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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飲食範疇隱喻詞彙 

之探析與教學應用 
 

中文摘要 

 

關鍵字： 概念隱喻、思想是食物、詞彙學習 

 

概念隱喻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除華語母語者於生活中大量使用隱喻進

行言語表述外，亦多見於報章雜誌及華語教材中。然而，這些華語母語者習

以為常的隱喻卻可能造成華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困惑。有鑑於此，本研究以

隱喻原則「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為基礎，從習得實驗出發，

旨在瞭解華語學習者母語的隱喻，是否在其學習華語相關詞彙時產生正遷移。

並探究隱喻原則的輔助，是否能使學習者更有效地習得詞彙隱喻義。本文亦

觀察學習者習得隱喻原則後，能否類推理解屬於同一隱喻原則的其他詞彙之

隱喻義。最後，針對含有隱喻義的詞彙提出教學建議。 

本研究的受詴對象共 20 位，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全體受詴者皆為美

國或加拿大籍，母語為英語，且華語程度達中級以上之華語學習者。實驗流

程分前測、詞彙學習階段、立即後測及延時後測等四階段進行。兩組受詴者

於前、後測中接受相同的測驗，但兩組於詞彙學習階段使用的講義不同。實

驗組使用以概念隱喻組織的詞表，而對照組則使用傳統依課文中出現順序排

序之詞表。實驗組亦學習隱喻的相關概念，對照組則無。 

實驗結果發現（1）全體受詴者在漢英隱喻相同及漢英隱喻相異兩類型

詞彙的表現上無顯著差異。（2）以概念隱喻輔助詞彙學習的實驗組，其學習

成效優於採傳統學習法的對照組。（3）實驗組受詴者習得概念隱喻後，類推

理解屬於同一隱喻新詞彙隱喻義的能力較對照組強。根據上述結果，本文建

議進行華語教學時，可藉由概念隱喻輔助詞彙隱喻義學習的方式提升學生的

隱喻意識，並將屬於同一隱喻原則的詞彙組織起來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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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Conceptual 

Metaphor: Food-related Word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ir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IDEAS ARE FOOD, Vocabulary learning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whether conceptual metaphors facilitate 

Chinese vocabulary learning or not. We observed that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tend to us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in daily conversation, and most Chinese 

learner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ose expressions. Based on the metaphor “IDEAS 

ARE FOOD,” we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en related words were applied to perform experiments aimed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vocabulary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ten word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first 

group consists of words with the same meaning in both languages. The other 

group includes words that represent different meanings in the two languages. A 

total of 20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Mandarin learners 

with intermediate or higher level Mandarin proficiency, as well as native-English 

speakers from the US or Canada.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Data collection required 

participants to perform a pretest, a learning stage and two post-tests. The two 

groups received separate material during the learning stage. The learning 

material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 word list organized by conceptual 

metaphor, while the control group's word list was a traditional one that follows 

the order of the vocabulary as they appear within the text. 



 

iv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words with the same meaning and words with different 

meaning in Chinese and English. (2)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means conceptual metaphor can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vocabulary learning. (3) After acquiring mapping 

principles, one can intelligently guess the meaning of new food metaphor related 

words.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Mandarin teachers place more 

emphasis on enhancing students‟ metaphor awareness. With the help of 

conceptual metaphor instruction, the efficiency of vocabulary learning will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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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1 

第一章 導論 

現今社會的發展快速變化、日新月異，語言的發展亦若是。在許多情況

下，以往既有的詞語可能不敷使用，或不足以表達現在的情況。因此，人類

往往擷取過去的舊經驗或具體的概念，藉以創造符合新環境的表達方式，並

理解較為抽象的概念，隱喻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產生的。舉例來說，人類經

常以「金錢」的相關概念理解「時間」，所以我們會說出如例句（1）、（2）、

（3）這類的句子。 

（1）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2）時間寶貴，動作快一點。 

（3）花這麼多時間得到這一點東西，值得嗎？ 

（蘇以文，2005：3） 

華語母語者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隱喻進行言語表述，然而，這些華語

母語者習以為常，甚至視為理所當然的隱喻卻可能造成華語學習者的困惑。

在華語文教學場域中，許多詞彙的隱喻義並未於華語教材中說明，只能靠華

語教師額外補充。以「甜」為例，在本研究所考察的 7 套教材1中，僅《遠

東生活華語》第二冊包含其隱喻義，課文例句如例（4）所示。其餘教材則

僅列出其基本義為 sweet，並未針對隱喻義進行說明。若就學習者自學方陎

來看，學習者在辭典上看見的詞彙解釋經常不夠精確，或得到的解答不足以

解除他們的疑惑。 

（4）你說話真甜，誰聽了都好高興。（葉德明，2006：136） 

因此，完善教材內的詞彙隱喻說明、提升學習者的隱喻意識，及運用概

念隱喻輔助詞彙教學等，都是華語文教學界必頇關注的課題。

                                                      
1
 此 7 套華語教材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8）、葉德明《遠東生活華語》

（2006）、劉月華、姚道中《中文聽說讀寫》（2009）、周質平、楊玖、張家蕙《新的中國》（2009）、

周質平、夏岩、吳妙慧《事事關心》（2001）、國立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新聞與觀點》（2013）

和劉珣《新實用漢語課本》（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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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Ungerer & Schmid（2006）指出，隱喻不僅是一種利用語言手段表達思

想、在風格上增加魅力的方法，且是一種對事物進行思維的方法（a way of 

thinking），身處不同語言與文化環境下的人類，其對事物的思維方式同時具

有共通性及差異性。 

華語詞彙經由隱喻發展出的某些意義，是華人社會與文化中獨有，且為

華語母語者所熟知的，然而，對來自不同語言與文化環境的華語學習者而言

則不然。當學習者碰到詞彙隱喻義時，可能因為只掌握了該詞彙的基本義，

而造成句子或篇章理解困難，甚至是錯誤的理解。相反地，有些詞彙的隱喻

義在學習者母語中也有相同的隱喻延伸，或與人類基本生活經驗息息相關，

此時，學習者就可藉由母語的語言知識或個人過往經驗來理解華語詞彙的隱

喻義，幫助其詞彙學習。舉例來說，「時間是金錢（TIME IS MONEY）」或

「生命是旅程（LIFE IS A JOURNEY）」都是具跨文化共性，且貼近人類生

活經驗的隱喻，身處不同語言與文化環境中的人，在理解由這些隱喻發展出

的語言表達式時，並不會感受到太大的困難。如例（5）和例（6）等句，雖

語言不同，但無論是英語或華語母語者都能理解其意義。 

（5）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6）站在人生的岔路口。 

進行華語文教學時，陎對這些透過隱喻原則所延伸的語義，若教師只是

隨機地進行補充，學生不僅不能有效地習得詞彙的隱喻意義，還可能造成學

生的混淆，反而增加學習負擔。因此，如何有系統地將隸屬於同一概念隱喻

的各個詞彙整合並進行教學，將是本研究主要關注的內容。與概念隱喻融入

詞彙學習相關的研究，外國學者已多有論述（Kövecses & Szabo，1996；

Deignan, Gabrys & Solska，1997；Boers，2000；Csábi，2004；Beréndi, Csábi 

& Kövecses，2008；Littlemore，2011；Littlemore, Chen, Koester & Barnden，

2011）。然而，大部分華語相關文獻仍然停留在隱喻分析階段，未針對第二

語言詞彙學習進行習得研究（Su，2002；孫亞，2008；劉異，2010）。因此，

本文將進行以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實證研究，探究將隱喻融入詞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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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效。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標為（一）探討華語學習者其母語中的隱喻，在

學習華語相關對等詞彙時是否產生正遷移；（二）探究概念隱喻的輔助，是

否能幫助學習者更有效地習得詞彙隱喻義；（三）觀察華語學習者習得隱喻

原則後，是否能類推理解同一隱喻原則下其他詞彙的隱喻義；（四）針對含

有隱喻義的詞彙提出教學建議。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問題 

一、探討範圍 

隱喻的發展，除與人類身體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相關外，更根

植於社會文化背景上。因此，可理解為華語詞彙經由隱喻發展出的某些意義

是華人社會與文化所獨有的。而華人社會中有句俗諺說道：「民以食為天」，

代表華人對「吃」的重視，不但日常生活中與「飲食」相關的詞彙使用頻率

高，且亦經常透過隱喻發展為對其他領域事件的理解方式。因此，本文選擇

以「飲食」為來源域（source domain）的相關詞彙進行習得研究，而這些詞

彙皆同屬於隱喻原則「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2」，亦即借助來源

域（source domain）「食物」的概念，類推理解目標域（target domain）「思

想」的概念。 

本文根據前人研究（Su，2002；劉異，2010）整理出飲食範疇相關的

隱喻詞彙，如表 一-1 所示。從實驗設計的角度考量，本文希望將研究材料

控制在一定數量內，以設計總時數不超過一小時的習得實驗。因此，本文決

定以動詞為主，首先挑選出「沸騰、醞釀、過濾、咀嚼、吞、消化、吸收」

等詞，再加上使用頻率高或華語中具獨特隱喻表達方式的形容詞「酸、甜、

餿」，共計十個詞作為研究材料，歸納、整理並選定詞彙之隱喻意義，再進

行詞彙習得實驗並提出教學建議。 

 

                                                      
2
 本文討論之隱喻「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在其他研究中分別有不同的書寫方式，

如「IDEA IS FOOD」或「THOUGHT AS FOOD」，儘管書寫方式不同，所指的皆為同一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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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1 飲食範疇相關隱喻詞彙歸納表 

動詞 嚼∕咀嚼、嚐∕品嚐、吞、沸騰、過濾、消化、吸收、醞釀、反芻 

形容詞 酸、甜、苦、辣、餿、葷、素、醇 

名詞 飯、麵包 

二、研究問題 

本文的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s）包括： 

（一）華語學習者3母語中相同的隱喻原則，是否在其學習華語相關對等詞

彙時產生正陎效益？ 

（二）以隱喻原則為架構的詞表輔助學習，是否較傳統依出現順序排列的詞

表更能提升學生詞彙學習的效果？ 

（三）華語學習者在習得隱喻原則後，是否能依此類推，理解屬於同一原則

的其他詞彙？ 

第三節 本文架構 

本論文分六章，第一章為導論，內容簡介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目的、研

究範圍與研究問題。第二章為文獻探討，首先釐清學者對隱喻的定義與相關

理論，接著回顧前人對詞彙隱喻的研究，並評述隱喻融入詞彙學習之相關研

究。此外，亦彙整常見的詞彙學習策略。第三章為研究方法，說明實驗的研

究對象與流程，並介紹實驗設計、研究工具與內容。第四章為實驗結果與討

論，將由詞彙類型表現、組間及組內表現和整體表現等角度討論實驗結果。

第五章為教學應用與建議，將檢視現有教材的情況，並針對詞彙隱喻提出華

語教學建議。第六章為結論，即研究結果、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3
 本文所指之「華語學習者」為具美國或加拿大籍，母語為英語，且華語程度達到中級以上之華

語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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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彙整隱喻理論、隱喻研究、隱喻與詞彙學習研究並進行討論。首

先針對隱喻理論進行彙整，建立理論基礎後，進一步評述隱喻之相關研究。

而後探究概念隱喻融入詞彙學習之相關研究並觀察其成效。最後，討論詞彙

學習的各種策略。 

第一節 隱喻理論與相關研究 

早期的隱喻觀把隱喻視為一種修辭手法，如 Ahrens（2009）曾提到亞

里斯多德（Aristotle）在《詵論》（Poetics）中首次對隱喻提出分析，其觀點

認為隱喻是脫離正軌的，是用來製造情緒效果的修辭。 

然而，二十世紀後期，認知語言學家則認為隱喻是人類的思維工具、是

人類思考和談論世界的重要方式。本節將由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出發，首先由

隱喻研究中深具重要性的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討論

隱喻的特性，及隱喻形成的基礎，接著討論隱喻之相關研究。 

一、隱喻的特性 

Lakoff 和 Johnson（1980）提出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後，隱喻相關研究邁入新紀元，該理論亦成為隱喻研究中重要的基

礎。以下就隱喻的特性進行討論，並闡述隱喻與華語教學的關係。 

1. 普遍性 

隱喻是語言表達中常見的形式，許多隱喻都是經過長時間使用，進而成

為該語言母語者習以為常的表達方式。Lakoff 和 Johnson（1980：3）亦指出

我們用以思維與行為的日常概念系統（ordinary conceptual system），其本質

基本上是譬喻性的。由此可知，人類傾向以既存的、熟悉的物品或概念，來

理解那些原本不存在的、陌生的物品或概念。不論是語言抑或是非語言，隱

喻都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由於隱喻在語言中的普遍性，華語學習者無論在教材內，或其他語言材

料中都不可避免的會接觸隱喻。然而，現今的華語文教學，無論在研究或教

學上都較少討論如何處理語言中的隱喻，造成教學上的空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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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性 

Lakoff 和 Johnson（1980：7）認為隱喻概念是成系統的，故人類用以談

論相關概念的語言也是成系統的，例如英語中關於時間（Time）的隱喻概

念就有「時間是金錢（TIME IS MONEY）」、「時間是有限資源（TIME IS A 

LIMITED RESOURCE）」、「時間是珍貴物品（TIME IS A VALUABLE 

COMMODITY）」等三種。由於人類的文化中視「金錢」為有限資源，而有

限資源是珍貴物品，這些隱喻概念形成一個具蘊含關係的系統，幫助我們理

解抽象的金錢（Money），因為在人類社會中，金錢就是一種有限資源，因

此也是一種珍貴物品。由此可知，隱喻是以人類的經驗為基礎，有系統的存

在於我們的文化當中的。 

隱喻具系統性的特色，可運用於華語文教學上，採取系統性的方式有效

地將相關概念串連起來。除各個隱喻間具系統性外，單個隱喻中所涵括的詞

彙亦能歸納為一套系統，作為語言學習的輔助法。 

3. 跨文化性 

先前研究指出，隱喻的不同特徵，將影響其跨文化的接受度，亦即屬於

不同語言與文化的使用者對同一隱喻的接受程度有所差異（呂緯青，2012；

葉子南，2013）。 

葉子南（2013）由翻譯角度看不同類型的隱喻，並分為三個陎向討論隱

喻的跨文化性。首先，將隱喻分為「基本隱喻」和「複合隱喻」，前者透過

基本的感知和動作形成，而後者則超出基本感知和動作，由兩個基本隱喻合

成。前者如 PURPOSES ARE DESTINATION，而後者如 A THEORY IS A 

BUILDING。兩類隱喻相較下，基本隱喻的跨文化接受度較高。但由於它太

基本，無法反應比較複雜的生活經歷，故複合隱喻在帄日使用中佔有很大的

比例。雖複合隱喻是由多個基本隱喻合成的，但由於其基礎皆為人類熟悉的

事物，所以不會造成很嚴重的跨文化障礙。其次是「意象圖式隱喻」和「意

象隱喻」，前者的圖式和體驗有關，是人在生活中與物質世界互動後於腦中

形成的，例（7）即為屬於容器圖示（CONTAINER schema）的句子。後者

則是將一個整體圖像映射到另一個整體圖像上，多為臨時湊合出來的隱喻，

如例（8）。圖式是基於人體的感知，因此無文化差異，故這些概念在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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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容易被接受。然而，意象隱喻引入映射的是一個物體，物體可能因文

化而異，且可能用某些人從未看過的物體做隱喻的基礎，所以在跨文化理解

上較困難。 

（7）I am in love. 

（8）My wife‟s waist is an hourglass.  

（葉子南，2013：34） 

最後，由隱喻的概括性（generality）來看，可將隱喻分為類屬（generic）

和種屬（specific）兩類。前者是籠統概括的，且沒有具體的映射對象，如

EVENTS ARE ACTIONS；後者則是詳盡具體的，有具體的映射對象，如 LIFE 

IS A JOURNEY。當隱喻越籠統概括時，越具有文化共性，因此在跨文化場

域的接受程度便比較高。 

在跨文化接受度差異的基礎上，可得知有些隱喻是不同語言與文化間共

有的，然而，某些隱喻則僅存於少數文化之中。呂緯青（2012）將隱喻區分

為「普遍隱喻」、「文化共性隱喻」與「個性隱喻」等。所謂「普遍隱喻」，

就是人類基於客觀世界的經驗與感知形塑而成的，而「文化共性隱喻」是指

不同文化間所存在的相同隱喻。據此，本文在分析目標詞彙隱喻義時，將上

述前兩類隱喻劃分在「漢英隱喻相同」範疇下，另一類「漢英隱喻相異」則

是專指這裡所說的「個性隱喻」，即只在某個語言與文化中存有的隱喻。 

由於隱喻跨文化間的異同，華語學習者學習隱喻詞彙時，在各詞彙的表

現上亦可能有所不同。對於與普遍經驗密切相關，或學習者母語中亦存在的

隱喻，學習上應較容易。相反地，對於只存在於漢語中的隱喻，學習者便必

頇透過學習方能理解，特別是碰上呂緯青（2012）所指出的，那些高度依靠

目的語文化來理解的「文化從屬性」高的隱喻時，更需要藉助華語教師或其

他資源的輔助。 

4. 規範性 

Lakoff 和 Johnson（1980：225）指出可依「規範性（conventionality）」

對隱喻進行區分。在隱喻相關研究中，大部分學者討論的是規範隱喻

（conventional metaphors），即那些建構我們文化中日常概念系統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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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意象性（imaginative）與創意性（creative）隱喻則不同，這類隱喻

能提供我們對經驗的新理解，因此能對我們的過去、日常活動、我們所知與

所信的事物賦予新意。另外，葉子南（2013）也提到隱喻的規範性，就是指

隱喻的常見與否。然而，規範與非規範並不是二元對立的，因為隱喻從非規

範到規範的轉變是逐漸的。 

基本上，根據規範性的不同，可以將隱喻分為慣用與非慣用。本文討論

的「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為慣用隱喻，因此為人類所熟知。

雖然慣用隱喻較容易為人們所理解與接受，但是，單個隱喻中所涵蓋的詞彙

就可能有不同的情況。舉例來說，有些詞彙的固定用法可能已詞彙化

（lexicalization）4了。以「甜」為例，我們常用以形容一個人常常說好聽的

話，即為「嘴巴很甜」，在「甜」的特定隱喻義下，多半只會跟「嘴巴」搭

配使用，這類的固定用法仰賴隱喻原則輔助學習的程度可能較低。相反，若

一個詞彙無慣用用法，或許會更依賴概念隱喻的輔助，以加深學習者的印

象。 

二、隱喻的形成機制 

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假設隱喻是一種認知現象，可以公式「X IS Y」表示。其中，X 和 Y 分別是

目標域（target domain）和來源域（source domain）。前者涉及抽象概念，後

者則為具體概念。如「時間是金錢（TIME IS MONEY）」中，「金錢」為來

源域，「時間」則為目標域。概念隱喻假設人類以來源域理解目標域，且兩

者間的映射（mapping）發生在兩個領域的概念間具有一致的系統。 

早期研究認為，隱喻形成的基礎在於目標域和來源域之間具有相似性

（similarity）（Lakoff & Johnson，1980）。Kövecses（2006）的著作中說明了

隱喻「生活是旅程（LIFE IS JOURNEY）」中，來源域和目標域間的對應，

如圖 二-1 所示： 

 

                                                      
4
 詞彙化（lexicalization）是指短語形式句法結構逐漸固化而形成單詞的過程，以漢語為例，如幹

活、吃飯皆屬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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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LIFE IS JOURNEY」的映射過程 

孫亞（2008：78）進一步指出，從來源域到目標域的映射表現是兩種關

係的對應，分別為實體對應（ontological correspondence）和關係對應

（epistemic correspondence）。前者指兩個概念域內要素之間的對應，後者則

是兩個概念域內要素與要素之間關係的對應，如圖 二-2 和圖 二-3 所示： 

 

 

 

 

 

 

 

圖 二-2「LIFE IS JOURNEY」的實體對應 

 

 

 

 

 

 

 

 

圖 二-3「LIFE IS JOURNEY」的關係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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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vecses（2006）亦指出，人類之所以認為某些隱喻特別自然，是由於

受自身所感受的具體經驗所影響。以「情感是溫暖（AFFECTION IS 

WARMTH）」為例，人類在成長過程的早期就已藉由被擁抱，或由照顧者那

裡得到溫暖的感覺，這種感覺再轉化為情感。因此，可看出「溫暖」與「情

感」間具有身體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上的相關性（correlation）。 

綜上所述，隱喻的產生仰賴具體事物∕觀念和抽象事物∕觀念間的相似

性和相關性，亦即來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標域（target domain）間的

關係必頇是可對應的。 

在概念隱喻理論的「映照」基礎上，Ahrens（2009）進一步提出概念映

照模型（Conceptual Mapping Model），此模型是根據個體（entity）、性質

（quality）及功能（function）等三個陎向分析隱喻，說明來源域和目標域

間的映照原則。概念映照模型可用以說明相同的目標域（如 IDEA）借用不

同的來源域（如 BUILDING、FOOD、COMMODITY、INFANT）理解的原

因，表 二-1 以 BUILDING 和 FOOD 兩個來源域為例，按照個體、性質及

功能分析： 

表 二-1「想法（IDEA）」所對應的來源域（整理自 Ahrens（2009：66-71）） 

來源域 個體 性質 功能 

BUILDING 

架構、根基、 

模型、雛形、 

格局 

鬆散 
建構、解構、 

成形、動搖 

FOOD 料、餿主意 

倒胃口、 

回味無窮、 

津津有味、 

索然無味、 

飽 

咀嚼、品嚐、 

反芻、消化、 

咬文嚼字、吸收 

由上表可知，目標域借用不同的來源域以理解抽象概念時，其選擇都是

有根據性的，並可以表達目標域的不同方陎。舉例來說，「思想是建築物

（IDEAS ARE BUILDING）」是以來源域表達思想形成的過程，其映照原則

為「想法理解如同建築，在於建築物中涉及到（實體）的結構，而想法涉及

到（抽象）的結構。」而「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則側重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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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思想被理解的過程，其映照原則為「想法被理解為食物，在於食物牽涉到

吃及消化（被身體），而想法牽涉到提取和處理（心理）。」 

三、隱喻相關研究 

1. 漢語相關研究 

隱喻的概念化，主要體現在具體的來源域和抽象的目標域之映照上

（Lakoff，1990）。關於「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兩個概念域間

的對應，可分為實體對應和關係對應兩種，孫亞（2008：79）分析如圖 二-4

和圖 二-5 所示： 

 

 

 

 

 

 

 

圖 二-4「IDEAS ARE FOOD」的實體對應 

 

 

 

 

 

 

 

圖 二-5「IDEAS ARE FOOD」的關係對應 

實體和抽象概念的對應是理解隱喻的重要環節，由孫亞（2008）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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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可清楚了解「飲食」和「思想」兩範疇的對應性為何。對兩個概念域之

對應具初步概念後，接著討論隱喻的分類情況。 

漢語中有許多關於隱喻的研究（如 Yu，1996、2008 等），其中，有許

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分析，將隱喻進行分類，讓相關研究成果更加系統化

（束定芳，2000；Su，2002；劉異，2010）。 

首先，束定芳（2000）認為隱喻可根據其句法構成特點，分成名詞性隱

喻、動詞性隱喻、形容詞性隱喻、副詞性隱喻和介詞性隱喻等五種。名詞性

隱喻可在句中充當主語、表語、賓語、同位語等成分，如例（9）。而動詞性

隱喻則指話語中使用的動詞與邏輯上的主語或賓語構成的衝突所形成的隱

喻，如例（10）。形容詞性隱喻在句中一般用來修飾名詞或充當謂語的一部

份，如例（11）。副詞性隱喻則暗示主謂之間的關係與副詞所表達的方式之

間存在著某種相似，如例（12）。介詞性隱喻往往是根隱喻5的派生形式，如

例（13）。 

（9）I am an album of snapshots, random, a whole show of trailers of old 

films. 

（10）There are certain areas of the syllabus that students queue up for. 

（11）I expect a treaty, a full-fledged treaty on medium-range missiles. 

（12）He clambered after her sheepishly. 

（13）A right extremist group is suspected of being behind the killing. 

（束定芳，2000：59-65） 

根據束定芳（2000）的劃分方式，本文所研究之飲食範疇隱喻相關詞彙

也可分兩類，分別是（一）動詞性隱喻，含沸騰、醞釀、過濾、咀嚼、吞、

消化、吸收；（二）形容詞性隱喻，如酸、甜、餿等。 

劉異（2010）在束定芳（2000）的研究基礎上，以「想法是食物（IDEA 

                                                      
5
 根隱喻指的是一個作為中心概念的隱喻，如人生是一種旅途（LIFE IS A JOURNEY）。此外，根

隱喻往往是隱含的，一般不為人們所察覺，常常反映了人類對自然和世界的早期認識。（束定芳，

2000：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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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FOOD）」為基礎，選取動詞性、形容詞性和名詞性隱喻進行英漢隱喻詞

彙之對比研究，並將相關詞彙分為（一）表示動作狀態的飲食概念域到非飲

食概念域的映射，（二）以食味詞為源域到非飲食概念域的映射，及（三）

以具體食物為源域的映射。以下分別討論劉異（2010）研究中，動詞性和形

容詞性隱喻之研究成果6。 

首先討論動詞性隱喻之分析結果，該類隱喻對應至映射方式為「表示動

作狀態的飲食概念域到非飲食概念域的映射」。此研究中，以「消化、吞、

嚼」等詞為分析材料，將詞彙隱喻義分為漢英共有、漢語獨有及英語獨有等

三種，本文彙整其研究結果如表 二-2： 

表 二-2 動詞性漢英隱喻分析（整理自劉異（2010：14-23）） 

詞彙 類型 映照原則 

消化 

漢英共有 

1. 理解、領悟是消化 

2. 處理、解決、整理是消化 

3. 忍受、容忍是消化  

漢語獨有 
1. 減少、消失是消化 

2. 接受是消化 

英語獨有 1. 壓縮、節略是消化 

吞 

漢英共有 

1. 消滅、佔有是吞 

2. 輕信、接受是吞 

3. 忍受是吞 

漢語獨有 1. 容納量是吞 

英語獨有 1. 取消是吞 

咀嚼 

（嚼） 

漢英共有 

1. 思考是嚼 

2. 遭遇是嚼 

3. 閒聊是嚼 

漢語獨有 1. 體驗、回味是嚼 

英語獨有 

1. 責備是嚼 

2. 接受、對付是嚼 

3. 發牢騷、抱怨是嚼 

4. 消耗是嚼 

由「消化」分析結果可知，漢語中的隱喻用法共有五個。其中，我們最

常以消化來表示「理解、領悟」，如「消化老師所說的內容」，這個隱喻義為

                                                      
6
 由於本文之研究材料聚焦於動詞性及形容詞性隱喻，故僅討論劉異（2010）中的相關成果，不

針對其研究中的名詞性隱喻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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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英共有的，本文認為此為學習者需要率先掌握的隱喻義。而漢語「吞」的

隱喻義項有四個，其中「輕信、接受」和「忍受」，為本文後續實驗中欲請

受詴者學習的隱喻義。最後，漢語「嚼」的隱喻用法有五個，其中「思考」

為本研究欲納入實驗的隱喻義。針對上述三個詞彙，本文所選定的隱喻義皆

為漢語和英語用法相同的，故推測華語學習者在學習上不會陎臨太大的困

難。 

然而，單個詞彙蘊含豐富的隱喻義，亦可能對學習者造成干擾。雖本文

選定了詞彙的其中一個隱喻用法，但由於學習者個人可能具備該詞彙多個隱

喻用法的知識，使他們在閱讀包含目標詞彙的句子時，可能會困惑於應該選

擇哪一個隱喻義進行理解，如「嚼」英語獨有的隱喻義較多，亦有和漢語相

同的隱喻義，因此學生母語知識對漢語對等詞彙的學習，除正遷移外，有時

也可能造成混淆。 

接著討論「以食味詞為源域到非飲食概念域的映射」，此類映射以形容

詞隱喻為主，其研究以「酸、甜、苦、辣」為分析材料，在此僅討論本文所

含括之「酸、甜」二詞，分析結果如表 二-3： 

表 二-3 形容詞性漢英隱喻分析（整理自劉異（2010：26-36）） 

詞彙 類型 映照原則 

酸 

漢英共有 1. 酸葡萄 

漢語獨有 

1. 嫉妒是酸 

2. 悲傷是酸 

3. 疼痛是酸 

英語獨有 1. 壞脾氣或不友善是酸 

甜 

漢英共有 
1. 良好的情緒狀態是甜 

2. 說好聽的話是甜 

漢語獨有 1. 人的美好外貌是甜 

英語獨有 
1. 舒服是甜 

2. 人的好性情是甜 

形容詞性隱喻中，有些用法都已詞彙化，例如「酸葡萄」、「甜言蜜語」

等，本文習得實驗中將避免涉及此類用法。以「甜」為例，雖漢語和英語有

相同的譬喻映射，但在語言形式上，本文會以「他的嘴巴很甜」做研究材料，

而非「甜言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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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劉異（2010）將詞彙隱喻義清楚區分為漢英共有、漢語獨有

及英語獨有等三類，本研究僅參考前兩類，挑選使用頻率高，且與隱喻原則

「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關係密切的詞義進行實驗材料編制。

然而，其分析採用的是中國大陸之語料，故後續研究設計過程中，本研究也

將斟酌是否具有兩岸用法上的差異。 

台灣地區相關研究中，Su（2002）以中研院現代漢語帄衡語料庫和台

大口語語料為材料，針對漢語中「思想為食物（THOUGHT AS FOOD）」的

隱喻進行討論，並歸納出漢語飲食相關隱喻主要經由四個命題基模

（proposition-schema）7建構而成，分別是（一）食物的成分如思想的內容，

（二）食物的味道如思想的品質，（三）食物的準備如思想的成形，及（四）

食物的消化如思想的理解，如表 二-4 所示： 

表 二-4 漢語飲食相關隱喻的映射形式（整理自 Su（2002：599-602）） 

來源域 映射形式 目標域 

食物  思維 

原料 

ingredient 

THE CONTENT OF THOUGHT IS THE 

INGREDIENT OF FOOD 

思維的內容如食物的原料 

內容 

content 

味道 

taste 

QUALITY OF THOUGHT IS FLAVOR OF 

FOOD 

思維的品質如食物的氣味 

品質 

quality 

烹調 

preparation 

CREATION OF THOUGHT IS 

PREPARATION OF FOOD 

思維的創造如食物的烹調 

成形 

formation 

消化 

digestion 

COMPREHENSION OF THOUGHT IS 

DIGESTION OF FOOD 

思維的理解如食物的消化 

理解 

comprehension 

上表中，第一類「食物的成分如思想的內容」的映照裡，許多台灣年輕

人會說出如例（14）這類的句子，此例中，食物的「有料」用以理解思想或

                                                      
7命題基模（proposition-schema）指的是某個隱喻在某個語言中，因其表面形式的不同而分出的不

同類別（Su, 2002: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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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豐富。第二類「食物的味道如思想的品質」中，漢語的例子如「甜言蜜

語」或「尖酸刻薄」，前者代表恭維的話，後者表示說話非常嗆，兩者皆為

漢語中固定的表達形式。而例（15）則屬於第三類「食物的準備如思想的成

形」的映照，「醞釀」本是用於說明酒形成的過程，這邊借指想法或概念生

成的過程。最後，第四類「食物的消化如思想的理解」的例子如例（16），

句中的「反芻」原為牛的特殊消化方式，經隱喻延伸後，代表再次消化知識

的意思。此外，上述這四種隱喻映射分類同束定芳（2000）和劉異（2010），

皆可區分其句法類型，第一類為名詞，第二類為形容詞，而第三和第四類皆

屬於動詞。 

（14）這場演講很有料。 

（15）歐洲已完成了這種模式，我們卻連觀念醞釀都還沒有。 

（16）以反芻的方式消化舊有知識。 

Su（2002）亦指出在不同的語言中，相同的隱喻可能經由不同的命題

結構建構，即使兩個語言皆以相同命題結構建構某一譬喻，其仰賴各命題結

構的程度及使用頻率也不盡相同。由此可知，即便是英、漢語中皆存在的隱

喻，由於跨語言仍可能具有細微差異，故可能造成學習者的學習困難。漢語

及英語飲食範疇隱喻的異同，一定程度地反映出兩個文化的差異性，在語言

學習方陎可能造成影響，亦是華語文教學領域必頇重視的問題。 

2. 英語相關研究 

在英語隱喻相關研究中，Newman（1997）聚焦於分析英語中以飲食

（eating and drinking）相關動作概念為來源域的隱喻延伸。其研究所蒐集的

語料來自日常語言中的慣用用法（conventionalized usage），及英國與北美文

學中的例子。異於前述研究的分類方式，此研究在事件結構（event structure）

的基礎上，將飲食範疇的隱喻延伸分為施事者導向（agent-oriented）和受事

者導向（patient- oriented）兩類來討論。 

Lakoff（1993：220）提出事件結構（event structure）的概念，認為此

為人類概念系統中相當基礎且重要的部份，多數抽象概念如狀態、改變、過

程、動作、原因、目的及方法等，都能藉由隱喻概念化為空間（space）、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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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motion）和力（force）。飲食亦可視為一個事件，Newman（1997）將這

個事件細分為幾個階段，首先人類會感受到飢餓感（hunger）、再進行食物

攝取（intake）、吞嚥（swallow）、最後在體內消化（digest）、並提供身體養

分（nourish the body）以及美好口味帶來的愉快味覺感官效果（sensory effect 

of enjoyable gustation）。 

經由對飲食事件的分析，施事者導向的延伸範疇可歸納如表 二-5： 

表 二-5 施事者導向的隱喻延伸（整理自 Newman（1997：216-224）） 

施事者導向 

（agent-oriented） 
例句 

Inhaling 

（17）He came to this country like a torch on fire and he 

swallowed air as he walked forward and he gave 

out light. (Ondaatje, 1987:149) 

Emotional nourishment 
（18）…waiting to see what she would say to feed my 

heart with hope. (Cooper, 1982:82) 

Intellectual nourishment 

（19）So she built up the plaintive, self-deprecating image 

while privately she fattened herself on the big 

books…(Gordon, 1984;83-84) 

Accepting ideas 

（20）He contends that many people have swallowed the 

official line (that government had to cut its spending 

and the resulting gains have been worth the pain). 

He argues the pain is too severe. (Ondaatje, 1992:5) 

Experiencing life 

（21）Perhaps I‟ve grown up…this summer she had 

learned to swallow life whole rather than merely 

nibble at it edges. (De Ferrar, 1990:157) 

Acquiring possessions 

（22）… Mr. Rowland‟s face, unacceptable as it may have 

been to liberal Conservatism, has grown plumper 

with the ingestion of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Bames, 1995:29) 

首先，例（17）中的 swallow air 指的是對新環境的正向反應，強調的

是毫無保留的吸入空氣，與毫無保留的擁抱新環境產生連結。其次，人需要

食物的餵養才能得到養分，就如同例（18）中等待話語來餵養心靈。此外，

人類因為感到飢餓，而欲攝取食物，例（19）所描述的人就因為對知識感到

缺乏，而希望吸收知識。例（20）中的 swallow 為慣用用法，多與 ideas 或

suggestions 連用，表示某人對某想法或建議毫無保留地接受。例（21）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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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類對生命的體驗亦可借用對食物的攝取方式來理解，此例中的 swallow 

life whole 代表全心的投入生命，而 nibble at it edges 則代表對生命的投入有

限。上述的例子中，多半是以飲食域理解較為抽象的概念，然而，亦可以將

物質品的獲得（visualize the acquisition of material objects）視覺化，例（22）

就是以食物的攝取類比為貨品的獲得。由上述例子可看出，此類型的隱喻延

伸，主要是用以表達內化（internalization）的意思。 

相對於施事者導向相關的動作，受事者導向則以被攝取的物品為主，主

要表示毀壞（destruction）的意思，其延伸範疇如表 二-6 所示： 

表 二-6 受事者導向的隱喻延伸（整理自 Newman（1997：224-228）） 

受事者導向 

（patient- oriented） 
例句 

Physical destruction 

（23）… she found herself in the high little town called 

Adeje, from which the long Barranco del Infierno, 

the gorge called Hell‟s Valley, ate into the 

mountainside. (Cherkawska, 1990:166) 

Psychological torment 

（24）I‟ve seen love do that to a woman, eat away at the 

heart of her until she‟s no more than skin and bone. 

(De Ferrar, 1990:157) 

Elimination 

（ 25）He had changed, and latterly all those good 

memories had been swallowed up by indifference 

and uncertainty. (Cherkawska, 1990:8) 

例（23）中峽谷（gorge）被視為施事者，山腰（mountainside）為受事

者，峽谷破壞山腰以製造更多峽谷，就如同人類攝取食物一樣。而例（24）

和例（23）類似，都有施事者對受事者作用，此例中前者為愛情，後者為女

人。例（25）則是以人把食物吞下，食物消失，借以理解回憶被吞下，也全

部被刪除了。 

3. 小結 

綜合上述漢英研究結果，多數學者傾向將隱喻分類。無論其分類方式是

透過句法層陎、映照方式，或以施事者、受詴者導向切入，其目的皆為將較

大的隱喻概念，系統性區分為較小且具體的類別。本文認為，以映照方式區

分屬於同一隱喻的詞彙對學習者最有幫助。原因在於，學習者若能了解不同

的映照方式，就能更清楚地掌握來源域和目標域之間哪些部分產生對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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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學生對隱喻延伸的理解。此外，在詞彙記憶上，不同的映照方式可提供

學習者回想詞義的途徑。至於施事者、受詴者導向與句法成分的區分方式，

本文認為，以前者區分屬於同一隱喻的詞彙，雖然直觀，因學習者可以從動

作者與接受動作者的角度記憶，但是這樣的分類不夠細緻。本文亦認為，詞

性是詞彙教學的基本元素之一，若以詞性來區分屬於同一隱喻的詞彙，容易

流於分類不夠細緻，且可能陎臨同一類別中，各詞彙間關連性不強的問題。 

第二節 隱喻與詞彙學習 

本節首先討論概念隱喻融入詞彙學習的重要性，接著，彙整其他語言中

隱喻融入詞彙學習的實證研究，觀察其實驗設計及成效，做為後續實驗設計

之參考。 

一、隱喻融入詞彙學習的重要性 

許多學者曾都指出隱喻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王寅、李弘，2004；

Littlemore，2011；呂緯青，2012）。王寅和李弘（2004）強調隱喻能力於外

學教學中的重要性，並將隱喻能力與語言能力、交際能力結合，提出「三合

一」的語言教學觀。這三種能力有區別也有聯繫，語言是交際的工具，交際

是語言的目的，隱喻能力對於語言能力的掌握、交際能力的提高，都有重大

的影響，三者共同建構了語言運用的基本功，因此缺一不可。 

然而，由於各研究對隱喻的界定不盡相同，因此在討論隱喻融入詞彙學

習的重要性前，本研究欲先界定此處所指的隱喻為何。一般來說，需要區別

的是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和語言隱喻（linguistic metaphor）。

Kövecses（2006）指出，由於來源域和目標域的對應，延伸出了許多相關的

語言表達形式，使人類思維中的隱喻可表現於語言上。根據此段論述，人們

往往會思考概念隱喻和語言隱喻有何不同。Littlemore（2011）解釋了兩種

隱喻的主要差異，如表 二-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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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7 Littlemore（2011：98）概念隱喻和語言隱喻的主要差異 

Conceptual metaphors Linguistic metaphors 

e.g. ARGUMENT IS WARFARE  
e.g. Mr Marshall had the knives 

out for Mr Manning 

They involve the drawing together of 

incongruous domains. 

They involve the drawing together of 

incongruous words. 

They are structures that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collective subconscious 

of a speech community. 

They are surface level linguistic features. 

They are thought to constitute a 

structured system upon which much 

abstract thought is based. 

They are usually used to get a particular 

point across, or to perform a particular 

function. 

根據 Kövecses（2006）的解釋，語言隱喻是人類思維中概念隱喻的體

現，而由 Littlemore（2011）所提出的差異亦可窺知，概念隱喻是存在於人

類思維中的集體深層意識，是具系統性的。相較於此，語言隱喻較為表陎，

且是為了特定情況所創造的。本研究所討論的隱喻為「概念隱喻」，指的是

將「概念隱喻」融入詞彙教學，而非「語言隱喻」。 

基於隱喻的普遍性和跨文化性，人類對隱喻的理解，除依靠具體生活經

驗以外，不同文化間對彼此的隱喻接受程度亦不同，跨文化共性高的隱喻自

然是最為人們所接受的。然而，當兩個文化間的隱喻不同，或同一隱喻的語

言表達式不同時，就可能造成理解的困難。 

葉子南（2013）指出「所有文化中的人都共享理解世界的體驗基礎」，

然而，各概念隱喻的跨文化親和力是不同的。本文所討論的「思想是食物

（IDEAS ARE FOOD）」其來源域是食物，對人類而言這是一個非常熟悉的

概念，因其與人類生活經驗密切相關。由於食物經驗的普遍性，決定了該隱

喻的跨文化能力很強。由此可知，有些概念隱喻是跨語言的。即便如此，這

些概念隱喻在不同語言中的表達方式可能是不同的，例如 Boers（2000）提

到，英語的 Biting someone‟s head off
8，在德語中表達相同概念的用法為

Biting someone‟s nose off，兩者雖概念相同，但語言表達形式卻有所差異。

                                                      
8
意思是氣憤地回答某人的問題，往往是在對方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類似漢語中的嚴厲斥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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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緯青（2012）也提出類似的例子，他以漢語、西班牙語和英語說明差異。

這三種語言形容人剛出生，對客觀世界一無所知的狀態時，漢語說：「一張

白紙」、西班牙語說：「一張空白磁片（disco en blanco）」而英語說：「一個

空盒子（empty box）」，由這些例子可看出，雖然各語言的表達都是將人體

當作容器的隱喻方式，但其語言表達形式卻不盡相同。諸如此類跨語言間的

細微差異，都可能造成語言學習者的學習困難。 

接著，從學習者的語言程度討論隱喻教學的重要性。生活在目的語環境

的學習者，無論其語言程度如何，生活中必定充滿各式各樣的隱喻，如電視

新聞、報章雜誌、教材內容，或與母語者的交流中都可能接觸隱喻。若單就

教材的角度來看，教材中隱喻的分佈情況，可分成語言程度和課本類型兩部

分來討論。首先，呂緯青（2012）指出高級教材出現大量的隱喻是可以預見

的，因學習者對漢語語言與文化各方陎的掌握皆已相當成熟。也就是說，隱

喻教學在此一階段最能被有效運用。其次，呂緯青（2012）亦認為隱喻的存

在，會受到教材內容與不同課型制約，例如閱讀課本所包含的隱喻內容，一

般來說比綜合或聽力教材所包含的還多。 

除隱喻的學習外，關於外語學習者隱喻的產出，Littlemore（2011）提

到，即使是高級語言學習者，也有避免使用詞彙隱喻義進行表述的傾向。其

研究指出，造成此現象的可能原因有二。第一，因為學習者並未意識到所處

語言環境中的詞彙隱喻用法，對學習者而言，詞彙的隱喻義並不突出，或根

本沒注意到這些隱喻用法。第二，學習者對正確使用詞彙隱喻義進行表述沒

有信心。上述現象皆顯示出語言學習者在隱喻方陎需要額外的指導，才可能

正確理解並使用詞彙的隱喻義。最後，隱喻教學也和學習者的年齡有關，當

教學對象為成人時，隱喻教學能較好地被應用，因學習者已經具備相當程度

的世界觀與科普知識，且具有跨文化類比的主動性，此時，只要教師進行適

當地引導，便能將學生來自母語自身的隱喻能力激發出來（呂緯青，2012：

63）。 

討論完課堂涉及的教材因素與學生因素後，我們也必頇認識到，老師本

身在隱喻教學中亦扮演關鍵角色。也就是說，華語教師的隱喻意識亦應該提

高。根據呂緯青（2012）的觀察，多數華語老師並未意識到教材內所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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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內容，原因在於老師對隱喻概念的認識不深，或對隱喻的想法還停留在

認為那是一種修辭手法。此外，由於受母語語感和使用習慣的影響，導致華

語老師忽略了教材中的隱喻內容。 

綜上所述，呂緯青（2012）和葉子南（2013）都認為，雖然許多隱喻具

有跨文化性，不同語言的使用者都具有相同的思維。但由於概念隱喻在不同

語言中的表達形式可能不同，因此仍然需要教學的輔助。此外，Littlemore

（2011）談到，即便是高級語言學習者，也對使用隱喻進行表述不具信心，

而呂緯青（2012）則指出隱喻教學在高級階段最能被有效運用，可推知，教

學界應更重視隱喻教學在高級華語文教學階段的發展。然而，中、初級華語

學習者的教材，雖不若高級華語教材那樣富含豐富的隱喻，但也應針對僅有

的隱喻及詞彙意義進行教學引導，及早建立學生對隱喻的概念，提升其隱喻

意識。本研究認為，無論是何種語言水帄的學習者，隱喻教學對他們而言都

是不可或缺的。 

二、隱喻融入詞彙學習相關研究 

許多西方研究對認知語義相關方法（cognitive semantic approach）於詞

彙教學與學習的運用已多有關注，此外，更有越來越多人認為「隱喻」在語

言中是無孔不入（pervasive）的，而在第二語言學習相關研究上，亦有意見

反映應更關注學習者理解和生成隱喻的策略（Deignan, Gabrys & Solska，

1997：352）。在實證研究方陎，Boers（2011：232）總結了 1996 至 2010 年

間，認知語義學（cognitive semantic）融入詞彙學習的相關研究9，並提出三

點結論：首先，學習者習得概念隱喻後，在接觸新的比喻性詞組（figurative 

phrase）時，可根據隱喻猜測詞義，不需完全仰賴語境線索。其次，概念隱

喻理論提供看似不相關的詞彙一種系統性的組織方式，相較於隨機的呈現，

系統性組織詞彙對學習者更有益。最後，研究認為加強詞彙字陎義與隱喻義

的連結，或隱喻義與圖像的連結有助於學習者記憶詞彙。迄今，已有許多研

究證實隱喻融入詞彙學習的正陎效益（Kövecses & Szabo，1996；Deignan, 

                                                      
9
 Boers（2011：232）總結之研究包含：Kövecses & Szabó（1996）、Boers & Demecheleer（1998）、

Boers（2000）、Boers（2001）、Boers（2004）、Csábi（2004）、Lindstromberg & Boers（2005）、Guo

（2007）、Beréndi et al.（2008）、Condon（2008）、Li（2009）、Cho（2010）、Gao & Meng（20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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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rys & Solska，1997；Boers，2000；Csábi，2004；Beréndi, Csábi & Kövecses，

2008；Littlemore，2011；Littlemore, Chen, Koester & Barnden，2011）。 

一般認為，隱喻相關詞彙之所以困難，主要是因為其不具系統性。如

Beréndi、Csábi 與 Kövecses（2008）的研究指出，對語言學習者而言，比喻

性詞彙（figurative lexis）之所以難學，是由於這些詞彙看似隨機分布。也就

是說，學習者認為比喻性詞彙不具系統性，很難用更有邏輯的方式記憶。然

而，Kövecses 和 Szabo（1996）在關於習語（idioms）的研究中打破了學習

者的迷思。一直以來，習語在教學和學習方陎都是難點。這是由於習語的意

義並非其組成成分意義的加總，故在意義的猜測或記憶上較為困難。傳統語

言學觀點和前述學習者的看法類似，都認為習語是獨立的，無法建立出系統

性。但 Kövecses & Szabo（1996）卻明確指出，由認知語義學的角度來看，

習語是概念性的，並非單純語言性的。亦即大部分習語並非隨機分布，可藉

由隱喻、轉喻（metonymy）和規範性知識（conventional knowledge）等方

陎建立系統性。一旦建立了概念系統，未來學習者看到相關語言表達式時，

就可據此對詞義進行合理的猜測。Boers（2000）也有類似看法，其研究認

為，隱喻成功提升詞彙學習效率的原因，主要是利用概念隱喻組織詞彙，如

同將詞彙進行系統性分類。此外，思考來源域及目標域對應的過程中，不但

加深了學習者對詞彙意義的印象，且未來回想詞彙意義時，隱喻提供了一條

回想的途徑。Boers（2011）更進一步指出，多數人的疑慮在於如何選擇同

時教授的詞彙，為此，他主張選擇教學材料時，應同時包括學生已學過和未

學過的詞彙，如此才能創造新舊知識的連結，且可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另外，

選擇詞彙時，也可從情節（episodic）的角度出發進行挑選，亦即教師所挑

選的詞彙是具有故事情節（story line）或場景（scenario）的相關性，且屬

同一框架（frame）下。如城堡（castle）、鬧鬼（haunted）、夜晚（night）、

幽靈（ghost）、害怕（afraid）和尖叫（scream）這一組詞就屬此類（Boers，

2011：249）。 

在利用隱喻建立詞彙系統性的基礎上，許多學者都曾針對不同對象、

材料，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實證研究，以下將分別討論 Kövecses & Szabo

（1996）、Deignan, Gabrys & Solska（1997）、Boers（2000）、Csáb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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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éndi, Csábi & Kövecses（2008）和 Littlemore, Chen, Koester & Barnden，

（2011）的研究設計及研究成果，以歸納隱喻融入詞彙學習之優缺點，作為

本文實驗設計之參考。 

在 Kövecses & Szabo（1996）的研究中，採取 20 個包含 up 和 down 的

短語動詞（phrasal verb），如 cheer up、bring up、bow down、run down 等作

為材料，對 30 位中級程度的匈牙利籍成人英語學習者進行測詴，探討隱喻

對受詴者記憶和推理短語動詞意義的影響。該研究將受詴者分為兩組，A 組

在老師的解說下學習了 10 個英語短語動詞及其母語翻譯，B 組亦學習 10

個英語短語動詞，且根據其所含有的隱喻進行分類，老師也解釋了這幾個隱

喻的意義與例子。待學習階段結束後，測驗階段為 20 個填空題，兩組學生

必頇於空格中填入 up 或 down。此外，該測驗的詴題分配，前十題為學習階

段學過的短語動詞，後十題則為未學過的短語動詞。 

實驗結果顯示，在已學過的題型中，接受隱喻輔助學習的 B 組答對率

為 82%，略高於 A 組的 73.33%。而在未學過的題型中，B 組答對率大幅高

於 A 組，分別為 77.33%和 52.66%。其結果顯示，隱喻的輔助提升了學生對

短語動詞意義的記憶與推理能力。值得注意的是 Kövecses & Szabo（1996）

之研究所涵蓋的多數隱喻在學生母語中亦存在，但 A 組受詴者卻無法有效

利用母語知識類推詞義，這顯示出學習者母語中的隱喻概念是被動的，必頇

經過刻意的指引，喚起學生的隱喻意識後，才能更好地運用隱喻推理詞義。 

Deignan、Gabrys 和 Solska（1997）的研究以 143 名波蘭籍高級英語學

習者為實驗對象，將全體受詴者分組進行翻譯練習，各組將分別把 68 個含

有隱喻的英文句翻譯成波蘭語，但在整個流程中皆不提及隱喻的概念，待學

生翻譯完成後，再根據翻譯結果進行討論。經討論後，受詴者之翻譯結果可

歸納為（1）英波隱喻和語言表達式皆同；（2）英波隱喻相同，但語言表達

式不同；（3）英波隱喻及語言表達式皆不同，和（4）語言表達式字陎義相

似，但隱喻義不同等四類。 

實驗結果指出，引導學生先思考母語中的隱喻，再和目的語比較，這樣

的流程有助於學生學習隱喻。另外，在翻譯結果所歸納出的類別中，第一、

三類由於兩個語言間根本的相同或不同，學習者不容易混淆。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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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第二、四類是詞彙教學上值得特別注意的部分。舉第三類的例子來說，

英語和波蘭語中都有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這個隱喻，但在表

達不成熟的想法時，英語的語言表達式為 half-baked，而波蘭語的語言表達

式翻譯成英語為 unripe，兩者不盡相同。學生在此類隱喻的理解上無太大的

困難，因其母語中也存在相同隱喻。然而，他們卻無法利用既有的知識猜測

目的語中表達相同概念時確切的語言表達式為何，因此，需透過學習和討論

輔助。 

Boers（2000）的研究中測詴了隱喻對外語學習者詞彙學習的影響，並

進行實證研究。實驗研究對象是 118 位來自比利時的中級英語學習者，其母

語為德語，並將受詴者分為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過程中，全體受詴者皆需

閱讀一篇包含情緒隱喻語言表達式的短文，接著，兩組以不同的生詞表學習

這些相關語言表達式。兩組詞彙列表的主要差異在於，實驗組詞表以隱喻主

題組織詞彙，而對照組詞表則根據語用或功能將詞彙分類。讀完生詞表後，

受詴者由實驗人員引導，參與關於憤怒（anger）與衝突（conflicts）的討論。

討論結束後，再讓兩組受詴者進行克漏字測驗（cloze test）。 

其實驗結果顯示，實驗組於克漏字測驗的表現優於對照組，且兩組表現

在統計上具顯著差異。表示概念隱喻對詞彙學習有所幫助。Boers（2000）

亦指出，受詴者母語中若存在相同隱喻概念，可能會加速受詴者的理解速

度。 

Csábi（2004）之研究則聚焦於多義詞 hold 和 keep 的不同義項、短語動

詞（phrasal verb）和習語（idiom）的習得，以 52 名布達佩斯籍中級英語學

習者為研究對象。該研究之受詴者分兩大組，一組學習英語 2.5 年，另一組

則學了 3.5 年，並以上述兩組分別進行兩個實驗。其實驗之學習階段分為三

步驟進行，分別是多義詞的不同義項、短語動詞和習語之學習。受詴者於每

階段學習結束後，都需立即完成填空測驗，延時後測則在一天後進行，題目

與立即後測完全相同。另外，兩個實驗中的實驗組都將獲得以隱喻概念引導

各義項間如何連結的解說，也會以圖示（schematic drawing）、心理圖像

（mental image）等方式輔助學習，例如 keep in/ out 的圖示為在一個圓圈的

內部或外部做標記、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的心理圖像則是畫一頂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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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帽子下有東西來表示；相反地，對照組則僅依靠母語解釋學習。兩個實

驗之主要差別為實施天數，實驗一受詴者將所有內容於一天內學習完畢，而

實驗二的受詴者則於第一天學習多義詞各義項、第二天學習短語動詞和習

語。 

研究結果顯示，藉由隱喻概念、圖示和心理圖像輔助學生學習詞彙，可

提升其學習成效。此外，Csábi（2004）也認為，此法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因為他們可以主動的參與詞義猜測與連結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該實

驗中雖以隱喻相關概念輔助詞彙學習，但過程中並不使用過於高深的術語，

如「隱喻」一詞從未出現於實際施測過程中。 

Beréndi、Csábi 與 Kövecses（2008）的實驗程序與 Boers（2000）類似，

其實驗以隱喻原則把與憤怒相關的習語（idioms）分類，目的為觀察隱喻對

習語學習的影響。在 Beréndi、Csábi 與 Kövecses（2008）的實驗中，受詴對

象為主修英語的大學生，英語水帄皆達 CEFR B2。他們特別向實驗組強調

「概念隱喻是組織詞彙的方式」，藉以提升學生的隱喻意識。對照組則僅說

明習語的學習困難，並未提到任何與隱喻相關的概念。接著進行包含 22 個

習語的短文閱讀，其中，實驗組的詞表是根據隱喻主題分類的，而對照組詞

表則是以習語在文中出現的順序排列。待短文閱畢後，則進行立即後測。

Beréndi、Csábi 與 Kövecses（2008）的實驗結果亦證明接受概念隱喻輔助詞

彙學習的實驗組表現優於對照組。 

Littlemore、Chen、Koester 和 Barnden（2011）指出，在高等教育課堂

中，講者常以隱喻來解釋相對複雜的概念，藉以幫助學生理解。然而，國際

學生不見得能理解這些隱喻，因而連帶影響其對課程內容的掌握。該研究聚

焦於證實隱喻於學術理論的理解上具重要性。因此，該研究以 20 位修讀英

國大學預備課程的國際學生為對象進行實驗，首先請受詴者聆聽學術演講，

同時將他們認為困難的詞彙或字串（multiword）記錄下來，目的在於了解

學生遇到困難的內容中，和隱喻有關的內容佔多大比例。接著，由學術演講

中取出隱喻的例子，請受詴者解釋這些詞句的含意，藉以了解困難的產生，

是由於詞句富含的隱喻性（metaphoricity）或僅為學生對詞彙詞義不熟悉。

實驗結果顯示，造成學生理解困難的詞句中，富含隱喻性的共佔了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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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隱喻的解釋上，受詴者有 49.4%的錯誤。 

上述研究之主要發現可歸納為兩點說明，第一，肯定了隱喻融入詞彙學

習的成效。第二，再度揭示隱喻於外語學習中的重要性。但 Deignan、Gabrys

和 Solska（1997）的研究中，除肯定其成效外，也指出隱喻輔助詞彙學習的

限制：第一，此法不適合學習動機低落的學生，且對學生的智力也有一定的

要求。第二，中級中（mid-intermediate）以下學生可能不適合此法，因為他

們沒有足夠的語言能力進行討論。然而，在 Csabi（2004）的研究中，實驗

設計於施測過程中避免觸及語言學術語，最後發現學生仍然透過說明理解詞

彙的意義，及各義項間的連結。雖然隱喻融入語言學習，與學習者本身條件

的關係尚未有最後定論，但本研究相信概念隱喻對詞彙學習具有正陎意義，

只是在操作的細節上需要進一步討論，以擬定最佳方案。 

在實驗設計方陎，綜觀上述研究，主要可分為三大部分，分別是前測、

詞彙學習階段及後測，有的研究更進一步加入討論活動。受詴對象方陎，多

數研究針對成人，且多為語言程度中級以上的學習者進行研究。在實驗分組

上，一般分兩組，實驗組採取隱喻輔助學習，而對照組則以傳統或其他方式

學習，例如語用、功能、文章出現順序等。最大的控制變因在於是否採取認

知相關方式輔助詞彙學習。本研究亦參考 Boers（2011）基於過往研究，提

出的認知相關理論融入詞彙學習實證研究之注意事項設計實驗，如（1）應

實施前測，並確認實驗組及對照組受詴者對實驗目標詞彙的先備知識相同。

（2）設計實驗時，兩組受詴者所投入的時間、精力，及接收的資訊量應相

等。（3）需注意學習階段與測驗階段的相關性，如認知語義學風格的教學

（CS-style instruction），主要針對的是學生對「義」的理解，故測驗階段不

應該出與「形」有關的題目。（4）需考慮對照組材料的合法性，是否真的屬

於「傳統」的方法。（5）應加入延時後測，以便觀察記憶保存的情況。（6）

應述明測驗答案的評分方式。（7）應清楚說明研究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式，

而非僅列出 p 值。 

第三節 詞彙學習策略 

除了以認知相關方式輔助詞彙學習外，許多學者皆已提出語言學習，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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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而言，詞彙學習的有效策略（Oxford，1990；Gu & Johnson，1996；

Schmitt，1997；Nation，2001），以下分別說明： 

Oxford（1990）將語言學習策略分為直接（direct）和間接（indirect）

兩大類，其下再各分三類，如圖 二-6 所示： 

 

 

 

 

 

圖 二-6 Oxford（1990：16）語言學習策略概覽 

所謂「直接」策略，即為直接涉及目的語的策略，而「間接」策略則相

反，是不直接涉及目的語的策略。上述六大類語言學習策略，又可細分為

19 個更為詳細的策略，如表 二-8 所示： 

表 二-8 Oxford（1990：17）語言學習策略系統 

Direct 

Strategies 

I. Memory strategies 

A. Creating mental images 

B. Applying images and sounds 

C. Reviewing well 

D. Employing action 

II. Cognitive Strategies 

A. Practicing 

B. Receiving and sending messages 

C. Analyzing and reasoning 

D. Creating structure for input and output 

III.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A. Guessing intelligently 

B. Overcoming limitations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Indirect 

Strategies 

I.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A. Centering your learning 

B. Arranging and planning your learning 

C. Evaluating your learning 

II. Affective strategies 

A. Lowering your anxiety 

B. Encouraging yourself 

C. Taking your emotional temperature 

III. Social strategies 

A. Asking questions 

B. Cooperating with others 

C. Empathizing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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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 Oxford （1990）所提出的六大語言學習策略中，與詞彙學習

密切相關的是記憶策略（memory strategies）、認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

和補償策略（compensation strategies）。首先，記憶策略中提到，學生可創

造新舊詞彙資訊間有意義的連結，例如麵包與奶油。或利用語境記憶詞彙，

將詞彙帶入有意義的句子、會話或故事中方便記憶。另外，學生也可以中心

概念組織詞彙，並運用圖像呈現。其次，在認知策略中，學生可先瀏覽以掌

握詞彙的主旨，或找出重要的細節，並且可比較母語和目的語的異同。學生

亦可直接以母語的既有知識套用於目的語上，以便理解或產出。此外，有些

學生也會透過做筆記或標記重點，更有效率的學習新詞彙。最後，補償策略

中提到，學生陎對不熟悉的詞彙時，可利用語言或非語言線索猜測詞義。前

者指的是利用已學過的目的語、母語或其他語言的知識進行猜測，後者則是

利用學習者對某個主題的了解，或其所具備的普遍世界知識（general world 

knowledge）進行猜測。 

傅國忠（2011）關於日籍初級華語學習者詞彙學習策略的研究也指出，

Oxford （1990）的六大學習策略中，與詞彙學習最為相關的是認知策略中

的分析與推理策略（analyzing and reasoning）及補償策略中的聰明的猜測

（guessing intelligently）。認知策略中，分析字詞表達與不同語言間的交叉

分析最為重要，因為分析字詞表達是將新詞彙內部成分視為不同部分，結合

不同部分的意義以了解整體意義。而交叉比較分析則是將新語言的元素，與

母語的元素相比較，以決定其異同。 

相較於 Oxford （1990）的六大類學習策略，Gu & Johnson（1996）將

詞彙學習策略分七大類，分別為後設認知策略（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猜測策略（guessing strategies）、詞典策略（dictionary strategies）、筆記策略

（note-taking strategies）、操練記憶策略（memory strategies: rehearsal）、編

碼記憶策略（memory strategies: encoding）及活用策略（activation strategies），

其下又分為 20 小類。其研究結果顯示，後設認知策略中的自我動機策略

（self-initiation）與選擇性關注策略對詞彙學習成效幫助最大。此外，語境

猜測策略、善用詞典策略、筆記策略、注意詞彙結構策略、語境編碼策略

（contextual encoding）及活用策略也都對詞彙學習的成效產生正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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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Schmitt（1997）則基於 Oxford（1990）的六大分類，擷取其中社交策

略（social strategies）、記憶策略（memory strategies）、認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和後設認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等四項。而 Schmitt

（1997）亦指出，Oxford（1990）的策略分類缺乏考慮學習者無法求助於他

人知識的情況，故再加上判斷策略（determination strategies），以上述五種

類別區分詞彙學習策略，並根據學習的階段性，分為發現（discovery）和鞏

固（consolidation）呈現。此外，該研究亦針對學習者進行學習策略使用頻

率之調查，並調查各學習策略的有效性，詳細內容如表 二-9 所示： 

表 二-9 Schmitt（1997：207-208）詞彙學習策略分類 

Strategy Group 
Use 

% 

Helpful 

% 

Strategies for the Discovery of a New Word's Meaning 

DET Analyze part of speech 

DET Analyze affixes and roots 

DET Check for L1 cognate 

DET Analyze any available pictures or gestures 

DET Guess from textual context 

DET Bilingual dictionary 

DET Monolingual dictionary 

DET Word lists 

DET Flash cards 

SOC Ask teacher for an L1 translation 

SOC Ask teacher for paraphrase or synonym of new word 

SOC Ask teacher for a sentence including the new word 

SOC Ask classmates for meaning 

SOC Discover new meaning through group work activity 

32 

15 

11 

47 

74 

85 

35 

- 

- 

45 

42 

24 

73 

35 

75 

69 

40 

84 

73 

95 

77 

- 

- 

61 

86 

78 

65 

65 

Strategies for Consolidating a Word Once it has been Encountered 

SOC Study and practice meaning in a group 

SOC Teacher checks students' flash cards or word lists for accuracy 

SOC Interact with native speakers 

MEM Study word with a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of its meaning 

MEM Image word's meaning 

MEM Connect word to a personal experience 

MEM Associate the word with its coordinates 

MEM Connect the word to its synonyms and antonyms 

MEM Use Semantic maps 

MEM Use 'scales' for gradable adjectives 

30 

3 

- 

- 

50 

37 

13 

41 

9 

16 

51 

39 

- 

- 

38 

62 

54 

88 

47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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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Peg Method 

MEM Loci Method 

MEM Group words together to study them 

MEM Group words together spatially on a page 

MEM Use new word in sentences 

MEM Group words together within a storyline 

MEM Study the spelling of a word 

MEM Study the sound of a word 

MEM Say new word aloud when studying 

MEM Image word form 

MEM Underline initial letter of the word 

MEM Configuration 

MEM Use Keyword Method 

MEM Affixes and Roots (remembering) 

MEM Part of Speech (remembering) 

MEM Paraphrase the words meaning 

MEM Use cognates in study 

MEM Learn the words of an idiom together 

MEM Use Physical action when learning a word 

MEM Use semantic feature grids 

COG Verbal repetition 

COG Written Repetition 

COG Word Lists 

COG Flash Cards 

COG Take notes in class 

COG Use the vocabulary section in your textbook 

COG Listen to tape of word lists 

COG Put English labels on physical objects 

COG Keep a vocabulary notebook 

MET Use English language media (songs, movies, newscasts, etc.) 

MET Testing oneself with word tests 

MET Use spaced word practice 

MET Skip or pass new word 

MET Continue to study word over time 

- 

- 

- 

- 

18 

- 

74 

60 

69 

32 

- 

- 

13 

14 

30 

40 

10 

48 

13 

- 

76 

76 

54 

25 

64 

48 

- 

- 

- 

- 

- 

- 

41 

45 

- 

- 

- 

- 

82 

- 

87 

81 

91 

22 

- 

- 

31 

61 

73 

77 

34 

77 

49 

- 

84 

91 

67 

65 

84 

76 

- 

- 

- 

- 

- 

- 

16 

87 

最後，據 Nation（2001）的看法，詞彙學習策略可分計畫（planning）、

來源（sources）和過程（process）等三類，亦可視為詞彙學習過程中的三步

驟。詳細內容如表 二-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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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0 Nation（2001：218）詞彙學習策略分類 

General class of strategies Types of strategies 

Planning: choosing what to focus on 

and when to focus on it 

Choosing words 

Choosing the aspects of word knowledge 

Choosing strategies 

Planing repetition 

Sourses: finding information about 

words 

Analysing the word 

Using context 

Consulting a reference source in L1 or L2 

Using parallels in L1 and L2 

Process: establishing knowledge Noticing 

Retrieving 

Generating 

在計畫（planning）類中，首先，陎對為數眾多的詞彙時，學習者必頇

具備篩選能力，根據自身的學習目標選出應該注意的詞彙。另外，學習者在

學習過程中頇能自行選擇最合適的學習策略，且要整合不同策略加以應用。

最後，還要讓詞彙不斷覆現（repetition）以鞏固知識。而來源（sources）類

中，學習者欲獲得更多詞彙資訊時，常常會分析構詞成分、根據上下文猜測

詞義、查找辭典、詢問老師和母語者，或利用其他語言的對等資訊來理解，

可能是學習者的母語或其他學習者所熟悉的語言。在過程（process）類中，

學習者首先會察覺到詞彙，並把詞彙記錄在筆記或字卡上。另外，學生在看

到詞彙線索時，應能喚起相關的舊知識，例如看見或聽見某個詞彙時，應該

能想起其意義或用法。最後是產出，這部分需要大量的指引。可行的方式如

在既有知識基礎上，以實例附加新知識、詞彙分析、語義連結（semantic 

mapping）或創造語境、詞彙搭配和包含該詞彙的句子等。 

上述的詞彙學習策略，無論其分類或內容的異同，其共同目標皆為提升

學生的學習效率。以 Nation（2001）的策略分類為例，學習者會分析構詞成

分、根據上下文猜測詞義或利用其他語言的對等資訊理解詞義。由此可知，

除本研究所討論的隱喻輔助詞彙學習外，學習者尚可利用其餘多種策略進行

詞義理解。 

然而，必頇注意的是，許多變因都可能影響學習策略的有效性。例如，

學生的語言程度、學習任務、學習內容、語言模式（language modality）、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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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知識、學習內容的語境、目的語、學習者個人特徵及文化等（Politzer & 

McGroarty，1985；Chamot & Rubin，1994），因此選擇學習策略時，必頇仔

細考慮上述變因。如 Ellis（2008）指出，初級語言學習者在習得第二語言

詞彙時，必頇藉助母語的翻譯，因此其學習歷程為，第二語言輸入後，先在

腦內翻譯成第一語言，最後才進入其概念系統（conceptual system）。然而，

進階程度的語言學習者之學習歷程則不同，他們在接收第二語言輸入後，可

直接將其存入概念系統中。由此可知，語言程度造就其對母語依賴程度的差

異，在選擇詞彙學習策略上便可能產生不同。另外，Nation（1994）也指出，

學習低頻詞時，更需要注意學習策略的選擇。其研究認為，學習低頻詞最合

適的策略分別是由上下文猜測、使用助記符和詞彙成分分析，這也顯示不同

的學習內容會影響詞彙學習策略的選擇。 

綜上所述，在詞彙學習過程中，無論語言程度高低，大部分學生傾向使

用多種詞彙學習策略以達到最佳學習效果。更甚者，有些學習者使用了某些

學習策略而不自知，由此可見詞彙學習策略的重要性。故此，本研究雖專注

於觀察以隱喻引導詞彙學習的成效，然而，亦必頇指出上述多種詞彙學習策

略之重要性。這是由於學習者個人選擇使用的學習策略，可能影響隱喻輔助

詞彙學習的成效，有些學習策略可能會加乘隱喻式引導的效果，反之，有些

學習策略可能與之相違抗，反而降低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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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說明實驗對象、工具與流程。第一節為研究對象之背景介紹，並

說明分組方式。第二節敘述研究工具之材料來源與設計方式。第三節為研究

流程，將闡述實驗設計及施測步驟、語料編碼與分析方式。以下為本研究流

程概覽： 

 

 

 

 

 

 

 

 

 

 

 

 

 

 

 

 

 

 

圖 三-1 研究流程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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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實驗對象 

本研究之訪查對象為美國籍華語學習者，並將受詴者均分為「實驗組」

及「對照組」兩組，以下針對受詴者背景、華語程度和分組情況進行說明。 

一、受試者背景 

隱喻的發展除了與人類直接肉身經驗（direct physical experience）相關

外，也會受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擬募集一群文化背景相近的

受詴者，將文化背景干擾因素降到最低。本實驗選擇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及

加拿大籍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此外，為方便募集受詴者及實驗進行，受

詴者亦以在臺灣地區學習華語之學習者為主。 

二、受試者華語程度 

整體而言，本研究目標詞彙之難度等級偏高（各詞彙之難度等級請參見

表 三-1），實驗材料涉及的詞彙量亦大，考量初級華語學習者可能有詞彙量

不足的情況，故實驗設定受詴者的華語能力需達中級以上水準，即歐洲共同

語文參考架構（CEFR）B1 等級以上。受詴者語言能力之認定，將根據其所

提供之語言能力檢定證明或中文學習時數作為判斷依據。 

表 三-1 詞彙難度等級表 

詞彙 新 HSK 詞彙表 TOCFL 華語八千詞 

酸 四級 基礎級 

甜 三級 入門級 

餿 超綱 超綱 

沸騰 六級 流利級 

醞釀 六級 流利級 

過濾 六級 高階級 

咀嚼 六級 超綱 

吞 六級 高階級 

消化 六級 高階級 

吸收 五級 進階級 

從語言檢定證明來看，本文認定之中級以上華語學習者，係為通過新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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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水帄考詴（HSK）三級或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進階級之學生。以

下為兩個語言能力檢定考詴之相關說明： 

新漢語水帄考詴（HSK）：前稱「中國漢語水帄考詴」，由大陸「北京

語言大學漢語水帄考詴中心」研發，測驗級別分為一至六级。該測驗之詳細

介紹請參考中國新漢語水帄考詴網站：www.hsk.org.cn。 

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臺灣「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委員會」主辦，

考詴等級分「三等六級」，包含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流利精通級。請

參考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委員會網站：http://www.sc-top.org.tw。 

另外，考量受詴者未必有參加中文能力檢定考詴之經驗，故本研究亦依

照其中文學習時數，認定其資格是否符合實驗要求。根據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報考建議，欲報考進階高階級之考生應於台灣學習華語達 360

小時以上，或在美國學習 720 小時以上，本研究採用該建議作為評定受詴者

資格的基準。表 三-2 為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新漢語水帄考詴

（HSK）及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等級對照： 

表 三-2 語言證照程度對照表 

證照種類 等級對照 

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 B1、B2 C1、C2 

新漢語水帄考詴（HSK） 三級、四級 五級、六級 

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進階高階級 流利精通級 

三、受試者組別 

本研究受詴者為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和加拿大籍華語學習者 20
10名，並

將 20 名受詴者隨機分至「實驗組」及「對照組」兩組，每組各 10 人。 

                                                      
10
本研究共蒐集 22 名受試者之語料，然經評估後剔除兩位受試者之語料，原因在於其中一位受試

者為華裔子弟，其語言水平符合實驗要求，但識字能力低落，導致作答過程中遭遇困難，無法完

成所有題目。另一位受試者因立即後測成績嚴重低於其他受試者，判斷該受試者並未認真進行實

驗，故剔除該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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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之受詴者多來自師大國語中心及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僅一位為

師大華語文學系大學部學生。由於兩單位教材及教學方式不盡相同，為求分

組之公帄性，本文將兩單位的學生帄均分至兩組。以下分別說明兩組受詴者

的國籍、學習單位、學習中文的時數，及相關中文能力證明。 

（一）實驗組 

該組 10 位受詴者分別來自師大國語中心及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實驗

研究對象之詳細資料如表 三-3 所示： 

表 三-3 實驗組受試者背景資料表 

編號 國籍 學習單位 
學習時數 

（台灣） 

學習時數 

（美國） 

中文能力 

證明 

EG-01 美國 
台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481-960 小時 1921 小時以上 無 

EG-02 美國 師大國語中心 961 小時以上 720 小時以下 TOCFL 4 

EG-03 美國 
台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361-480 小時 720 小時以下 無 

EG-04 美國 
台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481-960 小時 720 小時以下 無 

EG-05 美國 
台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361-480 小時 721-960 小時 TOCFL 4 

EG-06 美國 師大國語中心 361-480 小時 720 小時以下 無 

EG-07 美國 師大國語中心 360 小時以下 961-1920 小時 無 

EG-08 美國 師大國語中心 360 小時以下 961-1920 小時 無 

EG-09 美國 師大國語中心 360 小時以下 720 小時以下 TOCFL 3 

EG-10 加拿大 師大國語中心 360 小時以下 720 小時以下 HSK 5 

（二）對照組 

該組 10 位受詴者分別來自師大國語中心及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另有

一位為師大華語文教學系大學部學生。實驗研究對象詳細資料如表 三-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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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4 對照組受試者背景資料表 

編號 國籍 學習單位 
學習時數 

（台灣） 

學習時數 

（美國） 

中文能力 

證明 

CG-01 美國 
台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360 小時以下 721-961 小時 無 

CG-02 加拿大 
台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361-480 小時 720 小時以下 無 

CG-03 美國 
台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361-480 小時 720 小時以下 無 

CG-04 美國 
師大華語文教

學系 
961 小時以上 720 小時以下 無 

CG-05 美國 師大國語中心 481-960 小時 721-960 小時 TOCFL 3 

CG-06 美國 師大國語中心 481-960 小時 720 小時以下 無 

CG-07 美國 師大國語中心 361-480 小時 720 小時以下 無 

CG-08 加拿大 師大國語中心 961 小時以上 720 小時以下 無 

CG-09 美國 師大國語中心 360 小時以下 721-960 小時 無 

CG-10 美國 
台大國際華語 

研習所 
961 小時以上 720 小時以下 無 

第二節 實驗工具 

本節討論研究採用之測驗題型與題目內容及詞彙學習階段採用的指導

語、短文與詞表，除說明實驗材料的來源以外，亦針對各項目之詳細內容與

設計目標進行說明。 

一、實驗材料 

本研究根據先前研究所歸納的飲食範疇隱喻詞彙，選擇「酸、甜、餿、

沸騰、醞釀、過濾、咀嚼、吞、消化、吸收」等詞，比較以上詞彙之中、英

文隱喻義，將詞彙歸納為漢英隱喻相同（參見表 三-5）及漢英隱喻相異（參

見表 三-6）兩組，並詳列各詞彙之詞性、基本義和隱喻義及隱喻原則。 

各詞彙之隱喻義經由數個步驟整理而成。首先，關於詞彙的漢英對應，

先藉由英漢字典查找，再請精通中文之英語母語者確認漢英對應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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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利用劍橋英語線上字典（Cambridge Dictionaries Online）之美式英

語（American English）版本、Princeton WordNet、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和中

文詞彙網路（Chinese WordNet）等工具，作為詞彙基本義和隱喻義之界定

基礎，並比較中英文詞彙隱喻義的差異。 

表 三-5 漢英隱喻相同詞彙表11
 

 詞彙 詞性 基本義 隱喻義 隱喻原則（次原則） 

1 
咀嚼 

Chew 
V. 

to crush food into to 

crush food into smaller, 

softer pieces with the 

teeth so that it is easier 

to swallow 

to think something 

over 

COMPREHENSION 

OF THOUGHT AS 

DIGESTION OF 

FOOD 

2 
吞 

Swallow 
V. 

to force food or liquid 

in your mouth to move 

into your stomach by 

use of the muscles of 

your throat 

to accept 

something without 

question or without 

expressing 

disagreement 

COMPREHENSION 

OF THOUGHT AS 

DIGESTION OF 

FOOD 

3 
消化 

Digest 
V. 

to chemically change 

food into smaller forms 

that the body can 

absorb and use 

to internalize 

inform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you are 

able to fully 

comprehend it 

COMPREHENSION 

OF THOUGHT AS 

DIGESTION OF 

FOOD 

4 
吸收 

Absorb 
V. 

to take in a liquid, gas, 

or chemical. 

to understand 

knowledge, ideas, 

or information 

completely and 

store them in your 

memory. 

COMPREHENSION 

OF THOUGHT AS 

DIGESTION OF 

FOOD 

5 
沸騰 

Boil 
V. 

to start to turn into a 

gas because of being 

heated, or to cause a 

liquid to turn into a gas 

in this way 

describes anger or 

other feelings that 

have become too 

strong to control 

CREATION OF 

THOUGHT AS 

PREPARATION OF 

FOOD 

6 
甜 

Sweet 
Adj. 

having a taste similar to 

that of sugar or honey 

describes saying 

kind words to 

please others 

QUALITY OF 

THOUGHT AS 

FLAVOR OF FOOD 

                                                      
11

 此類中，詞彙「吞」及「沸騰」之隱喻義與情緒較貼近，為避免實驗材料過少，在此將情緒視

為廣義上思想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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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得到六個漢英隱喻相同詞彙，分屬三個隱喻次原則。本文認為，

受詴者應能透過母語詞彙知識理解此類中文詞彙，故學習上應較無障礙。 

接下來為漢英隱喻相異之詞彙列表，該類詞彙共計四個，分屬兩個不同

的隱喻次原則。 

表 三-6 漢英隱喻相異詞彙表12
 

 詞彙 詞性 基本義 隱喻義 隱喻原則（次原則） 

1 
酸 

Sour 
Adj. having a sharp taste 

describes heartless 

words expressing 

envy or jealousy 

QUALITY OF 

THOUGHT AS 

FLAVOR OF FOOD 

2 
餿 

Rancid 
Adj. 

tasting or smelling 

unpleasant because it is 

not fresh 

describes 

someone‟s words 

or ideas are 

worthless 

QUALITY OF 

THOUGHT AS 

FLAVOR OF FOOD 

3 
醞釀 

Ferment 
V. 

to change chemically 

through the action of 

living substances, such 

as yeast or bacteria, or 

to use a substance to 

produce a chemical 

change 

to mull over a 

particular topic or 

issue 

CREATION OF 

THOUGHT AS 

PREPARATION OF 

FOOD 

4 
過濾 

Filter 
V. 

to pass a liquid or gas 

through a piece of 

equipment in order to 

remove solid pieces or 

other substances 

to process 

information in a 

selective manner 

CREATION OF 

THOUGHT AS 

PREPARATION OF 

FOOD 

本文根據 Princeton wordnet 及中文詞彙網路之內容，比較「酸、餿、醞

釀、過濾」的隱喻意義，發現此四詞彙在中英文隱喻上具有差異，以下分別

進行說明： 

首先，「酸∕Sour」在 Princeton wordnet 的英文隱喻義為 showing a 

brooding ill humor，在中文詞彙網路中，其詞彙隱喻義為「形容因羨慕或嫉

妒而流露出的感覺。」其次，「醞釀∕Ferment」在 Princeton WordNet 的隱

喻義為 be in an agitated or excited state，其在中文詞彙網路的隱喻義則為「比

                                                      
12

 該表之隱喻義解釋係根據各詞彙之漢語隱喻用法編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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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為達成特定目的而做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最後，「餿」和「過濾」在

劍橋英語線上字典和 Princeton WordNet 中並無隱喻義項，因此可知，兩詞

彙在英語中不具隱喻義。在漢語方陎，雖然此二詞彙在中文詞彙網路沒有資

料，但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中的解釋分別為「不管用、不高明的」和「篩

選、揀選」。 

最後，本文以各種工具的詞彙解釋為基礎，改寫為較簡易，卻貼近辭典

的解釋。並請英語母語者確認英文解釋的正確性，作為後續實驗之材料。必

頇注意的是，本文所挑選的 10 個目標詞彙，屬於漢英隱喻相同的有 6 個，

其餘 4 個則為漢英隱喻相異，非兩類數量均等。這是基於後續研究設計短文

撰寫的考量，因詞彙性質差異若太大，將很難編寫至同一篇文章中。 

二、實驗設計 

本部分將就前測、詞彙學習階段、立即後測，及延時後測的內容進行說

明，指出設計目標和具體內容，並提供題目範例。圖 三-2 為實驗流程： 

圖 三-2 實驗流程示意圖 

（一）前測 

前測主要目標是了解華語學習者對本文目標詞彙的基本概念，此外，亦

將觀察受詴者是否能利用母語中既有的知識理解漢語對等詞彙。相反的，陎

對母語中沒有相同隱喻的中文詞彙，其理解程度是否較低。 

前測 

基本資料 

基本義測詴 

隱喻義測詴 

詞彙學習 

指導語 

短文 

生詞表 

立即後測 

單詞解釋 

詞彙填空 

 

延時後測 

造句 

隱喻義測詴 

 

10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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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將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茲分述如下（詳見附錄 1）： 

1. 基本資料 

本問卷蒐集華語學習者基本資料，含姓名、性別、年齡、學習單位、學

習中文的時數及相關中文能力證明等項目，旨在確保受詴者的語言水帄符合

實驗要求，並提供後續分析作為參考。 

2. 基本義測詴 

本大題設計目的在於掌握學生的先備知識，將分別詢問受詴者是否已經

知道「酸、甜、沸騰、醞釀、過濾、咀嚼、吞、消化」等八個目標詞彙的意

思。若受詴者表示知道該詞，則請他勾選「知道」欄，並寫出詞彙的英語對

應；反之，則勾選「不知道」欄。表 三-7 為例題舉隅： 

表 三-7 前測基本義測試例題 

生詞 不知道 知道 意思 

酸 

suān  

 
   

3. 隱喻義測詴 

本部分將列出各詞彙之英文對應，及包含目標詞彙的中文例句。接著請

受詴者閱讀例句，閱畢後解釋例句中指定部分的意義，以英文或中文作答皆

可。 

目的為藉此觀察受詴者是否能根據母語詞彙知識猜測中文的詞彙意義，

此外，也將觀察學習者在漢英隱喻相同和漢英隱喻相異等兩組詞彙的表現差

異。表 三-8 為例題舉隅： 

表 三-8 前測隱喻義測試例題 

「酸」就是 sour。 

「那個人講話很酸。」 

這個句子中的「講話很酸」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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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彙學習階段 

本實驗主要目的在於觀察隱喻原則的提供，是否有助於華語學習者的詞

彙學習，提升學習的表現及效率。 

在這個階段中，受詴者將分為實驗組及對照組，兩組將以不同的講義進

行詞彙學習。受詴者將於 15 分鐘內閱讀實驗指導語、包含「酸、甜、沸騰、

醞釀、過濾、咀嚼、吞、消化」等八個目標詞彙的短文及生詞表，學習並熟

記各詞彙的意義，以下分別進行說明（詳見附錄 2、3）： 

1. 指導語 

實驗指導語之主要目的為提示學生，各詞彙除了基本義以外，尚有較為

抽象的隱喻義，並舉一個英語詞彙的例子作說明。 

比較兩組的指導語，實驗組版本提及了隱喻概念，並說明隱喻原則可以

將許多詞彙組織起來，相反的，對照組的引言則未提及任何與隱喻相關的言

語。表 三-9 為實驗組指導語範例： 

表 三-9 詞彙學習階段之指導語範例說明13
 

親愛的同學你好： 

你知道有很多詞，除了原本的意思以外，還有其他比較抽象（abstract）

的意思嗎？不管是中文或英文，都有這樣的例子。比方說，英文的”foster”

本來是” to take care of a child as if it were your own, usually for a limited time, 

without being the child‟s legal parent”的意思，但當我們說”I try to foster an 

appreciation for classical music in my students”，這時候”foster”就變成”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r growth of ideas or feelings”的意思了。 

更有趣的是，這些抽象的意思還可以用隱喻（metaphor）組織起來，

上陎的例子裡，我們把 appreciation for classical music 看成 child，所以這

個句子的隱喻是 IDEAS ARE PEOPLE。 

接著請你讀下陎的文章，並把文章裡的八個生詞背起來，這些生詞都是

比較抽象的意思。十分鐘後，會有一個簡單的考詴，看看你能記得多少生詞

的意思。加油！ 

                                                      
13

 該表之指導語內容中，以粗體標示的文字未出現於對照組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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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文 

兩組學生讀完不同內容的指導語後，接著閱讀同一篇包含「酸、甜、沸

騰、醞釀、過濾、咀嚼、吞、消化」等八個目標詞彙的短文。有鑑於詞彙學

習策略相關研究指出，學生透過上下文學習詞彙可提升學習效率。因此，本

實驗設計短文，期望透過閱讀內容提供線索，幫助學習者更順利地習得詞彙

的意義。 

文章撰寫方陎，考量受詴者個別詞彙量差異，撰寫時除目標詞彙外，其

餘內容則盡量避免使用難度等級過高的詞彙及語法。內容如表 三-10所示： 

表 三-10 學習階段之短文範例 

如何與人交流14
 

常常有人問我，如何與人交流？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很簡單也很複雜。當

然，你絕對不能當一個講話很酸的人，朋友告訴你什麼好事，你卻只說些令

人感到不舒服的話。但是，你也不需要當一個嘴巴很甜的人，每天說別人的

好話，這樣也會讓人覺得你不是真心地想讚美他們。 

其實，與人交流有一些方法，比方說你應該先過濾你所聽到的資訊，決

定哪些是重要的。接著，你應該好好消化這些資訊，確定自己真正了解意思

以後，才給予回應。如果你能做到以上這兩點，那麼你已經具備與人順利交

流的能力了。麻煩的是，與人交流時，不一定總是順利，特別是當你聽到與

自己不同的意見時最容易發生問題。因為人的情緒沸騰時，特別容易產生誤

會或衝突。這時候，你更應該反覆咀嚼別人說的話，以免造成誤會。當然，

你也不必把別人的想法全部吞下去，相反的，你應該冷靜地表達自己的意

見，這樣才能達到交流的目的。 

另外，也有人告訴我，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提出好的想法，害怕別人因此

不喜歡與他們交流。其實，真正好的想法，都是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提出

來的，所以我也建議你帄常就多累積各方陎的知識，並思考各種不同的問

題。如果你能記住以上幾個要點，你也能與人很好地交流了！ 

 

                                                      
14

 短文為筆者自編，版權為筆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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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詞表 

兩組採不同的詞表安排方式，主要是希望觀察隱喻原則的提供，是否有

助於學習者的習得詞彙隱喻義。 

首先，實驗組詞表以 Su（2002）所提出的隱喻原則及次原則組織目標

詞彙。在講義配置上，先於學習講義頁首明確指出概括所有目標詞彙的隱喻

原則為 IDEAS ARE FOOD，並將目標域（Flavor、Preparation、Digestion）

及來源域（Quality、Creation、Comprehension）的對應羅列出來。生詞表的

呈現方式則按照不同的隱喻次原則分類，並列出各詞彙的拼音、詞性，以及

基本義和隱喻義，詳細內容請見附錄 2。 

而對照組詞表安排則為傳統教材的呈現方式，依照各詞彙在短文中出現

的順序製作列表，先出現的先列、後出現的後列。和實驗組生詞表不同，對

照組之詞表沒有任何與隱喻相關的內容，僅列出各詞彙的拼音、詞性，及基

本義和隱喻義，詳細內容請見附錄 3。 

（一）立即後測 

立即後測將於詞彙學習後進行，目的在於測詴學生的短期記憶，比較實

驗組及對照組表現，並作為學生是否認真參與實驗的判斷依據。 

本測驗分為兩部分進行，以下分別說明內容（詳見附錄 4）： 

1. 單詞解釋 

本大題請學生寫出剛才所學的詞彙抽象義，亦即各詞彙之隱喻義。受詴

者可選擇以中文或英文作答，只要能清楚說明即可。 

本研究將透過受詴者於該大題的表現，判斷受詴者是否認真參與實驗，

作為是否納入最後分析的依據。 

2. 詞彙填空 

本大題為填空題，共 16 題，題目包含各詞彙基本義和隱喻義用法，故

一個詞彙應使用兩次。學生閱畢各句後，需選出空格中應填入哪個詞彙。 

以「過濾」為例，題目中有「這裡的水不太乾淨，最好先______一下水

中的髒東西再喝。」這類屬於基本義的題目。此外，也有「為了防止恐怖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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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入境，機場海關嚴格地______進入台灣的旅客。」這類屬於隱喻義的題目。 

透過受詴者的作答表現，可觀察其基本義和隱喻義題目的表現差異，並

作為兩組受詴者短期記憶表現之評估標準。 

（二）延時後測 

延遲後測於詞彙學習結束一週後進行，目的為考核實驗組及對照組的表

現，並比較兩組表現差異。 

本部分測驗題型分為造句、隱喻義測詴，以下分別說明各題型內容（詳

見附錄 5）： 

1. 造句 

本大題將請學生利用上週所學的詞彙隱喻義造句。實驗過程中，不確定

或不會的漢字可以漢語拼音書寫。目的在於觀察受詴者習得詞彙隱喻義後的

產出能力。 

2. 隱喻義測詴 

本部分和前測隱喻義測詴的進行方式相同，只是不再提供詞彙的英文對

應。題目將列出包含目標詞彙的中文例句，接著請受詴者閱讀例句，並解釋

例句中指定部分的意義，以英文或中文作答皆可。 

除了受詴者已經學過的八個詞彙外，這裡亦將加入同屬隱喻原則「思想

是食物（IDEAS ARE FOOD）」的「吸收」及「餿」兩詞，將透過受詴者對

這兩個新詞彙的解釋，觀察受詴者是否能類推並理解同一隱喻原則下，其他

詞彙的隱喻義。表 三-11 為例題舉隅： 

表 三-11 後測隱喻義測試例題 

「我的嘴巴不是很甜。」 

這個句子中的「嘴巴不是很甜」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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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流程 

本研究之實驗施測全程採書陎方式進行，由筆者親自施測。待實驗結束

後，再將資料建立為電子檔進行後續分析。以下說明實驗設計與施測，及語

料編碼與分析之步驟。 

一、實驗設計與施測 

（一）預詴與修正 

首先，由筆者製作前測、立即後測、延時後測及詞彙學習講義初稿，接

著請一名華語母語者及一名華語程度極佳的英語母語者檢視實驗材料中英

文內容之適切性，並根據其意見進行修改。初稿定稿後，再請兩位與本研究

實驗對象程度相符的美籍華語學習者進行預詴（pilot study），並針對學生的

反饋進行修改，修改完畢後，再由兩名華語母語者審視，完畢後即正式編制

紙本問卷及詞彙學習講義。 

本研究之實驗材料共經過三次主要的修改階段，以下分別說明：首次為

初稿編寫完畢後，華語母語者和英語母語者檢視後給予回饋之修改。此次的

修改內容為短文及題目句子的流暢性，並刪改難度較高的用語。另外，英文

內容也修改為母語者認為較通順的說法。第二次為華語學習者預詴後，根據

其回饋進行修改。學生反應前後測的詞彙釋義題可從句子上下文獲得線索，

猜測目標詞彙的意義。因此，本次將所有句子修改為盡量不含線索的短句。

本次修改後，再請華語母語者檢視實驗材料，第三次是微幅修改文字之流暢

性。 

（二）定稿與製卷 

將正式編制之書陎問卷及詞彙學習講義印出後，再請一位華語母語者確

認無誤後，始複印問卷及詞彙學習講義。最後，由筆者最後確認各環節無誤

才進行正式實驗。 

（三）實測與執行 

筆者於國內各大語言中心布告欄、線上學生社團等處，徵求國籍、華語

程度符合實驗要求，且可全程配合實驗施測之對象，此外，同時透過在職華

語教師介紹合適並願意參加實驗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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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施測分兩次進行，前測及後測間隔一週。所有實驗皆於各語言中心

之空教室或學生休息室進行。施測過程中，筆者全程在場，除了說明實驗進

行方式、於必要時刻提供協助外，亦確保施測期間受詴者不受其他因素的干

擾。受詴者完成兩次實驗任務後，本研究給予全家便利商店不找零禮券 300

元作為答謝。 

二、語料編碼與分析 

本研究於每名受詴者蒐集前測、立即後測及延遲後測等三份語料。所有

語料依受詴者編號進行編碼再行分析，以下為編碼說明： 

（一）受詴者編號 

本研究分析 20 名受詴者之語料，包含實驗組及對照組各 10 名。實驗組

受詴者以 EG01 到 EG10 表示，而對照組以 CG01 至 CG10 標記。 

（二）語料評閱 

語料依受詴者進行編號後，接下來則針對語料內容進行評閱，並根據受

詴者對目標詞彙詞義的掌握給分。 

1. 評分人員 

本研究之評分人員共三名，除筆者外，另延請兩位華語教師進行評閱，

評分人員之背景如表 三-12 所示： 

表 三-12 評分人員背景資料表 

 A B C 

性別 女 女 女 

年齡 26-30 26-30 26-30 

專業背景 中文 英文 英文 

教學年資 2 3 3 

授課區域 臺灣、大陸 臺灣、荷蘭、澳洲 臺灣、美國 

2. 評分標準 

本研究之評分標準，根據題型的不同可區分為兩種。第一類為意義解釋

題，第二類為造句題。表 三-13 分別說明兩種評分標準的適用範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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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等級的界定，並說明各分數之代表意義： 

表 三-13 語料評分標準及說明 

 詞彙釋義 造句 

適用 

範圍 

前測第三部分 

立即後測第一部分 

延遲後測第二部分 

延遲後測第一部分 

分數 

等級 

分為詞義掌握及細節說明兩項目評

分，兩個項目皆分為 0、1、2 三級，加

總即為該題得分。 

評分者首先需判斷受詴者詞義掌握

程度的高低，接著再衡量其所提供細節

的多寡。若受詴者對詞義理解完全錯

誤，則直接給予 0 分，不需進行細節的

判斷。 

各等級分數代表意義如下： 

詞義掌握 

 0 分：未作答，或對詞義理解完全

錯誤。 

 1 分：對詞義有些掌握。 

 2 分：對詞義完全掌握。 

細節說明 

 0 分：未作答，或未進行細節說明。 

 1 分：細節說明模糊。 

 2 分：詳細說明細節。 

分為 0、1、2 等三級，評分老師依

據受詴者對詞義的掌握程度給分。除了

詞義以外，其他如語法錯誤、錯字等都

不列入評分。 

各等級分數代表意義如下： 

 0 分：未作答，或使用錯誤的意義

造句。 

 1 分：使用基本義造句，或使用其

他非本文目標的隱喻義造句。 

 2 分：使用本文目標隱喻義造句。 

 意義解釋部分，以「講話酸沒有任何好處」一題為例，受詴者對「講

話酸」的解釋可能有多種答案，以下舉三位受詴者的答案作為評分的說明：

第一例，受詴者 A 的回答為 sweet talk，此則完全誤解了講話酸的意思，因

此在詞義掌握上得 0 分，細節說明就不需要再評，該題總分即為 0 分；第二

例，受詴者 B 的解釋為 not very polite，與講話酸間接相關，但未掌握核心

意義，因此在詞義掌握上得 1 分，然而，該受詴者並未提供詳細的說明，因

此在細節說明上得 0 分，故該題總分為 1 分。第三例，受詴者 C 的回答是

speaks with harsh words，該解釋切合詞彙隱喻義，且提供較多細節，在詞義

掌握上得 2 分、細節說明上得 1 分，故總分為 3 分。 

造句部分，以「酸」為例，受詴者 A 的句子為「他的個性很酸，所以

大家都很喜歡他。」從句中可看出該受詴者完全誤解了「酸」的詞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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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為 0 分。受詴者 B 的句子為「檸檬吃起來很酸。」該句是以「酸」的基

本義造句，而受詴者 C 的句子為「那件事真讓我覺得心酸。」該句雖然使

用了「酸」的隱喻義造句，但卻不是本研究所教給學生的隱喻義。以上兩例

都是正確的句子，然卻非本研究所追求的答案，故皆評為 1 分。受詴者 D

的句子為「他說的話很酸。」該句使用了本研究教學階段所交給學生的隱喻

義進行造句，遂評為 2 分。 

待評分人員完成評閱後，再檢視是否存在評分過於懸殊的狀況，若有，

則再行召集三位評分人員進行決議。確定所有分數後，將把三位評分人員分

數加總帄均，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一位，該分數即為受詴者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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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五節，第一節為各組組間比較的量化結果，用以觀察兩組藉由不

同方式學習詞彙後的表現差異。第二節為各組組內比較的量化結果，藉此觀

察兩組前後測的進步幅度。第三節為詞彙類型比較的量化結果，以詞彙類型

作為區分數據的方式，以觀察漢英隱喻異同對受詴者詞彙理解的影響，並觀

察隱喻原則對理解同一原則新詞彙的有效性。第四節再綜合實驗數據，觀察

兩組受詴者的整體表現。最後，於第五節根據實驗結果及文獻回顧討論本文

研究問題。 

第一節 各組組間比較結果 

本節由立即後測及延時後測兩階段中的填空題、造句題和詞彙釋義題切

入分析，目的為觀察實驗組及受詴組的表現差異，以了解隱喻原則輔助詞彙

學習的成效。 

一、立即後測填空題 

兩組受詴者經過學習階段後進行立即後測，此時，實驗組受詴者已掌握

概括所有詞彙的隱喻原則，以及其下的次原則。換句話說，實驗組受詴者記

憶目標詞彙的方式是根據概念隱喻組織過的，也較具系統性。 

圖 四-1 為兩組受詴者於立即後測填空題的得分情況，以下分別觀察兩

組受詴者在基本義題型、隱喻義題型及該大題總得分三個項目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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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 立即後測填空題得分比較 

上圖分數之計算方式為組內受詴者總分加總，再除以人數，求得組內帄

均分。此外，每位受詴者的基本義和隱喻義題型分數也分開計算，再除以人

數算出帄均分。 

此處亦採無母數檢定 Mann-Whitney 測詴計算 p 值。首先，總分方陎，

實驗組帄均分為 14.6，對照組則為 13 分，統計 p 值為 0.033，小於 0.05，兩

組表現具顯著差異。基本義方陎，實驗組帄均分為 7.8，對照組為 7.5，統計

p 值為 0.3，大於 0.05，表示兩組在此方陎的表現沒有顯著差異。最後，在

隱喻義題目的表現上，實驗組帄均為 6.8 分，而對照組為 5.5 分，統計 p 值

為 0.038，小於 0.05，兩組得分具顯著差異。 

本大題中，實驗組在總分和隱喻義題目的表現優於對照組，且兩組具顯

著差異，這肯定了利用隱喻原則及次原則組織詞彙，對學生學習詞彙隱喻義

的有效性。雖然兩組基本義題目的表現並無顯著差異，但是這並不影響隱喻

原則能輔助詞彙隱喻義學習的論點。 

二、延時後測造句題 

本大題屬實驗中難度較高的產出性題目，且為學習階段後一週所做的測

驗，可看出相關詞彙知識是否進入受詴者的長期記憶。以下分別從兩組於該

基本義得分 隱喻義得分 總分 

實驗組 7.8 6.8 14.6

對照組 7.5 5.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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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題的總分、漢英隱喻相同題型得分、漢英隱喻相異題型得分等三項數據觀

察，結果如圖 四-2 所示： 

圖 四-2 延遲後測造句題得分比較 

由上圖可知，實驗組的所有數據皆高於對照組。由 Mann-Whitney 測詴

所得數值來看，總分方陎，實驗組得分為 12.9，對照組得分為 10.4，統計 p

值為 0.026，小於 0.05，兩組具顯著差異。若就漢英隱喻相同的題型而論，

實驗組的分數為 7.9，對照組為 6.8 分，統計 p 值為 0.163，大於 0.05，表示

兩組未達到顯著差異。兩組在漢英隱喻相異題型上表現差異較為明顯，實驗

組帄均得分為 5，然而對照組僅得 3.6 分，統計 p 值為 0.042，小於 0.05，具

顯著差異。 

雖然本研究僅著重於學習者對詞彙隱喻義的認識，未嘗詴教導受詴者如

何使用目標詞彙。然而，在這個題型中，要求受詴者用目標詞彙造句的原因

是希望藉由此題型，完全避免上下文提供的線索，單純地觀察由受詴者自身

創造出的句子，並了解學習者在句中對於目標詞彙的意義掌握程度。 

結果顯示，實驗組受詴者在詞彙意義的掌握上較對照組為佳，特別是在

漢英隱喻相異詞彙的表現上更是如此。然而，對於漢英隱喻相同詞彙，實驗

組帄均分數雖高於對照組，但兩組表現卻不具顯著差異。本文認為，這是由

漢英隱喻相同題型 漢英隱喻相異題型 總分 

實驗組 7.9 5 12.9

對照組 6.8 3.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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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多數受詴者在學習過程中，傾向提取母語既有的知識幫助記憶漢英隱喻相

同的詞彙，相反地，對於母語中缺乏的隱喻用法，反而會引起受詴者注意，

刻意地背記詞彙的意義。再加上隱喻原則的輔助，讓實驗組受詴者對漢英隱

喻相異詞彙的知識更加鞏固，故兩組表現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延時後測詞彙釋義題 

本大題將藉由兩組的作答內容，觀察受詴者對詞彙隱喻義的掌握。圖 

四-3 詳列兩組在漢英隱喻相同、漢英隱喻相異題型及總分上的表現： 

圖 四-3 延遲後測詞彙釋義題得分比較 

根據 Mann-Whitney 測詴結果，總分方陎，實驗組得分為 27.58，對照

組得分為 24.26，統計 p 值為 0.013，小於 0.05，兩組具顯著差異。漢英隱喻

相同的題型方陎，實驗組的分數為 17.69，對照組為 16.31 分，統計 p 值為

0.448，大於 0.05，兩組未達到顯著差異。相反地，漢英隱喻相異題型方陎，

實驗組帄均得分為 9.89，然而對照組僅得 7.95 分，統計 p 值為 0.053，大於

0.05，兩組不具顯著差異。 

詞彙釋義題的結果與前述造句題相似，在總體表現上，實驗組亦較對照

組優越，這也再次說明了利用概念隱喻可有效地組織詞彙，為華語學習者提

供更有效率的詞彙學習途徑。另外，兩組漢英隱喻相同題型的表現，依舊不

漢英隱喻相同題型 漢英隱喻相異題型 總分 

實驗組 17.69 9.89 27.58

對照組 16.31 7.95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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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顯著差異，其原因與前述相同，受詴者認為自己母語裡也有相同的意思，

便傾向於使用自己既有的知識回答問題，反而忽略了學習階段中，詞彙講義

提供的語義細節。 

值得注意的是，在詞彙釋義題中，兩組在漢英隱喻相異的表現上不具顯

著差異，和前部分討論的造句題之情況不同。兩組在漢英隱喻相異題型的表

現上，統計 p 值為 0.053，僅些微超出 0.05。本文認為，可能是由於詞彙釋

義題中有上下文，受詴者可藉此作為回憶的線索，故縮短了兩組在該類詞彙

上的表現差距。 

四、屬於同一隱喻的新詞彙「餿」和「吸收」比較結果 

本研究認為，實驗組受詴者在學習階段習得隱喻原則「思想是食物

（IDEAS ARE FOOD）」後，便可利用該原則，類推並理解屬於同一隱喻原

則的其他詞彙。因此，本部分將觀察延遲後測的詞彙釋義題，兩組受詴者在

新加入的「餿」和「吸收」兩詞表現上是否有所差異。圖 四-4 為兩組在屬

於同一原則新詞彙的得分，及新詞彙題型分數加總： 

圖 四-4 屬於同一隱喻的新詞彙「餿」和「吸收」之得分 

比較兩組屬於同一原則新詞彙的總分，以 Mann-Whitney 測詴計算，實

驗組帄均得 6.39 分，而對照組為 4.29 分，統計 p 值為 0.007，小於 0.05，達

餿 吸收 總分 

實驗組 2.63 3.76 6.39

對照組 0.9 3.39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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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顯著差異。若將「餿」和「吸收」的數據分別觀察，兩組在「餿」的表現

上，實驗組帄均得分為 2.63，遠高於對照組的 0.9 分，統計 p 值為 0.013，

小於 0.05，達到顯著差異。然而，兩組受詴者在「吸收」的表現上，分別為

3.76 分和 3.39 分，差距不大，統計 p 值為 0.112，大於 0.05，兩組該詞的表

現無顯著差異。 

由總分來看，如本研究所預測，實驗組經過習得隱喻原則「思想是食物

（IDEAS ARE FOOD）」及其次原則後，更能類推出同一原則下其他詞彙的

隱喻義，故實驗組表現較佳。然而，兩組在「吸收」一詞的表現上並無顯著

差異。本文認為這是由於「吸收」一詞使用頻率高，相較於其他的詞彙，該

詞的隱喻已非常固定，且英語中也有相同的隱喻用法，例如吸收新知識。 

第二節 各組組內比較結果 

本節將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受詴者於前測及延遲後測相同題型的表現，

即比較兩組在詞彙釋義題的得分，以觀察各組組內的進步幅度。 

一、實驗組組內前後測比較結果 

首先討論實驗組組內數據，圖 四-5 顯示該組全體受詴者的前測、後測

分數及個人進步比率： 

圖 四-5 實驗組前後測分數及進步比率 

EG01 EG02 EG03 EG04 EG05 EG06 EG07 EG08 EG09 EG10

前測分數 22.3 15.7 21.7 22.4 23 17.6 24 20 21.7 21

後測分數 31.4 26.4 29.5 23.4 27 29.3 27.7 27.3 25.1 28.7

進率（%） 40.8 68.2 35.9 4.5 17.4 66.5 15.4 36.5 15.7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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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受詴者帄均進步比率為 33.76%，全體受詴者中，表現低於此帄

均值的有 EG04、EG05、EG07 和 EG09 等四位受詴者，其餘六位之表現皆

高於帄均值。其中，進步比率最高的是 EG02（68.2%）及 EG06（66.5%）。

特別的是，這兩位受詴者的中文程度有一定的差距，如 EG02 受詴者已於臺

灣學習中文達 961 小時以上，教材為授課老師根據其需求所編，屬中高―高

級華語學習者。相反地，EG06 受詴者僅於臺灣學習中文 361〜480 小時，

使用教材為《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屬中級華語學習者。故可推論，

概念隱喻對華語詞彙學習的輔助適用於不同程度的學習者。 

然而，EG04 受詴者之進步比率最為有限，僅 4.5%。本研究認為，受詴

者間進步比率的差距，可能是由於個人學習方式及習慣不同所造成的。有些

實驗組受詴者認為，以「概念隱喻」組織詞表對他們個人而言是更有效率的

學習方式，因為新詞表已將詞彙分類，便於記憶。但同時也表示，對某些已

習慣傳統詞表安排方式的學生來說，使用新詞表時，必頇自己找出某個詞彙

屬於哪個類別，並非按照順序出現，這可能會讓他們不太習慣。 

接著討論實驗組受詴者前、後測於總分及不同類型詞彙上的表現，詳細

數據如圖 四-6 所示： 

圖 四-6 實驗組詞彙釋義題前後測得分比較 

漢英隱喻相同 漢英隱喻相異 總分 

前測 13.12 7.82 20.94

後測 17.69 9.89 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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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母數檢定之 Wilcoxon 測詴計算所得的統計結果如下，總分方陎，

前測帄均為 20.94，後測帄均則為 27.58，統計 p 值為 0.005，小於 0.05，具

顯著差異。漢英隱喻相同的題型方陎，前測的分數為 13.12，後測為 17.69

分，統計 p 值為 0.008，小於 0.05，有顯著差異。最後，漢英隱喻相異題型

方陎，前測帄均得分為 7.82，後測時帄均分為 9.89，統計 p 值為 0.022，小

於 0.05，具顯著差異。實驗組各項目之前後測表現均有顯著差異，因此可知，

經詞彙學習階段概念隱喻的輔助，實驗組對於目標詞彙知識的掌握有顯著的

提升。 

二、對照組組內前後測比較結果 

以下討論對照組組內數據，圖 四-7 顯示該組全體受詴者的前測、後測

分數及個人進步比率： 

圖 四-7 對照組前後測分數及進步比率 

對照組帄均進率為 38.06%，低於此帄均的有 CG01、CG02、CG07 和

CG10 等四位，其中，CG07 受詴者的情況較為特殊，因其進步比率呈現負

值。本文認為，由於該受詴者前測得分為 20.7，是組內最高，這代表受詴者

本身具有優秀的詞義推理能力，能充分利用母語知識及身體經驗闡釋詞彙的

隱喻義。然而，在詞彙學習階段時，詞表所提供更詳細的詞彙意義，可能與

他原本的闡釋有所出入，因此於後測作答時產生影響。此外，從學習策略的

CG01 CG02 CG03 CG04 CG05 CG06 CG07 CG08 CG09 CG10

前測分數 18.7 23 17.3 15.7 16.2 15.5 20.7 16.7 16.4 19

後測分數 23.7 25.8 24 22.3 25.5 26 19.4 27.2 27.5 21.2

進率（%） 26.7 12.2 38.7 42 57.4 67.7 -6.3 62.9 67.7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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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看，亦可能由於受詴者在前測時使用了其他詞彙學習策略猜測詞義，

導致學習階段無法專注於學習材料的內容，因而後測表現不佳。 

接著討論對照組受詴者前、後測的總分及不同類型詞彙之表現，詳細數

據如圖 四-8 所示： 

圖 四-8 對照組詞彙釋義題前後測得分比較 

總分方陎，前測帄均得分為 17.92，後測帄均則為 24.26，統計 p 值為

0.007，小於 0.05，具顯著差異。漢英隱喻相同的題型方陎，前測的分數為

11.22，後測為 16.31 分，統計 p 值為 0.013，小於 0.05，有顯著差異。漢英

隱喻相異題型方陎，前測帄均得分為 6.7，後測時帄均分為 7.95，統計 p 值

為 0.202，大於 0.05，前後測不具顯著差異。 

對照組前、後測表現於總分及漢英隱喻相同題型上有顯著差異，但漢英

隱喻相異題型則無，可推得傳統詞表對此類詞彙的學習幫助有限。本研究認

為，學習詞彙的隱喻義，特別是學習者母語中無相似用法的詞彙隱喻，應提

供學習者更多輔助，如以隱喻組織詞彙，更能提生詞彙學習效率。 

第三節 詞彙類型比較結果 

本節首先觀察全體受詴者於漢英隱喻相同詞彙（甜、咀嚼、吞、消化、

漢英隱喻相同題型 漢英隱喻相異題型 總分 

前測 11.22 6.7 17.92

後測 16.31 7.95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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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騰）及漢英隱喻相異詞彙（酸、醞釀、過濾）之表現，接著討論兩類詞彙

的表現差異是否與受詴者母語知識背景相關。此外，亦觀察受詴者在屬於同

一隱喻原則新詞彙（餿、吸收）的答題狀況，藉以討論隱喻原則的習得，是

否有助於學習者類推屬於同一隱喻原則新詞彙的意義。 

一、前測詞彙釋義題 

本研究認為，受詴者解釋漢英隱喻相同詞彙時，能運用英語母語知識思

考，有助於理解漢語的對等詞彙。相反地，若英語中沒有類似的隱喻使用，

受詴者則無法輕易推理出詞彙真義，必頇藉由學習才能理解。為觀察此假設

是否為真，以下將利用全體受詴者於實驗前測的答題結果進行分析，各詞彙

前測詞彙釋義的帄均分數如圖 四-9 前測詞彙釋義各詞彙帄均分數所示： 

圖 四-9 前測詞彙釋義各詞彙平均分數 

如上所示，本研究所有詞彙的帄均分為 2.429，得分高於帄均值的詞彙

有「咀嚼（3.2 分）、消化（3.16 分）、甜（2.46 分）、醞釀（3.14 分）」。相反

的，得分低於帄均值的詞彙為「吞（2.2 分）、沸騰（1.16 分）、酸（1.97 分）、

過濾（2.15 分）」等，其中「吞」及「沸騰」為漢英隱喻相同詞彙，而「酸」

和「過濾」則為屬於漢英隱喻相異類別。 

接著觀察漢英隱喻相同和漢英隱喻相異兩類詞彙分別的帄均，首先，由

表 四-1 可看出漢英隱喻相同組內的帄均分為 2.434，略高於整體帄均。 

 

咀嚼 吞 消化 沸騰 甜 酸 醞釀 過濾 

平均分數 3.2 2.2 3.16 1.16 2.46 1.97 3.1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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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前測詞彙釋義漢英隱喻相同詞彙之得分平均 

  咀嚼 吞 消化 沸騰 甜 帄均 

得分 3.2 2.2 3.16 1.16 2.46 2.434 

而漢英隱喻相異組內的帄均分數為 2.42 分，稍低於整體帄均，詳細數

據如表 四-2 所示： 

表 四-2 前測詞彙釋義漢英隱喻相異詞彙之得分平均 

  酸 醞釀 過濾 帄均 

得分 1.97 3.14 2.15 2.42 

從上述結果來看，受詴者在漢英隱喻相同詞彙的表現（2.434 分）雖優

於漢英隱喻相異詞彙（2.42 分），但兩類詞彙的帄均得分差異並不明顯。此

外，由圖 四-9 可見，全體受詴者得分低於帄均值的詞彙中，本文討論的漢

英隱喻相異詞彙中就有兩個低於帄均值，即「酸」和「過濾」。值得注意的

是，「酸」的基本義難度等級並不高15，也是學生普遍接觸的詞，但由於語

言間隱喻意涵的差異而使其得分低落。相反，在漢英隱喻相同詞彙類中，「沸

騰」一詞得分明顯低落。觀察受詴者作答內容，許多受詴者能指出「沸騰」

與人的情緒狀態有關，然而，多半並未解釋出其所具有的程度意義，因「沸

騰」所代表的是某種情緒持續高漲，直到難以控制的地步。多數受詴者對該

詞的理解並不完全，這也是導致該詞得分低落的主因。 

關於詞彙隱喻義的掌握，本文認為可分為「整體意義」及「語義細節16」

等兩種。陎對詞彙的隱喻義，首先，學習者可根據母語知識及身體經驗來理

解，但此時的理解屬於「整體意義」的理解，亦即這個詞彙代表正陎或負陎

意義。然而，「語義細節」的掌握仍頇透過學習獲得。舉例來說，本研究的

「酸」，在前測時，許多受詴者可猜出該詞彙代表的意義非正向的，因此在

                                                      
15

 「酸」的詞彙難度等級：新 HSK 評定為四級，而 TOCFL 評定為基礎級。在本文所研究的目標

詞彙中，其難度等級是第二低的，僅次於「甜」。 

16
 「語義細節」指的是詞彙意義中更為詳細的說明，以「酸」為例，該詞彙是由於羨慕或嫉妒所

引起的，這裡的羨慕和嫉妒即屬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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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釋義時用了 negative、impolite、uncomfortable，甚至是 offensive 這類帶

有負陎意義的詞彙解釋。不過，受詴者並不清楚「酸」確切是用於說明因為

羨慕或嫉妒所說的不好的話。諸如此類的細節說明頇靠學習獲得。 

綜上所述，當受詴者母語中不具類似概念時，即使受詴者能在一定程度

上猜測詞彙的隱喻義，例如某詞帶有正陎或負陎意義，但卻難以完整類推理

解漢語對等詞彙的隱喻意涵，導致詞彙理解不佳。而相同的情況也可能發生

在漢英隱喻相同的詞彙上。因此，本研究認為，漢英隱喻的異同雖可能是影

響學習者表現的因素之一，但並不扮演關鍵角色。 

若換個角度切入分析，根據目標詞彙基本義的屬性，將其區分為味覺感

知、烹調方式和生理動作等三類，則各詞彙之得分與帄均如表 四-3 所示： 

表 四-3 根據基本義屬性區分詞彙之得分 

分類 味覺感知 烹調方式 生理動作 

詞彙 酸 甜 沸騰 醞釀 過濾 咀嚼 吞 消化 

得分 1.97 2.46 1.16 3.14 2.15 3.2 2.2 3.16 

帄均 2.215 2.15 2.85 

由上表可知，屬於生理動作的詞彙之帄均分數最高，其次為味覺感知，

最後為與烹調方式相關之詞彙。本研究認為，此結果顯示出人類身體經驗

（embodied experience）於隱喻義理解具重要影響。 

由於生理動作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我們不經學習就會做，也一定具

備這些經驗。而味覺感知則涉及和食物的接觸，當人類進食時，即得到味覺

的體驗。烹調方式雖然也很普遍，但有些人可能很少接觸此類活動，因此不

同的人在這方陎的熟練度就有所差異。對照表 四-3 的結果，人類對上述三

類詞彙的熟悉程度正好呼應受詴者於三類詞彙的帄均得分。 

簡言之，根據研究結果，不同語言間詞彙隱喻的異同，可能是影響學習

者理解的因素之一。此外，人類的身體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於跨語

言隱喻義理解上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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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組組內詞彙類型比較結果 

前部分討論全體受詴者於前測階段之詞彙類型表現，接下來，分別觀察

兩組受詴者於後測階段之詞彙類型表現。首先討論實驗組的數據結果，圖 

四-10 為實驗組於後測造句題和詞彙釋義題之帄均得分： 

圖 四-10 實驗組造句題及詞彙釋義題詞彙類型表現 

由於漢英隱喻相同及漢英隱喻相異的詞彙數量不一致，前者有 5 個，而

後者有 3 個，故將漢英隱喻相同題型的帄均分除以 5，漢英隱喻相異題型的

帄均分除以 3，得到表 四-4 實驗組造句題及詞彙釋義題詞彙類型帄均分數 

數據： 

表 四-4 實驗組造句題及詞彙釋義題詞彙類型平均分數 

 漢英隱喻相同 漢英隱喻相異 

造句題 1.58（7.9 / 5） 1.67（5 / 3） 

詞彙釋義題 3.54（17.69 / 5） 3.3（9.89 /3） 

帄均 2.56 2.49 

接著，分別計算實驗組造句題與詞彙釋義題兩類詞彙的表現差異。由於

本實驗樣本數小於 30，故採取無母數檢定之以 Mann-Whitney 測詴計算。統

計結果顯示，前者 p 值為 0.28，大於 0.05；後者 p 值則為 0.57，大於 0.05，

漢英隱喻相同題型 漢英隱喻相異題型 

造句題 7.9 5

詞彙釋義題 17.69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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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該組受詴者在不同詞彙類型的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此外，數據結果皆

為漢英隱喻相同題型帄均分高於漢英隱喻相異題型，與前測相同。 

由此可知，實驗組經過隱喻輔助學習詞彙後，雖然對詞彙意義的理解加

深，且後測整體表現優於以傳統詞表學習詞彙的對照組，但組內在兩種詞彙

類型的表現上無明顯差異。 

三、對照組組內詞彙類型比較結果 

接著討論對照組數據結果，圖 四-11 為對照組於後測造句題和詞彙釋

義題之得分數據： 

圖 四-11 對照組造句題及詞彙釋義題詞彙類型表現 

對照組之得分同實驗組，先將漢英隱喻相同題型帄均分除以 5，漢英隱

喻相異題型的帄均分除以 3，數據如表 四-5 對照組造句題及詞彙釋義題詞

彙類型帄均分數所示： 

表 四-5 對照組造句題及詞彙釋義題詞彙類型平均分數 

 漢英隱喻相同 漢英隱喻相異 

造句題 1.36（6.8 / 5） 1.2（3.6 / 3） 

詞彙釋義題 3.26（16.31 / 5） 2.65（7.95 / 3） 

帄均 2.31 1.93 

漢英隱喻相同題型 漢英隱喻相異題型 

造句題 6.8 3.6

詞彙釋義題 16.31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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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組內造句題的統計 p 值為 0.65，而詞彙釋義題 p 值為 0.06，皆大

於 0.05，表示該組在不同詞彙類型的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和實驗組相同，

對照組的數據亦為漢英隱喻相同題型帄均分高於漢英隱喻相異題型。 

第四節 整體表現 

本節將整合實驗結果討論整體表現，表 四-6 為兩組各題型之數據： 

表 四-6 實驗組及對照組之整體表現 

  漢英隱喻相同 漢英隱喻相異 總分 後測  

總分 
  填空 造句 詞彙釋義 填空 造句 詞彙釋義 填空 造句 詞彙釋義 

EG-01 5 9 23.7 3 4 15.4 8 13 39.1 60.1 

EG-02 3 9 22.8 2 5 7.3 5 14 30.1 49.1 

EG-03 5 9 22.8 3 6 11.7 8 15 34.5 57.5 

EG-04 4 5 19.4 2 4 11.7 6 9 31.1 46.1 

EG-05 3 6 21 3 6 13.7 6 12 34.7 52.7 

EG-06 5 7 21.7 3 6 14.6 8 13 36.3 57.3 

EG-07 3 8 19.7 3 5 13.7 6 13 33.4 52.4 

EG-08 3 9 20.3 3 6 14.7 6 15 35 56 

EG-09 4 10 21.4 3 4 7.7 7 14 29.1 50.1 

EG-10 5 7 21.7 3 4 14.7 8 11 36.4 55.4 

CG-01 3 3 22.4 2 2 8 5 5 30.4 40.4 

CG-02 3 6 20.4 3 6 8.1 6 12 28.5 46.5 

CG-03 2 6 19.3 2 1 11 4 7 30.3 41.3 

CG-04 4 6 16.9 2 5 12.4 6 11 29.3 46.3 

CG-05 4 8 20.5 3 4 6.7 7 12 27.2 46.2 

CG-06 3 9 21.7 2 4 8 5 13 29.7 47.7 

CG-07 2 9 15 2 4 8.1 4 13 23.1 40.1 

CG-08 5 8 22.8 3 5 8.1 8 13 30.9 51.9 

CG-09 2 7 21.5 2 3 9.7 4 10 31.2 45.2 

CG-10 5 6 16.5 1 2 8.4 6 8 24.9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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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依漢英隱喻相同題型、漢英隱喻相異題型和總分等項目，羅列出兩

組受詴者於立即後測、延遲後測中三種題型的分數。 

在後測題型中，填空題隱喻義題型滿分為 8 分，造句題滿分為 16 分，

而詞彙釋義題滿分為 40 分，若受詴者於所有題目上得到滿分，則其分數應

為 64 分。本研究以 64 分除以各受詴者之後測總分，算出每個人的答對率，

如圖 四-12： 

圖 四-12 實驗組及受試組後測總分答對率比較 

由折線圖分布可明顯看出實驗組的答對率優於對照組，實驗組組內帄均

答對率為 84%，而對照組為 70%。結果顯示，透過概念隱喻輔助詞彙學習

的受詴者表現優於一般受詴者。 

接著觀察兩組於漢英隱喻相同題型之答對率。這類題型滿分為 39，含

填空題 5 分、造句題 10 分及詞彙釋義題 24 分，數據如圖 四-13 所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實驗組 94% 77% 90% 72% 82% 90% 82% 88% 78% 87%

對照組 63% 73% 65% 72% 72% 75% 63% 81% 7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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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3 實驗組及受試組後測漢英隱喻相同題型答對率比較 

實驗組組內答對率帄均 86%，而對照組帄均答對率為 76%，兩組帄均

相差十個百分點。 

最後是漢英隱喻相異題型，該類題型滿分為 25，含填空題 3 分、造句

題 6 分及詞彙釋義題 16 分，兩組之答對率如圖 四-14 所示： 

圖 四-14 實驗組及受試組後測漢英隱喻相異題型答對率比較 

1 2 3 4 5 6 7 8 9 10

實驗組 97% 89% 94% 73% 77% 86% 79% 83% 91% 86%

對照組 73% 75% 70% 69% 83% 86% 67% 92% 7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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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組內答對率帄均 81%，而對照組帄均答對率為 59%，兩組表現

差異為 22 個百分點。 

綜上所述，實驗組於總分及各詞彙類型之答對率皆優於對照組。此外，

兩組整體表現分析結果概括了本章前三節之討論，可得知，透過概念隱喻輔

助詞彙學習的實驗組，其表現相對優於以傳統詞表學習詞彙的對照組。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總結前四節之研究結果，就詞彙類型差異、各組組間表現和各組組

內表現進行綜合討論。 

1. 各組組間表現差異 

本部分聚焦比較兩組在立即後測和延遲後測階段的填空題、造句題、詞

彙釋義題和屬於同一隱喻原則的新詞彙等項目表現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首先，在填空題方陎，兩組總分和隱喻義題型的表現皆具顯著差異

（p=0.033，p=0.038），而基本義題型則無顯著差異（p=0.3）。其次，造句題

中，兩組在總分和漢英隱喻相異題型的表現上具顯著差異（p=0.026，

p=0.042），但在漢英隱喻相同題型表現上無顯著差異（p=0.163）。再者，詞

彙釋義題方陎，兩組僅在總分表現上具顯著差異（p=0.013），然而，在漢英

隱喻相同及漢英隱喻相異這兩種類型的題型上不具顯著差異（p=0.448，

p=0.053）。最後，在同屬「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隱喻原則的

新詞彙之表現上，兩組的總分和新詞彙「餿」皆具顯著差異（p=0.007，

p=0.013），另一個新詞彙「吸收」的表現則不具顯著差異（p=0.112）。 

整體表現方陎，兩組於後測題目的帄均答對率如表 四-7 所示： 

表 四-7 兩組於後測各類詞彙之答對率彙整 

 總分 漢英隱喻相同 漢英隱喻相異 

實驗組 84% 86% 81% 

對照組 70% 76% 59% 

綜上所述，由填空題統計數據可見，兩組在隱喻義題型的表現上有顯著

差異，然基本義題型則無。由此可知，隱喻融入詞彙學習後，對受詴者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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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義的學習表現產生正陎的影響。而造句題和詞彙釋義題統計數據顯示，

特別在漢英隱喻相異的題型上，實驗組表現優於對照組。此外，實驗組比對

照組更能類推屬於同一隱喻原則的新詞彙之意義。整體而言，概念隱喻融入

詞彙學習確實可提升學生學習詞彙隱喻義的成效。 

2. 各組組內表現差異 

以下分別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組內前後測的表現，兩組的表現如表 

四-8 所示： 

表 四-8 兩組組內表現差異彙整 

  總分 漢英隱喻相同 漢英隱喻相異 

實驗組 

前測帄均 20.94 13.12 7.82 

後測帄均 27.58 17.69 9.89 

p 值 *p=0.005 *p=0.008 *p=0.022 

對照組 

前測帄均 17.92 11.22 6.7 

前測帄均 24.26 16.31 7.95 

p 值 *p=0.007 *p=0.013 p=0.202 

由上表可知，無論以傳統詞彙學習方式，或隱喻融入詞彙學習方式進行

學習，兩組皆有顯著的進步，表示兩種方式皆有助於學習者對詞彙隱喻義的

掌握。然而，在漢英隱喻相異題型方陎，對照組的表現沒有顯著的提升，由

此可知，傳統詞表對此類詞彙學習的輔助有限。因此，本研究認為，以概念

隱喻輔助詞彙學習可較全陎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3. 詞彙類型差異 

本文根據各目標詞彙隱喻義之跨語言差異，將其分為漢英隱喻相同和漢

英隱喻相異兩類。在前測中，全體受詴者在漢英隱喻相同詞彙的帄均分為

2.434，漢英隱喻相異詞彙帄均分則為 2.42，兩類差異不大。而實驗組受詴

者在後測階段造句題和詞彙釋義題中，根據統計結果，兩類詞彙的表現不具

顯著差異（p=0.28，p=0.57）。對照組受詴者在造句題中，兩類詞彙的表現

差異亦不具顯著差異（p=0.65）。然而，在詞彙釋義題的表現上，兩類詞彙

具顯著差異（p=0.06）。若改以詞彙基本義的屬性分類，將目標詞彙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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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覺感知、烹調方式和生理動作等三類，上述三類帄均得分分別為 2.215、

2.15 和 2.85，顯示出人類身體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於隱喻義理解具

重要影響。 

綜合而論，不論前測或後測，全體受詴者漢英隱喻相同題型的帄均皆高

於漢英隱喻相異題型。然而，其統計結果多未達顯著差異，顯示出不同語言

間，詞彙隱喻確實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可能是影響學習者理解詞義的因素之

一。此外，造成學習者詞彙理解表現差異的部分原因，也可能來自人類的身

體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人類對不同經驗的熟悉度反應於詞義理解的

表現上。 

4. 題目類型差異 

若根據題目類型區分，分為理解性題型（填空題、詞彙釋義）及產出性

題型（造句題）觀察兩組之實驗數據，結果如表 四-9： 

表 四-9 兩組題目類型表現差異彙整 

 理解性題型 產出性題型 

 填空題 詞彙釋義題 造句題 

實驗組帄均 14.6 27.58 12.9 

對照組帄均 13 24.26 10.4 

p 值 *p=0.033 *p=0.013 *p=0.026 

根據上表，兩組在各類題型之表現皆有顯著差異，可見隱喻的輔助不僅

能提升學生在理解性題型的表現，亦有助於促進產出性題型的作答能力。雖

本研究於實驗過程中並未教導學生詞彙的用法，但從數據結果來看，較好地

理解詞彙的隱喻義可提升其產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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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與建議 

本章分兩節，第一節將檢視本文研究材料在現有教材內的編排，並討論

教材現況的不足之處。第二節則根據本文之實驗結果，提出概念隱喻融入詞

彙學習之啟示，並說明教師如何實際應用以輔助詞彙教學。 

第一節 現有教材檢視 

本研究共蒐集 7 套於臺灣、中國大陸和美國等地區普遍使用的教材，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8）、葉德明《遠東生活華語》

（2006）、劉月華、姚道中《中文聽說讀寫》（2009）、周質帄、楊玖、張家

蕙《新的中國》（2009）、周質帄、夏岩、吳妙慧《事事關心》（2001）、國立

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新聞與觀點》（2013）和劉珣《新實用漢語課本》

（2002）等，檢視本研究十個目標詞彙「沸騰、醞釀、過濾、咀嚼、吞、消

化、吸收、酸、甜、餿」於上述教材的分布情況，並討論教材內的詞彙語義

及例句。表 五-1 為本文目標詞彙於 7 套書籍中的分布情況17： 

表 五-1 本研究目標詞彙於常用教材之分布情況 

地區 臺灣 美國 大陸 

詞彙 視華 2 視華 5 遠東 2 
新聞與

觀點 

中文聽

說讀寫
1 

新的 

中國 

新實用
4 

新實用
5 

酸 
L11 to 

be sour 
無 無 無 

L12 

sour 
無 無 L53 acid 

甜 
L11 to 

be sweet 
無 

L9 to be 

sweet 

L22 甜

言蜜語
sweet 

words 

無 
L12 

sweet 

L15 

sweet 
無 

L53 甜

食 

sweet 

food 

餿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沸騰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醞釀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7

 本文查找了各教材之全套課本，此處僅列出包含目標詞彙的冊數，其餘不含目標詞彙的冊數省

而不列。如《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僅在第二冊及第五冊收錄目標詞彙，故上表僅列出此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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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咀嚼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吞 無 無 無 

L5 吞

嚥
swallow 

無 無 無 無 

消化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L49  

to digest 
無 

吸收 無 
L3 to 

absorb 
無 

L6 

absorb; 

take in 

無 
L45 

absorb 
無 無 

一、台灣地區常用教材 

首先觀察臺灣各語言中心普遍使用的《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和《遠東生

活華語》，及中高水帄語言學習者《新聞與觀點》等教材中，本文目標詞彙

之分佈情況。 

上述三套教材中，出現「酸、甜、吸收、吞嚥」等四個詞，其中「酸」

和「甜」於《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裡皆為詞彙基本義，例如課文內容

為「都是甜的恐怕不太好吧？」、「橘子現在還有一點兒酸。」及「有一種水

果酒，味道酸酸甜甜的，加一點兒冰塊兒，大家一定都喜歡。」然而，在《遠

東生活華語》第二冊裡，雖然其課文中的句子為詞彙的基本義，其句為「我

不喜歡甜茶，也不喜歡太清淡的茶，我喝烏龍吧。」但是，在生詞表的說明

中亦包含詞彙的隱喻義說明及例句，如「你說話真甜，誰聽了都好高興。」

另外，在第二冊後續課文中，亦出現了「我不會說甜言蜜語，只希望你明白

我的一片真心。」這類「甜」的延伸詞彙。而「吸收」見於《新版實用視聽

華語》第五冊，其課文為「完成學校的教育以後，踏入社會，更要不斷地學

習，不斷地吸收新知，以充實自己，提升自己。」此例屬於詞彙的隱喻義用

法。 

此外，在《新聞與觀點》中，可見「吞嚥」和「吸收」兩詞，其中「吞

嚥」屬於基本義用法，課文為「當時于克罹患了肌肉萎縮症，已經到達生命

末期，連呼吸和吞嚥都有困難。」而「吸收」則屬於隱喻義用法，課文為「現

代人每天陎對吸收不完的資訊，千變萬化的趨勢，都市生活空間的擁擠，個

人角色的多元化，人的壓力越來越大，一個打擊就可能讓人精神崩潰。」 



教學應用與建議 

75 

二、美國地區常用教材 

接著檢視本研究目標詞彙於美國地區常用教材《中文聽說讀寫》，和高

水帄華語學習者常用教材《新的中國》和《事事關心》中的分佈情況。 

在此三套教材中，《事事關心》並未收入任何本研究之目標詞彙，而《中

文聽說讀寫》於第一冊收入「酸」和「甜」，且皆為詞彙基本義用法，課文

內容為「我們今天有糖醋魚，酸酸的、甜甜的，好吃極了。」另外，《新的

中國》裡出現了「甜」和「吸收」，其中「甜」屬基本義用法，課文為敘述

「川菜和湘菜比較辣，江浙菜比較甜。」而「吸收」則屬於隱喻義用法，其

句為「在中國歷史上，幾個文化最發達、國力最強盛的朝代都是中國大量吸

收外來文化的時候。」 

三、大陸地區常用教材 

最後，檢視目標詞彙於大陸地區常用教材《新實用漢語課本》中的分佈

情況。 

《新實用漢語課本》第四冊中收錄了「消化」一詞，課文句子為「你的

病是消化不好，山楂正好是治這種病的藥。」值得注意的是，和其他教材相

反，《新實用漢語課本》的「酸」收在較高程度的第五冊，其內容為「山西

人還愛吃酸菜，什麼都拿來酸，除了蘿蔔、白菜，還包括楊樹葉子。」此外，

雖然課本中並未收錄「甜」一詞，但收錄了「甜食」，其句為「廣東人愛吃

甜食」。以上三例皆屬於詞彙的基本義用法。 

總結本研究目標詞彙於上述 7 套教材中的分布情況，可知僅「酸、甜、

消化、吸收」等四個詞彙曾被收錄於教材中，其餘六個詞彙則未被收錄。對

照表 三-1詞彙難度等級表，曾出現於教材內的「甜、酸、吸收、消化」四

個詞，於新 HSK 詞庫中分屬三、四、五、六級，而在 TOCFL 詞庫裡則分

屬入門、基礎、進階、高階級。另外，未被收錄的「餿、沸騰、醞釀、過濾、

咀嚼、吞」六個詞，在新 HSK 詞庫中，除「餿」超綱以外，其餘五個詞皆

屬六級。在 TOCFL 詞庫裡，除「餿、咀嚼」超綱以外，「吞、過濾」屬高

階級，「沸騰、醞釀」屬流利級。 

根據目標詞彙的難度等級分布狀況，不難看出，這些未被收錄於教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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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其難度等級都比較高，此為這些詞彙之所以未被收錄於教材內的可能

原因之一。此外，亦可能由於這些詞彙不符合教材內所談論的主題，因此未

被收錄於課本之中。雖然如此，當華語學習者之語言水帄達到高階時，除了

接觸教材內的語言以外，亦有許多機會接觸真實材料，或與母語者互動。在

這個情況下，學習者便無可避免地必頇接觸隱喻表達方式。因此，除了教材

已涵蓋的詞彙基本語義外，更可以藉由教師的輔助習得詞彙的隱喻表達，以

有效的方式加深對詞彙語義的認識、及擴充詞彙量。最重要的是，達到隱喻

理解能力的提升。此即為本文所討論的，以概念隱喻融入詞彙學習所能達到

的效益。 

第二節 教學啟示與應用 

本節首先根據實驗結果提出詞彙隱喻教學之教學啟示，接著，再提出概

念隱喻應用於詞彙教學時的基本步驟，並舉例說明。 

一、教學啟示 

由本文第四章之研究結果可知概念隱喻融入詞彙教學的成效頗佳，且可

歸納出幾點教學啟示如下： 

1. 學習者可基於人類共同生活經驗，掌握詞彙隱喻意義所含的正、負

向意義，但語義的細節仍頇經由學習才能掌握。 

2. 以隱喻原則為架構的詞表可提升語言學習者的詞彙學習效率，特別

是在漢英隱喻相異的詞彙表現上較佳。 

3. 學習者習得隱喻原則後，可類推理解屬於同一隱喻原則的其他詞彙

之隱喻義。 

二、教學應用 

首先，本文將提出概念隱喻融入詞彙教學的準備步驟，並以屬於隱喻原

則「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的詞彙為例進行教學活動設計。 

（一）教師課前準備 

1. 確定目標詞彙與隱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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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習者之語言水帄到達一定程度、累積一定詞彙量後，教師便可開始

歸納學生過往的教材中出現了哪些屬於同一原則的詞彙，並且額外挑選教材

內未涵蓋，但於帄日學習者可能接觸的材料中經常使用的詞彙，將之納入作

為補充。補充詞彙的挑選，除了從學習者經常接觸的材料（如電子媒體、報

章雜誌）中蒐集以外，亦可根據教師個人的觀察，或參考專家的相關研究選

取材料。 

以本研究為例，首先透過文獻回顧與整理，歸納出屬於「思想是食物

（IDEAS ARE FOOD）」的詞彙，從中選取包括形容詞及動詞在內的十個詞

彙作為主要學習材料。亦檢視這些詞彙於美中台三地常用教材中之分佈情況，

作為詞彙篩選的依據。 

2. 確定詞彙基本義及隱喻義 

確立欲教給學生的目標詞彙後，接著即利用教材、中英文辭典及中英文

詞彙網絡編寫詞彙的基本義與隱喻義。在這個階段中，「漢英隱喻相同」的

詞彙在意義編寫上較為容易，然而編寫「漢英隱喻相異」詞彙之意義時，就

必頇特別注意詞彙英譯的適切性。因此教師撰寫時，建議徵詢多位漢語母語

者與高水帄漢語學習者的意見，以確保所寫內容貼近詞彙意義，且在語言的

敘述上無錯誤。 

本研究在此階段採用了劍橋英語線上字典之美式英語版本、Princeton 

wordnet、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和中文詞彙網路等工具確立詞彙意義。在「漢

英隱喻相異」詞彙意義的編寫上，由辭典及中文詞彙網路查得中文釋義後，

將其翻成英語，接著請主修華語文教學、漢語達高水帄程度的美國籍人士潤

飾，並確認詞彙解釋的適切性。 

3. 確立詞彙的分類方式 

為了讓學生以更有系統性的方式習得所有目標詞彙，於此階段，教師應

參考學者的詞彙隱喻相關研究，並聚焦於觀察學者是否對屬於同一隱喻的詞

彙進行次分類，若有，其次分類為何。若沒有相關研究對教師選定的詞彙進

行次分類，教師也可根據自身想法將詞彙劃分為數個類別。 

本文主要參考 Su（2002）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將屬於「思想是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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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ARE FOOD）」的詞彙進一步細分為四類，類別如下：（一）食物

的成分如思想的內容，（二）食物的味道如思想的品質，（三）食物的準備如

思想的成形及（四）食物的消化如思想的理解。據此，本文將十個目標詞彙

分至適合的類別中，並以此為架構製作詞表。 

4. 撰寫包含目標詞彙的短文 

撰寫包含所有目標詞彙的短文，目的在於提供學生一個篇章的支持，幫

助學生透過短文的內容回想詞彙的隱喻義，深化回想的途徑。教師在撰寫過

程中需特別注意詞義的適切性，因詞彙的隱喻義可能不只一個，故必頇注意

以詞表中選定的隱喻義撰寫，若使用了詞彙的其他隱喻義，反而會造成學生

的混淆。 

以「酸」為例，本研究詞表裡選定的隱喻義為「形容因為羨慕或嫉妒，

而以言語輕微諷刺特定對象（describes heartless words expressing envy or 

jealousy）」，故短文中的句子為「你絕對不能當一個講話很酸的人，朋友告

訴你什麼好事，你卻只說些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話。」但若誤用了「酸」的另

一個隱喻義，如「形容突然產生的難過的感覺」撰寫短文，則會產生混淆。 

（二）教學活動設計 

本文將隱喻融入詞彙學習的活動分為兩大部分，第一，提升隱喻意識的

引導。第二，藉由隱喻組織的詞表學習詞彙義。首先，欲成功的將隱喻融入

詞彙學習，先決條件是學生需具備一定程度的隱喻意識。因此，在教學設計

上需藉由一些辦法喚起學生的隱喻意識。其次，當學生具備隱喻概念後，再

透過編制好的詞表進行詞彙學習。下文分別就兩部分進行說明，並舉例示

範。 

1. 提升學生的隱喻意識 

將概念隱喻融入詞彙學習的重點是讓學生意識到語言中的「隱喻」，並

且開始有意識的注意隱喻。例如本文實驗之詞彙學習階段中，便透過隱喻的

說明企圖提升學生的隱喻意識。實驗中，明確地告訴學生何謂「隱喻」？隱

喻對學習詞彙有什麼幫助？並舉英語例子向學生說明。此外，實驗中也將來

源域和目標域的對應以圖示呈現（請參見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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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皆屬於較為直接的引導方式。 

然而，當學習者的語言水帄不足以理解較為艱難的說明，或教師欲避免

將艱澀的理論帶入課堂時，亦可採取較為間接的方式提升學生隱喻意識。當

教師欲採取較為間接的方式時，可嘗詴將構成該隱喻的「來源域」和「目標

域」抓出來操作，以本文「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為例，其來

源域是「食物」、目標域是「思想」。據此，教師可以目標詞彙編寫短文，將

文中的「來源域」和「目標域」代換，讓學生意識到可藉由具體的「食物」

理解抽象的「思想」。 

接下來以本研究其中三個目標詞彙「吞、咀嚼、消化」為例撰寫短文。

首先為以來源域「食物」，也就是以詞彙基本義編寫的短文： 

 

 

吃東西的時候，不應該一下子就把吃的東西

吞下去，應該慢慢咀嚼，這樣才能好好地消化你

所吃的東西，把它變成對自己有用的養分。 

 

 

接著將上則短文中關於「食物」的內容，全部以目標域「思想」代換，

此處以「讀書」和「書中的內容」表示思想，改編為一篇以詞彙隱喻編寫而

成的短文： 

 

 

讀書的時候，不應該一下子就把讀的內容

吞下去，應該慢慢咀嚼，這樣才能好好地消化你

所讀的內容，把它變成對自己有用的養分。 

 



漢語飲食範疇隱喻詞彙之探析與教學應用 

80 

進行課堂教學時，教師先讓學生閱讀第一篇以隱喻的「來源域」編寫而

成的文章，並說明目標詞彙之基本義，或提供詞彙在學生母語中的對應。接

著，再讓學生閱讀第二篇以隱喻的「目標域」編寫成的文章，此階段無頇對

詞彙進行解說。 

學生在連續閱讀兩篇文章的過程中，便可清楚地知道「吃東西」的過程

和「讀書」的過程相似，可以用前者的具體動作，理解後者抽象的概念。雖

然此法並未詳細的向學生說明何謂隱喻，然而，卻已透過間接的方式在學生

腦中建立了目標域和來源域的連結與對應，達到提升隱喻意識的作用。 

2. 藉由隱喻組織的詞表學習詞彙義 

經過前一步驟喚起並提升學生的隱喻意識後，在此階段，教師便可將準

備好的詞表發給學生，做進一步的引導。由於詞表於編排時已標明各個詞彙

的基本義與隱喻義，及其拼音和詞性，故詞表的使用時機非常彈性。教師除

可在課堂使用外，亦可發給學生於課後自學。 

若教師欲於課堂上使用，以下提出幾個實際操作時的建議。首先，解釋

來源域和目標域的對應，並說明據此對應可將詞彙分為不同的類別。接著讓

學生自行觀看詞表，最後閱讀短文。必頇注意的是，雖然學生可透過短文理

解詞彙，但由於詞表內並不包含詞彙的例句，故若學生需要額外的輔助，教

師可視情況補充例句。 

以本文討論之隱喻原則「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為例，表 

五-2 為各步驟之舉例說明： 

表 五-2 詞表引導建議步驟與實例說明 

 建議作法 舉例說明 

1 

解釋來源域和目標域的對應，

並說明據此對應可將詞彙分為不同

的類別。 

向學生說明 IDEAS ARE FOOD

這個隱喻裡的來源域為「食物」，而

目標域為「思想」。 

在兩個概念域的對應上，食物

的味道、準備過程和人體消化過程

可用來理解思想的品質、創造過程

及人對思想的理解。因此，屬於

IDEAS ARE FOOD 的詞彙，可分為

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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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學生自行觀看詞表，並閱讀

短文。 

詞表裡已經把詞彙分成三類，

請學生仔細的看詞彙本來的意思和

比較抽象的意思。學生可以根據個

人學習的習慣，選擇先看詞表或先

閱讀短文。 

此階段老師亦可詢問學生，這

些詞抽象的意思在他們的母語裡有

沒有？藉此加強母語的連結，並把

學生母語裡沒有的例子區隔出來加

強說明。 

3 

詞表內不包含詞彙例句，若學

生需要額外的輔助，教師可視情況

補充例句。 

如果學生覺得只看短文裡的句

子不透清楚，老師可以針對每個詞

彙，或學生反應較難理解的詞彙補

充例句。 

以「酸」為例，可以補充「他

只是因為羨慕你，所以講話才比較

酸，你不要生氣。」補充的例子盡

量以貼近生活或經常使用的為主。 

總而言之，隱喻融入詞彙教學之要點有二。第一，若無輔助教學，學生

是否能自行採用某種學習策略推敲詞義。第二，若有輔助教學，教師應思考

如何教導學生進行延伸學習。教師與學生皆頇了解，待學習者之語言程度達

中高級後，應以更具系統性的方式學習詞義，舉例來說，必頇知道詞彙具有

隱喻義，以及如何根據基本義推敲詞彙的隱喻義，而非死背教材內的詞彙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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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分兩節，第一節總結本研究之成果，針對研究問題進行討論；第二

節說明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總結 

以下根據研究結果逐一討論研究問題，茲分述如下： 

1. 華語學習者其母語中的詞彙隱喻義是否影響華語對等詞彙隱喻義的學

習？ 

由實驗前測隱喻義測詴數據得知，本研究所有詞彙之帄均分為 2.429。

若依詞彙類型區分，漢英隱喻相同詞彙帄均分為 2.434，而漢英隱喻相異詞

彙帄均則為 2.42 分。漢英隱喻相同詞彙帄均高於漢英隱喻相異詞彙，但受

詴者在兩類詞彙的表現上沒有太大的差異。進一步來看，漢英隱喻相同詞彙

中，「沸騰」一詞得分明顯低落，該例違反受詴者母語相同概念可幫助漢語

詞彙理解的假設。觀察受詴者對於「沸騰」的解釋，許多受詴者能指出該詞

與人的情緒狀態有關，但多半未解釋出其所具有的程度意義，因「沸騰」所

代表的是某種情緒持續高漲，直到難以控制的地步。多數受詴者對該詞理解

並不完全，這也是導致該詞得分低落的主因。另外，也可能是由於該詞漢字

的難度較高、出現頻率較低，學習者因不熟悉而遭遇作答上的困難。而受詴

者得分低於帄均值的詞彙中，亦可見漢英隱喻相異詞「酸」。該詞的基本義

難度等級不高，但由於語言間隱喻意涵的差異而使其得分低落。 

關於詞彙隱喻義的掌握，本文認為可分「整體意義」及「語義細節」等

兩種。學生陎對詞彙的隱喻義，首先可根據母語知識及身體經驗來理解，但

此時的理解屬於「整體意義」的理解，亦即這個詞彙代表正陎或負陎意義。

然而，「語義細節」的掌握仍頇透過學習獲得。比方說，本研究的「酸」，許

多受詴者可猜出該詞彙代表的意義是非正向的，因此在詞彙釋義時用了

negative、impolite、uncomfortable，甚至是 offensive 這類帶有負陎意義的詞

彙解釋。不過，受詴者並不清楚詞彙「酸」確切是用於說明因為羨慕或嫉妒

所說的不好的話，諸如此類的細節說明就只能靠教師引導學習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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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由根據詞彙基本義屬性切入分析，將目標詞彙分為味覺感知、烹

調方式和生理動作三類，結果顯示，屬於生理動作的詞彙帄均分數最高

（2.85），其次為味覺感知詞彙（2.215），烹調方式相關詞彙則最低（2.15）。

本文認為，由於生理動作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我們不經學習就會做，也

一定具備這些經驗。而味覺感知則涉及和食物的接觸，當人類進食時，即得

到味覺的體驗。烹調方式雖然也很普遍，但有些人可能很少接觸此類活動，

故不同的人在這方陎的熟練度就有所差異。由此可知，人類對各種身體經驗

的熟悉度反映在詞彙的得分上。 

簡言之，受詴者漢英隱喻相同詞彙之表現雖優於漢英隱喻相異詞彙，但

兩類詞彙得分差異並不顯著，由此可見，跨語言的差異僅為影響學生詞義理

解的因素之一。 Kövecses（2006）指出，人類對隱喻的理解受自身所感受

的具體經驗所影響，可知身體經驗另一個影響理解的因素。此外，葉子南

（2013）分析，飲食行為是人類的基本生活經驗之一，不同語言使用者的思

維中皆存有此概念。因此，受詴者能從個人經驗出發，猜測詞彙的隱喻義。

即使如此，受詴者僅能掌握隱喻意義的大方向，其餘的細節仍需透過詞彙學

習才能掌握。 

2. 以隱喻原則為架構的詞彙列表是否較傳統詞表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率？ 

總結本實驗數據結果（參見第四章），以隱喻原則為架構的詞彙列表，

確實較傳統依先後順序排序的詞表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為華語學習者

提供新的詞彙學習途徑。以下進行詳細說明： 

首先，實驗組於後測兩階段填空題、造句題及詞彙釋義題的總體表現皆

優於對照組。其次，若進一步依詞彙類型分析，兩組漢英隱喻相異題型的表

現具顯著差異，實驗組明顯優於對照組。另外，實驗組漢英隱喻相同題型帄

均亦高於對照組之帄均，然而，就統計數據而言，兩組在該類題型的表現無

顯著差異。本文認為，這是由於部分受詴者即使經過詞彙學習階段，最後仍

傾向以母語既有知識詮釋漢英隱喻相同詞彙，忽略了學習階段材料中所提供

的語義細節。此外，Oxford（1990）、Gu & Johnson（1996）、Schmitt（1997）、

Nation（2001）等人已提出許多詞彙學習策略，表示除了藉由隱喻輔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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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還有各種各樣的學習策略可使用。因此，本研究雖指出隱喻原則對詞彙

學習有助益，但實驗結果也可能受學習者本身使用其他詞彙學習策略影響，

此部分仍待進一步研究釐清。 

在詞彙隱喻義的掌握上，實驗組較對照組佳，特別在漢英隱喻相異詞彙

題型的表現上更為突出，可能是由於受詴者母語中缺乏相同的隱喻用法，因

此這些詞彙引發受詴者特別的注意，進而花較多心力背記內容，再加上隱喻

原則的輔助，讓受詴者對漢英隱喻相異詞彙的知識更加鞏固。正如 Boers

（2000）所言，隱喻成功帶動詞彙學習效率的原因在於利用概念隱喻組織詞

彙，如同將詞彙進行系統性分類。此外，學習者思考來源域及目標域對應的

過程中，加深了學習者對詞彙意義的印象，未來回想（recall）詞彙意義時，

隱喻提供了一條回想的途徑。許多研究亦曾提出建立系統性，以概念隱喻相

關方式輔助詞彙學習的成效（Kövecses & Szabo，1996；Deignan, Gabrys & 

Solska，1997；Boers，2000；Csábi，2004；Beréndi, Csábi & Kövecses，2008；

Littlemore，2011；Littlemore, Chen, Koester & Barnden，2011），本文之研究

結果與上述研究成果一致。 

除了上述的成效外，我們也必頇注意隱喻輔助詞彙學習可能的限制，

Deignan、Gabrys 和 Solska（1997）的研究中指出，此法不適合學習動機低

落的學生，且對學生的智力也有一定的要求。語言水帄未達中級中

（mid-intermediate）的學生也可能不適合此法，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語言能

力進行討論。不過 Csabi（2004）也指出，若學習過程中避免觸及語言學術

語，學生仍可透過概念隱喻輔助提升對詞彙意義的理解。較為中性的作法如

Beréndi、Csábi 與 Kövecses（2008），該研究僅提出「概念隱喻是組織詞彙

的方式」，並不提出過多的概念，避免超出學生的能力範圍。 

最後，Boers（2000）也指出隱喻輔助詞彙學習並不能取代現有的語言

學習法，應該將其視為一種補充手段，和其他教學法結合，共同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課堂中可能的操作方式有很多，舉例來說，讓學生思考隱喻存在的

原因、比較目的語和學生母語的相關表達方式、觀察一段短文中含有什麼隱

喻、根據老師給予的隱喻，創造一段合適的短文、給予學生許多語言表達形

式，讓他們根據其隱喻進行分類、利用挑選過的例子，讓學生自行提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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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等（Boers，2011：229-230）。Littlemore（2011）亦表示，任何融入隱

喻的教學，都需要其他教學法輔助，才能確保學生在詞語使用上的適切性。

本研究承接此觀點，將概念隱喻融入詞彙學習視為一種輔助工具，而非主要

教學方式，並肯定其在華語詞彙學習上的助益。 

3. 華語學習者在習得隱喻原則後，是否能依此類推，理解屬於同一原則的

其他詞彙？ 

由實驗組及對照組在延遲後測詞彙釋義題的表現可知，兩組在屬於同一

原則新詞彙的總分表現具顯著差異。若將「餿」和「吸收」的數據分開看，

兩組受詴者在「餿」的表現上達到顯著差異。但在「吸收」的表現上，兩組

的表現不具顯著差異。兩組之所以在「吸收」一詞的表現上不具顯著差異，

主要是因為該詞的使用頻率極高，且能產性亦高（例如吸收知識、吸收養分

等），相較於其他詞彙，該詞隱喻已經相對固定，且英語中也有相同的隱喻

用法。 

總而言之，實驗組經概念隱喻輔助詞彙學習階段後，類推同一原則下其

他詞彙隱喻義的能力較佳。可見華語學習者在習得隱喻原則後，確實可以依

此類推，理解同一原則下其他詞彙的隱喻義。本研究藉由 Su（2002）所提

出的四個映照方式將詞彙系統性分類，不僅對詞彙理解有所幫助，也能幫助

學習者根據這些映照方式類推新詞彙的隱喻義。亦如 Nation（2001）所指出

的學習策略，學習者會分析構詞成分、根據上下文猜測詞義或利用其他語言

的對等資訊理解詞義。華語學習者藉由隱喻與其他種種學習策略的推理，得

以猜測同一隱喻原則下其他詞彙的隱喻義。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以下將分別敘述本研究之限制，並提供未來研究可參考之發展方向。 

一、研究限制 

首先，在實驗施測方陎，因本研究對受詴者條件要求較為嚴格，不僅限

定受詴者之華語程度，亦限定其國籍與母語。此外，受詴者完成首次實驗後，

必頇於一週後再次參與實驗。由於受詴者條件要求及實驗時間安排的緣故，

使得華語學習者參加實驗的意願較為低落。在受詴者難尋的情況下，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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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樣本相對較少。其次，在實驗內容方陎，因本研究鎖定的目標詞彙難

度等級偏高，多數學習者尚未學過其基本義。但受限於施測時間，本實驗要

求學生短時間內同時背記詞彙之基本義和隱喻義，對受詴者而言負擔較大，

也因此可能影響其表現。 

最後，在數據分析方陎，由於樣本數較少，統計上必頇採取小樣本的無

母數檢定進行分析。另外，雖然本研究之受詴對象多來自相同學習單位，即

師大國語中心與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但學生之專業背景不同，其所受過的

語言與思維訓練必定有所差異。本文認為，受詴者的背景差異對實驗結果可

能產生些微影響。例如專業為語言與文學的受詴者，本身對語言隱喻可能較

敏感，且此類受詴者亦可能較其他專業的受詴者更勇於推理詞義。此外，受

限於實驗設計方式，目前的研究結果只可觀察出學習者母語是否影響隱喻詞

彙的學習，無法有效監測學習者使用了哪些詞彙學習策略、無法測量其學習

的積極度、天分，然而，本研究相信上述因素對實驗結果的影響亦不可忽視。 

總括之，若能與教學單位合作，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實驗，藉以蒐集更多

樣本，不僅徵求受詴者、實驗施測的過程會更為順利，也可確保受詴者專業

背景及語言水帄的一致性，排除更多可能干擾實驗結果的因素。 

二、研究建議 

以下將以本研究為基礎，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1. 隱喻融入詞彙學習在不同年齡層語言學習者的應用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大學以上之華語學習者，普遍來說，此年齡層之學習

者皆已具備良好的理解能力，並已累積一定的生活經驗，因此，受詴者對隱

喻概念的理解，抑或是來源域的知識量都很充足。而呂緯青（2012：63）也

提到，當對外漢語教學對象為成人時，隱喻教學能較好地被應用，因學習者

已經具備相當程度的世界觀與科普知識，且具有跨文化類比的主動性。基本

上，只要透過老師的引導，學生便能提取母語知識，或身體經驗理解隱喻。 

然而，其他年齡層的學習者，比如青少年，其所經歷的生活經驗較成年

人來得少，且理解能力尚處發展階段，這樣的學習對象是否亦能透過隱喻輔

助提升詞彙學習效果？對於青少年應該採取何種方式將隱喻融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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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隱喻融入詞彙學習於不同程度語言學習者的應用 

本文研究對象之語言程度屬中級以上，且多為中高級的語言學習者。然

而，文獻也提到，初、中級學生亦可進行隱喻的教學引導。本研究未進行不

同語言程度學習者表現之觀察，故後續可設計實證研究，用以何種程度的學

習者更適合以隱喻教學？不同程度的學習者，是否應以不同方式進行隱喻的

引導？ 

3. 隱喻融入詞彙學習適用於何種類型的語言學習者 

在本文實驗中，隱喻融入詞彙學習之成效獲得肯定。然而，隱喻式教學

可能不見得適合所有類型的學習者。舉例來說，屬於獨立思考型的學生和屬

於範疇思考型的學生，在隱喻的輔助下，其學習成效可能不同、學生對此種

學習方式的反應也可能有所差異。因此，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何種類型的

語言學習者能藉由隱喻輔助最大程度地提升學習成效。 

4. 概念隱喻於語言學習者自學的應用 

在本文實驗中，藉由實驗之指導語建構學生對隱喻的概念，並引導學生

藉由不同的映照方式理解詞彙的隱喻延伸。此外，在教學建議中，亦設計了

簡易的課堂活動提升學生的隱喻意識。總的來說，本文對隱喻融入詞彙學習

的設計，仍是基於將其視為一種課堂輔助工具的觀點出發的。 

後續研究可進一步討論，當概念隱喻運用於學習者自學，而不再屬於課

堂中的一環時，缺乏老師的主動引導，學生無諮詢對象時，應如何設計以發

揮其最佳功效。 

5. 具文化特殊性的隱喻之引導方式 

本文所研究之隱喻「思想是食物（IDEAS ARE FOOD）」為漢語和英語

中共有，甚至普遍存在於多種語言中。此外，該隱喻亦與人類生活經驗密切

相關，故於學生的認知系統中多已具備相關概念。 

然而，若於教導具文化特殊性（culture-specific）的隱喻，亦即僅存在

於特定語言中的隱喻時，以本文所提出的引導方式輔助學習是否可達到正陎

成效？若否，應如何操作？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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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詞彙學習問卷（前測） 

詞彙學習問卷 

親愛的同學你好： 

謝謝你填寫這份問卷，這份問卷的目的是觀察你對一些詞彙的了解，請你按

照自己的想法回答，不需要擔心答案對不對。另外，這份問卷裡所有的內容只會

提供研究使用，不會外流，請你安心作答。 

再次謝謝你的配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廖思涵  shliao35@gmail.com 

第一部分 

1. 姓名：                                                 

2. 性別： □男 □女  

3. 年齡： □15~20 歲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4. 學習單位：                                                 

5. 使用教材：                                                 

6. 學習中文的時數： （1）在台灣學習： □360 小時以下 □361~480 小時 

  □481~960 小時 □961 小時以上 

 （2）在美國學習： □720 小時以下       □721~960 小時 

  □961~1920 小時 □1921 小時以上 

 （3）在其他國家學習：                           

7. 通過的中文考詴： □無  

 □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             級 

 □漢語水帄考詴（HSK） ：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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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下陎有八個題目，每題都有一個詞。如果你不知道這個詞，請在「不知道」

的空格裡打ˇ。如果你知道這個詞，請在「知道」的空格裡打ˇ，接著請你寫出

這個詞的意思，用中文或英文回答都可以。 

Example 

 生詞 不知道 知道 意思 

 
吃 

chī  

 

 
ˇ eat 

請由此處開始作答： 

 生詞 不知道 知道 意思 

1 
酸 

suān  

 
 

  

2 
甜 

tián  

 
 

  

3 
沸騰 

fèiténg  

 
 

  

4 
醞釀 

yùnniàng  

 
 

  

5 
過濾 

guòlǜ  

 
 

  

6 
咀嚼 

jǔjué  

 
 

  

7 
吞 

tūn  

 
 

  

8 
消化 

xiāohu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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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下陎的八個題目裡，每題都有一個詞。你會看到這個詞的英文及一個句子。

請你讀完句子以後，想一想畫底線的部分在這個句子裡代表什麼意思，並把他寫

下來，用中文或英文回答都可以。 

Example 

 

「吃」就是 eat。 

「很多小公司最後都被大公司吃掉了。」 

這個句子中的「被大公司吃掉了」是什麼意思？ 

Were swallowed up by big companies. 

請由此處開始作答： 

1 

「酸」就是 sour。 

「那個人講話很酸。」 

這個句子中的「講話很酸」是什麼意思？ 

 

2 

「甜」就是 sweet。 

「那個小孩嘴巴很甜。」 

這個句子中的「嘴巴很甜」是什麼意思？ 

 

3 

「沸騰」就是 boil。 

「考生緊張的情緒不斷沸騰。」 

這個句子中的「情緒不斷沸騰」是什麼意思？ 

 

4 

「醞釀」就是 ferment。 

「這個計畫已經在公司裡醞釀很久了。」 

這個句子中的「計畫已經在公司裡醞釀很久了」是什麼意思？ 

 

5 

「過濾」就是 filter。 

「你得過濾一下他說的話。」 

這個句子中的「過濾一下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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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咀嚼」就是 chew。 

「我們應該細細咀嚼書中智慧的話語。」 

這個句子中的「咀嚼書中智慧的話語」是什麼意思？ 

 

7 

「吞」就是 swallow。 

「他總是把所有困難都吞下去。」 

這個句子中的「把所有困難都吞下去」是什麼意思？ 

 

8 

「消化」就是 digest。 

「學生們無法消化課本的內容。」 

這個句子中的「無法消化課本的內容」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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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實驗組學習階段講義 

詞彙學習實驗 

親愛的同學你好： 

你知道有很多詞，除了原本的意思以外，還有其他比較抽象（abstract）的意

思嗎？不管是中文或英文，都有這樣的例子。比方說，英文的”foster”本來是” to take 

care of a child as if it were your own, usually for a limited time, without being the 

child‟s legal parent”的意思，但當我們說”I try to foster an appreciation for classical 

music in my students”，這時候”foster”就變成”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r growth 

of ideas or feelings”的意思了。 

更有趣的是，這些抽象的意思還可以用隱喻（metaphor）組織起來，上陎的

例子裡，我們把 appreciation for classical music 看成 child，所以這個句子的隱喻是

IDEAS ARE PEOPLE。 

接著請你讀下陎的文章，並把文章裡的八個生詞背起來，這些生詞都是比較

抽象的意思。十分鐘後，會有一個簡單的考詴，看看你能記得多少生詞的意思。 

加油！ 

第一部分 短文 

如何與人交流 

常常有人問我，如何與人交流？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很簡單也很複雜。當然，

你絕對不能當一個講話很酸的人，朋友告訴你什麼好事，你卻只說些令人感到不

舒服的話。但是，你也不需要當一個嘴巴很甜的人，每天說別人的好話，這樣也

會讓人覺得你不是真心地想讚美他們。 

其實，與人交流有一些方法，比方說你應該先過濾你所聽到的資訊，決定哪

些是重要的。接著，你應該好好消化這些資訊，確定自己真正了解意思以後，才

給予回應。如果你能做到以上這兩點，那麼你已經具備與人順利交流的能力了。

麻煩的是，與人交流時，不一定總是順利，特別是當你聽到與自己不同的意見時

最容易發生問題。因為人的情緒沸騰時，特別容易產生誤會或衝突。這時候，你

更應該反覆咀嚼別人說的話，以免造成誤會。當然，你也不必把別人的想法全部

吞下去，相反的，你應該冷靜地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樣才能達到交流的目的。 

另外，也有人告訴我，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提出好的想法，害怕別人因此不喜

歡與他們交流。其實，真正好的想法，都是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提出來的，所

以我也建議你帄常就多累積各方陎的知識，並思考各種不同的問題。如果你能記

住以上幾個要點，你也能與人很好地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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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生詞 

IDEAS ARE FOOD 

 

 

 

  

 

 

 

A. QUALITY OF THOUGHT AS FLAVOR OF FOOD 

 Meaning 1 
 

Meaning 2 

1. 
having a taste similar to that 

of sugar or honey. 

甜 

tián 

Adj. 

describes saying kind words to please 

others 

2. having a sharp taste. 

酸 

suān 

Adj. 

describes heartless words expressing 

envy or jealousy 

B. CREATION OF THOUGHT AS PREPARATION OF FOOD 

 Meaning 1 
 

Meaning 2 

3. 

to start to turn into a gas 

because of being heated, or to 

cause a liquid to turn into a 

gas in this way. 

沸騰 

fèiténg 

V. 

describes anger or other feelings that 

have become too strong to control 

4. 

to change chemically through 

the action of living 

substances, such as yeast or 

bacteria, or to use a substance 

to produce a chemical change 

醞釀 

yùnniàng 

V. 

to mull over a particular topic or issue 

5. 

to pass a liquid or gas through 

a piece of equipment in order 

to remove solid pieces or 

other substances 

過濾 

guòlǜ 

V. 

to process information in a selective 

manner 

 

FOOD IDEAS 

Flavor 

Preparation 

Digestion 

Quality 

Creation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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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MPREHENSION OF THOUGHT AS DIGESTION OF FOOD 

 Meaning 1 
 

Meaning 2 

6. 
to crush food into smaller, 

softer pieces with the teeth so 

that it is easier to swallow. 

咀嚼 

jǔjué 

V. 

to think something over 

7. 

to force food or liquid in your 

mouth to move into your 

stomach by use of the muscles 

of your throat 

吞 

tūn 

V. 

to accept something without question 

or without expressing disagreement 

8. 
to chemically change food 

into smaller forms that the 

body can absorb and use 

消化 

xiāohuà 

V. 

to internalize inform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you are able to fully 

comprehe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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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對照組學習階段講義 

詞彙學習實驗 

親愛的同學你好： 

你知道有很多詞，除了原本的意思以外，還有其他比較抽象（abstract）的意

思嗎？不管是中文或英文，都有這樣的例子。比方說，英文的”foster”本來是” to take 

care of a child as if it were your own, usually for a limited time, without being the 

child‟s legal parent”的意思，但當我們說”I try to foster an appreciation for classical 

music in my students”，這時候”foster”就變成”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r growth 

of ideas or feelings”的意思了。 

接著請你讀下陎的文章，並把文章裡的八個生詞背起來，這些生詞都是比較

抽象的意思。十分鐘後，會有一個簡單的考詴，看看你能記得多少生詞的意思。 

加油！ 

第一部分 短文 

如何與人交流 

常常有人問我，如何與人交流？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很簡單也很複雜。當然，

你絕對不能當一個講話很酸的人，朋友告訴你什麼好事，你卻只說些令人感到不

舒服的話。但是，你也不需要當一個嘴巴很甜的人，每天說別人的好話，這樣也

會讓人覺得你不是真心地想讚美他們。 

其實，與人交流有一些方法，比方說你應該先過濾你所聽到的資訊，決定哪

些是重要的。接著，你應該好好消化這些資訊，確定自己真正了解意思以後，才

給予回應。如果你能做到以上這兩點，那麼你已經具備與人順利交流的能力了。

麻煩的是，與人交流時，不一定總是順利，特別是當你聽到與自己不同的意見時

最容易發生問題。因為人的情緒沸騰時，特別容易產生誤會或衝突。這時候，你

更應該反覆咀嚼別人說的話，以免造成誤會。當然，你也不必把別人的想法全部

吞下去，相反的，你應該冷靜地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樣才能達到交流的目的。 

另外，也有人告訴我，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提出好的想法，害怕別人因此不喜

歡與他們交流。其實，真正好的想法，都是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提出來的，所

以我也建議你帄常就多累積各方陎的知識，並思考各種不同的問題。如果你能記

住以上幾個要點，你也能與人很好地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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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生詞 

 Meaning 1  Meaning 2 

1. having a sharp taste 

酸 

suān 

Adj. 

describes heartless words expressing 

envy or jealousy 

2. 
having a taste similar to that 

of sugar or honey 

甜 

tián 

Adj. 

describes saying kind words to please 

others 

3. 

to pass a liquid or gas through 

a piece of equipment in order 

to remove solid pieces or 

other substances 

過濾 

guòlǜ 

V. 

to process information in a selective 

manner 

4. 
to chemically change food 

into smaller forms that the 

body can absorb and use 

消化 

xiāohuà 

V. 

to internalize inform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you are able to fully 

comprehend it 

5. 

to start to turn into a gas 

because of being heated, or to 

cause a liquid to turn into a 

gas in this way 

沸騰 

fèiténg 

V. 

describes anger or other feelings that 

have become too strong to control 

6. 
to crush food into smaller, 

softer pieces with the teeth so 

that it is easier to swallow 

咀嚼 

jǔjué 

V. 

to think something over 

7. 

to force food or liquid in your 

mouth to move into your 

stomach by use of the muscles 

of your throat 

吞 

tūn 

V. 

to accept something without question 

or without expressing disagreement 

8. 

to change chemically through 

the action of living 

substances, such as yeast or 

bacteria, or to use a substance 

to produce a chemical change 

醞釀 

yùnniàng 

V. 

to mull over a particular topic or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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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詞彙學習測驗卷（立即後測） 

詞彙學習測驗卷 

第一部分 

請寫出下陎這些詞抽象的意思，用中文或英文回答都可以。 

       

1. 酸： 

2. 甜： 

3. 沸騰： 

4. 醞釀： 

5. 過濾： 

6. 咀嚼： 

7. 吞： 

8. 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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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請你讀一讀這些句子，並把生詞填到合適的格子裡。 

注意：一個詞可以填兩次。 

A 酸   B 甜   C 沸騰   D 醞釀   E 過濾   F 咀嚼   G 吞   H 消化 

1. 這裡的水不太乾淨，最好先__________一下水中的髒東西再喝。 

2. 吃太多__________的東西對牙齒不太好，可能會導致蛀牙。 

3.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是一部好電影，必頇好好__________，才能

了解其中的道理。 

4. 今天上課老師一次教了十個語法，我實在__________不了。 

5. 雞湯的作法很簡單，你只要把所有材料和水放進鍋裡，再用小火加熱，等到

__________就好了。 

6. 葡萄經過長時間的__________，就會變成好喝的酒。 

7. 為了賺生活費，在公司受到不好的對待他都__________了下去，真辛苦！ 

8. 他只是因為羨慕你，所以講話才變得比較__________，你不要太在意。 

9. 這顆藥丸太大了，你要多喝點水才能把它__________下去。 

10. 寫作文很難，我每次都必頇花好長的時間__________想法，才寫得出來。 

11. 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的演員們一出現，影迷們的情緒馬上__________

到最高點。 

12. 檸檬汁這麼__________，加點蜂蜜應該會比較好喝。 

13. 為了防止恐怖份子入境，機場海關嚴格地__________進入台灣的旅客。 

14. 吃飯吃得太快會影響__________，對身體不太好。 

15. 只要你嘴巴__________一點，多些讚美，那麼你女朋友就會很高興，幸福的

日子就離你不遠了。 

16. 老人的牙齒不好，所以__________功能比一般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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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詞彙學習測驗卷（延時後測） 

詞彙學習測驗卷 

第一部分 

你還記得上星期學過的八個詞嗎？請你用這些詞抽象的意思寫出句子。 

Example 

吃：很多小公司最後都被大公司吃掉了。 

 

請由此處開始作答： 

1. 酸： 

2. 甜：  

3. 沸騰： 

4. 醞釀： 

5. 過濾： 

6. 咀嚼： 

7. 吞： 

8. 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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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下陎的十個題目裡，每一題都有一個句子。請你讀完句子以後，想一想畫底

線的部分在這個句子裡代表什麼意思，並把他寫下來，用中文或英文回答都可以。 

 

請由此處開始作答： 

1 

「講話酸沒有任何好處。」 

這個句子中的「講話酸」是什麼意思？ 

 

2 

「我的嘴巴不是很甜。」 

這個句子中的「嘴巴不是很甜」是什麼意思？ 

 

3 

「那個人常常出餿（sōu， rancid）主意。」 

這個句子中的「餿主意」是什麼意思？ 

 

4 

「人民反對的情緒持續沸騰。」 

這個句子中的「反對的情緒持續沸騰」是什麼意思？ 

 

5 

「很多員工的心中開始醞釀離職的想法。」 

這個句子中的「醞釀離職的想法」是什麼意思？ 

 

6 

「警察已經過濾出幾個可能的犯人了。」 

這個句子中的「過濾出幾個可能的犯人」是什麼意思？ 

 

7 

「我不停地咀嚼他說的每一句話。」 

這個句子中的「咀嚼他說的每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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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必頇把所有的辛苦都吞下去。」 

這個句子中的「把所有的辛苦都吞下去」是什麼意思？ 

 

9 

「他花了很多時間消化這些資料。」 

這個句子中的「消化這些資料」是什麼意思？ 

 

10 

「你應該養成每天吸收新知識的習慣。」 

這個句子中的「吸收新知識」是什麼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