭解在真實語境中的意義。 

 

【Group1 受試者6】問卷作答情形與詳細分析結果 

    以下(表 六-9)為受試者6之問卷作答情形;表 六-10為受試者6之試卷作

答總統計數值。該名受試者年齡為19歲，為Group1年齡最輕者，因此本

研究選擇該名受試者作為Group1年齡最小之受試者，從中探討年齡較輕

者對於詞義認知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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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9 受試者6之問卷作答內容情形 

問卷題號 題目測驗的詞義義項 

(正確答案) 

與正確答案相符 與正確答案不相符 

 

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 時間  ˇ(程度深度) 

3 煩惱  ˇ(度量衡) 

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5 程度(廣度) ˇ  

6 尊稱  ˇ(重點) 

7 重點(重要、主要) ˇ  

8 數量(數目)  ˇ(度量衡) 

9 排序 ˇ  

10 懷孕 ˇ  

11 力量(強度) ˇ  

12 尊稱 ˇ  

13 程度(深度) ˇ  

14 時間 ˇ  

15 程度(深度)  ˇ(力量) 

16 搬弄是非 ˇ  

17 煩惱 ˇ  

18 數量(數目)  ˇ(程度廣度) 

19 尊稱 ˇ  

20 排序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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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2 程度(深度)  ˇ(力量) 

23 時間 ˇ  

2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25 排序  ˇ(程度廣度) 

26 數量(數目)  ˇ(度量衡) 

27 程度(廣度) ˇ  

28 力量(強度) ˇ  

29 搬弄是非 ˇ  

30 懷孕  ˇ(度量衡) 

 

表 六-10 受試者6之問卷作答總統計數值 

義項類別 總題數(題) 答對題數(題) 

重點(重要、主要) 3 3 

時間 3 2 

煩惱 2 1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 2 

程度(廣度) 2 2 

尊稱 3 2 

數量(數目) 3 0 

排序 3 2 

懷孕 2 1 

力量(強度)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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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深度) 3 1 

搬弄是非 2 2 

共計 30 20 

 

    依據上表(表 六-9與表 六-10)可以歸納出三項重點： 

A. 十二類義項中，超過一半的義項題目皆有答錯 

    受試者共答錯七類義項的題目，其中答錯的外顯義項包含「數量」

與「懷孕」，而內省義項則包含「時間」、「煩惱」、「尊稱」、「程

度深度」與「排序」。看似受試者對於內省義項掌握度較弱，然而參照

上表(表 六-10)可以發現實質上受試者對於外顯義項中「數量」的這類義

項題目全部答錯，說明受試者對於「數量」這類義項完全不清楚以致在

問卷中無法掌握相關題目，因此該名受試者在中文「大」的詞義義項認

知中，外顯義項較內省義項弱。 

 

B. 選擇錯誤題目的選項，只特定選擇四類義項 

    受試者在問卷中總共錯了十題，這些錯誤題目中受試者所選擇的選

項都是「程度廣度」、「度量衡」、「重點」與「力量」這四類義項中

其中一類，其中「度量衡」這類義項就選擇四次，分別為第3題、第8

題、第26題與第30題，說明受試者認為這四題都是「度量衡」這一類義

項的題目，由此可以說明：第一，受試者對於「度量衡」這類義項的題

目雖然都答對，但是對於此義項認知理解卻不夠精確，以致在非這類義

項的題目中仍然選擇此義項；第二，受試者確實對於外顯類義項於真實

語境中的使用較不熟悉。 

 

C. 複雜義項類題目全部答對 

    與前一小節關於受試者背景分析中，受試者12的情形相同，兩位受

試者皆是對於「搬弄是非」這類義項的題目掌握得極好，因此這類義項

的題目全部答對，如第16題與第29題，說明他們對於這類義項在真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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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的應用十分清楚瞭解。然而依據MARVS理論分析顯示，這類義項除

了是受試者不容易分辨的內省義項外，同時受試者還必須先理解何謂

「搬弄是非」，意即受試者在認知上必須具備更深入的瞭解與探知，才

能正確判斷並使用。然而，正是因為法文「大(grand)」的義項中並沒有

包含這個義項，所以能夠不受母語干擾，故受試者能夠直接完整學習該

義項的語義概念並明確地知道該如何使用於日常生活中，由此亦可證明

年齡的確可能影響受試者的語義認知，然而年齡並不是唯一考量，它還

涉及其他內在或外在因素，如學習動機、心理、環境等影響，因此才會

出現受試者6的問卷作答成果。 

    透過對於受試者5與受試者6之問卷分析，可以發現在同樣學校、系

所的課程訓練下，年齡較長的受試者5在詞義認知上其概念較為清楚，對

於熟悉的義項其掌握度極好，只是在內省類詞義義項上的實際應用較

弱；受試者6的問卷呈現出其不論是在內省或外顯詞義認知上仍出現模糊

不清、義項混淆的情形，尤其是對外顯義項的認知特別薄弱。雖然兩位

的答題率都偏低(請參閱表 五-2)，然而透過問卷作答情形，可以發現受

試者6對於義項掌握度較受試者5低，誠如H.Douglas Brown在《第二語教

學最高指導原則 第五版》第三章所提及，語義認知需要的發展較晚期的

神經迴路，即必須要有發展較完整的腦內認知系統才能處理這種更複雜

的詞彙語義內容，因此，可以說明在相同學習背景下年齡較長的受試者

確實在語義認知能力上較年齡輕者好。 

 

○2  Group2受試者9與受試者11之分析與比較 

【Group2 受試者9】問卷作答情形與詳細分析結果 

    下表(表 六-11)為受試者9之問卷作答內容；表 七-12為受試者之試卷

作答總統計數值。該名受試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法語中心的法國籍教

師，年齡為49歲，是Group2年齡最長者。故本研究選擇該名受試者作為

Group2年齡最長之受試者，從中探討年齡較長者對於語義認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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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11 受試者9之問卷作答內容 

問卷題號 題目測驗的詞義義項 

(正確答案) 

與正確答案相符 與正確答案不相符 

 

1 重點(重要、主要)  ˇ(數量) 

2 時間 ˇ  

3 煩惱 ˇ  

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5 程度(廣度) ˇ  

6 尊稱  ˇ(重點) 

7 重點(重要、主要) ˇ  

8 數量(數目) ˇ  

9 排序 ˇ  

10 懷孕 ˇ  

11 力量(強度) ˇ  

12 尊稱  ˇ(重點) 

13 程度(深度) ˇ  

14 時間 ˇ  

15 程度(深度)  ˇ(力量) 

16 搬弄是非 ˇ  

17 煩惱 ˇ  

18 數量(數目) ˇ  

19 尊稱  ˇ(重點) 

20 排序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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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2 程度(深度)  ˇ程度(廣度) 

23 時間 ˇ  

2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25 排序 ˇ  

26 數量(數目) ˇ  

27 程度(廣度) ˇ  

28 力量(強度) ˇ  

29 搬弄是非 ˇ  

30 懷孕  ˇ(度量衡) 

 

表 六-12 受試者9之問卷作答總統計數值 

義項類別 總題數(題) 答對題數(題) 

重點(重要、主要) 3 2 

時間 3 3 

煩惱 2 2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 2 

程度(廣度) 2 2 

尊稱 3 0 

數量(數目) 3 3 

排序 3 3 

懷孕 2 1 

力量(強度) 2 2 

 



 

83 

 

程度(深度) 3 1 

搬弄是非 2 2 

共計 30 23 

 

    依據上表(表 六-11與表 六-12)就可以整理出兩項重點： 

A. 十二類義項中，僅兩類義項類題目掌握度較差 

    該名受試者的問卷答對率偏高，說明其對於中文「大」的詞義義項

具極高的掌握度且錯誤的義項類別較為集中，其中該名受試者特別無法

掌握其中兩類義項，分別為「尊稱」與「程度深度」，特別是「尊稱」

這一類的義項題目，受試者全部答錯，由此可知受試者對於這一類義項

完全沒有概念。由受試者答錯的題型可以發現受試者對於內省類義項認

知較薄弱。 

 

B. 義項間出現嚴重的混淆情況 

    受試者對於特定幾類義項出現混淆現象，如「尊稱」與「重點」、

「程度深度」與「程度廣度」、「度量衡」與「懷孕」，尤其是「尊

稱」與「重點」這兩類義項。問卷中只要出現「尊稱」這類義項的題

目，受試者都會選擇「重點」這類義項，如第6題、第12題與第19題。以

下為這三題的題目： 

 

第6題：「他的父親曾經是一名厲害的大將軍。」 

第12題：「這個公共建築是國際上著名的大建築師貝聿銘的作品。」 

第19題：「公司裡的大股東擁有整個公司45%的股份。」 

 

這三題「大」的義項都是在說明對將軍、建築師或股東的「敬稱」，而

受試者的認知則是「重點、重要」的語義概念，根據第四章由MARVS理

論(Huang, 2000)分析「大」的義項結果顯示，「重點」與「尊稱」這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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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依據不同的句式語境而被歸屬於論元角色內部屬性中抽象形容或事件

內部屬性，屬於受試者容易混淆的兩個義項，而由問卷作答結果證實這

兩類義項的確造成該名受試者出現義項間混淆情形。此外，該名受試者

在其他義項間同樣出現混淆現象，然而其問卷答對率偏高，由此可以說

明該名受試者能掌握這十二類義項在不同句式語境中的應用，然而對於

義項與義項之間的認知尚且不夠深入，因此在部分的兩種義項中出現混

淆情形。 

 

【Group2 受試者11】問卷作答情形與詳細分析結果 

    以下(表 六-13)為受試者11之問卷作答內容；表 六-14為受試者之試

卷作答總統計數值。該名受試者年齡為法國巴黎大學語言相關系所的法

籍研究生，年齡21歲，為Group2年齡最輕者，故本研究選擇該名受試者

作為Group2年齡最小之受試者，探討年齡較輕者對於詞義認知的情形。 

 

表 六-13 受試者11之問卷作答內容 

問卷題號 題目測驗的詞義義項 

(正確答案) 

與正確答案相符 與正確答案不相符 

 

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 時間 ˇ  

3 煩惱 ˇ  

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5 程度(廣度) ˇ  

6 尊稱  ˇ(排序) 

7 重點(重要、主要) ˇ  

8 數量(數目) ˇ  

9 排序 ˇ  

10 懷孕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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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力量(強度)  ˇ(數量) 

12 尊稱  ˇ(重點) 

13 程度(深度) ˇ  

14 時間 ˇ  

15 程度(深度) ˇ  

16 搬弄是非  ˇ(程度深度) 

17 煩惱 ˇ  

18 數量(數目) ˇ  

19 尊稱  ˇ(重點) 

20 排序  ˇ(尊稱) 

2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2 程度(深度) ˇ  

23 時間 ˇ  

2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25 排序  ˇ(程度廣度) 

26 數量(數目) ˇ  

27 程度(廣度) ˇ  

28 力量(強度) ˇ  

29 搬弄是非 ˇ  

30 懷孕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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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14 受試者11之問卷作答總統計數值 

義項類別 總題數(題) 答對題數(題) 

重點(重要、主要) 3 3 

時間 3 3 

煩惱 2 2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 2 

程度(廣度) 2 2 

尊稱 3 0 

數量(數目) 3 3 

排序 3 2 

懷孕 2 2 

力量(強度) 2 1 

程度(深度) 3 2 

搬弄是非 2 1 

共計 30 23 

 

    依據上表(表 六-13與表 六-14)可以歸納出兩項重點： 

A. 十二類義項中，僅兩類義項類題目掌握度較差 

    該名受試者的問卷答對率偏高，說明其對於中文「大」的詞義義項

具極高的掌握度且錯誤的義項類別大部分都屬於內省類義項，分別為

「力量」、「尊稱」、「排序」與「搬弄是非」。該名受試者特別無法

掌握其中兩類義項，分別為「尊稱」與「排序」，特別是「尊稱」這一

類的義項題目，該名受試者與受試者9一樣全部答錯，由此可知受試者同

樣對於這一類義項完全沒有概念。此外，藉由受試者答錯的題型可以總

結出其對於內省類義項認知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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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義項間出現混淆現象 

    該名受試者在「尊稱」、「排序」與「重點」這三個義項間出現混

淆情形，如第6題、第12題與第19題皆是測驗「尊稱」這類義項的題目，

然而受試者分別於第12題與第19題選擇「重點」這類義項、第6題選擇

「排序」這類義項，此外，第20題「排序」類義項的題目，受試者作答

時卻選擇「尊稱」這類義項，由此說明該名受試者特別對於「尊稱」與

「排序」這兩類義項出現混淆情形，以下以問卷第20題為例進行說明： 

 

第20題：「小玉是家中的老大，她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透過句中語境可以知道這一題「大」的語義概念是指「年紀長、排行第

一」，然而受試者的認知卻是「重要、主要」的語義概念，而依據第四

章MARVS理論分析結果顯示，「排序」與「尊稱」皆屬於論元角色內部

屬性中抽象形容，為學習者容易混淆的義項類別。而此份問卷的作答結

果便說明這兩類義項確實讓受試者出現義項認知混淆的狀況。 

    依據受試者9與受試者11的兩份問卷分析後的結果，可以說明兩位受

試者問卷答對率偏高(參照表 五-2)，依據H.Douglas Brown在《第二語教

學最高指導原則 第五版》(2007)第三章所提及，年齡越長其腦內認知系

統越完整，才能處理複雜的詞彙語義內容，然而經過詳細分析後可以發

現雖然受試者9的年齡較大、學習中文的時間較長，然而其在義項之間的

混淆現象較受試者11嚴重，說明雖然年齡較大但可能與受試者的學習背

景、環境、動機等其他因素有關，如受試者11目前是法國巴黎大學語言

科系相關的學生，意味他所處的環境或他的學習經歷讓他常常有機會使

用中文，因此對於詞義在真實語境中的使用比受試者9更敏銳。 

    經由這四名受試者的問卷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若相同的學習經歷或

背景，年齡越大確實對於語義的認知能力越好，然而若是不同的背景、

動機或學習時間，可能因為這些變動因素而讓年齡與語義認知之間不成

正比，即不如理論所預期，如受試者6之問卷分析結果。因此，年齡的確

會影響受試者語義認知，但仍需考量到其他外在或個人所產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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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 

    上一部分本研究從受試者年齡的角度探討其對於「大」之義項認知

的影響性，從中得知受試者年齡確實會對問卷結果產生影響，然而仍需

考慮其他因素如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故本小節將從受試者學習中文

的時間長短探討其對「大」之義項認知的關聯性。 

    下表(表 六-15)藉由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長短進行分組，以學習時

間達5年為區分。同時呈現兩組的人數與問卷平均答對率並結合上一章表

格(表 五-2)，挑選出學習時間最短、平均答對率特別高與學習時間最長

之受試者，進行深入的對比分析，以期能整理出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

長短在語義認知上的影響性。 

 

表 六-15 受試者學習時間之總統計數值 

 Group1 Group2 

學習時間長短 2-4年 5-9年 

人數 10人 5人 

問卷平均答對率 74% 56% 

 

    許多語言學習的歷程都是從對新語言的好奇到需要較強的個人動機

支持，且其中還有可能會碰到語言高原(learning plateau)，即語言學習停

滯期(Jack C. Richard, 2008)，因此到了後期越來越少人會持續學習語言，

誠如上表(表 六-9)所示，學習時間越長人數越少。此外，由此表格可以

發現本研究問卷的答對率皆集中於學習時間達2到4年之間，反觀，學習

中文時間越長的受試者與學習時間較短的受試者，其問卷答對率還比較

低，說明除了受試者背景、年齡與學習中文的時間長短這些因素影響受

試者的答題成效外，可能尚有其他因素同樣具影響性。 

    因此本小節將從group1與group2分別挑選學習時間最短、平均答對率

最高與學習時間最長的三名受試者，進行深入探討與對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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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oup1 受試者1】 

    受試者1為史特拉斯堡大學的大三學生，年齡為21歲，學習中文的時

間僅兩年，下表(表 六-16)為受試者1之問卷答題情形；表 六-17為受試

者1之試卷作答總統計數值。 

 

表 六-16 受試者1之問卷答題內容情形 

問卷題號 題目測驗的詞義義項 

(正確答案) 

與正確答案相符 與正確答案不相符 

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 時間 ˇ  

3 煩惱 ˇ  

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5 程度(廣度)  ˇ(重點) 

6 尊稱  ˇ(重點) 

7 重點(重要、主要) ˇ  

8 數量(數目) ˇ  

9 排序 ˇ  

10 懷孕 ˇ  

11 力量(強度) ˇ  

12 尊稱  ˇ(重點) 

13 程度(深度) ˇ  

14 時間 ˇ  

15 程度(深度)  ˇ(力量) 

16 搬弄是非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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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煩惱 ˇ  

18 數量(數目) ˇ  

19 尊稱  ˇ(重點) 

20 排序  ˇ(尊稱) 

2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2 程度(深度)  ˇ(力量) 

23 時間 ˇ  

2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搬弄是非) 

25 排序 ˇ  

26 數量(數目) ˇ  

27 程度(廣度)  ˇ(力量) 

28 力量(強度) ˇ  

29 搬弄是非 ˇ  

30 懷孕 ˇ  

 

表 六-17 受試者1之問卷作答總統計數值 

義項類別 總題數(題) 答對題數(題) 

重點(重要、主要) 3 3 

時間 3 3 

煩惱 2 2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 1 

程度(廣度) 2 0 

尊稱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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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數目) 3 3 

排序 3 2 

懷孕 2 2 

力量(強度) 2 2 

程度(深度) 3 1 

搬弄是非 2 2 

共計 30 21 

 

    根據上表(表 六-16與表 六-17)可以歸納出下列兩項重點： 

A. 十二類義項中，內省類義項掌握度較差 

    該名受試者答題率偏高，其問卷答錯的較多的義項題目為內省類義

項且集中於三類義項，分別為「程度深度」、「程度廣度」與「尊稱」

反之，外顯類義項的掌握度極高，說明受試者在外顯類義項的認知上十

分清楚。其中，「尊稱」、「程度廣度」這類內省義項的題目，受試者

全部答錯，說明該名受試者對於這類義項完全沒有概念也不知道在真實

語境中該如何使用。此外，受試者在答錯題目中幾乎都選擇「重點」與

「力量」這兩類義項，特別是「重點」這類義項，受試者在第5題、第6

題、第12題與第19題皆選擇其為作為正確答案，說明其對於這兩類義項

雖然大致瞭解然而仍有些模糊、混淆的情況，故證實受試者確實在內省

類義項較薄弱。 

 

B. 義項間出現嚴重混淆現象 

    透過受試者在答錯的義項題目中所選擇的選項，可以得知其對於

「程度深度」與「力量」、「程度廣度」與「力量」、「尊稱」與「重

點」這幾類義項間都出現混淆現象，其中只要是「尊稱」這類義項題

目，受試者都會選擇「重點」這類義項為答案，由此可以說明其對於這

兩類義項間認知情形完全混淆。以下以「程度深度」這類義項題目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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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題：「這起綁票案，造成臺灣社會極大的轟動。」 

第22題：「臺灣的失業率逐年上升，讓越來越多社會新鮮人感到極大的 

         求職壓力。」 

 

第15題「大」的義項是抽象說明綁票案引起台灣社會的轟動程度，但受

試者卻認為轟動程度是指一種力量，即將抽象形容認知成具體現象，因

此其在選擇上便選擇「力量」這類義項為答案，而第22題同樣出現相同

的錯誤情形。故受試者雖然對於「大」的每一類義項認知都十分清楚與

瞭解，然而當所有義項不斷地重覆出現，受試者仍然會出現義項間的混

淆現象，說明雖然受試者具有一定程度的義項認知能力，然而仍不夠熟

悉於真實語境中的使用。 

 

○2 【Group1 受試者10】 

    受試者10為台灣師範大學法語中心的法籍教師，年齡為42歲，學習

中文的時間為4年。該名受試者為本研究問卷中答對率最高者且特別的部

分是他娶了一個台灣妻子，受試者曾表示因為與妻子間的溝通都是使用

中文，對他的中文能力有極大的幫助。因此，本研究再從Group1特別挑

選此位受試者進行深入的研究，下表(表 六-18)為受試者10之問卷答題內

容；表 六-19為受試者10之試卷作答總統計數值。 

 

表 六-18 受試者10之問卷答題內容 

問卷題號 題目測驗的詞義義項 

(正確答案) 

與正確答案相符 與正確答案不相符 

 

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 時間 ˇ  

3 煩惱 ˇ  

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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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度(廣度) ˇ  

6 尊稱 ˇ  

7 重點(重要、主要) ˇ  

8 數量(數目) ˇ  

9 排序 ˇ  

10 懷孕 ˇ  

11 力量(強度)  ˇ(數量) 

12 尊稱 ˇ  

13 程度(深度) ˇ  

14 時間 ˇ  

15 程度(深度)  ˇ(力量) 

16 搬弄是非 ˇ  

17 煩惱 ˇ  

18 數量(數目) ˇ  

19 尊稱 ˇ  

20 排序 ˇ  

21 重點(重要、主要) ˇ  

22 程度(深度)  ˇ(力量) 

23 時間 ˇ  

24 度量衡 

(體積、面積、容積) 

ˇ  

25 排序 ˇ  

26 數量(數目) ˇ  

27 程度(廣度) ˇ  

28 力量(強度) ˇ  

29 搬弄是非 ˇ  

30 懷孕  ˇ(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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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19 受試者10之問卷作答總統計數值 

義項類別 總題數(題) 答對題數(題) 

重點(重要、主要) 3 3 

時間 3 3 

煩惱 2 2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 2 

程度(廣度) 2 2 

尊稱 3 3 

數量(數目) 3 3 

排序 3 3 

懷孕 2 1 

力量(強度) 2 1 

程度(深度) 3 1 

搬弄是非 2 2 

共計 30 26 

 

依據上表(表 六-18與表 六-19)可以整理出下列兩項重點： 

A. 十二類義項中，僅對其中一類義項掌握較弱 

    該名受試者問卷答對率極高，僅錯四題，其中兩題都是「程度深

度」這類義項且受試者這兩題選擇的答案皆是「力量」這類義項，說明

受試者對於這類義項掌握度稍弱且出現義項間混淆現象。但整體而言其

對於所有義項的掌握度極高且能夠完全瞭解在真實語境中這些義項是如

何被運用。 

 

B. 義項間出現些微混淆情形 

    從問卷答錯題目中受試者所回答的選項，可以發現受試者出現的些

微義項混淆情形，「程度深度」與「力量」、「力量」與「數量」、

「懷孕」與「度量衡」這幾類義項都讓受試者出現混淆現象。其中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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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深度」與「力量」這兩類義項間的混淆現象最多，與受試者1出現

相同的錯誤情況。故由此可知雖然受試者對於問卷中每一類義項的認知

能力極強、義項題目掌握度極好，然而仍可能出現義項之間的混淆現

象，因此，詞義義項在真實語境中的使用仍是學習者需不斷練習的部

分，同時也是教學者須花更多心思於相關教學設計。 

 

○3 【Group2 受試者12】 

    受試者12曾在中國、台灣與法國上過中文課，在台灣與中國時每天

都有2至3小時的中文課程，然而回到法國兩年後變成一周只有2個小時，

因此這兩年實際上課與接觸中文的時間大幅縮水，直至近期才又回到台

灣學習中文。關於受試者12的問卷內容分析已經在受試者背景(p.70)進行

深入探討，故在此僅列出其問卷分析後的重點整理：第一，近七成的義

項題目答錯；第二，複雜類義項題目皆答對；第三，義項間出現混淆情

形。由受試者學習中文的時間、背景與問卷分析內容，可以說明受試者

在雖然學習時間長達九年，然而實際上學習的時間卻很零散又很少，甚

至有兩年的時間處於較無中文的環境下，能在真實語境中練習中文的機

會更少。故受試者12在本研究問卷答題上，可能受到其背景、年齡與學

習經歷影響，以致其所呈現的問卷答對率與學習中文的時間長短成反

比，屬於較特殊的案例。 

    經由上述三個群組所各別挑選出來的三名受試者之問卷作答分析，

可以發現雖然中文學習時間越長，對於詞義義項認知能力應該越強，然

而根據受試者10與受試者12之問卷分析並結合其年齡、背景等因素進行

統整探討後，證實受試者背景、年齡、學習中文的時間長短、環境、動

機等相關因素，彼此間都影響受試者對於詞義義項認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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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以題目為主的分析(By item analysis) 

    第一節是以受試者為主並從受試者背景、年齡與學習中文時間長短

三大面項進行問卷的深入探討，從中探討這些因素對受試者在義項認知

與問卷答題的影響性，而本小節則將從問卷題目且以內省、外顯兩大類

義項為主軸進行深入的對比分析，以期能瞭解究竟法籍學習者對於中文

「大」的十二類義項中哪一類義項認知較弱以及究竟是外顯類義項還是

內省類義項掌握度較好。 

    以下從三個角度進行分析：一、外顯類義項間之統計與比較分析；

二、內省類義項間之統計與比較分析；三、外顯與內省兩大類義項間之

總統計與比較分析。 

 

一 外顯類義項間之統計與比較分析 

    本研究對於中文「大」之外顯類義項總共有五類，分別為「度量

衡」、「懷孕」、「數量」、「力量」與「排序」，這些都屬於感官直

覺、受試者能立刻判斷與掌握的詞義義項。以下將先呈現本研究問卷中

外顯類義項題目的基本統計數值(表 六-20)8，再針對答對率偏低的義項類

別進行分析與探討，試以找出讓該義項答題率偏低的原因。 

 

表 六-20 外顯類題號與答對率之統計數值 

義項類別 問卷義項題號(答對率) 義項總平均答對率 

度量衡 第4題(89%)、第24題(73%) 81% 

懷孕 第10題(67%)、第30題(53%) 60% 

數量 第8題(80%)、第18題(87%)、第26題(53%) 73% 

排序 第9題(100%)、第20題(73%)、第25題(73%) 82% 

力量 第11題(73%)、第28題(90%) 81% 

平均答對率=75% 

                                                   
8
 表格中義項類別以義項外顯程度進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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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表 六-20)說明外顯類義項共有五類，本研究問卷共設計12題

關於外顯類義項的題目，其中「數量」與「排序」這兩類義項題數較

多。整體而言，外顯義項的答對率都偏高，其中「懷孕」這類義項題目

的答對率都偏低，說明受試者對這類義項的認知極弱；反之，「排序」

類義項其中一題(第9題)的答對率達100%，但另外兩題(第20題與第25題)

的答對率卻稍微低一點，說明受試者對於這類義項的認知仍有些模糊不

清。因此，本小節將針對答對率低的「懷孕」類義項題目與答對率高的

「排序」類義項題目進行深入探討。 

 

(一)「懷孕」類義項題目探討 

    本研究問卷關於「懷孕」這類義項的題目共有兩題，分別是第10題

與第30題。透過上表(表 六-20)可以發現這兩題的答對率都偏低，說明這

十五位受試者對於這類義項的認知較不熟悉，故以下將先列出題目與選

項並統計十五位受試者回答該題的選項，進而探討造成這兩題答對率偏

低的原因。 

 

第 10 題：「小花每天挺著一個大肚子去上班，真的很辛苦。」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 思 ? 

           ○1 時間  ○2 懷孕  ○3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4 程度(廣度) 

 

  

圖 六-3 第10題十五位受試者答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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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上圖(圖 六-3)說明十位受試者選擇正確義項「懷孕」外，仍有

五位受試者選擇其他義項，其中兩位選擇「度量衡」這類義項、兩位選

擇「程度廣度」這類義項，由此可知這四位受試者對於「懷孕」這類義

項認知不夠熟悉與清楚，故出現與「度量衡」、「程度廣度」這兩類義

項間的混淆現象。因此，以下將分別探析受試者對於「懷孕」與「度量

衡」、「懷孕」與「程度廣度」義項間混淆的原因。 

 

「懷孕」與「度量衡」   根據MARVS理論，「懷孕」與「度量衡」這兩

類義項皆屬於論元角色內部屬性中具體事物，即兩者義項都是受試者能

透過感官直覺感受，因此為受試者容易混淆的兩類義項。此外，依據中

法各自對中文「大」之義項類別分析結果 (表  四 -7)顯示，法文

「grand(大)」並沒有「懷孕」這類義項，因此對於學習者而言可能出現

兩個現象：一. 直接學習不受母語干擾；二. 屬於全新義項，受試者須花

時間學習、練習與應用。故這兩位受試者將因為肚子裡孕育新生命而造

成「大肚子」認知為僅是表象具體「大肚子」，即義項間出現混淆現

象，或因為法文中沒有這類義項，受試者仍不夠熟悉也不知道在真實語

境中的呈現方式，因此受試者選擇簡單且具體說明「大肚子」的義項。 

「懷孕」與「程度廣度」   依據MARVS理論分析，「懷孕」屬於論元

角色內部屬性中具體事物；「程度廣度」屬於事件內部屬性，此外，一

類屬於外顯義項；一類屬於內省義項，然而卻仍有兩名受試者出現混淆

情形，本研究認為受試者對於「程度廣度」的義項認知不夠清楚並將其

認知為具體、寬廣之義，故認為題目中「大肚子」是單純肚子變寬廣，

由此呈現出受試者對這兩類義項的混淆狀況。 

 

第30題：「小玉的預產期越來越近，她的肚子也越來越大。」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 懷孕  ○2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3 時間  ○4 程度(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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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4 第30題十五位受試者答題情況 

 

由上圖(圖 六-4)可以說明除了選擇正確義項(懷孕)外，其他近乎一半的

受試者都選擇「度量衡」這類義項，即許多受試者雖然在第10題判斷正

確，但對於「懷孕」與「度量衡」兩類義項認知不夠清楚以致兩類義項

之間仍會出現混淆現象。故本研究認為這六位選擇「度量衡」這類義項

的受試者是對於義項不夠深入瞭解，因此當題目較多時便加深其義項間

的混淆情形。 

    由上述分析可以說明「懷孕」這類義項答題率偏低的原因是因為受

試者出現與「度量衡」義項間的混淆現象，誠如MARVS理論分析(圖 四-

1)所示，這兩類義項間本身就是學習者容易混淆的義項，透過問卷中

「懷孕」類義項題目作答結果分析，受試者確實出現兩者義項間的混淆

現象，故進一步說明華語教學者或教材編寫者在詞義義項教學上或編寫

上需更加留意這種義項間混淆狀況。 

 

(二)「排序」類義項題目探討 

    中文狀態動詞「大」的外顯義項中，「排序」這類義項的答對率

82%，為外顯義項中最高的義項類別，屬於受試者最容易掌握的義項。本

研究問卷中關於「排序」這類義項的題目共有三題，分別為第9題、第20

題與第25題，其中，第9題答對率達100%，即每位受試者都能在完全掌握

這類義項在這題句式語境中的語義，然而第20題與第25題的答對率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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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5%，說明部分受試者仍在這類義項認知上不夠清楚，故以下將以第9

題與第20題進行分析與比較，以期找出同一類義項題目在答對率上卻有

差異的原因。 

 

第9題：「她有五個孩子，最大的男孩只有八歲。」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 排序  ○2 尊稱  ○3 懷孕  ○4 煩惱 

 

第9題的答對率為100%，即每一位受試者都選擇正確的義項(排序)。透過

題目與選項可推測出十五位受試者對於「排序」這類語義在這題的句式

語境中掌握度極高的原因有三： 

A. 句式語境清楚簡明 

題目中先是表達總共有五個小孩，第二句便指出這五個孩子裡年紀

最長的男孩只有八歲。因此這裡很明顯「大」的語義義項是在說明排

行、排序第一的意思。 

B. 選項義項不易混淆 

受試者閱讀完題目後，很容易便判斷出句中「大」的義項為排序，

即排行、序列第一的語義概念，故選項中並無其他選項會讓受試者混淆

或不清楚。 

C. 受試者對於這類義項認知很清楚 

依據中法各自對中文「大」之義項類別分析結果(表 四-7)顯示，法

文「grand(大)」中年齡與排行分屬兩類一項，然而中文卻僅以排序含括

年齡與排行這兩個語義概念，因此對於受試者而言，中文義項更容易判

斷容易判斷且更清楚在真實語境下所代表的語義概念。 

 

    透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第9題答對率達100%的原因。以下將在分析

第20題的答對率不及第9題的原因，而後進行兩題之間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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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題：「小玉是家中的老大，她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 力量(強度)  ○2 尊稱  ○3 程度(廣度)  ○4 排序 

 

  

圖 六-5 第20題十五位受試者答題情況 

 

    依據上圖(圖 六-5)可以發現十一位受試者選擇正確選項(排序)外，

剩下四位受試者皆選擇「尊稱」這類義項，說明這四位受試者在問卷作

答後期出現「尊稱」與「排序」兩類義項間的混淆現象，故本研究將從

題目與選項的角度探討造成受試者混淆的原因。 

題目   第一句說明小玉是老大，此時受試者接收到「大」的語義義項概

念應該是敬稱、尊敬的概念，然而透過第二句「她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

妹妹」，才能真正判斷這一題「大」的語義概念是在說明小玉在家中的

排行，因此，若受試者對於題目的認知不足或無法從第二句中發現這一

題真正的語義義項概念，便會出現選擇的選項是「尊稱」這類義項。 

選項   題號二十說明受試者針對本研究問卷已經寫超過一半的題目，每

一類義項題目至少都接觸過一次，其中每一題都有四個不同的義項選

項，因此受試者極有可能在答題超過一半之後開始出現義項間的混淆情

形。如這一題的義項選項為「力量(強度)」、「尊稱」、「程度(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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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排序」，受試者便在「尊稱」與「排序」這兩類義項出現混淆，認

為題目中老「大」是對小玉的「敬稱」而非「排行、年紀最長」。 

    透過第9題與第15題的各自分析，可以說明第9題的句式語境較第20

題簡單清楚且受試者才剛接觸問卷，故在義項判斷上更為容易，題目答

對率相對也相對偏高。 

    經由上表(表六-20)與上述兩類義項的分析統整後，可以得知受試者

對於外顯義項的認知掌握度偏高，因為外顯義項是受試者可以經由感官

直覺進行直接體驗與認知，此外，在法文“grand”的每一類外顯義項都

可以對應至中文「大」的外顯義項(參照表 五-7)，故對於受試者或法籍

學習者而言，中文狀態動詞「大」之外顯義項認知可以掌握得很好：平

均答對率達75%，外顯意義類的五個類別中受試者能高度掌握的義項為三

類，也就是受試者對於「大」的外顯意義類別掌握度可達60%，如下表

(表六-21)所示。 

 

表 六-21 外顯義項類別掌握度 

類別 數值 

外顯意義類別 5類 

高於外顯意義平均答對率的類別 3類 

 60% 

 

二 內省類義項間之統計與比較分析 

    本研究對於中文「大」之內省類義項總共有七類，分別為「時

間」、「尊稱」、「重點」、「程度(深度)」、「程度(廣度)」、「搬

弄是非」與「煩惱」，這些都屬於認知理解、受試者需要進一步思考才

能判斷與掌握詞的真正義項。 

    以下(表 六-22)將先呈現本研究問卷中內省類義項題目的基本統計數

值，再針對答對率偏低的義項類別進行分析與探討，試以找出讓該義項

答題率偏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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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22 內省類題號與答對率之統計數值 

義項類別 問卷義項題號(答對率) 義項總平均答對率 

時間 第2題(87%)、第14題(100%)、第23題(100%) 96% 

煩惱 第16題(87%)、第29題(80%) 83% 

重點 第1題(67%)、第7題(73%)、第21題(87%) 76% 

搬弄是非 第3題(50%)、第17題(90%) 70% 

程度(廣度) 第5題(60%)、第27題(60%) 60% 

程度(深度) 第13題(80%)、第15題(30%)、第22題(30%) 47% 

尊稱 第6題(40%)、第12題(60%)、第19題(20%) 40% 

平均答對率=67% 

 

    由上表(表 六-22)說明中文「大」之內省義項共計七類，其中「重

點」、「尊稱」、「時間」與「程度深度」這幾類義項題目較多，因此

本研究問卷關於內省類義項題目共18題。其中，關於「尊稱」這類每一

題的答對率都偏低；「程度深度」這類義項題目中，只有一題(第13題)

答對率偏高，另外兩題(第15題、第22題)答對率都偏低，反之，「時

間」這類義項答對率極高，故本研究將針對答對偏高的「時間」這類義

項與答對率偏低的「尊稱」、「程度深度」這兩類義項進行深入探討。 

 

(一)「時間」類義項題目探討 

    本研究問卷中「時間」類義項題目共計三題，每一題答對率的數值

都十分相近集中，故該類義項的平均答對率近乎100%，說明受試者對於

這類義項掌握度極高、在真實語境中懂得如何運用得當。由於該義項第

14題與第23題之答對率皆為100%，故以下將以第2題(答對率為87%)為例

進行分析，從中探討受試者對於這類義項特別容易掌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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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題：「大清早的，爸爸就去公園運動了。」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 尊稱  ○2 程度(深度)  ○3 時間  ○4 搬弄是非 

 

 

圖 六-6 第2題受試者答題情形 

 

    由上圖(圖 六-6)可以除了正確義項(時間)外，其中有兩名受試者都

選擇「程度深度」這類義項，說明這兩名受試者對於「時間」與「程度

深度」這兩類義項出現混淆現象，故以下將從題目與選項進行深入分

析，試以找出讓受試者混淆的原因。 

題目   「大清早」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9所示，大清早指早晨天剛亮

的時候，因此此處「大」的義項為「時間」，說明時間甚早之意，然而

兩名受試者若不懂「清早」的語義概念為「時間」，在題目判斷時便容

易將「大清早」中「大」的義項認知為極具抽象、以心理層面為主的

「程度深度」之義項，即認知該題「大」之義項屬於在某種程度上，較

為深層的心理狀態。 

選項   本題「時間」與「程度深度」兩類義項間因為詞義義項較「尊

稱」、「搬弄是非」這兩類義項接近，故受試者一開始容易混淆「時

                                                   
9
 網址：http://dict.concised.moe.edu.tw/cgi-bin/jbdic/gsweb.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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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程度深度」這兩類義項。此外，該題為第2題，受試者可能尚未

接觸到所有義項的題目，因此在選項選擇上比較容易出現一小部分詞義

混淆情形，若受試者接觸所有義項相關題目後，便瞭解每一類義項在真

實語境中的使用情形，故對於詞義義項的混淆現象可能降低，由此可以

說明同樣有「時間」與「程度深度」兩類義項的第23題，其答題率卻達

100%之原因 

    依據中法各自對於中文「大」之義項類別呈現(表 四-7)，「時間」

這類義項也出現於法文“grand”之義項中，說明中法「大」之義項裡皆

有該義項存在，故對於受試者而言，屬於容易掌握的義項，誠如本研究

問卷測驗結果顯示，其平均答對率為十二類義項中最高者。因此，由統

計結果可以證實法籍對於「時間」這類義項的掌握度確實偏高。 

 

(二)「尊稱」類義項題目探討 

    本研究問卷中關於「尊稱」這類義項共計三題，分別為第6題、第12

題與第19題，由表 六-22可以發現本研究十五位受試者對於這類義項掌握

度特別差，平均答對率僅40%，說明受試者對於這類義項認知極為薄弱，

故在真實語境中出現於其他義項混淆或是完全不知道該如何使用的情

形。以下將以第6題與第19題為例，列出這兩題的題目與選項並進行統整

分析，以其歸納出受試者對於這類義項認知極弱的原因。 

 

第6題：「他的父親曾經是一名厲害的大將軍。」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 重點(重要、主要)  ○2 力量(強度)  ○3 排序  ○4 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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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7 第6題受試者答題情形 

    由上圖(圖 六-7)可以發現受試者除了選擇正確義項(尊稱)外，剩下

大部分的受試者都選擇「重點」這類義項，說明受試者出現義項間混淆

情形，以下透過題目與選項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題目   此題中「大將軍」是指對將軍這個職位的敬稱與尊敬，如同教育

部重編國語辭典中「大伯」、「大作家」其「大」的義項都是說明對這

些身份的敬重與尊敬。然而受試者若對於這類義項不夠熟悉，便容易將

此題「大」的義項認知為某一身份是重要、主要的，因此在這題題目中

受試者判斷「大」的義項是指將軍這個身份極為「重要」而非是對將軍

這個身份的「敬重」。 

選項   此題中四個選項為「重點」、「力量、「排序」與「尊稱」，其

中大部份受試者選擇錯誤的義項皆為「重點」這類義項，依據MARVS理

論分析結果所示，「重點」與「尊稱」這兩類義項會隨著句式語境不同

而歸類於事件內部屬性或論元角色內部屬性的抽象形容，因此這兩類義

項不僅是同為內省類義項，還會因為句式語義不同而呈現不同的論元結

構模式，因此，即便依據中法各自對於中文「大」之義項類別(表 四-7)

呈現，這兩類義項都存在於法文「大(grand)」的義項中，應該屬於受試

者因為母語具有這兩類義項所以成為較容易掌握的義項，然而卻因為中

文句式的多樣性與語言的特殊性，以致受試者對於這兩類義項容易出現

混淆現象，如此題結果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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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題：「公司裡的大股東擁有整個公司45%的股份。」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 排序  ○2 懷孕  ○3 尊稱  ○4 重點(主要、重要) 

 

 

圖 六-8 第19題受試者作答情形 

 

    本研究問卷中，第19題的答對率最低，說明受試者在這一題義項或

題目認知上出現問題，經由上圖(圖 六-8)證實受試者不僅在這類義項認

知上較弱，甚至出現義項間嚴重混淆情形，以下將由此題題目與選項進

行深入分析。 

題目   此題「大」的義項為「敬稱、尊重」，說明對「股東」這個身分

的尊敬，因為這個「股東」擁有公司裡最多的股份，擁有極大的權力。

故若受試者無法認知或意識到這個深層涵義與詞義，便無法正確判斷此

題「大」的詞義義項類別。 

選項   由上圖(圖 六-8)可以發現80%的受試者都選擇「重點」這類錯誤

選項的義項，說明大部分受試者在題目認知上出現問題：認為「公司大

股東」是指「公司裡重要的股東」。然而實則上每個股東都很「重

要」，只是「大股東」是說明他擁有較多的權利或聲望，讓人特別「尊

敬、敬重」他。此外，誠如前面第19題分析所述，在MARVS理論中，這

兩類義項的確會造成受試者出現較嚴重的義項間混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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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分析完所有受試者的問卷之後，本研究經過探討發現，題目設

計上確實出現紕漏，即題目出現岐義現象。這裡的「大股東」的確可能

是先說明因為持股較多而其地位較為「重要」，正因為地位的「重

要」，因此才受人「敬重、尊重」。因此，這一題題目的確具歧義性，

故成為影響答題率特別低的原因之一。 

    關於「尊稱」這類義項，雖然依據中、法各自對中文「大」義項類

別(表 四-7)所示，「尊稱」這類義項皆存在於中、法兩個語系中，應該

屬於受試者容易學習的其中一類義項，但因為中文句式多樣又豐富的變

化性，讓受試者對於這類義項容易出現看不懂或與其他義項混淆的情

形。故透過上述分析，可以說明此題答題率偏低的原因在於受試者對題

目的認知不夠深入與熟悉以致在義項選項間出現混淆、選不出來的情

形。因此，此類義項的統計結果也說明詞義義項教學在華語教學上的重

要性，如何讓學習者能完全正確認知每一類義項實為華語教師在詞義教

學上之一大挑戰。 

 

(三)「程度深度」類義項題目探討 

    本研究問卷中關於「程度深度」這類義項的題目共計三題，分別為

第13題、第15題與第22題，其中，第13題的答對率特別高於第15題與第

22題，因此本研究將分析第13題與第15題的題目與選項，從中找出第13

題答題率特別高的原因。 

 

第13題：「小華因癌症過世，對她的家人而言是極大的折磨與傷痛。」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 度量衡  ○2 數量(數目)  ○3 程度(廣度)  ○4 程度(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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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9 第13題受試者答題情形 

 

 

第15題：「這起綁票案，造成臺灣社會極大的轟動。」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 數量(數目)  ○2 力量(強度)  ○3 程度(深度)  ○4 尊稱 

 

  

圖 六-10 第15題受試者答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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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上圖(圖 六-9與圖 六-10)以及兩題題目與選項，本研究將針對這

兩題的題目與選項進行兩者分析與比較並試著從中找出義項相同但語境

不同的情況下，受試者答題率相差極大的原因。 

題目   第13題「極大的折磨與傷痛」說明這些折磨與傷痛在某種心理層

面上極為深入、巨大，因此對受試者而言，可以認知到「折磨與傷痛」

屬於心理層面深層的傷害，故透過題目的訊息，受試者就能掌握此題

「大」的語義義項；第19題「極大的轟動」說明綁票這件事引起社會的

譁然，然而受試者若將「轟動」由抽象形容認知為具象形容，則受試者

對於第19題「大」的義項認知可能會出現錯誤判斷，因此第19題的題目

對於受試者而言需要更進一步思考。由此可知，兩題題目相較而言，第

19題的題目對受試者來說較為不容易。 

選項   第13題選項為「度量衡」、「數量」、「程度廣度」與「程度深

度」，本研究預期受試者對於「程度深度」與「程度廣度」這兩類義項

會出現義項混淆情形，然而透過前面對於第13題的題目分析結果所示，

受試者大部分都能從句式訊息中選擇正確義項，亦即題目傳遞的訊息夠

清楚，因此讓80%的受試者在義項選擇上不僅沒有混淆現象還能選出正確

選項。而第15題選項為「數量」、「力量」、「程度深度」與「尊

稱」，然而依據前面對於第15題的測驗結果與題目分析結果所示，60%的

受試者因為將題目中「轟動」由抽象形容認知成具象形容，因此認為

「極大的轟動」中「大」的義項為一種力量強度的表現，故出現義項上

錯誤判斷情形。 

    經由第13題與第15題這兩題的深入分析後，可以發現雖然測驗的詞

義義項相同，但因為句式語境不同、語境中的資訊複雜程度影響，受試

者便可能受到干擾而出現義項錯誤判斷的情形。 

    透過上表(表 六-22)與上述三類義項的分析統整後，可以得知受試者

在內省義項的判斷較不容易，因為內省義項是受試者必須經過更深層的

認知思考才能理解在句式語境中屬於何者義項。此外，在法文“grand”

的每一類內省義項中並不是都可以對應至中文「大」的外顯義項(請參照

表 四-7)，故對於受試者或法籍學習者而言，中文「大」之內省義項認知

掌握上較弱：平均答對率達75%，內省意義類的七個類別中受試者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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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義項為四類，也就是受試者對於「大」的內省意義類別掌握度為

57%，如下表(表六-23)所示。 

 

表 六-23 內省義項類別掌握度 

類別 數值 

內省意義類別 7類 

高於內省意義平均答對率的類別 4類 

 57% 

 

三 外顯與內省類義項間之統整分析 

    透過上述分別對外顯義項與內省義項之深入探討後，本研究將兩類

項的分析結果進行統整如下表(表六-24)，以期能更瞭解母語為法語之法

籍華語學習者在中文「大」詞義義項掌握能力與學習依序。 

 

表 六-24 外顯與內省掌握度統整結果 

類項 掌握度比率 掌握度較佳 

外顯 60% ˇ 

內省 57%  

 

    由上表(表六-24)可以發現，十五位受試者對於中文「大」的外顯義

項掌握能力較佳，如同本研究第五章針對中文「大」的十二類義項分析

結果與以MARVS理論分析所示，外顯義項對於受試者而言，可以由事件

或角色的外觀直覺辨識；內省義項則必須經由個體認知、生活經驗等較

為內化思想與需要高度思維過程才能正確判斷與應用於真實語境中。此

外，若對於每個義項的認知不夠深入或對於義項在句式中的使用不夠熟

悉，受試者可能出現義項之間混亂混淆的情形，如「懷孕」與「度量

衡」、「尊稱」與「重點」等這幾類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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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經由第六章對於本研究問卷深入探討後，可以得知母語為法

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對於中文「大」之外顯義項的掌握程度整體而言可

能高於內省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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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章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結論，期望能提供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

學習者為主要對象的華語教學教材、教學模式在一詞多義的教學上能更

加符合學習者的需求。此外，也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

以期能使一詞多義研究更臻完整。本節將分為第一節研究結論與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第一節 研究總結 
    透過問卷分析結果顯示，母語為法語之法籍受試者者在中文「大」

之義項學習上確實誠如第五章分析結果所示，對於內省義項掌握度確實

比外顯義項弱且如同MARVS理論分析結果所述，部分義項會造成受試者

出現混淆情形，如「度量衡」與「懷孕」這兩類義項從內部結構探討時

可以分為同一類，然而實際上兩類語義並不相同。故將MARVS理論分析

義項結果、中法語料對比分析結果與受試者問卷深度探析結果，三大面

向進行整合，可以發現本研究之問卷受試者或從更廣泛的角度而言，母

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對於中文狀態動詞「大」之掌握程度如下

表(表 七-1)所示。 

 

表 七-1 母語為法語之法籍學習者對狀態動詞「大」之義項掌握能力表 

法籍學習者對義項的掌握程度 義項類別 

容易掌握的義項類別 中文裡僅有一個義項，法文卻有兩類義項可以對應 

(外顯義項) 中法兩者語言有共同的義項 

 中文裡有該類義項，法文裡卻沒有 

 中文裡有兩類該義項，法文裡僅有一個義項可以對應 

(內省義項) 中文裡沒有該義項，法文裡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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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七-1說明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對於外顯義項掌握度較內

省義項好，此外，雖然依據中法「大(grand)」義項對比分析結果顯示，

中法兩者語言有共同的義項這類義項(度量衡、數量、時間等)應該是母

語為法語之華語學習者最容易掌握的義項類別，然而經由本研究從理

論、實務與真實語料三大方向進行分析統整後，發現中文裡僅有一個義

項，法文卻有兩類義項可以對應(排序)這類義項掌握度高於中法兩者語

言有共同的義項這類義項(度量衡、數量、時間等)這類義項，因為中文

裡僅是一類義項但法文卻細分為兩類，故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

在真實語境裡接觸中文狀態動詞「大」的這類義項時較為容易、掌握度

佳。掌握度排第三的義項類別為中文裡有該類義項，法文裡卻沒有(搬弄

是非)，這類義項照理來說應該屬於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不容易

學習的義項類別，因為在法文裡並沒有這類義項，對於母語為法語之法

籍華語學習者而言是全新的內容，但從另一角度分析，這類義項正因為

不受母語干擾，因此利於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直接學習。最讓

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困擾的義項便是中文裡沒有該義項，法文

裡卻有，雖然本研究以中文狀態動詞「大」之十二類義項為主軸進行題

目設計，故沒有包含法文有但中文卻沒有的義項類別。然而，母語為法

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若其對於中文狀態動詞「大」之十二類義項瞭解地

不夠深入、熟悉，那其可能在真實語境中選擇義項時出現混淆、錯亂情

形。因此，針對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在中文狀態動詞「大」之

義項教學上應參照上表(表 七-1)，讓受試者由容易掌握的義項逐漸加深

至極不容易掌握的義項，同時這個過程需配合i+1理論10進行，才能讓母語

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完整學習中文狀態動詞「大」之所有義項。 

    正如同第二章文獻回顧所述，目前對於對象是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

語學習者在一詞多義學習上的研究極少本研究試圖從三個理論、實務與

真實語料三大面相進行分析，以期能找出針對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

習者在中文一詞多義學習上的難點與困境，此外，也期望能提供以母語

為法語之法籍學習者為主的華語教學語教材在課堂設計或教材撰寫上能

真正符合教學對象的需求。 

                                                   
10 Comprehensible Input可理解輸入，即每次語言內容的難度都必須些微超過學生當

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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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最大的限制與困難在於符合本問卷受試者之條件者不易尋

找，因本研究需要的受試者條件為母語為法語、法籍人士、中文程度達

中高級(含)以上之學習者，但目前不論在台灣還是在法國，滿足此條件

的受試者人數少之又少，故本研究於受試者協尋上遇到較多的困難與限

制。然而，即便本研究在受試者人數上稍嫌不足，然而仍可從中初步發

現母語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在一詞多義學習上的困境與難點，若本

研究能有更多樣本數，便能更深入說明、探討並精確呈現母語為法語之

法籍華語學習者在一詞多義學習上的困境與難點、教師與教材對於母語

為法語之法籍華語學習者該如何進行教學設計與教材編寫才能符合其真

正需求。 

    本研究另設計第二份問卷，為十二大題閱讀測驗，每一大題另有四

小題問題(參閱附錄 問卷二)，該問卷設計目的在於讓受試者能從句式為

主的問卷一更深入至以篇章為主的問卷二，受試者需要對中文狀態動詞

「大」的所有義項更加熟悉並能運用自如才能完整回答所有問卷二之題

目，若未來繼續深入，蒐集到問卷二之樣本回饋，對於法語為母語之法

籍華語學習者在中文狀態動詞「大」之多義性認知狀況之研究能更臻完

整且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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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一〉 

語言學問卷調查 

 

您好!對不起佔用您寶貴的時間。我們要進行一份有關法籍華語學習

者使用中文的問卷，以進行中文詞義方面的研究，竭誠邀請您的參

與，協助我們完成本問卷，並請您據實回答。謝謝! 

 

 

您的年齡(age)：               

您的性別(gender)： 男  /  女 

您學習中文多久(how long for learning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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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語 

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研究實驗，本問卷的目的是為了瞭解法籍華語學

習者對於中文詞義的認知理解，請您依照您的直覺來判斷作答。請

您放心，我們不會公開您的基本個人資料，請放心作答。 

    這份問卷共有三十題，每一題只有一個答案。您要做的就是：

首先，請您先閱讀題目的例句，再回答例句中「大」的意思和下列

四個選項中的哪一個意思一樣。 舉例如下 

 

舉例 

「這件衣服太大件了，你穿起來不好看。」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  懷孕  ○3.  力量(強度) ○4.  煩惱 

答案：○1 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如果有問題，請現在發問，不然，我們將直接開始作答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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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月底，各大百貨公司舉行折扣活動的時候，總是吸引很多人

前往消費。」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數量(數目)  ○2.重點(重要、主要)  ○3.程度(廣度)  ○4.排序 

答案：

 

2. 「大清早的，爸爸就去公園運動了。」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尊稱  ○2.程度(深度)  ○3.時間  ○4.搬弄是非 

答案： 

3. 「小孩子太挑食讓許多媽媽覺得一個頭兩個大。」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程度(廣度) ○2.力量(強度) ○3.煩惱 ○4.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答案： 

4. 「小明的頭比一般人還大，所以全校老師和學生都認得他。」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煩惱  ○3.程度(深度)  ○4.排序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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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模越大的公司，它的制度越完善。」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程度(深度)  ○2.重點(重要、主要)  ○3.程度(廣度)  ○4.數量(數目) 

答案： 

6. 「他的父親曾經是一名厲害的大將軍。」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重點(重要、主要)  ○2.力量(強度)  ○3.排序  ○4.尊稱 

答案： 

7. 「他最大的問題是太驕傲，所以很多人不願意跟他做朋友。」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數量(數目)  ○2.重點(重要、主要)  ○3.程度(深度)  ○4.程度(廣度) 

答案： 

 

8.「春節期間，為了紓解大批的返鄉人潮，臺灣高速鐵路宣佈每個 

時段將加開兩班列車。」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時間 ○2.程度(深度) ○3.數量(數量) ○4.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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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她有五個孩子，最大的男孩只有八歲。」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排序  ○2.尊稱  ○3.懷孕  ○4.煩惱 

答案： 

 

10.「小花每天挺著一個大肚子去上班，真的很辛苦。」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時間  ○2.懷孕  ○3.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4.程度(廣度) 

答案： 

 

11. 「氣象局宣佈入冬最大的一場雪將從今晚開始，呼籲民眾沒事不   

  要外出。」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力量(強度)  ○2.數量(數目)  ○3.程度(深度)  ○4.搬弄是非 

答案： 

12. 「這個公共建築是國際上著名的大建築師貝聿銘(Ieoh Ming Pei) 

  的作品。」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排序  ○2.煩惱  ○3.重點(重要、主要)  ○4.尊稱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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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華因為癌症過世，對她的家人而言是極大的折磨與傷痛。」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數量(數目)  ○3.程度(廣度)       

○4.程度(深度) 

答案： 

14.「為了升學考試，我每天一大早就從暖和的床上爬起來念書。」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懷孕  ○2.重點(主要、重要)  ○3.時間  ○4.搬弄是非 

答案： 

15.「這起綁票案，造成臺灣社會極大的轟動。」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數量(數目)  ○2.力量(強度)  ○3.程度(深度)  ○4.尊稱 

答案： 

16.「小華是個大嘴巴，常常到處宣傳別人的秘密。」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2.搬弄是非  ○3.程度(深度)  ○4.重

點(主要、重要) 

答案： 

17.「讓許多媽媽頭大的問題是小孩子太愛吃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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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煩惱  ○2.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3.力量(強度)  ○4.排序 

答案： 

18.「恐怖攻擊以後，各個地鐵站，政府皆派駐大量的員警與軍人實

施安全檢查。」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尊稱  ○2.數量(數目)  ○3.搬弄是非  ○4.程度(廣度) 

答案： 

19.「公司裡的大股東擁有整個公司 45%的股份。」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排序  ○2.懷孕  ○3.尊稱  ○4.重點(主要、重要) 

答案： 

20.「小玉是家中的老大，她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力量(強度)  ○2.尊稱  ○3.程度(廣度)  ○4.排序 

答案： 

 

 

21.「這對雙胞胎最大的差異在於脖子上的胎記，姐姐有胎記但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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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重點(重要、主要)  ○2.時間  ○3.程度(深度)  ○4.搬弄是非 

答案： 

22.「臺灣的失業率逐年上升，讓越來越多社會新鮮人感到極大的求

職壓力。」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排序  ○2.力量(強度)  ○3.程度(深度)  ○4.程度(廣度) 

答案： 

23.「大半夜，你不睡覺，你在幹什麼?」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程度(深度)  ○2.排序  ○3.時間  ○4.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答案： 

24.「那位臉上帶著墨鏡、嘴巴特別大而且還擦著紅色唇膏的女人是

你們的朋友嗎?」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煩惱  ○2.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3.搬弄是非  ○4.懷孕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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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那名三歲大的幼童，疑似遭住家附近的野狗咬傷，目前仍在醫

院搶救中。」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重點(重要、主要)  ○2.程度(廣度)  ○3.尊稱  ○4.排序 

答案： 

26.「冰箱裡有一大堆食物還沒吃完，不要再買了!」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尊稱  ○2.數量  ○3.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4.程度(廣度)   

答案： 

27.「馬偕醫院是臺灣地區規模最大、設備也最齊全的醫院。」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煩惱  ○2.程度(廣度)  ○3.程度(深度)  ○4.力量(強度) 

答案： 

28.「小華的力氣真的很大，他可以一次扛起三十公斤的行李箱。」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重要(重要、主要)  ○2.程度(深度)  ○3.數量(數目)  ○4.力量(強度)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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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你那張大嘴巴能不能不要到處說別人的私事?」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排序  ○2.尊稱  ○3.程度(廣度)  ○4.搬弄是非 

答案： 

30.「小玉的預產期越來越近，她的肚子也越來越大。」 

請問例句中的「大」屬於下列選項中哪一個意思? 

○1.懷孕  ○2.度量衡(體積、面積、容積)  ○3.時間  ○4.程度(深度)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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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二〉 

語言學問卷調查 

 

您好!對不起佔用您寶貴的時間。我們要進行一份有關法籍華語學習

者使用中文的問卷，以進行中文詞義方面的研究，竭誠邀請您的參

與，協助我們完成本問卷，並請您據實回答。謝謝! 

 

 

您的年齡(age)：               

您的性別(gender)： 男  /  女 

您學習中文多久(how long for learning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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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語 

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研究實驗，本問卷的目的是為了了解法籍華語學

習者對於中文詞義的認知理解，請您依照您的直覺來判斷作答。請

您放心，我們不會公開您的基本個人資料，請放心作答。 

    這份問卷共有十二大題，每一大題共有四小題，每一小題只有

一個答案。您要做的就是：首先，請您先閱讀短文，再回答題組裡

的四個問題。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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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每年三四月是台灣墾丁海洋音樂季，總是會吸引一大批旅客到墾

丁遊玩，然而也產生許多負面影響，如大量的垃圾遺留在海岸邊、

大面積的海洋汙染等。所以現在各大媒體在報導墾丁海洋音樂季

時，同時也會提醒民眾隨手將垃圾帶走，好好保護這一大片美麗的

海灘。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總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一大批旅客 與 大量的垃圾，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一大批旅客 與 一大片美麗的海灘，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一大批旅客 與 各大媒體，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如果有問題，請你現在發問，等一下作答就不能發問了。再次提醒

你，等一下妳要做的事就是根據你的語感，決定每一題的答案。如

果沒有問題，請直接作答。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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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過年期間，家家戶戶都能吃到又香又甜的水果，而這些水果

都是農夫每天一大清早到大片的果園裡，細心地整理、照料，才能

有這些香甜的水果。現在許多果園還會開放參觀，讓大量的遊客能

進來果園體驗、遊玩，同時也會與許多知名大企業簽署合約，讓這

些水果能發揮更大的價值。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大過年期間 與 更大的價值，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大過年期間 與 一大清早，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大過年期間 與 知名大企業，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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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明家附近有一個數公頃大的公園，春天的時候，公園裡有許

多高大的樹木與特別的花草，小明與大他兩歲的哥哥常常在工作壓

力大的時候，一起到公園裡運動。到了冬天，一場大雪過後整個公

園都變成白白的一片，小明兄弟倆總是會坐在窗台前看著那片白茫

茫的雪世界。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數公頃大的公園 與 高大的樹木，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數公頃大的公園 與 工作壓力大，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數公頃大的公園 與 一場大雪，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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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從小華的老婆大肚子之後，為了迎接寶寶的誕生，他們夫妻

倆就準備要搬家了，搬到更大的房子裡準備，直到前幾天，我看見

社區花園裡有一位挺著六七個月大的肚子的女人，身旁跟著一位大

光頭、挺著一個大肚子的中年男人，與他們打招呼後才認出原來是

準備搬家的小華夫妻!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老婆大肚子 與 六七個月大的肚子，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老婆大肚子 與 大光頭，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老婆大肚子 與 一個大肚子，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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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玉有一對兒女，女兒今年四歲而兒子才三個月大，為了吸引

小玉的注意，女兒常常大哭，她一再告訴女兒：「你已經是個大姊

姊了，要好好保護、照顧弟弟。」然而，女兒不但不能接受，反而

更加地哭鬧，常讓小玉一個頭兩個大。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三個月大 與 大哭，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三個月大 與 大姊姊，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三個月大 與 一個頭兩個大，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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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華是一位有錢人家的大少爺，他有一雙大眼睛跟一個高挺的

鼻子。他的父親是一位大商人，常常需要出國做生意。然而，三年

前的一場大地震，小華的爸爸不幸過世了，讓小華到現在仍然忘不

了這個巨大的傷痛。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類語義? 

1   2   3   4   5   種 

 

2. 大少爺 與 巨大的傷痛，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大少爺 與 大地震，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大少爺 與 大商人，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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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半夜，一場大地震讓許多人從夢中驚醒。當天晚上，台灣各

大媒體前往災區報導最新的情況、大批醫護人員與警方進入災區搶

救，面對這場過年前的災難，如何處理成為新政府最大的挑戰。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最大的挑戰 與 大批醫護人員，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最大的挑戰 與 各大媒體，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最大的挑戰 與 大地震，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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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今年大過年前，一場大地震讓小華失去他的父母與朋友，同時

也造成他極大的陰影。在台灣，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常常都會發

生地震或其他天災，所以現在很多大型的新興建築都會特別強調避

震能力與建造結構，目的就是希望未來遇到大天災時能降低傷亡人

數，同時讓住戶能住得安心。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大地震 與 大天災，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大地震 與 極大的陰影，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大地震 與 大型的新興建築，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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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近年，台灣的失業率居高不下，讓許多產業大受影響，許多大

型公司都紛紛將工廠轉移至東南亞，使得大批的社會新鮮人面臨找

不到工作的極大壓力。該如何解決這些社會經濟問題成為台灣政府

的一大挑戰。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大受影響 與 大批的社會新鮮人，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大受影響 與 一大挑戰，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大受影響 與 極大壓力，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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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根據研究指出，規模越大的公司，福利制度越好。不但薪水優

渥同時也很體恤員工。像員工有充足的午睡時間、公司樓上還有一

個很大的健身房甚至十分尊重員工的想法，讓員工在工作上有極大

的發展空間。這些條件常常吸引大量的求職者前往面試，期望能進

入這種大公司上班。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規模越大的公司 與 大公司，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規模越大的公司 與 大量的求職者，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規模越大的公司 與 極大的發展空間，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145 

 

(十) 

   讓許多媽媽們頭大的問題是小孩子不但挑食還很愛吃大量的零

食。這種問題會造成小孩子營養不良甚至長不高，對小孩子的發育

影響極大，如小華那位大她兩歲的姊姊正是因為太愛吃零食，導致

營養不良身形特別瘦小。這個讓媽媽們一個頭兩個大的問題，一再

地考驗各位媽媽們的智慧與教育方式。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一個頭兩個大的問題 與 大量的零食，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一個頭兩個大的問題 與 頭大的問題，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一個頭兩個大的問題 與 影響極大，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146 

 

(十一) 

   小華是一位讓許多學生頭大的問題人物，最大的原因是他嘴巴很

大，很喜歡到處說其他同學的閒話，因此大多數的學生都很討厭他

甚至幫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大嘴巴，意思是他總是會到處說其他同學

的秘密，因此小華在學校總是受到同學們的排擠。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嘴巴很大 與 大嘴巴，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嘴巴很大 與 頭大的問題人物，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嘴巴很大 與 最大的原因，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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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今年夏天，台灣台北市推出「買書抽大獎」的活動，不僅中獎

名額多同時獎項又十分豐富，因此吸引大批民眾前往各大書局購買

書籍。活動結束後，大部分的市民表示他們都很喜歡這種活動，他

們認為不但能看書同時還有能參加抽獎，是一個意義極大又好玩的

活動。 

 

1. 請問上述短文中的「大」，共有幾種意思? 

1   2   3   4   5   種 

 

2. 大批民眾 與 各大書局，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3. 大批民眾 與 大部分的市民，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4. 大批民眾 與 意義極大，兩個「大」的意思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