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教學應用（針對印尼學生） 

 
依據第四章所探討－印尼學生使用「離合詞」的偏誤以及因素－本章

將針對華語文教學提出建議以及設計「離合詞」的教案。本章內容包括：

5.1. 探討現行教材與詞典對「離合詞」的處理方式並提出建議（以台灣實

用視聽華語（一）、（二）、（三）及大陸漢語初、中、高級教程以及精

選英漢－漢英詞典為例）；5.2. 「離合詞」的教學應用；5.3 結論。 

 

5.1 華語教材與詞典檢視 

筆者認為要探討「離合詞」教學應用，除了根據印尼學生使用「離合

詞」的偏誤及其因素之外，還得先觀察現行教材與詞典。由這兩個方面深

入探討，定能更加地全面性兼顧本節的主要目標。故筆者將於本節中分析

教材與詞典中「離合詞」的處理方式，分為探討現行教材與詞典對「離合

詞」的處理方式，及針對教材編輯及詞典提出建議。 

5.1.1 探討現行的教材與詞典對「離合詞」的處理方式 

呂文華（1999）的研究發現：對外漢語教材中對「離合詞」採取迴避

策略，其作法之一：不作為語法項目處理，教材中不作任何解釋和說明；

作法之二：在生詞表中以不說明詞性，並以拼音分寫的方式與一般詞相區

別。 

在印尼，除了使用來自中國大陸的教材，也使用台灣的教材。其教材

為大陸漢語初、中、高級教程；實用視聽華語（二）以及今日台灣。筆者

發現：這些教材處理「離合詞」的方式就正如呂文華（1999）所提到的第

一作法，即不作為語法項目處理。至於台灣實用視聽華語（二）給予「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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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詞」註明的標誌是 VO（動賓詞組），這一點，呂文華似乎並沒有觀察

到。而至於大陸漢語初、中、高級教程處理「離合詞」的方式是可分為兩

種，一種是如同呂文華（1999）上文所提到的，即是在生詞表中以不說明

詞性；另一種是標記「離合詞」為某一個詞類，如：標記「回頭」為「副

詞」。而今日台灣─此教材在生詞表並未給於任何詞類標誌，對於「離合

詞」也如此。此外，筆者也觀察“精選英漢－漢英詞典＂（1986）─本詞

典對於「離合詞」的處理方式。筆者之所以選擇此本詞典，是因為印大學

生在學習中文的一開始就必需擁有一本漢語詞典，尤其此本詞典。基本

上，本詞典標記「離合詞」為「動詞」。以下（表 5-1）是教材與詞典對

於「離合詞」的處理方式： 

【表 5-1】 教材與詞典對於「離合詞」的處理方式 

台灣教材 「離合詞」 

視聽華語 今日台灣

中國大陸教材 

（漢語教程） 

詞典 

見面 VO ☆1 V V 

吵架 VO ☆ V V 

結婚 VO ☆ ☆ V 

考試 VO ☆ ☆ N 

跑步 VO ☆ V V 

排隊 VO ☆ ☆ V 

睡覺 VO ☆ ☆ V 

跳舞 VO ☆ ☆ V 

洗澡 VO ☆ ☆ V 

游泳 VO ☆ V V 

值得注意的是「高級漢語教程第一冊」將某些「離合詞」與「詞組」

以及「熟語」混雜在一起，即：諸如將「抓緊」─此「詞組」與「捏一把

冷汗」、「自由自在」、「見世面」、「經久不息」─此「熟語」以及「道

謝」、「費事」此「離合詞」混雜在一起，而這種方式是不利於學生了解

如何使用「離合詞」，或者造成學生誤以為「離合詞」就是「詞組」或熟

語，甚至不了解「離合詞」與「詞組」的用法有所不同之處，即完全不了

                                                 
1 本文以「☆」-此符號來表示該教材沒給予「離合詞」任何標誌，也就是不註明詞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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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漢語中的粘著詞素與自由詞素的區別。 

該教材中對於「道謝」、「費事」此「離合詞」沒給予任何標誌，但

是，使用了「道（了）謝」、「費（些）事」，看來該編者是想要告知學

生諸如「道謝」、「費事」是可以分離使用。但是，這種教學方式是不足

的，若教師在課堂上又沒有給予適當的解說，那麼，學生將無法了解如何

正確地使用「離合詞」。由此可見，需要改進教材中對於「離合詞」的處

理方式。此外，該教材對於「探身」此「離合詞」的處理方式是在「探（身）」

的旁邊標註著「V」，筆者以為編者標註「V」的用意是將「探」歸類為動

詞。我們知道，「探」是粘著詞素，它不可能獨立當作動詞，是需要其他

組合在能成為「動詞」，而如此的處理方式，外藉學生將會以為「探」是

可以獨立使用的。 

由表 5-1 的整理資料可知，上文中提到呂文華（1999）的研究指出目

前漢語教材對「離合詞」「不作為語法項目處理，教材中不作任何解釋和

說明」的說法，一點也沒錯。筆者觀察上述教材中沒提供「離合詞」用法

的說明與練習，也就是現行的教材中未將「離合詞」以語法項目處理，也

沒有建立起「離合詞」的教學架構。至於現行的詞典，如同趙淑華、張寶

林（1996）所提到的：「離合詞」的變式2雖然很多，但是，沒有一本詞典

的詞條以其變式出現，而都是以不擴展的形式出現，所以外籍學生無法藉

由詞典等工具書來了解並掌握「離合詞」的「離」形式。 

5.1.2 對於教材與詞典的建議 

5.1.2.1 標記正確詞類 

由上文的探討可知，現行的教材以及詞典對於「離合詞」不具全面性，

也不夠詳盡，而這些教材與詞典很有可能是導致學生使用「離合詞」時產

生偏誤的因素之一，而且由上節的探討得知，筆者所觀察的教材以及詞典

相當地不重視「離合詞」的特殊性與存在。所以，筆者對於現行漢語教材

                                                 
2 趙淑華、張寶林（1996）所謂的「變式」是本文所謂的「離」形式。 

 117



與詞典提出的建議如下： 

1. 必需接受並重視「離合詞」的存在。 

2. 教材與詞典中將能分離為動詞性成份與名詞性成份的「詞」註明

為「離合詞」，名稱的註明是很重要。外籍生將因此初步地了解

或掌握在生詞表中所出現的每個「離合詞」的用法。 

3. 教材的編輯者以及從事華語文教學的教師必需重視「離合詞」在

課堂上的教學。若教材、詞典以及教師解釋不詳盡，將會導致外

籍生使用「離合詞」時出現偏誤。以華語文教學的角度而言，此

問題十分重要，且務必解決。 

因此，我們非要改正教材對「離合詞」的標誌不可，務必一致地將它

界定為“「離合詞」＂，而不只是“詞＂（如：動詞），以免學生誤解，

以為它跟其他詞的用法是相同的，即不能分解的整體，導致學生使用「離

合詞」時出現偏誤。 

至於詞典對「離合詞」的詞類標誌也無助於解答外籍學生的疑惑，需

要專門研究，本文不涉及此範圍。但是，外籍學生在課堂上大多是依靠教

師的引導，在課堂外，他們遇到疑問時，無法靠教師，就要靠自己的知識。

靠“自己＂指的是當外籍生遇到疑問時，是利用自己的工具書來理解不懂

的詞彙涵義。而詞典中對「離合詞」並沒任何說明或給予它特殊性的標誌，

即指給予普通詞類（如：動詞）的標誌，此標誌導致沒有漢語語感的外籍

生在使用「離合詞」時，將「離合詞」視為普通的詞類，也就是一個不能

拆開的詞，所以當然無法掌握「離合詞」的結構特點，也就常常出現偏誤，

而不知如何改進。 

假設教材與教師在課堂上對於「離合詞」教學方式都加以改進，而使

外籍學生能對「離合詞」有基本的概念，但詞典還是給予「離合詞」不適

當的標誌，外籍生很可能在查閱詞典時，因不適當的標誌導致看到「離合

詞」以為「離合詞」與其他動詞或名詞是相同的，而產生使用「離合詞」

的經常性偏誤。這種偏誤的出現是因為不知「離合詞」與其他合成詞有何

區別，因此詞典給予「離合詞」的適當標誌也是極為重要的，「標誌」能

建立外籍學生在處理「離合詞」上的初步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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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典的功能是幫助學生了解並掌握「詞」的用法，因此很希望詞典編

輯者能改進他們對於「離合詞」的處理方式。筆者認為，以華語文教學的

角度來看，我們務必改正教材、詞典對「離合詞」的標誌，給予一致性的

說明，將能分離為動詞性成份與名詞性成份的「詞」以一個有特殊性的標

誌註明，若“動詞－「離合詞」＂（縮寫：“動－離＂）、或“名詞－「離

合詞」＂（縮寫：“名－離“）。舉例如下： 

1. 結婚 V- Sep3

2. 考試 N-Sep 

3. 游泳 V-Sep 

這種特殊標誌將會引導外籍學生區分哪個詞是「離合詞」，哪個不是

「離合詞」，初步地了解及掌握其用法，尤其是「離」形式的特殊用法，

如此便能減少使用「離合詞」時產生的偏誤，甚至將不再出現偏誤。 

5.1.2.2 提供「離」形式與「合」形式之例句 

華語文教材或詞典中應提供「離合詞」中「離」形式的用法，而不僅

提供「離合詞」中「合」形式的用法而已。教材可在詞表中列出一些「離

合詞」之「離」與「合」形式的例句。此外，教材應特別注意的是，「離

合詞」中「離」形式的出現一定要配合學生的華語文程度。若學生尚未學

習「動量詞」的用法，那麼，教材便不能使用「動量詞」來分離「離合詞」

中的「離」形式，如：「見了三次面」，只能列出「見面」的「合」形式

或列出已學過之語法點進行分離的用法。若學生已學習「過」此動詞後置

成份，進行「見面」此「離合詞」的教學時，教材便能提供以「過」來分

離的用法例句，如：「我們見過面」。 

5.1.2.3 提供「離合詞」的結構特點及其用法練習 

此建議是針對華語文教材所提出的，除了給予正確的標誌之外，應視

                                                 
3 “Sep” 是separable word 的簡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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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合詞」與其他的語法點同等重要，並提供「離合詞」的結構特點及其

用法練習，如此，外籍生便可逐步地掌握「離合詞」的用法。除了在生詞

表註明「離合詞」之外，教材必須在詞語註釋中簡單地解說何謂「離合詞」，

有何用法特點。教材中語法點的順序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根據結構的複雜

程度來界定語法點的困難度。 

華語文教學必須正視「離合詞」的存在，一定得開始進行「離合詞」

的教學，即逐步地進行「離合詞」中可「合」可「離」的形式用法教學。

而「離合詞」教學的進行應該配合語法點的順序（就正如第四章所探討的，

「離合詞」的用法，與漢語一些語法點是相關的），換言之，筆者認為外

籍生應於掌握該規則的語法意義及其用法之後，才可再進行「離合詞」的

學習。例如，等到外籍生掌握漢語的“動助詞＂後，再進行「離合詞」中

間能插入其他成份─“上＂─的「離」形式教學，以免外籍生對該語法點

（如：動助詞）與「離合詞」產生困惑。所以教師不可外藉生剛開始學習

「離合詞」時，解說過多，而是當學生開始學習該相關語法點時，才同時

進行「離合詞」的用法練習。譬如在初級階段第一次出現的「離合詞」是

「上課」，而此時，學生未學過任何相關語法點，教材最好能夠註釋何謂

「離合詞」，不需要列出太多例子，只解說「離合詞」是漢語能「合」又

能「離」的詞便可，接著，告知學生在第幾課將開始會使用「離合詞」的

「離」形式。 

下文筆者將以實用視聽華語（一）為例，給予如何提供「離合詞」的

結構特點及其用法練習之建議。在視聽華語（一）第二課中的生詞表，第

一次出現的「離合詞」是「上課」，但因為在此階段，外籍學生尚未學習

與「離合詞」有關的語法點4。因此，進行第二課教學時，教材中只能教導

外籍學生「上課」此「離合詞」的「合」形式。此外，在詞語例釋加以說

明何謂「離合詞」，也告知外籍學生將於第七課學習「得」的用法時，一

併進行「離合詞」的「離」形式教學。 

第七課中，教材進行「得」的用法，即來表示動作狀態的程度，也就

是以「程度語」來表示，舉例如下： 

                                                 
4「相關語法點」指的是本文第四章所列出的「插入成份」（如：狀態助詞、補語等）、

重疊形式以及「前移後一個成份」所使用的語法點，如「將」字句、「什麼…都」句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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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他喝酒喝得太多。 

（134）你的舞，跳得怎麼樣？ 

在進行以上「程度語」的用法練習時，教材應提供從第二課至第七課

已學習過的「離合詞」之「離」形式的用法練習。而視聽華語（一）中二

至七課只出現「上課」一個「離合詞」，故教材可提供以下的「問答」練

習： 

（135）你的課，上得怎麼樣？ 

利用以上的問題，教材可以要求學生使用「得」回答，舉例如下： 

（136）我的課，上得很不錯。 

（137）我的課，上得很好玩。 

教師手冊之教學方式建議為，進行「得」用法練習的同時，教師要求

或引導學生在課堂上互相問同樣的問題，由教師問某一個學生，接著請學

生向其他學生提出同樣的問題。藉由「得」用法練習進行「離合詞」的「離」

教學時，教師向學生說明「上課」的「離」形式用法，也隨時提醒學生「離

合詞」與「詞組」的異同。 

總之，教材必須重視「離合詞」的教學。除了在生詞表標記「離合詞」

之外，隨著進行與「離合詞」相關的語法點之教學時，也必須進行「離合

詞」的結構特點及其用法教學。如：視聽華語（一）中與「離合詞」有關

的第二個語法點是「過」此「時相」，因此，教材必須挑選出之前所有學

習過的「離合詞」，並設計出融入使用「過」此時相之用法練習例句，讓

學生能充份練習已學習過的「離合詞」插入「過」的「離」形式用法。如

此一來，希望學生能逐步了解「離合詞」的「離」形式之用法，也可提高

學生對「離合詞」的掌握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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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學應用 

5.2.1 教師對「離合詞」應有的教學態度 

若教材與詞典對「離合詞」未採取正確的處理方式，筆者認為教師就

必須更重視「離合詞」的存在，也就是進行「離合詞」的教學。如進行「動

助詞」用法練習的教學時，教師應進行可插入動助詞的「離合詞」，且該

「離合詞」必須考量學生學曾過的詞彙再加以應用。所以進行「離合詞」

中“可合可離＂形式的教學務必配合學生的漢語程度，也就是學生對語法

點用法以及其他詞彙的掌握。 

若教材與詞典已重視「離合詞」的存在，那麼，教師在課堂上可說明

並補充教材所提供的訊息，這便是逐步地進行「離合詞」的教學。但若使

用的教材未有「離合詞」的教學，也就是不重視「離合詞」的存在，那麼，

此時，教師應該自覺地的進行「離合詞」教學。如教師教導「睡覺」此「離

合詞」時，就得告知學生「睡覺」是能分離使用的，與其他「詞」不同。

假使學生已經學過「結果語」的用法，教師便可引導學生練習使用「結果

語」的同時，也練習使用「睡覺」─此「離合詞」的「離」形式，以其中

間能插入「結果語」來分離，如：「睡不著覺」。 

5.2.2 「離合詞」逐步的教學進行 

“逐步地進行教學＂ 是指教材或教師應將「離合詞」的可「合」可「離」

形式分別在初級階段及中高級階段進行教學。筆者接下來將探討如何實施

逐步地進行「離合詞」之教學。 

5.2.2.1 初級階段 

一、 初級階段的教學目標以及重點： 

在初級階段，「離合詞」的教學目標是引導學生認識、了解以及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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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合詞」可「離」可「合」的基本特點及用法，即它是不同於一般的詞。

筆者所構想的初級階段「離合詞」之教學目標與重點如下： 

教學目標： 

1. 在使學生能辨別漢語與印尼語的語法結構的同時，也讓學生了解

漢語中有「離合詞」的存在。 

2. 讓學生能辨別漢語「離合詞」。 

3. 培養學生使用「離合詞」的結構特點之能力。 

4. 讓學生了解漢語「離合詞」與「一般詞」的差異。 

5. 隨時提醒學生「離合詞」用法與母語之間的差異，隨時引起學生

的注意，以便避免母語干擾。 

教學重點： 

1. 介紹並解說漢語中存著者印尼語中沒有的「可分離」的詞，即「離

合詞」。 

2. 解說「離合詞」中可「離」又可「合」的結構特點，不只是重視「離

合詞」的「離」形式。 

3. 培養學生使用「離合詞」的「離」形式。 

4. 進行每一個相關語法點的用法練習的同時，也進行「離合詞」的用

法練習。 

二、 初級階段的「離合詞」教學 

餞勤提出在初級階段，可將「離合詞」作為一個語法點，透過句型，

將“洗澡、游泳＂等「離合詞」放在句型中進行練習，使學生掌握「離合

詞」的用法（1997：32-35）。在初級階段的學生如同兒童學母語，若想改

正，就必須在兒童時期改正，因為長大再後想改正便會困難而複雜許多。

學習第二語言也是如此，初級階段是建立基礎的時機，若想改正，就要在

學生的初級階段貫徹。因此筆者認為，一個初級階段的學生對具特殊性的

「離合詞」至少應有正確的概念以及能掌握其句法特點的用法，如此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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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學生在課堂外或將來他們到達中高級時能減少偏誤或甚至沒有用法

上的問題。正如饒勤針對初級階段教學所提出的想法，教材或教師將「離

合詞」視作一個語法點，並進行句型練習。 

筆者認為初級階段的教材務必將「離合詞」視作一個語法點，透過句

型，將它放入句型中進行練習，使外籍生掌握「離合詞」的基本用法。筆

者也認為可將「合」的形式進行於初級階段的教學，將該「合」形式視作

語法點及基本句型的練習。第五章已探討印尼籍學生使用「離合詞」之「合」

形式的偏誤（即「離合詞」的及物性用法），教師務必根據此偏誤刻意的

全面性地向學生解釋印尼語與漢語的不同用法。也就是，有些「離合詞」

翻譯成印尼語就可變成及物動詞，如：「見面」，因此，教師務必解釋並

練習漢語中「睡覺」─此「離合詞」的用法。及物性「離合詞」的用法與

漢語的「介詞」有關，因此當學生學到「介詞」時，就可進行將「介詞」

運用於「離合詞」的用法練習。教師簡單扼要地說明及舉例「合」形式之

基本用法的同時，再次提醒並解說漢語與印尼語在結構上的基本差異，

如：「介詞」的用法。也就是說，漢語的「介詞」必放在動詞前面，而印

尼語的「介詞」放在動詞的後面。舉例如下： 

漢語 ：我跟他見面 

印尼語 ：saya  bertemu  dengan  dia 
          我   見面     跟    他 

如此解說二者的差異，是希望學生能夠有意識的學習「離合詞」的「合」

形式的用法。接著，教師便可引導學生以各種形式變化來練習使用「離合

詞」的「離」、「合」形式，如下列句型練習5： 

（a）代替式的練習，舉例如下： 

  他跟女朋友結婚。 

我跟他見面。 

我不可能替他考試。 

（b）變換式的練習，舉例如下： 

                                                 
5 參考葉德明（2002：144-145）書裡所提出的句型（語法）練習，如：「代替式」、「變

換式」、「擴展式」以及「統整式」的語法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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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游泳。→ a.我不會游泳。 

                 b.你會游泳嗎? 

             c.游泳你會嗎?  

同時，將「離」的形式，即“「離合詞」的第一個詞素的後面直接帶時貌

「了」、「著」 教予初級階段的外籍生，可藉由“代替式＂句型來進行

練習。舉例如下： 

今天早上我跑了步。 

我們全都洗了澡。  

（c）填空式的練習：舉例如下： 

 他結了很多次…。（婚） 

 他結過… 。（婚） 

 我們昨天見了…。（面） 

（d）重組式的練習： 

1. 了、 打工、 兩次、 過、 我 

2. 結婚、 他們、 不、成、 了 

3. 過、 我們、 討論、曾經 

4. 沒、那個活動、 參加、過  

在練習使用「離合詞」時，教師可以放在其他詞在練習中，使學生更了

解「離合詞」與「詞」的區別。 

（e）造句式的練習： 

教師提供「離合詞」以及已學過相關的語法點，要求學生造句，讓學

生習慣使用「離合詞」的每一個形式，因此到了中高級階段，學生就會正

確地使用「離合詞」。舉例如下： 

1. 「見面」、「過」 

 2. 「道歉」、「向」 

 3. 「拍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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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中高級階段 

一、  中高級階段的教學目標與重點 

以下是筆者所設想的中高級階段的教學目標以及教學重點：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培養他們使用所學過的「離合詞」的「離」形式與「合」形

式的能力。 

2. 讓學生逐步地了解「離合詞」的分離能力與「動賓詞組」的分離能

力有所不同。 

3. 加強印尼學生對「離合詞」的理解及掌握。 

教學重點： 

1. 依照學生的華語文能力，進行相關的語法點之用法練習的同時，教

師需培養學生正確地使用「離合詞」。 

2. 教師需特別注意學生使用的「離合詞」，並要求他們該使用「離」

形式時，一定要用，不可讓學生使用「迴避」策略。 

3. 進行使用「離合詞」的用法練習。 

二、  中高級階段的「離合詞」教學 

因為中高級階段的學生對「離合詞」相關語法點的掌握能力逐漸地提

昇，因此，中高級階段的教材務必更有意識且針對性地進行「離合詞」擴

展形式的訓練。透過每個擴展格式的練習使學生了解不管甚麼形式的擴展

都需依據“動不離賓，賓不離動＂的原則6。教師以及教材可一致地進行─

「統整式」、「擴展式」、「改錯」、「造句」、「對話」的練習。以下

是筆者建議的練習： 

（a）擴展式： 

                                                 
6 參考餞勤（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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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睡覺。 

他睡午覺。 

他睡兩個小時的午覺 （或） 他睡午覺睡了兩個小時。 

（b）統整式： 

我太累。 

  我不能跑步了。 

→ 我太累，我跑不了步了。 

    
 他不要寫論文。 

  他不能畢業。 

  → 他不要寫論文，就畢不了業。 

（c）改錯式的練習： 

教師可使用他事先預測學生會產生的偏誤，也就是說，教師需事先研

究漢語與印尼語在結構上的差異，再運用差異點設計一套使用「離合詞」

的練習，以培養學生正確地使用「離合詞」的「離」與「合」形式。如此

一來，學生便可學會判斷何時使用「離」、何時使用「合」形式，何時兩

個皆可7。改錯式的練習如下： 

1. 他們上當我  （正確：他們上我的當） 

2. 他們錄音我  （正確：他們給我錄音） 

3. 我道歉他   （正確：我向他道歉） 

4. 我想睡覺一下  （正確：我想睡一下覺） 

（d）造句式練習 

練習的方式是：教師提供「離合詞」以及其相關的語法點，要求學生

造句，使學生習慣使用「離合詞」的每一種形式，因此到了高級階段，學

生便會正確地使用「離合詞」了。舉例如下： 

                                                 
7 雖然筆者本身也認為，同時可使用「合」和「離」形式的「離合詞」，如：「我跟他見

面」、「我見他的面」，此兩個句子不可能是完全相同，它們所代表的意義是有所不同的，

但本文不加以詳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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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見面」、「不」、「到」 

2. 「結婚」、「很多次」、「過」、「了」 

3. 「住院」、「好幾天」 

（e）翻譯式的練習 

以「離合詞」將印尼語翻譯成漢語，此練習將可觀察學生使用「離合

詞」的能力，上述的練習法用意皆為引導學生、培養學生正確地使用「離

合詞」的「合」形式以及其離形式。而翻譯式的練習，是讓學生獨立使用

他們自己的方式來翻譯句子，若學生已經學過「可能式」的用法，但當學

生應該翻譯「我跑不了步」時，卻還翻成「我不能跑步」，表示該學生尚

未重視或掌握好「離合詞」的「離」形式用法。教師務必特別關心這一點。

因此，筆者認為進行翻譯式的練習（將印尼語翻成漢語），一方可觀察學

生對「可能式」用法的掌握，另一方還可觀察到學生如何掌握將某一個語

法點運用於「離合詞」上，尤其其「離」形式。 

  

5.3 小結 

教材中「離合詞」的術語的命名是相當重要的，詞典也不例外，藉此，

外籍生可初步地了解及掌握每個詞彙的句法特點，若教材中或詞典中解釋

不夠完備，則會使外籍生使用「離合詞」時一直出現偏誤。從華語文教學

來看此問題是十分重要，且務必解決，希望從事華語文教學的教師能一直

努力改進教材、教法、詞典並給予「離合詞」一個特殊性的語法點並賦予

它極為特殊的術語，如：動詞－「離合詞」（縮寫：動－離）。 

練習「離合詞」相關語法點的同時，也練習使用「離合詞」；相反地，

練習「離合詞」用法的同時，外籍學生可複習曾學過的「語法點」，如：

再次的學習並練習如何使用「介詞」、「補語」、「將」字句、「被」字

句的功能。此時，外籍學生便能更加掌握這些語法點的用法，同時也學習

如何將這些語法點運用在「離合詞」上。 

「離合詞」中可合離的形式是外籍生的難題與困惑。筆者再次建議從

事華語文教學務必重視於教材、詞典對「離合詞」的術語命名，以免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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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無原則可依循，以致使用「離合詞」時，一直出現偏誤。此外，教材也

務必重視「離合詞」，建議教材一致性地將「離合詞」視作語法點並加入

句型練習之中，以加深外籍生對「離合詞」的理解及掌握。 

「離合詞」的擴展能力與動賓詞組有所不同，「離合詞」的擴展能力較有

限，而每一個「離合詞」的擴展能力又不相同。至於此問題並非本文的研

究範圍，有待日後其他學者深入研究。外籍學生也應該用心地了解每個「離

合詞」的擴展能力，以免錯用“可合可離＂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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