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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日語的同形詞對日本漢語 

學習者的影響之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日語借用詞、同形詞、詞類、及物性、句法 

 

  筆者針對從日文借用到中文裡的部分共通詞彙進行研究。實藤惠秀(1982)提

供的《中国人が認めた日本語来源の中国語（中國人認定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

彙）》一覽表包含 784 個詞。由該表中三個字或四個字構成的詞彙，大部分是雙

字詞的前面或後面加一個字，或是兩個雙字詞的組合。但本論文只針對雙字詞，

以 600 多個詞為對比分析範圍。利用網路上的中文語料庫「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

庫 4.0 版(現代漢語標記語料庫 4.0 版)」與日文語料庫「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

コーパス」，分析哪些詞彙在漢日語上詞類、及物性、句法上相同或類似；哪些

詞彙在詞類、動詞及物性、句法上有差異。 

  經過上述漢日語裡的同形詞的對比分析，筆者挑選出漢日語同形詞來

測試，進而分析日本受試者造成同形詞偏誤的原因。挑選出的詞彙總共17

個，出28題中文句子，以是非題方式作答，針對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

者進行問卷調查，受試者共有44人，初級程度14人，中級程度14人，高級

程度16人。 

  測試調查結果顯示，對於某些漢日語中詞類不同的同形詞的題目，

初、中、高級學習者都選錯的比率高，可能受到負遷移影響。另外，對於

及物性差異很大的同形詞的題目，初、中、高級學習者選錯的比率也高。

同時同形動詞的及物性差異也造成句法上的差異，因此日本受試者容易將

日語同形詞的句子結構套用到漢語上，換句話說，在句法差距大的同形動

詞的使用上，容易受到母語的負遷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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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nfluence of Japanese Loanwords 

in Chinese on Japanese Learners of Chinese 

Abstract 
 

Keywords: Japanese loanword, isomorphic word, part of speech, transitivity, 

syntactical structure 

 

This dissertation compares some isomorphic words by using a Chinese 

corpus, 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and a Japanese 

corpus, 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 These word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re Japanese loanwords in Chinese. They are examined 

and compared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rt of speech and transitivity of 

verbs. 

The results show some differences as well in some of these isomorphic 

word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Based on thes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part of speech and verb transitivity, 17 isomorphic words were selected and 28 

Chinese sentences were made in order to test native Japanese speakers ’ judging 

ability about isomorphic words used in Chinese. 51 subjects were surveyed in 

this research. All of them were Japanese native speakers who were studying or 

have studied Chinese. 14 subjects were categorized as elementary level learners 

of Chinese, 14 were intermediate level learners, and 16 were advanced level 

learners.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part of speech in 

some isomorphic word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have interfered with 

learners’ correct use of these isomorphic words in Chinese.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ransitivity in isomorphic words have caused 

learners’ misjudgement about grammatical use of these words in Chinese 

because the transitivity differences widen the gaps in syntactical structur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When Japanese native speakers learn Chines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know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isomorphic word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n oder to avoid negative transfers from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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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日本近代將西洋語言翻譯成日語時，有的專家學者會參考一些中外及

外中字典
1
，並用漢字創造新的日語漢字詞彙。在日本用漢字所創造出的新

詞彙，因為符合漢語構詞方式，所以有一部分的詞彙在漢語裡也逐漸地被

開始使用，時至今日這些詞彙也依然被廣泛的使用。這些日語與漢語共通

詞彙的存在，對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而言，雖然在詞彙學習方面有

很大的幫助，但有時也是他們學習華語時感到混淆的原因。即使大部分共

通詞彙的用法、意義等相同或類似，但少部分詞彙在用法、意義上仍然有

所差異。這些差異可能導致他們在使用上發生錯誤，或是誤解原本中文所

要表達的意思，在學習漢語時產生負遷移。 

  在日本最近出版的漢日同形詞的學習參考書不少
2
，但是這些書重視解

釋詞義的異同，卻幾乎沒有解釋同形詞的詞類、動詞及物性、語法、句型

等相關的參考書。方麗娜(2003)指出: 

 

過去的詞彙教學，都偏重在詞語意義內涵的解釋，而忽略這些詞語

在表情達意上的實際功能。換句話說，只注意「字義」或「詞義」

的解釋，而忽略了「詞性」、「詞類」或「詞用」的研究。（方麗

娜，2003，7頁） 

 

但，確實已有些學者（如，王順洪(1999、2008)、吳麗君(2002)等）指出

詞類的混淆或誤解也是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在漢日語的同形詞的使

                                                 

1  除了日外及外日字典以外，他們也參考中外及外中文字典。 
2  在網路書局amazon.co.jp找尋的結果如下：《日中同形異義語辞典》(王永全、許昌

福、小玉 新次郎，2007年12月出版)、《日中常用同形語用法作文辞典》(曹櫻、佐

藤晴彦，2009年5月29日出版)、《中日同形語小辞典〈甲〉》(関西大学中国語教材

研究会，2011年3月出版)、《日中同形異義語1500―日本語と中国語の意味をより深

く理解するための》(郭明輝、谷内美江子、磯部祐子、小谷俊介，2011年3月24日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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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上容易犯的偏誤。筆者的母語是日語，看這些學者的論文之後，才發現

在自己學習漢語的過程中，並沒有很仔細地考慮過漢日語的同形詞的詞類

異同，因此筆者想研究漢日語裡的同形詞詞類的異同及其對以日語為母語

的漢語學習者的影響。 

    另外，在利用語料庫比較漢日語裡的同形詞詞類時發現有些動詞在漢

日語裡的及物性有差異，因此筆者想調查這些動詞及物性之異同如何影響

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在同形詞理解或掌握上的偏誤。 

    本研究主要利用漢語語料庫〈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4.0版
3
〉與日語語料庫「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BCCWJ: 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
4
進行詞類比較與分類，歸納出在

漢日語裡的部分
5
同形詞的詞類比較表，希望本研究成果能教授以日語為母

語者的學生時詞彙教學上的參考，使教學者能更清楚、更有系統的說明詞

彙的差異，也使學習者能更有效地掌握這些相同的漢字在中華語中的不同

之處。另外，從同形詞教學的角度來觀察現有的漢語教材以及工具書，希

望能為改進現有的漢語教材及工具書提出建議。 

 

第二節 研究問題 

  以下三點為筆者在本研究中想要探討的題目： 

 

1. 通過語料庫的比較，進行來自日語的漢日語詞類對比，從日語來的

漢語同形詞在漢語裡詞類分布如何。 

2. 通過漢日語同形詞的詞類與及物性之異同對比分析，設計測驗推論

                                                 

3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kiwi1/mkiwi.sh 總詞數4,892,324，總字數7,949,851。 
4 「KOTONOHA 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 中納言」 http://chunagon.ninjal.ac.jp/ 

 最新版(2012年3月30日)總詞數: 長單位83,585,665，短單位104,911,464。（長單位 

 短單位會因為日語詞的計算單位而異，故請參照以上網頁。） 
5 本論文研究的同形詞基於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実藤恵秀)(1981)提供的《中国人が

認めた日本語来源の中国語（中國人所承認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彙）》一覽表。關

於這些同形詞，參閱第二章第一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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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是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之學習誤區。 

3. 利用上述的對比分析結果測試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他們在

同形詞的詞類與及物性上的判斷有哪些誤區。 

    4. 對教材及工具書編寫建議。 

 

第三節 術語解釋 

一、同形詞 

    本論文所要研究的詞彙為日語裡由漢字所構成的詞，可能在歷史上歷

經多次改變，但是只要其來源在康熙字典裡為相同的字，不論現今其字形

為何，本論文皆定義為同形字。 

 

二、詞類 

    詞類就是詞性，亦即日語的「品詞」(ひんし：hinshi)。漢語詞類包

括：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

詞、象聲詞、嘆詞
6
。日語詞類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数詞、助数詞

(相當於漢語的量詞)、代名詞、副詞、接続詞(相當於漢語的連詞)、助詞
7
、感動詞(相當於漢語的嘆詞)、連体詞

8
、助動詞

9
。 

 

三、及物性 

  是指在句子中，「施事」(agent)的動作、狀態、變化影響到「受事」

(patient)、「範圍」(range)、「目標」(recipient)
 10
之程度。換句話說，在

                                                 

6 漢語詞類出自《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劉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 
7 亦稱「後置詞」，有些是格位標誌(case marker)，有些相當於漢語的語氣助詞。 
8 修飾名詞的詞，與形容詞不同，不能當述語。 
9 例如，「です」、「だ」。名詞後加助動詞成為述語。 
10 「施事」(agent)、「受事」(patient)、「範圍」(range)、「目標」(recipient)， 

 這些術語來自鄧守信(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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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語 + 動詞 + 名詞」句型裡，如果「主語」影響到「名詞」的程度高

的話，其「動詞」的及物性高。另外，及物動詞，在結構上，動詞後出現

直接受詞。 

 

四、華語／漢語 

  指以官話為基礎的漢族的共同語言，在中國又稱普通話，在台灣又稱

國語。因為本論文不討論方言，所以在此「中文」意指華語／漢語。 

  在日語裡「漢語(かんご:kango)」指的是由漢字構成的詞，並且其念

法用漢字當初傳入日本時的日式古代漢語發音「音読み (おんよ

み:onyomi)」。本論文裡的漢語意指中文／華語。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來自日語的同形詞 

一、來自日語的同形漢字詞彙 

    沈國威(1994: 62-64)介紹高名凱和劉正埮《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
1
裡

「日語借用詞」的三種分類： 

 

1) 純粹的日語詞 

    場合、場面、支配、體驗、取締、取消、…等91個 

2) 中國古代詞，但日語再賦予了新意義2 之詞 

革命、文學、演說、保險、…等67個  

3) 近代的新翻譯詞 

美術、抽象、…等301個 

 

  但沈國威指出「支配、體驗、取消」等詞彙是日本接觸外來的概念而

產生的，所以這些詞被翻譯出來的可能性很高。他總結高名凱和劉正埮所

分類的「純粹的日語詞」裡，有些詞其實與「中國古代詞，但日語再賦予

新意義之詞」或「近代的新翻譯詞」之間有關聯性、共通性。 

  陳力衛(2012)在《和製漢語と中国語》裡提到來自日語的漢字詞彙包

含「和語 (わご：wago) 
3
」（例如，取締、組合、立場、入口、出口、広

                                                 

1 該書包含1,126個外來詞，其中來源於日語的詞是459個，佔三分之一以上。 

2 沈國威(1994: 25)也指出考證誰何時更新或附加意義是不容易的。例如，根據日本辭

典《改訂新版新字源》，「経済」的定義１說明是「経世済民」之省略寫法，定義２

說明是現代的「経済」（economy）的意義，但沒有說明何時附加economy之意。 

3 「日本原本使用的固有辭彙」，和語有的能用漢字寫出，但有的不能。而用漢字寫出

的和語應念成訓讀。「訓讀（日語：訓読み kun-yomi），是日文所用漢字的一種發音

方式，是使用該等漢字之日本固有同義語匯的讀音」。「相對的，若使用該等漢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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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打消、引渡、場合、見習、紫陽花）與「国字(こくじ：kokuji) 
4
」

（例如，「腺、瓩、竍、竏、竓、竕、竰、糎」），這些詞則彙屬於上述

的「純粹的日語」。 

  根據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実藤恵秀)(1981)和實藤惠秀(1982) (譚

汝謙、林啟彥譯)，研究指出在明治時代（1868年～），「當西洋新文化傳

入之際，［明清兩朝］西洋人所作的漢譯，在日本頗受歡迎」。 江戶時代

末期（～1867年）及明治維新（1866～1868年）時期，「日本除了通過中

國學習西洋文化之外，開始直接從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等地努力輸入

新文化」。而日本人用漢字創造新的詞彙，因為符合漢語構詞方式，於是

有部分詞彙在漢語中裡開始使用，至今仍繼續使用。 

  實藤提供的《中国人が認めた日本語来源の中国語（中國人所承認來

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彙）》一覽表包含784個詞，但本論文只針對雙字詞進

行研究。該表裡由三個字或四個字所組成的詞彙都不列入研究範圍，是因

為這些詞都是雙字詞前面或後面加一個字所構成的，或是兩個雙字詞的組

合。另外，該表中的「由於、基於、對於、關於、成為、視為、認為」都

是與日語接觸後所翻譯創造出來的詞彙，因此也不列入來自日語的漢語雙

字詞彙裡。這個表包含高名凱、劉正埮與王立達三名中國學者 所認定來

自日語的詞彙，但有些中國學者對這些詞彙之認定持反對的意見。例如，

邵榮芬主張，「服從、希望、記錄、命令、破產、解放、假設、交易、算

數、絕對、試驗、宿舍、新聞、材料、軍事、法則、關係、刑法、交流、

供給、鐵道、消化、相對」等詞彙是中國古代的詞彙，並非由日本人所創

造的。本論文的主要目的非考證詞彙的來源，因此邵榮芬主張的正當性與

否，不列入本論文的討論之中。  

 

二、同形詞的字形異同 

  何寶年 (2010：24)以中文漢字「每、天」與日文漢字「毎、天」為

                                                                                                                                              

初傳入日本時的漢語發音，則稱為音讀」。（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4 模仿漢字的字構創造的日式漢字，如「峠、榊、畑、辻、膵、腺、腟、瓩、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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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字形並不是完全相同，因此對這些有微小差異的字提出疑慮，不知是

否能分類到同形字
5
。另外，陳晨、許文平(2009)亦指出，在漢日語裡的漢

字字形的微小差異（如，中文簡體字的「反对」／日文的「反対」、中文

簡體字的「代表团」／日文的「代表団」）不容易引起重視，卻反而更容

易出現書寫上的偏誤。 

  在漢日語裡的漢字字形異同方面，馬鳳如(2009)按照字形的異同將漢

日語的漢字
6
字形分為7種，統計出各種類差異的字數，提供之統計數據如

下： 

 

表二-1 日文漢字與中文漢字(簡體字)之字形比較 (馬鳳如，2009) 

種類 字數 百分比 

1. 相同 1054 54.2% 

2. 類似 192 9.9% 

3. 中文漢字簡化，日文漢字沒有簡化 409 21% 

4. 日文漢字簡化，中文漢字沒有簡化 58 3% 

5. 異體字 60 3% 

6. 簡化方式不同 165 8.5% 

7. 日本的「国字(こくじ：kokuji)7」 7 0.4% 

合計 1945 100% 

 

  上條厚(1996)較中文漢字（簡體字）與日語漢字的異同。根據他的說

明，《新華字典》(商務印書館，1988年新訂第6版)與日本的《常用漢字

表》的字體都使用明朝體，因此他按照漢日語漢字的明朝體異同，統計同

                                                 

5  因為中日漢字之字形不同，因此何寶年以「同根語（どうこんご：dôkongo）」這術

語分析中日詞彙。 
6  馬鳳如比較的漢字是1965年1月30日中國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

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子形表》中的漢字和1981年10月1日日本內閣公布的「常用

漢字表」中的漢字（共1945字）。2010年6月7日，文化審議會改訂常用漢字，現在共

2136字。 
7
 「国字(こくじ：kokuji)」是在日本新創的漢字，表裡的7個是「込働峠畑塀匁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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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字，總共有692個。根據他的統計數字，在日本《常用漢字表》裡的漢字

中，與中文漢字（簡體字）相同的同形字只有35.58％，其他64.42％不是

同形字。根據馬鳳如提供的數據（表二-1），在日本《常用漢字表》裡的

漢字中的55.8％不是同形字。 

  如果用完全相同的同形字的標準來定義同形詞的話，可以做為研究對

象的同形詞變得很少。如果要找中文繁體字、中文簡體字、日文漢字三者

都相同的同形詞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本研究受試的日本漢語學習者，

有的受試者只熟悉中文繁體字，有的受試者只熟悉中文簡體字。因此，本

論文不考慮這些微小差異，只要其來源在康熙字典裡為相同的字，不論其

字形為何，本論文皆定義為同形字。因此，下列詞都是同形詞。 

 

表二-2 漢日語同形詞的漢字差異 

中文  

繁體字  

中文  

簡體字 

日文  

漢字  

 中文  

繁體字  

中文  

簡體字 

日文  

漢字  

廣場 广场 広場  共產 共产 共産 

現實 现实 現実  集團 集团 集団 

藝術 艺术 芸術  意圖 意图 意図 

義務 义务 義務  總體 总体 総体 

規範 规范 規範  會話 会话 会話 

傳統 传统 伝統  樂觀 乐观 楽観 

 

  除了上述中日文漢字簡化的差異之外，還需考慮日語裡漢字詞彙新舊

寫法的差異。日本的國語審議會在1956年發表「同音の漢字による書きか

え(同音漢字的代替寫法)」報告指出「當用漢字」之外的漢字詞彙以同音

漢字代替的寫法方針
8
。 

                                                 

8 根據網頁《維基百科[Wikipedia中文版]（http://zh.wikipedia.org/）》，「當用漢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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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有些同形詞的詞彙產生寫法上的差異。例如： 

 

Ａ 中文簡體字與日語新寫法一致 

中文  日文   中文  日文 

繁體(簡體)   舊寫法→新寫法 繁體(簡體) 舊寫法→新寫法 

防禦（防御） 防禦→防御  日蝕（日食） 日蝕→日食  

註解（注解） 註解→注解   颱風（台风） 颱風→台風 

讚美（赞美） 讃美/讚美→賛美 

 

Ｂ 中文與日文新寫法不一致，但漢字的中文發音一致 

Ｂ1 中文漢字與日文新寫法漢字有共同的部件 

中文  日文   中文  日文 

繁體(簡體)   舊寫法→新寫法 繁體(簡體) 舊寫法→新寫法 

    侵蝕（侵蚀） 侵蝕→侵食  稀薄（稀薄） 稀薄→希薄 

訓誡（训诫） 訓誡→訓戒  保姆（保姆） 保姆→保母 

拇指（拇指） 拇指→母指     聯絡[連絡]    聯絡→連絡9 

      (联络[连络]) 

 

Ｂ2 中文漢字與日文新寫法漢字沒有相同的部件 

中文  日文   中文  日文 

繁體(簡體)   舊寫法→新寫法 繁體(簡體) 舊寫法→新寫法 

交叉（交叉） 交叉→交差   編輯（编辑） 編輯→編集 

 

Ｃ 中文與日文新寫法不一致，而漢字的中文發音也不一致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在同盟國的佔領下，於1946年（昭和21年）11月16

日由日本內閣發佈的《當用漢字表（当用漢字表）》中所公佈的漢字，共計1850

字。」後來，「以1981年10月1日，日本內閣公布的「常用漢字表」中的漢字為標

準。」（共1945字）。2010年6月7日，文化審議會改訂常用漢字，現在共2136字。 
9 中文的「聯絡（联络）」與「連絡（连络）」都存在於中文語料庫裡，因此跟日文新

寫法的「連絡」是同形詞。繁體字的「聯絡」、「連絡」的數量，各為241、80個(中

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4.0版)，簡體字的「联络」、「连络」的數量，各為5476、42個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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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1 中文漢字與日文新寫法漢字有共同的部件 

中文  日文   中文  日文 

繁體(簡體)   舊寫法→新寫法 繁體(簡體) 舊寫法→新寫法 

 諷刺（讽刺） 諷刺→風刺  輪廓（轮廓） 輪廓→輪郭 

 屍體（尸体） 屍體→死体  短篇（短篇） 短篇→短編  

輔導（辅导） 輔導→補導  智慧（智慧） 智慧→知恵 

 

Ｃ2 中文漢字與日文新寫法漢字沒有相同的部件 

中文  日文   中文  日文 

繁體(簡體)   舊寫法→新寫法 繁體(簡體) 舊寫法→新寫法 

毀損（毁损） 毀損→棄損  障礙（障碍） 障礙／障碍→障害 

鞏固（巩固） 鞏固→強固  崩潰（崩溃） 崩潰→崩壊 

饒舌（饶舌） 饒舌→冗舌  尖端（尖端） 尖端→先端 

抽籤（抽签） 抽籤→抽選  腐爛（腐烂） 腐爛→腐乱 

睿智（睿智） 叡智→英知    偏頭痛（偏头痛） 偏頭痛→片頭痛 

 

  在如上的詞彙裡，本文的漢日語共同詞包含Ａ類的詞彙（中文簡體字

與日文新寫法相同的詞彙）。Ｂ１類的詞彙(中文與日文新寫法不一致，但

漢字的中文發音一致，並且中文漢字與日文新寫法漢字共有共同的部件)分

為「準同形詞」，納入測試詞彙。原因是Ｂ１類的詞彙裡中文漢字與日文

新寫法的漢字有相同的部件，筆者認為Ｂ１類的詞彙在中日之間容易辨

識。上述的分類與難易度，對學習者而言是否恰當，筆者認為這也值得未

來再深入探討。  

 

三、日語詞類  

    李于錫 (2002)進行日語和韓語之間同形漢字詞彙的詞類研究。他在決

定日語漢字詞彙的詞類時，參考四本日語詞典，若這四本日語詞典之間有

詞類認定上的差異，再經過網路上的日語報紙「毎日新聞」和搜尋引擎日

文版「Infoseek」和「Goo」的驗證來判斷。李于錫(2002:52-55)日語漢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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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的詞類認定方式如下(筆者將原文翻譯成以下的中文)： 

 

1) 名詞性 

a. 能加格位後置詞 10「を(o)」、「が(ga)」、「に(ni)」等 

      愛情を  愛情が   愛情：名詞 

      *独特を  *独特が  独特：不能當名詞 

 

     b. 能直接修飾後面的名詞，即修飾後面的名詞時不需要加「な(na)」 

          有名歌手   有名選手  有名：可當名詞 

      *偉大人物  偉大な人物  偉大：不能當名詞 

 

     c. 能加後綴「的(てき:teki)」11 

       良心的  穏健的   良心、穏健：可當名詞 

      *果敢的  *切実的  果敢、切実：不能當名詞 

 

2) 動詞性 

    a. 能加「する(suru)」變成動詞 

       移動する  歓迎する   移動、歓迎：可當動詞 

      *幸福する  *名人する   幸福、名人：不能當動詞 

 

     b. 詞彙意義有「動作、作用」之意 

                                                 

10   case marker/postposition, 日語一般稱為「助詞(じょし：joshi)」 
11  後綴(suffix)「的(てき:teki)」能接在由漢字所構成的名詞或準名詞(有名詞性的詞)之

後。 



來自日語的同形詞對日本漢語學習者的影響之研究 

12 

       常習する[上癮/習慣成癮] 

 

3) 形容詞性 

     a. 能當「ナ(na)形容詞」，即有詞尾變化「な(na)、に(ni)、で(de)」

等 

       自由な表現[自由的表達方式]       自由：形容詞 

       *約束な時間   約束の時間[約定的時間]   約束：不能當形容詞 

 

     b. 能當「タリ(tari)形容詞」，即有詞尾變化「たる(taru)、と(to)」 

      確固たる信念[堅定的信念/信心]  確固：形容詞 

     *発展たる社会  発展する社会[要發展的社會]  

発展：不能當形容詞 

 

     c. 詞彙意義有「性質、狀態」之意 

      安定[穩定/安定/平穩] 倹約[節儉/節約/節省] 

 

4) 副詞性 

     a. 即使沒有「に(ni)」、「と(to)」也可修飾謂語 

       全然分からない[完全不懂]  全然：副詞 

      今日は特別暑い[今天特別熱]  特別：副詞 

 

     b. 有副詞用法 

      最近結婚した[最近結婚了]   最近：可當副詞 

      全部食べた[全部吃了]    全部：可當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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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的日語漢字詞彙的詞類認定方式，除了使用日語語料庫的詞類

標誌以外，也參考李于錫的這份研究結果與詞類認定方式。同時，也利用

電子辭典「CANON wordtank G90」 裡的日語、日中、日英辭典等和搜尋

引擎日文版「Yahoo!」、「Google」和中文繁體版（台灣）Yahoo!、

Google認定。 

 

四、漢日語詞類對比 

  漢語詞類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代詞、副詞、介

詞、連詞、助詞、象聲詞、嘆詞
12
。日語詞類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

数詞、助数詞(相當於漢語的量詞)、代名詞、副詞、接続詞(相當於漢語的

連詞)、助詞
13
、感動詞(相當於漢語的嘆詞)、連体詞

14
、助動詞

15
。下面表

二-3表示漢日語詞類的對應關係。 

 

 

表二-3 漢日語詞類對比 

漢語詞類 日語詞類 

名詞 名詞 

代名詞 

数詞 

助数詞 

代詞 

數詞 

量詞 

動詞 動詞 

形容詞 形容詞 

形容動詞 

副詞 副詞 

(擬音語/擬声語) 象聲詞 

連詞 接続詞 

嘆詞 感動詞 

                                                 

12 漢語詞類出自《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劉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 
13 亦稱「後置詞」，有些是格位標誌(case marker)，有些相當於漢語的語氣助詞。 
14 修飾名詞的詞，與形容詞不同，不能當述語。 
15 「です」、「だ」。名詞後加助動詞成為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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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詞 

  結構助詞 

  動態助詞 

  語氣助詞 

 

 --------  

  --------  

助詞(終助詞) 

介詞 助詞(格助詞) 

-------- 連体詞 

 -------- 助動詞 

 

  關於名詞，有些日語的分類法將代名詞（相當於漢語「代詞」）、数

詞（相當於漢語「數詞」）、助数詞（相當於漢語「量詞」）分為名詞。 

  日語「形容動詞」是形容詞之一種，與日語「形容詞」變化不同，因

此有區分。在日語教學語法上，一般來說，「形容詞」叫做「い形容詞」，

「形容動詞」叫做「な形容詞」。 

  相當於漢語「象聲詞」的日語「擬音語/擬声語」在日語詞類分類上是

「状態副詞」之一種，屬於副詞。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將漢語的助詞分類成三種：結構助詞、

動態助詞、語氣助詞。之中，漢語的語氣助詞與日語的助詞之一「終助詞」

相似，都表達語氣。觀察下面例子： 

 

    (1) 你是林先生吧?  

        (2) あなたは林さんですね？ 

 

  漢語的介詞(preposition：前置詞)跟日語助詞之一種的「格助詞」

(postposition：後置詞)相似。先觀察下面例子： 

 

    (3) 從台北到高雄可以坐飛機去。 

        (4) 台北から高雄まで飛行機で行け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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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的介詞放在名詞前，但「格助詞」放在名詞後。因為放在名詞後的

「格助詞」表達該名詞在句子裡是甚麼格位，因此「格助詞」亦稱格位標

誌(case marker)。 

  日語「連体詞」是修飾名詞的詞，與日語形容詞不同，沒有詞尾變

化，也不能當述語。 

  日語「助動詞」必須接在其他詞之後才表達某種意義，無法單獨構成

句子。 

 

第二節 漢日語同形詞之偏誤 

一、母語影響 

  吳麗君(2002)研究日本學習者對漢語詞彙偏誤，她將詞彙偏誤現象及

產生的原因分類成三種，母語影響、已有的語言知識的干擾、迂迴表達。 

  關於母語影響，她提到同形詞、異形詞、文化習慣的影響。她更進一

步地將漢日同形詞分為同形不同詞性(詞類) 、同形近義、同形異義、同形

詞搭配、同形詞的色彩
16
來進行分析。 

  關於同形不同詞性(詞類)，吳麗君指出這一類偏誤是比較隱性的。因

此，她主張： 

 

因為，學生們很容易被詞形詞義迷惑，而忽略了詞性差異。日本學生

在學習時要加強詞性的辨析，否則，受日語詞性的影響，很容易產生

偏誤。（吳麗君，2002，113頁） 

 

  吳麗君舉日本漢語學習者的使用「經驗」一詞所產生病句： 

 

                                                 

16  此處所謂的「色彩」意指褒義與貶義、書面語與口語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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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這四年間，我經驗了很多事，也得了很多好朋友們。  

 

  她指出「經驗」在漢語裡只能作名詞使用，但是日語的「経験」的詞

類是動詞與名詞的兼類，因而在本句應將「經驗」改為「經歷」。 

  她提到魯健驥(1999)在《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詞語偏誤分析》的結果：

「曾對學過半年多漢語的日本學生的口語作業作過一個調查，發現詞彙偏

誤占80%左右」。同時她引用潘鈞的《關於中日同形詞語法差異的一次考

察》的結果「僅就基本詞彙來說，中日同形詞之間詞類上有差異的就占近

三分之一之多」。她得出的結論是「日本學生受日語詞詞性的影響，在運

用中按日語詞性來套用漢語，出現差錯在所難免。」 

  她另外舉日本學生在中文詞彙上犯錯的例子： 

 

    (6)*導演是世界上有名的斯皮爾伯格，他從來攝影很有名的電影。 

 

  她指出，「攝影」是「Ｖ＋Ｏ」結構，這類結構的詞在中文裡一般不

帶賓語，所以應該將「攝影」改為「拍攝」。筆者認為日本學生學習漢語

的時候也應該學習構詞結構的知識，學習正確的詞類概念以及語法。筆者

也同意她的分析，除了中日同形詞之間詞類上有差異以外，也需要強調及

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等涉及語法的差異。 

  吳麗君描述中日同形近義詞很「容易使人迷惑」。吳麗君舉的日本學

生在中文詞彙上犯錯的例子如下： 

 

(7) *因為「好吃」這個詞兒一般用於食品，所以「好吃的生活」不可以

說正確的日語表現。 

 

 (8) *我來中國多年，所以很熟悉中國的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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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將「表現」改為「表達」，應將「情報」改為「國情」或「情

況」。她指出： 

 

因為這類漢字詞在學生頭腦裡已根深蒂固，在初學時很難與漢語詞 

區分開來，因而學生需要表達某種意思時常常會不假思索地直接使用

這類詞，引起偏誤。(吳麗君，2002，115) 

 

  關於同形異義詞，吳麗君舉的日本學生在中文詞彙上犯錯的兩個例子

如下： 

 

        (9) *下課以後我去超市買了很多野菜，有油菜、西紅柿什麼的。 

 

(10) *因為北京有很多沒看過的東西，而且有歷史上我知道的名勝古  

跡的實物，我看了以後覺得非常感激。 

 

  應將「野菜」改為「蔬菜」，應將「感激」改為「感動」。吳麗君指

出日語的「野菜(やさい)」等於漢語的「野生的菜/山菜」、日語的「感激

(かんげき)」等於漢語的「感動」。她分析這些錯誤原因是受到「先入為

主的母語影響，稍不注意，也會形成偏誤」，但她沒有提到這種偏誤是學

習哪一個程度的日本學習者常犯的錯誤。  

 

二、同形詞的誤區 

  王順洪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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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日同形詞中,同義詞所佔比重相當大，約達三分之二以上，而且，主

要是名詞。……但是，切不可忘記，漢日同形同義詞對日本人學習語

言，還存在著極其隱蔽的誤區。這就是，有一小部份漢日同形同義詞

對，雖然在寫法與意思上，漢語與日語相一致，但詞性並不一致。(王

順洪，1999，19頁) 

 

1. 同形同意詞的詞類差異 

   王順洪(1999)舉出一些來說明「日本學習者只知道漢日同形同義，而未

注意其中詞性的差別，仍按動詞使用，結果出現了偏誤」。舉的另一個病

句為例： 

 

(11) *在北大，因為充實生活，我們都愉快。 

    (在北大，因為生活充實，我們都愉快。) 

 

王順洪指出「充實」的漢日語意思雖然完全相同，但在這句子裡，應

該做為形容詞使用，而「充實」在日語裡並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王順

洪(2008)舉的另一個病句例子如下： 

 

(12) *在中國經驗了許多事情。 

    (在中國經歷了許多事情。) 

 

  他指出漢語的經驗只能當名詞使用，但日語的「経験」可以當名詞使

用，也可以當動詞使用，因此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容易將漢語的

「經驗」作為動詞而誤用 

 

2. 漢日同形近義詞中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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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順洪將同形近義詞分類成三種：  

 

a）漢語詞的內涵和適用範圍大於日語。 

例如：培養、對象、意見、緊張。 

 

b）日語的內涵和適用範圍大於漢語。 

例如：地方、兄弟、講師、茶碗、移動、情報。 

 

c）日語與漢語含義相近但並不重合。 

例如：講義、表現、提出、質問、批評。 

 

3. 漢日同形異義詞中的誤區 

  王順洪舉的例子如下： 

 

手紙、愛人、汽車、娘、役人、料理、馬鹿、注文、先輩、後輩、進

出、留守、結構、檢討、試驗、丈夫、新聞、便宜、勉強、近代、出

身、主人、家內、研究生、監督、就職、組合、約束、用意、是非、下

流、社員、野菜、用心。 

 

  根據王順洪(1999:24)的說明： 

 

因為這類漢日同形詞所包含的漢語與日語意思的反差太大

了，……所以，儘管日本人初學漢語時容易進入這個誤區，但一

旦明白了這些詞彙的漢語意思與日語意思的差別是如此之大，就

會極為深刻地印在腦海中，容易保持高度警覺，不再重蹈誤區。



來自日語的同形詞對日本漢語學習者的影響之研究 

20 

（王順洪，1999，24) 

 

  他更進一步說明，由於形同義同但詞性不同所造成的誤區最為隱蔽，

不易識別，但涉及的詞彙量不大。同形近義詞中的誤區涉及的詞彙量，出

現頻率最高，誤入者最多。同形異義詞中的誤區最明顯，比較容易引起注

意。筆者也同意王的看法，但如果有比較明顯的數據則更有說服力。 

 

第二節 漢日語語義對比 

一、同形詞分類 

  小森和子(2010: 32-38)為了研究以中文為母語的日文學習者的同形詞

的認知處理，介紹日本文化廳(1978)的日文漢字詞彙跟中文詞彙的分類，

Ｓ、Ｏ、Ｄ、Ｎ四種分類。首先，Ｎ類詞（Nothing）是在日文裡有，但中

文裡沒有的詞彙，因此Ｎ類詞不是漢日同形詞。Ｓ類詞（Same）是漢日語

語義幾乎相同的同形同義詞。Ｄ類詞（Different）是漢日語語義完全不同

的同形異義詞。Ｏ類詞（Overlapping）是漢日語語義部分重疊的同形近義

詞。漢日語同形詞的Ｓ、Ｏ、Ｄ三種分類的圖如下（以灰色表示「共同語

義」）： 

 

 

 

圖二-1 漢日語同形詞的語義異同之分類(小森和子，2010) 

 

   S類詞       D類詞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O類詞(1)                 O類詞(2)                O類詞(3) 

 

 

  Ｏ類詞可分為三種。Ｏ類詞(1)是日文語義範圍比中文語義範圍大，因

此Ｏ類詞(1)的詞日文詞有中文沒有的「特有語義」。Ｏ類詞(2)是中文語

意範圍比日文語義範圍大，因此Ｏ類詞(2)的詞中文詞有日文沒有的「特有

語意」。至於Ｏ類詞，三種之間哪一種難度高，還無法決定。Ｏ類詞(3)，

除了「共同語義」之外，漢日語各有「特有語意」。根據小森和子的文獻

探討，從語義的角度來看，難度最高的是Ｏ類詞，接下來是Ｄ類詞，不難

的是Ｓ類詞。關於Ｏ類詞，三種之間哪一種難度高，還無法決定。 

 

二、同形詞之類型比率 

    劉富華(1998)從語義角度將漢日同形詞分成三類：第一類同義同形詞

為Ｓ(Same)類，第二類異義同形詞為Ｄ(Different)類;第三類是語義異同

交錯的同形詞為Ｏ(Overlap)類。 

 

(1) Ｓ類：同義同形詞 

  劉富華提供的在漢語水平考試(HSK)大綱甲乙丙三級裡的漢日同形詞的

比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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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4 HSK大綱甲乙丙三級裡的漢日同形詞比率 (劉富華，1998) 

  中日同形詞 

個數 

中日同形詞 

百分比 

甲級單詞數 1101 634 
57.58%17 

乙級單詞數 2017 1083 53.69%   

丙級單詞數 2140 1186 
55.42%18 

三級單詞總數 5258 2991 56.88%   

 

    劉富華也覺得從嚴格意義的角度來看，在漢日語兩種語言裡，語義完

全相同的詞彙幾乎不存在，「即使兩個詞概念意義相同，在色彩意義或語

用上總會有所不同。」因此，他將語義相近的詞也歸到Ｓ類（同義同形

詞）中日同形詞範圍，同時舉例如下： 

 

Ｓ類甲級詞：教育 今年 民族 教室 健康 體育 團結  

文學 物理 將來 成績 出發 電話 動物（等594個） 

[占Ｓ類甲級日中同形詞（634個）的93.69%] 

 

    Ｓ類乙級詞：結婚 教授 保險 報告 本質 景色 貨幣 

 全場 成功 成果 傳統 具體 絕對 封建（等103個） 

[占Ｓ類乙級日中同形詞（1083個）的9.51%] 

 

    Ｓ類丙級詞：百貨 背景 才能 倉庫 赤道 傳說 代理 

 島嶼 地震 電器 副食 觀念 製作 蛋白質（等987個） 

                                                 

17  劉富華提供的百分比是65%，筆者計算後修正。 
18  劉富華提供的百分比是50%，筆者計算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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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Ｓ類丙級日中同形詞（1186個）的83.22%] 

 

  劉富華也討論Ｄ類（異義同形詞）與Ｏ（語義異同交錯的同形詞），

但是沒有提供其個數與百分比。括號[]裡的百分比是筆者由表二-4的數據

計算得出。 

  劉富華指將Ｓ類詞(同義同形詞)分成三種；Ａ同義不同語義範圍、Ｂ

同義不同語義重點、Ｃ同義不同用法。根據劉富華，「雖然同義同形詞的

概念義和色彩義基本相同，但絕不能因此而視之為相等，其間的同中之異

很多。」因此，他強調需要在對外漢語詞彙教學上，以漢語的角度說明清

楚漢日語裡的同形詞即使在同義的情況下也有其不同之處。他舉的例子如

下，「不同語義範圍」、「不同語義重心」、「不同用法」、「不同詞性

及不同義位搭配」、「不同語用對象」等。 

 

(2)Ｄ類：異義同形詞 

  關於Ｄ類(異義同形詞)，劉富華說明： 

 

分析Ｄ類詞的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有助於我們把握這些詞與漢語的

內在聯繫與區別，從而更準確更深刻地認識和領會詞義，使漢語詞彙

教學不但是詞彙量的增加，而且深入到漢語的構詞特點，漢語與其母

語的聯繫與區別的層面。（劉富華，1992，42頁） 

 

另外，雖然他提到這Ｄ類同形詞的數量不多，但沒有提供數據。 

 

(3) Ｏ類：語義異同交錯的同形詞 

  劉將Ｏ類(語義異同交錯的同形詞)分成下列三種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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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漢語（Ｈ）日語（Ｒ）共有某些義項，漢語又另外具有日語        

所沒有的義項。 

    例子：對象(乙級) ＨＲ：客體、認識或行為的目標 

                        Ｈ：戀愛的對象 

 

Ｂ 漢語（Ｈ）日語（Ｒ）共有某些義項，日語又另有義項與漢語

不同。 

   例子：單位(乙級) ＨＲ：數量基準、部門、組織 

                       Ｒ：學分 

 

Ｃ 漢語（Ｈ）日語（Ｒ）既共有某些義項，互相統一，同時漢日

語又各自別有義項互相對立。 

   例子：意見(甲級) ＨＲ：意見、想法 

Ｈ：不滿、不同看法 

Ｒ：勸告 

 

  根據中日同形詞的詞義，曲維(1995)將中日同形詞分為以下三大類： 

 

    Ａ類 中日詞義基本相同的 

    Ｂ類 中日詞義局部相同的 

    Ｃ類 中日詞義完全不同的 

 

曲將《日本語教育指導参考書：日本語教育基本語彙七種比較対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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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編，1982）中的「二字中日同形音讀語
19
」上面Ａ、

Ｂ、Ｃ的標準加以分類之後，計算出各類詞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表二-5 二字中日同形音讀語 (曲維，1995) 

詞義 詞數 ％ 

A 基本相同 1085 87.53 

B 局部相同 206 9.95 

C 完全不同 52 2.52 

合計 2063 100.00 

 

三、小結 

  日本文化廳(1978)的日文漢字詞彙跟中文詞彙的分類，Ｓ、Ｏ、Ｄ三

種同形詞分類與各學者（小森和子(2010)、劉富華(1998)、曲維(1995)）

的分類的相關關係如下： 

 

表二-6 Ｓ、Ｏ、Ｄ三種同形詞的分類 

      學者 

分類         

小森和子 

(2010) 

劉富華 

(1998) 

曲維 

(1995) 

Ｓ類 

(Same) 

(同形同義詞) 

Ｓ類 

漢日語語義幾乎

相同的同形同義

詞 

Ｓ類Ａ 

同義不同語義範圍 

Ａ類 

中日詞義基

本相同的 
Ｓ類Ｂ 

同義不同語義重點 

Ｓ類Ｃ 

同義不同用法 

                                                 

19 「音讀，是日文所用漢字的一種發音方式，係保留該等漢字當初傳入日本時的漢語發

音。相對的，若使用該等漢字之日本固有同義語匯的讀音，則稱為訓讀。」（來自 

音讀－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二字中日同形讀音語」是用音讀構成的雙字漢

日同形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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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類 

(Overlapping) 

(同形近義詞) 

Ｏ類(1) 

日文語義範圍比

中文語義範圍大 

Ｏ類Ｂ 

漢語日語共有某

些義項，日語又

另有義項與漢語

不同。 

Ｂ類 

中日詞義局

部相同的 

Ｏ類(2) 

中文語意範圍比

日文語義範圍大 

Ｏ類Ａ 

漢語日語共有某

些義項，漢語又

另外具有日語所

沒有的義項。 

Ｏ類(3) 

除「共同語義」

外，漢日語各有

「特有語意」 

Ｏ類Ｃ 

漢語日語既共有

某些義項，互相

統一，同時漢日

語又各自別有義

項互相對立。 

Ｄ類 

(Different) 

(同形異義詞) 

Ｄ類 

漢日語語義完全

不同的同形異義

詞 

Ｄ類 

異義同形詞 

Ｃ類 

中日詞義完

全不同的 

 

  關於Ｄ類，三位學者的分類相同，就是同形異義詞。關於Ｏ類，曲維

不將Ｏ類同形詞分類，但小森和子與劉富華從漢日語的詞義異同的角度將

Ｏ類同形詞來分類為三種。 

    關於Ｓ類同形詞，小森和子與曲維沒有將Ｓ類同形詞分類，但是劉富

華分三種，劉富華提供的各類的例子如下： 

 

Ｓ類Ａ（同義，不同語義範圍）： 

  概念意義相同，在語用上語義所指範圍不盡相同。 

  例：兄弟  

 「兄弟」漢語指男性同輩關係，而日語不僅指男性同輩女性也

可稱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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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類Ｂ（同義，不同語義重點）： 

  概念意義相同，但語義重點在不同義項或不同義位上。 

  例：住  

 例如「住」，日語語義重心是長久居住，（短住為    

「泊」），漢語「住」 語義重心是「停留」、「停止」，長住短

住都可以用「住」。  

 

Ｓ類Ｃ（同義，不同用法）： 

同義同形詞的義項及各義項語義內容完全相同，在具體用法上又不

盡相同。 

   例：運動 

 「運動」在概念意義上［漢日語］兩詞相同。「運動員」在日

語指為競選者拉選票的人，［這種］用法漢語沒有。 

 

  劉富華將概念意義與語義、義項分開做出上面的Ｓ類同形詞（同形同

義詞）的分類，與原來的日本文化廳(1978)的分類不同。按照小森和子的

分類，上面的劉富華舉的例子「兄弟、住、運動」都可以分類為Ｏ類(1)

（日文語義範圍比中文語義範圍大）同形詞。從漢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

將概念意義與語義、義項分開並不是很簡單、實用，因此本論文在詞義方

面採用小森和子的分類。如果劉富華舉的例子「兄弟、住、運動」分為Ｓ

類同形詞（同形同義詞），學習者有可能忽略漢日語同形詞的異同而容易

誤解或誤用。 

 

第三節 漢日語詞類與及物性對比 

一、詞類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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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淑玲(1995)指出日語中的漢字詞大部分是名詞，兼類詞也多，大部

分的名詞後面帶「する」構成動詞，因此漢日語同形詞在詞類方面的不同

錯綜複雜。根據漢日語同形詞的詞類差異，她將日語同形詞分為兩大類

（一）詞性不完全相同、（二）詞性完全不同，再將該兩大類各別予以分

類： 

 

(一)詞性不完全相同 

1. 在日語中是名詞，後續「する」構成動詞，而在漢語中只具備

動詞性能。這類詞很多也很複雜，主要有兩類： 

(1)日語中是名詞，後續「する」構成「自動詞」(不及物詞)，

而漢語中卻是「他動詞」(及物動詞)。如: 「交流、出現、抵

抗、迷惑、痛恨、同意、勉勵、適合、出席、影響」等。 

(2)日語中是名詞，後續「する」構成自動詞，而漢語中兼有  

「自動詞」和「他動詞」的特性。如:「發展、發生、流行、

調和、逃避、成立、瓦解、感染、武裝、動搖」等。 

 

2. 在日語中是名詞，後續「する」構成「自動詞」，而在漢語裡

是形容詞兼動詞。如:「突出、繁榮、活躍、安定、同情、普及、

親近、充實、孤立、分散」等。 

 

3. 日語中是名詞，後續「する」構成動詞，在漢語中是名詞。如:

「會議、電話、經驗、戰爭、決心、信心、信號、設備、司令、意

圖」等。 

 

4. 在日語中僅是名詞，而漢語中既具有名詞的語法特點又具有動

詞的特性。如:「打擊、需要、參考、根據、經歷、病、銹、習

慣、圖、規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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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日語中僅是名詞，而漢語中是名詞兼形容詞。如: 「左、精

神、策略、科學、道德、標準、現實、民主、理智、理想」等。 

 

(二)詞性完全不同 

1. 日語中的「漢字詞」除名詞、名詞兼動詞外，名詞兼「形容動

詞」、「形容動詞
20
」等為數也不少。 

(1)日語中是「形容動詞」，漢語中是形容詞。如:「明朗、深

刻、激烈、新鮮、貴重、奇妙、溫順、流暢、唐突、穩當」

等。 

(2)日語中是名詞兼「形容動詞」，漢語中是形容詞。如 : 

「正直、壯麗、健康、明確、親切、熱心、複雜、簡單、尖

銳、輕快」等。 

(3)日語中的名詞兼「形容動詞」或「形容動詞」在漢語中具

有副詞的性能。如:「確實、的確、徐徐、同樣、非常、極

端、恰好」等。 

 

2. 日語中是名詞，後續「する」構成動詞，而在漢語中是形容詞。

如:「緊張、熟練、興奮、緊迫、超脫、勤奮、糊塗、樂觀、溫

存、悲觀」等。 

 

3. 日語中是名詞，漢語中是形容詞，如:「積極、消極、客觀、

正統、壯觀、美觀、反動、景氣、下賤、平常」等。 

                                                 

20 范淑玲說明「日語中的「形容動詞」表示事物的性質、狀態和漢語的形容詞具有相同

的語法機能，所以大部分「形容動詞」在漢語中幾乎都有形容詞的性能，也有少量的

相當於副詞的詞。」可以算形容詞之一，亦稱「な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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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語中是名詞，漢語中是動詞。如:「想念、危害、平衡、憐

憫、娛樂、催眠、犧牲、賄賂、自治、衝擊」等。 

 

  范范淑玲主張日漢「同形詞」存在的差異，是學習者必須去學習並了

解的，如果學習者能夠充分地掌握其差異性，相信在學習時就能更快、更

確實地了解其涵意進而也更能正確的表達出心中所想。 

 

二、詞類異同與句法差異 

  吉田雅子(2011)研究以漢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的日語「漢語サ変動

詞
21
」使用偏誤時，介紹石堅、王建康(1983)的漢日語同形詞的「句法的差

異」(日語「文法のズレ」)分類： 

  

    Ａ 形容詞（中文）←→ 不及物動詞（日文） 

    例：「緊張，腐敗，衰弱，憔悴，熟練，繁栄，昂揚，興奮，混

雑，老成，徹底，一致，謙遜，一貫」 

 

    Ｂ 副詞（中文）←→ 動詞（日文） 

    例：「徹底，連続，一貫，一致」 

 

    Ｃ 形容詞（中文）←→ 形容動詞
22
（日文） 

    例：「純潔，健全，豊富，明確」 

 

                                                 

21 「由漢字字音構成的詞 + する」形式的動詞 
22  可以算形容詞之一，亦稱「な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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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及物動詞或不及物動詞（中文）←→ 不及物動詞（日文） 

    例：「撤退，分裂，成立，顛倒，瓦解，分化，通過，発展， 

武装，普及，団結，激怒，感動，満足，降伏，動揺，大敗， 

餓死，凍死，焼死」 

 

    Ｅ 及物動詞（中文）←→ 帶「に格」的不及物動詞（日文） 

    例：「反対，侵入，感謝，加入，潜入，命中，迎合，報復， 

同情，同意，投降，着手，適応，注意，対抗，賛成，従事， 

出席，参加，接近，感染，順応，信服，抗議，干渉，違反，満

足」 

 

    Ｆ 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中文）←→ 名詞（日文） 

    例：「打撃，損害，参考，犠牲，根拠，危害，関心，負債」 

 

    Ｇ 其他 

 

    Ｈ 名詞（中文）←→ 動詞（日文） 

 

  吉田雅子重新分類，並比較石堅、王建康提供的以漢語為母語者容易

犯錯的漢日語同形詞的詞類，她推論對以漢語為母語者來說，詞類的差異

容易產生偏誤，在上面分類裡，特別需要注意Ｈ類（中文是名詞，但日文

是動詞）、Ａ類（中文是形容詞
23
，但日文是不及物動詞）的同形詞。 

 

                                                 

23 吉田雅子特別強調需要注意非謂語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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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詞之句法異同 

  河村靜江(2005)從「句法的差異」(日語「文法のずれ」)的觀點，選

出一些漢日同形詞動詞來測試以華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她所說的「句

法的差異」就是「不及物動詞」 (日語「自動詞」)與「及物動詞」 (日語

「他動詞」)的差異，也可以說論元的差異。她根據上面的定義舉例，下面

是沒有「語法的差異」的例子： 

 

  (13)教師は学生の発音を矯正した。   教師矯正了學生的發音。 

 

    在上面的例子裡，日語動詞「矯正」帶賓格(accusative case：を

格)，是「SOV」句型。漢語則是「SVO」句型，漢語動詞「矯正」也帶賓

語，因此漢日語的論元一致。下面是有「句法的差異」的例子： 

 

  (14) その会社は多くの問題が発生した。   

*那家公司很多問題發生了。 

 

(15) *その会社は多くの問題を発生した。  

       那家公司發生了很多問題。 

 

  根據河村靜江的說明，在上面的例子裡，日語動詞「発生」帶主格

(nominative case：が格)，則帶主語，在日語中是「SV」句型。但是，漢

語動詞「發生」帶賓語，漢語是「SVO」句型，因此論元不一致。但，例句

中的「發生」是移位的問題(主詞後置的問題)，不是賓語的問題。 

  從「句法的差異」(論元差異)的觀點，她將測試的日語動詞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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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漢日語句法上沒有差異 

a. 日語帶賓格(accusative case：を格)，漢語是「SVO」

句型。「逮捕、予約、解雇、祝福、尊敬、治療、信頼」 

b. 日語帶主格(nominative case：が格) ，漢語是「SV」

句型。「故障」 

c. 日語帶與格(dative case：に格) ，漢語是「S + 介詞
24
 

+ O + V」句型。 「求婚、自首」 

 

 2. 在漢日語句法上有部分差異 

a. 日語帶賓格(を格)，但在漢語裡「SV」與「SVO」兩種句

型都可以。「修理、矯正、浪費、発揮、発明、確認」 

b. 日語帶與格(に格) ，但在漢語裡「SVO」與「S + 介詞 

+ O + V」兩種句型都可以。「移民、接近、出兵、着陸、

熱中」 

c. 日語帶主格(が格) ，但在漢語裡「SV」與「SVO」兩種

句型都可以。「発展、安定、餓死」 

 

 3. 在漢日語句法上有大差異 

a. 日語帶主格(が格) ，但在漢語裡只有「SVO」句型。

「発生、流行、焼死」 

b. 日語帶與格(に格) ，但在漢語裡只有「SVO」句型。

「参加、加盟、抵抗、違反、当選、感染、従事、反対、出

席、同情」 

 

                                                 

24 「對、向、跟、給、到、在」等對應日語的「に」的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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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需要判斷上面的38個動詞搭配「を,が,に」的日語句子是否正

確。河村靜江預測如果「句法的差異」大的話，受試者判斷的正確率低，

但實際測試的結果並非如此。 

 

四、及物性高低之要素 

  木村裕章(2004)討論漢語的「不及物動詞」與 「及物動詞」之分類

時，介紹Hopper & Thompson(1990)的及物性高低之要素的觀點（表二-

7）。表二-7下面是木村裕章解釋漢語動詞的及物性的說明以及例句： 

 

表二-7 及物性高低之要素 (Hopper & Thompson, 1990: 252) 

  High Low 

A Participants 2 or more participants 1 participant 

B Kinesis action non-action 

C Aspect telic atelic 

D Punctuality punctual non-punctual 

E Volitionality volitional non-volitional 

F Affirmation affirmative negative 

G Mode realis irrealis 

H Agency A hing in potency A low in potency 

I Affectedness of O O totally affected O not affected 

J Individuation of O O highly individuated O non-individuated 

 

    Ａ 參與者 Participants 

如果動詞帶賓語，就有主語與賓語兩個論元，因此其動詞是及物動

詞。也可以說只有一個論元的一元動詞的及物性低。 

 

    Ｂ 動作性 Ki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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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性動詞比非動作性動詞及物性高。他舉例來說明，「毆打」、 

「修理」等表達動作、行為的動詞比 「安慰」、「擔心」等表達

心理活動的動詞及物性高。可用被動句來確認這個現象，例如： 

 

    (16) 哥哥修理好了那個鍋爐。   

    (17) 那個鍋爐被哥哥修理好了。 

 

    (18) 母親一直擔心著孩子的前途。 

    (19) *孩子的前途被母親擔心著。 

 

  Ｃ 體貌 Aspect 

表示心理活動的「愛好」、「喜歡」等動詞不能帶表示完成(telic)

的體貌詞(aspect marker) 「了」，因此可視為及物性低的動詞，例

如： 

 

(20) 他愛好足球。 

(21) *他愛好了足球。 

 

  Ｄ 瞬時性 Punctuality 

表示瞬間動作的動詞(「毆打」等)比表示繼續狀態的動詞(「愛

好」、「喜歡」等)及物性高。 

 

  Ｅ 意圖性 Volitionality 

表示有意圖性的動作的動詞比非意圖性的動詞(「愛好」、「喜

歡」等)及物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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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 肯定 Affirmation 

木村認為肯定(affirmative)、否定(negative)的參數與及物性無關，

但也解釋是否能作否定形（是否能附加「沒」、「不」等）與動詞

的及物性或許有關。 

 

  Ｇ 語氣 Mode/Mood 

木村認為實現(realis)、非實現(irrealis)與及物性無關，但也解釋參

數與(Ｃ) 體貌或許有關聯。 

 

  Ｈ 施動者/施事者 Agency 

這項目基本上與(Ｅ)意圖性相同。關於不及物動詞，如果施事者

（施動者：agency）有自主性可以在句首，如果施事者沒有自主性

（如，表示存在、出現、消失），在句子裡的位置在動詞後面。例

子如下： 

 

(22) 他在前排坐著。 

(23) 前排坐著幾個人。 

 

  Ｉ 影響度 Affectiveness 

對賓語的影響度可以用被動句或把字句來測試，例如： 

 

    (24) 警察把學生毆打了一頓。 

    (25) *母親把小孩的前途擔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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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個別化 Individuation 

個別化就是賓語的限定性，可以用修飾賓語的成分是特定或不特定

來測試，例如： 

 

    (26) 警察逮捕了一名罪犯。 

    (27) 警察逮捕了這名罪犯。 

    (28) 警察逮捕了他。 

 

    (29) 那邊來了一個人。 

    (30) *那邊來了那個人。 

    (31) *那邊來了他。 

 

因為「來」是不及物動詞，沒有及物性，因此上面句子裡的「來」

不能帶「那個人」、「他」等特定的詞。 

 

  以上是木村裕章解釋漢語動詞的及物性的說明。關於項目Ｄ「瞬時性 

Punctuality」，他沒提供例句，因此筆者造出下列例句： 

 

    (32) 他們正在歐打那個人。 

    (33) *他們正在愛好和平。 

 

根據木村裕章的說明，「毆打」是「瞬間動詞」，「愛好、喜歡」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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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動的動詞是「持續動詞」
25
。因為「持續動詞」的及物性低，所以與

副詞「正在」不搭配。 

  此外，他沒有提供項目Ｅ「意圖性 Volitionality」的例句，因此筆

者造出下列例句： 

 

    (34) 她故意瞪那個人。 

    (35) *她故意愛好和平。 

 

如果沿用木村裕章解釋的方式，動詞「愛好」是非意圖性動詞，換言之，

低及物性的動詞，因此與副詞「故意」不搭配。 

 

五、小結 

  關於漢日語裡的同形詞的詞類以及及物性，各學者（范淑玲(1995)、

吉田雅子(2011)、河村靜江(2005)）的分類的對照表如下： 

 

表二-8   漢日同形詞的詞類與及物性對比分類（一） 

        學者 

例子 
范淑玲 

(1995) 

吉田雅子 

(2011) 

河村靜江 

(2005) 

明朗、豊富、 

新鮮 

(2-1-1) 

中: A  日: A 

(C) 

中: A  日: A 

 

逮捕、解雇、 

治療 

  (1-a) 

中: Vt  日: Vt 

故障   (1-b) 

中: V i  日: V i 

求婚、自首   (1-c) 

中: V i (S+介+O+V) 

日: V i 

 中:中文, 日:日文, A:形容詞, Vi:不及物動詞, Vt:及物動詞, 介:介詞 

                                                 

25 直接用木村裕章所用的術語「瞬間動詞」與「持續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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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8是在漢日裡詞類一致的同形詞的分類，范淑玲與吉田雅子只提

供詞類或動詞及物性不同的漢日語同形詞，兩者都以「中文：形容詞，日

文：形容動詞」的基準來認定在漢日語裡有詞類上的差異，但本論文將日

文的「形容動詞」(亦稱「な形容詞:na-adjective」)分為形容之一。因此，

表二-8裡的例子「明朗、豊富、新鮮」在漢日語裡沒有詞類差異。此外，

河村靜江只針對動詞及物性進行分析。下面的表二-9是漢日裡詞類不同的同

形詞的分類： 

 

表二-9   漢日同形詞的詞類與及物性對比分類（二） 

         學者 

例 
范淑玲 

(1995) 

吉田雅子 

(2011) 

河村靜江 

(2005) 

出席、參加、

違反、影響 

(1-1-1) 

中:Vt 日: V i 

(E) 

中: Vt  日: Vi 

(3-b) 

中: Vt 日: Vi 

移民、接近 (2-b) 

中: Vt (S+介+O+V) 

日: V i 

發展、瓦解、 

動搖、武裝、 

團結 

(1-1-2) 

中: Vt兼Vi 

日: V i 

(D) 

中: Vt或Vi 

日: V i 

(2-c) 

中: Vt兼Vi 

日: V i 

安定、分散、 

孤立 

(1-2) 

中: A兼V 

日: V i 

  

電話、經驗、

戰爭、決心 

(1-3) 

中: N  日: V 

(H) 

中: N  日: V 

 

打擊、參考、

犠牲、関心 

(1-4) 

中: V  日: N 

(F) 

中: V i/Vt 日: N 

 

標準、現實、 

民主、理想 

(1-5) 

中: N兼A 

日: N 

  

健康、親切、 

熱心 

(2-1-2) 

中: A 

日: N兼A 

  

確實、的確、

同樣 

(2-1-3) 

中:具有Adv 

日: N兼A/A 

  

 

緊張、興奮 
 - - - - - - - - - -  

悲觀、樂觀 

(2-2) 

中: A 日:V(Vi) 
- - - - - - - - - -  

(中: A 日: Vt) 

(A) 

中: A 日: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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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消極、

客觀、景氣 

(2-3) 

中: A  日: N 

  

想念、危害、 

犧牲 

(2-4) 

中: V  日: N 

  

連續 

 

 (B) 

中: Adv  日: V 

 

中:中文, 日:日文, A:形容詞, Adv:副詞, N:名詞, Vi:不及物動詞,  

Vt:及物動詞, 介:介詞 

 

  關於表二-9的范淑玲的分類（1-1-1）與吉田雅子的分類(E)「中文：

及物動詞，日文：不及物動詞」類，河村靜江從句法的角度將中文及物動詞

分類為「ＳＶＯ」和「ＳＶＯ／Ｓ+介詞+Ｏ+Ｖ」的兩類，其他兩位學者不

分類它。范淑玲分的種類較吉田雅子為多。原因是吉田雅子按照石堅、王

建康(1983)的漢日語同形詞的「句法的差異」(日語「文法のズレ」)分類，

有「其他」類，而吉田雅子並未「其他」類進行分類。 

  另外，范淑玲的分類（2-2）「中文：形容詞，日文：動詞」(例子

「緊張、興奮、樂觀、悲觀」)可以再分為兩類「中文：形容詞，日文：不

及物動詞」(例:「緊張、興奮」) 與「中文：形容詞，日文：及物動詞」

(例:「樂觀、悲觀」) 。 

  從表二-8與表二-9可得知，在動詞方面，漢日同形動詞的種類組合如

下： 

 

 中文：及物動詞    日文：及物動詞 

 中文：不及物動詞   日文：不及物動詞 

 中文：及物動詞    日文：不及物動詞 

 

但缺「中文：不及物動詞，日文：及物動詞」組合，從可以當「不及物述

語」的詞的角度來看，以「中文：形容詞，日文：及物動詞」組合（范淑

玲的分類（2-2）：例:悲觀、樂觀等）彌補這空位來進行分析、挑選測試

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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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漢語裡主語或賓語可以移位，所以不能只看詞序來決定及物

動詞或不及物動詞。像木村裕章(2004)沿用Hopper & Thompson(1990)的及

物性高低之要素的觀點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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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介紹(一)研究對象；(二)測試詞彙；(三)研究步驟。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為以日語為母語者，為了確認題目的妥當性請

以華語為母的華語老師同時測試。 

 

一、以日語為母語者 

  本論文共有44名以日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參與問卷調查，男14名，

女20名，這些受試對象有的目前住在台灣，有的則住在日本。42人居住過

台灣或中國，2人從來沒有居住過台灣、中國或其他華語地區。下面的表三

-1是日本受試者的漢語學習年數的分布： 

 

表三-1 日本受試者的漢語學習年數分布 

 未滿1年 1年以上 

未滿2年 

2年以上 

未滿3年 

3年以上 

未滿5年 

5年以上 

未滿10年 

10年以上 

 

初級 

男:4人  

女:10人  

 

7人 

 

3人 

 

3人 

 

1人 

  

中級 

男:3人  

女:11人  

 

5人 

 

3人 

 

3人 

 

2人 

 

1人 

 

高級 

男:7人  

女:9人  

  

1人 

 

3人 

 

2人 

 

6人 

 

4人 

 

  筆者以漢語檢定考、學習的漢語課本以及學習漢語的時間為劃分標

準，將受試者分為初、中、高級三個等級。筆者利用〈歐洲語言共同架構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CEFR)〉(Council of Europe, 2001)的能力描

述，將C2與C1分為高級，將B2與B1分為中級，將A2與A1分為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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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張莉萍(2007)的「TOP-Huayu vs.中國語檢定考試」圖；張莉萍、

陳鳳儀(2008)的「TOP測驗能力描述」表；以及林玲英、藍珮君(2011)的

「新版華語文能力測驗測驗等級、題型與題數分佈表測驗等級」表，筆者

整理CEFR、新版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舊版華語文能力測驗(TOP/TOP-

Huayu)、以及日本的中國語檢定試驗(中檢)的分級對照表如下: 

 

    表三-2 CEFR、TOCFL、TOP以及日本中檢的分級相關關係 

CEFR 

指標 

新版華語文 

能力測驗 

TOCFL 

舊版華語文 

能力測驗 

TOP 

舊版 

中國語檢定
試驗(中檢) 

新版1 

中國語檢定
試驗(中檢) 

C2 無 無 無 無 

C1 流利級 高等 7級 

6級 

5級 

1級 

2級 

2級 

1級 

準1級 

準1級 

B2 高階級 中等 4級 

3級 

準2級 

3級 

2級 

3級 

B1 進階級 初等 2級 

1級 

3級 

4級 

3級 

4級 

A2 基礎級 基礎 無 準4級 

A1 無 無 無 無 

 

  另外，漢語水平考試(HSK)的官方網頁
2
提供CEFR、新版HSK以及舊版

HSK分級相關資訊如下: 

                                                 

1  根據中國語檢定試驗的官方網頁，「2005年4月，改變了等級名稱。準２級→２級，

２級→準１級」（筆者譯）（原文：「2005年4月に級の名称を変更しました。 準２

級→２級 ２級→準１級」）於http://www.chuken.gr.jp/tcp/outline.html 
2  

《 C h i n e s e  P r o f i c i e n c y  T e s t  ( H S K ) ： I I .  Te s t  L e v e l s 》 於  

http://english.hanban.org/node_8002.html，《新旧HSK難易度比較》於 http://www.hskj.j
p/hskis/world.htm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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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3 CEFR、新版HSK以及舊版HSK分級對照表 

歐洲語言 

框架(CEFR) 

指標 

新版 

HSK 

舊版 

HSK 

C2 6級 高等 

11級,10級,9級 

C1 5級 中等 
8級,7級,6級 

B2 4級 初等 

5級,4級,3級 

B1 3級 基礎 

3級,2級,1級 

A2 2級 無 

A1 1級 無 

 

  如果受試者考過上述的中文檢定考，按照通過的考試等級分為初級(A1

與A2)、中級(B1與B2)、高級(C1與C2)。如果受試者沒有參加過中文檢定

考，參考張莉萍、陳鳳儀(2008)的「考試分級原則」來決定受試者的中文

能力程度如下: 

表三-4 考試分級原則(張莉萍、陳鳳儀，2008) 

主要教材名稱及落點 考試等級 CEFR指標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一)L12-(二)L13  

基礎  A2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三)L1-(四)L14    初級閱讀 

進階  B1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五)L1-L15、 

遠東生活華語 

(三)Unit 1-Unit 8  中級閱讀 

高階  B2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五)L16-L20  

遠東生活華語 
(三)Unit 9-Unit 12  

流利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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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參考以上分級表並稍微調整。如果受試者正在學習《新版實用視

聽華語(三)》則將其歸納為初級漢語學習者。如受試者開始學習《新版實

用視聽華語(四)》則歸納為中級漢語學習者。其原因是剛開始學習《新版

實用視聽華語(三)》者未必達到《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三)》的程度。在實

際的受試者裡，也不乏《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三)》的第一課或第四課的學

習者，筆者皆將這些受試者歸納為初級程度。 

 

二、以華語為母語者 

  為了確認題目的妥當性請以華語為母的華語教師測試 (台灣籍華語教

師10名(男3名、女7名)。平均華語教學年資是11.8年。華語老師的華語教

學年資的分布如下: 

 

表三-5 華語教師的對外華語教學年資的分布 

未滿 

1年  

1年以上 

未滿2年 

2年以上 

未滿3年 

3年以上 

未滿5年 

5年以上 

未滿 

10年  

10年  

以上 

未滿 

15年  

15年  

以上 

未滿 

20年  

20年  

以上 

 1人3  3人 2人   4人 

 

第二節 測試詞彙來源 

  本論文從符合下列條件的同形詞裡，挑選測試詞彙： 

 

1.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実藤恵秀)(1981)提供的〈中国人が認

めた日本語来源の中国語（中國人所承認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

彙）〉一覽表裡的詞彙。 

理由：以日語為母語的人比較熟悉該表裡的大部分詞彙。 

                                                 

3 該華語老師雖然當對外華語教師1年，但教過台灣學生國語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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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4.0版
4
〉中的詞彙。 

 理由：有詞類標誌、個數、比率等資訊，有利於進行分析。 

 

3. 在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為了服務華語學習者放置於

華測會官網」的〈華語八千詞表5〉裡的詞彙。 

理由：該表為台灣的對外華語教育的非常重要的標準詞彙。 

 

  測試詞彙的來選自第二章第一節之一檢討的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実

藤恵秀](1981)提供的〈中国人が認めた日本語来源の中国語（中國人所承

認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彙）〉一覽表，包含784個詞，但本論文只針對雙

字詞進行研究
6
。另外，從該表排除有些學者主張不是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

詞彙之後，在〈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4.0版(現代漢語標記語料

庫4.0版) 〉中找尋適合進行測驗之詞彙。結果，找到的漢日語中的同形詞

個數是644個。參見附錄三。 

  在第四章，利用中文語料庫「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4.0

版」，以詞類的異同與及物性的異同來挑選測試詞彙。跟日語對比詞類與

及物性的時候，利用日語語料庫「KOTONOHA 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

                                                 

4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kiwi1/mkiwi.sh 總詞數4,892,324，總字數7,949,851。 
5 http://www.sc-top.org.tw/chinese/download.php 這是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提供

的《華語八千詞表》，「這個詞表依據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等級─入門級、基礎

級、進階級、高階級、流利級分列，分別對應《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的A

1、A2、B1、B2、C1。」在本論文裡，入門級、基礎級、進階級、高階級、流利級，

分別以L1、L2、L3、L4、L5表記。根據官方網頁的〈華語八千詞表說明〉，「詞彙參

考來源包括：國際上中文教學大綱中所列詞彙，如IB Chinese、IGCSE Chinese；常

用華語教材以及本國人語料庫（中研院平衡語料庫）、TOCFL學習者語料庫詞頻詞

表。」 
6 在第二章第一節之一如述，該表裡由三個字或四個字所組成的詞彙都是雙字詞前面或

後面加一個字所構成的，或是兩個雙字詞的組合，因此都不列入研究範圍。另外，該

表中的「由於、基於、對於、關於、成為、視為、認為」都是與日語接觸後所翻譯創

造出來的詞彙，不是同形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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パス 中納言」。 

 

第三節 研究步驟 

一、問卷設計 

  經過下一章的漢日裡的詞類與及物性之比較，挑選的測試詞彙17個，

出28題中文句子。28題中文句子以是非題方式作答－「正確」或「有錯

誤」。將所要分析之關鍵字以粗體及底線凸顯，由受試者判斷關鍵字在句

型中的用法是否正確，且不要求以日語母語的受試者修改判斷為有錯誤的

句子。 

  對以華語老師的受試者則有以下要求：「如果你判斷該詞彙的用法有

錯誤，請修改句子。……如果無法修改，請寫『無法修改』」，可以選擇

將句子以添加、刪除或修改的方式更正，或者完全不更正，只單純判斷關

鍵字在句型中的用法「正確」或「不正確」。 

 

測試漢日同形詞的詞類異同的題目: 

1. 我想提高英文會話的能力。（第22題） 

2. *我們沒有共同的話題可以會話。（第3題） 

       3. 老師今天發給我們講義。（第13題） 

       4. *林教授在大學講義現代文學。（第18題） 

       5. 台灣的會計年度是從1月1日到12月31日。（原第23題） 

   6. *我已經刷卡會計了。（第8題） 

7. 台灣的體操隊在這次的比賽得到了第三名。（第4題） 

8. *他們每天早上在公園體操。（第19題） 

9. 他每次借錢都不還，已經失去信用了。（第17題） 

      10. *他說過好幾次的謊，所以我不信用他。（第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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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他經驗過兩次世界大戰。（第14題） 

       12. 他們勇敢地跟敵人作戰，最後打敗了敵人。（第7題） 

13. *看現況，最好改變作戰。（第25題） 

 

  測試漢日同形詞的及物性的異同的題目: 

       14. 在這裡可以體驗古代人的生活方式。（第6題） 

      15. 我爸爸支持現在的市長。（第11題） 

       16. 這個學期林教授指導三個留學生。(第21題) 

       17. *那時候他意識自己和別人的差異。（第16題） 

      18. 他去年出席了國際會議。（第12題） 

       19. *大學同學都要到我們的婚禮出席。（第26題） 

20. 學生都反對學費調漲。（第10題） 

       21. *老師們都對這個教育改革案反對。（第28題） 

       22. 學生抗議學校星期天不開放體育館。（第15題） 

       23. *他們對這個計劃抗議。（第24題） 

       24. *這種藥會作用神經細胞。（第2題） 

        25. 如果是初期，就算是癌症也不用太悲觀。（第1題） 

       26. *他對自己的未來悲觀。（第20題） 

      27. 病情不穩定，所以還不能太樂觀。（第27題） 

       28. *大家都樂觀前途。（第9題） 

 

關於實際問卷，參見附錄一與附錄二。 

 

二、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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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問卷調查之前，先以中文為母語者的大學生為前測對象，了解

問卷調查的題目是否過於困難，或出現連母語者都難以理解的詞彙或用

法，並依此結果適當的調整問卷題目。 

    以華梵大學學生8人為前測對象，學生中不乏有學過日語者，但日文程

度不盡相同。然而，學過日語並非做此問卷的必要條件。 

  經前測後，修改其中1題大部分母語者學生也不懂之名詞。「台灣的會

計年度是從1月1日到12月31日。」的「會計年度」，受試母語者大學生8人

中有4人不懂何謂「會計年度」，因此將其改為如下： 

 

        (1) 林先生擔任會計，所以老闆很放心。（第23題） 

 

  因為有些詞彙與句型不超越初級範圍，所以在針對以日語為母語的受

試者的問卷上，為了讓他們容易了解每個題意，將日語翻譯列在每個題目

之下。。另外，因為考量有些以日語為母語的受試者有可能只學過一種字

體（繁體字或簡體字），所以在針對以日語為母語的受試者的問卷上的題

目繁體字與簡體字兩種皆有。 

 

三、問卷發送與收回 

    經前測結果調整問卷後，正式實施問卷調查時間為2013年5月10日至

2013年6月10日。測試對象為老師、同學、學長姐、學弟妹、朋友、朋友的

學生、經人介紹等，願意接受問卷調查之母語者、正在學習中文之日籍人

士、曾經學過中文之日籍人士。其中日籍人士有部分住在台灣，有部分住

在日本或台灣以外的海外國家。 

  以紙本或電子郵件的方式，請受試者完成測驗。問卷並未限定完成時

間，以紙本方式作答者，有的測試者當場做完問卷交回，有的人則帶回去

做完後再交回，大部分的人於一週內做完問卷並交回。以電子郵件方式作

答者，大部分於收到電子郵件後二週內交回。收集交回之問卷後，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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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資料以excel輸入電腦，並將資料依背景不同加以分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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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介紹的重點是利用中文語料庫的詞類標誌跟日語詞類的對比，

另外一個重點是測試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的結果。 

 

第一節 漢日語對比 

  利用中文語料庫「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4.0版」，以詞類的

異同與及物性的異同來挑選測試詞彙。跟日語對比詞類與及物性的時候，

利用日語語料庫「KOTONOHA 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 中納言」。 

 

一、詞類的異同 

    根據台灣兒童語言語料庫(TCCM)的網頁資料的說明，台灣兒童語言語

料庫(TCCM)的詞類分類方式參考的是《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語言所詞庫小

組所編技術報告第95-02/98-04 號》。因為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語言所詞

庫小組是建立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所以本研究參考《台灣兒

童語言語料庫(TCCM)詞類規範 (最後更新時間：3/18/2011)》
1
的詞類分類

標準，將來自日語的漢日同形詞（644個）按照漢語詞類分類統計，644個漢

日同形詞的漢語詞類分類如下： 

 

表四-1 來自日語的漢日同形詞（644個）按照漢語詞類分類之統計 

詞類 個數 百分比 

名詞 292 45.34% 

動詞2 
208 32.30% 

形容詞 6 0.93% 

                                                 

1  http://taiccm.org/docs/Criterion_of_POS_CLLB_20110318.pdf  

 本研究參考的是台灣兒童語言語料庫(TCCM)的詞類規範而已，找尋漢日同形詞的個

數、詞類及比率還是在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裡的資料。 
2  動詞 208 (不及物動詞 15, 及物動詞 153, 形容性動詞 36, 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 

 1, 及物動詞+形容性動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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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詞 0 0% 

名詞+動詞 兼類3 
113 17.55% 

名詞+形容詞 兼類 5 0.78% 

名詞+副詞 兼類 4 0.62% 

動詞+形容詞 兼類4 
3 0.47% 

動詞+副詞 兼類5 
3 0.47% 

名詞+動詞+形容詞 兼類6 
6 0.93% 

名詞+動詞+副詞 兼類7 
2 0.31% 

名詞+形容詞+副詞 兼類 1 0.16% 

動詞+形容詞+副詞 兼類8 
1 0.16% 

合計 644 100% 

 

    首先說明動詞，筆者用的《台灣兒童語言語料庫(TCCM)詞類規範 (最

後更新時間：3/18/2011)》的動詞分類標準如下（直接引用）： 

 

 

Va (在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詞類為 VH [狀態不及物動詞]、VHC [狀

態使動動詞])用以描述事物所呈現的某種狀態，通常只需要一個參

與論元。 

例如：浪漫、特別、大、高、丟、值得、適合、辛苦、豐富、丟、

瞎、斷、心酸、想不開、為難、感動。  

※ 若「好、壞、新、長、漂亮」被歸為 Va，而後接名詞組時，則

詞類改為 ADJ。 

 

                                                 

3  名詞+動詞 113 (名詞+不及物動詞 12, 名詞+及物動詞 69, 名詞+不及物動詞+及物 

 動詞 5, 名詞+形容性動詞 2) 
4  動詞+形容詞 3 (及物動詞+形容詞 1, 形容性動詞+形容詞 1) 
5  動詞+副詞 3 (形容性動詞+副詞 3) 
6  名詞+動詞+形容詞 6 (名詞+不及物動詞+形容詞 2, 名詞+形容性動詞+形容詞 4) 
7  名詞+動詞+副詞 2 (名詞+形容性動詞+副詞 2) 
8  動詞+形容詞+副詞 1 (形容性動詞+形容詞+副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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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在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詞類為 VA [動作不及物動詞]、VB [動作

類及物動詞]及VI [狀態類及物動詞] 三類) 

 

 

Vt (在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詞類為 VC [動作及物動詞]、VAC [動作

使動動詞]、VCL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VG [分類動詞]、VJ [狀

態及物動詞]、VK [狀態句賓動詞]、VL [狀態謂賓動詞]、 V_2 

[有]、VD [雙賓動詞]、VE [動作句賓動詞]、VF [動作謂賓動詞]) 

 

  筆者將Va、Vi、Vt分別稱為「形容性動詞」、「不及物動詞」、「及

物動詞」。有些分類方法將屬於Va的VH [狀態不及物動詞
9
]分為「形容

詞」，但在表四-1裡分為「形容性動詞」，因此在上面表四-1裡的「形容

詞」的個數不多。 

  在上面表四-1裡的漢日語中的同形詞的漢語詞類裡，最多的是名詞，

次多的是動詞，因此從這兩大類同形詞的日語詞類來挑選測試詞彙。 

  在表四-1(來自日語的漢日同形詞（644個）)的292個漢語名詞裡，除

了下面的12個(占292個的4.11%)以外，剩餘的280個(占292個的95.89%)的

漢日同形詞的日語詞類也一致，就是名詞。下面的同形詞的日語的詞類是

名詞和動詞的兼類，因此筆者推測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可能受到負

遷移影響將這些同形詞當作動詞使用。 

 

 

                                                 

9 Teng (1947)將這些詞（例如，「胖、美、大、小、冷、熱、累、快、慢、好」）分類

為「Stative Verb (Intransitive)」(不及物狀態動詞)。 



來自日語的同形詞對日本漢語學習者的影響之研究 

54 

     表四-2 漢語詞類為名詞，日語詞類為動名兼類的同形詞 

漢語詞類 

(中央研究院語料

庫的詞類百分比

與個數) 

 

Na[普通名詞] 

《華語八千

詞》詞彙表

的詞類與程

度 

N[名詞] 

L1入門級，

L5流利級 

漢語 日語 日語詞類 

 

 

 

 

 

N[名詞], 

V[動詞] 

Na:100% (1062) N: L1 電話 電話 N, V 

Na 100% (13)  動議 動議 N, V 

Na 100% (16) N: L3 會話 会話 N, V 

Na 100% (25) N: L5 講義 講義 N, V 

Na 100% (8)  決算 決算 N, V 

Na 100% (95) N: L4 會計 会計 N, V 

Na 100% (17)  浪人 浪人 N, V 

Na 100% (187)  內在 内在 N, V 

Na 100% (73) N: L5 體操 体操 N, V 

Na 100% (197)  外在 外在 N, V 

Na 100% (6)  物語 物語 N, V 

Na 100% (116) N: L4 信用 信用 N, V 

 

  在以上的12個詞之中，挑選自〈華語八千詞表〉的詞彙有6個詞(電

話、會話、講義、會計、體操、信用)，最後決定用其中等級(L3[進階

級]~L5[流利級])的5個詞(會話、講義、會計、體操、信用)來測試
10
。 

  在表四-1(來自日語的漢日同形詞（644個）)的208個漢語動詞裡，除了

下面的1個詞(作戰)以外，同形詞的日語的詞類是名詞和動詞的兼類。筆者

推測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可能受到負遷移影響而用錯這個同形詞

「作戰」或誤解其語義。因此，這個同形詞「作戰」也該納入測試。 

                                                 

10 發調查問卷出去之後，發現還有「中文：名詞，日文：動詞兼名詞」的「電話」這個

詞，因此無法納入測試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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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3 漢語詞類為動詞，日語詞類為名詞的同形詞 

漢語詞類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

詞類百分比與個數) 

《華語八千詞》

表的詞類與程

度 

漢語 日語 日語詞類 

 
 

 

VA[動作不及物動詞] 
100% (108) 

VA[動作動詞]:  

L5[流利級] 

作戰 作戦 N[名詞] 

 

  另外，在第二章第一節之一觀察到吳麗君舉的日本學習者的「經驗」

的病句，他指出「經驗」在漢語裡只能作名詞使用，但是日語的「経験」

的詞類是動詞與名詞的兼類，因此日本學習者容易將「經驗」當作動詞使

用。除了吳麗君以外，如在二章第一節之二，王順洪也舉「經驗」的病句

例子。除了他們以外，張起旺(2001)
11
與邵展眉(2005)

12
也列出病句例子。

除了這些學者提供的病句例子以外，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數據也顯示漢語

「經驗」與日語「経験」的詞類差異。下面的表四-4表示「經驗」在中央

研究院語料庫裡使用的詞類百分比與個數： 

 

表四-4 漢語「經驗」與日語「経験」 

漢語詞類 

(中央研究院語料

庫的詞類百分比

與個數) 

《華語八千詞》

表的詞類與程度 
漢語 日語 日語詞類 

 

 

 

Na[普通名詞] 

99.38% (1755),  

VJ[狀態及物動

詞] 0.57% (10),  

VK[狀態句賓動

詞] 0.06% (1) 

N[名詞],  

VS[狀態動詞]:  

L4[高階級] 

經驗 経験 N[名詞], 

V[動詞] 

 

                                                 

11 病句例子如下，「*他經驗了很多挫折。」、「*我沒經驗了這個情況。」 
12 病句例子如下，「*在印度，我經驗了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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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表四-4也觀察到在中文裡「經驗」的動詞用法頗少，因此「經

驗」 也該納入測試。 

 

二、及物性的異同 

  為了測試受試者對漢日語同形詞的及物性差異，選出有些同形動詞。

根據第二章第三節之五的小結（漢日同形詞的及物性異同），筆者選出的

同形動詞如下： 

 

    1. 日語是及物動詞，漢語也是及物動詞。 

       體驗、支持、指導、意識 

 

    2. 日語是不及物動詞，漢語是及物動詞。 

       出席、反對、抗議 

 

    3. 日語是不及物動詞，漢語也是不及物動詞。 

       作用 

 

     4. 日語是及物動詞，漢語是形容詞（不及物狀態動詞）。 

       悲觀、樂觀 

 

  按照本章本節之一所描述的測試詞彙的標準，筆者自〈中央研究院現

代漢語平衡語料庫4.0版〉與〈華語八千詞表〉中選出以上詞彙。 

  以上分類(1)即河村靜江(2005)的「句法的差異」(論元差異)分類(1-

a)： 「在漢日語裡沒有句法的差異：日語帶賓格(を格)，漢語是「SVO」

句型」。以上分類(2)即河村的分類(3-b)：「在漢日語句法上有大差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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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帶與格(に格:dative case)，但在漢語裡只有「SVO」句型」。上面的分類

(3) 等於河村的分類(1-c)：「在漢日語句法上沒有差異:日語帶與格(に

格:dative case)，漢語是「S + 介詞  + O + V」句型。」 

    因為河村靜江只針對漢日語的動詞分類，所以沒有以上的分類(4)，但

分類(4)即范淑玲(1995)的分類(2-2)：「日語是動詞，漢語是形容詞」，

但在第二章第三節之五討論過，范淑玲並未將日語動詞分為及物動詞與不

及物動詞。 

  在下面表四-5裡，我們觀察到在中文語料庫裡「意識」與「作用」的

名詞用法比動詞用法多。另外，雖然在中文語料庫裡「意識」的動詞標誌

是VK[狀態句賓動詞](及物動詞)，但後面都帶「到」(補語結構)才能表達

動作的到達。 

 

 

表四-5 體驗、指導、支持、出席、反對、抗議、意識、作用 

漢語詞類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

詞類百分比與個數) 

《華語八千詞》

表的詞類與程度 

漢語 

 

 

 

日語 

 

 

 

日語詞類 

N[名詞], 

V[動詞] 

VC[動作及物動詞]  

99.13% (227), 

VK[狀態句賓動詞]  

0.44% (1),  

Na[普通名詞]  

0.44% (1) 

VA[動作動詞]: 

L5 

體驗 体験 N, V 

VC[動作及物動詞]  

99.75% (399),  

Na[普通名詞]  

0.25% (1) 

VA[動作動詞]: 

L4 

指導 指導 N, V 

VC[動作及物動詞]  

99.89%(945),  

VA[動作動詞]: 

L4 

支持 支持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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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普通名詞]  

0.11%(1) 

Na[普通名詞]  

98.84% (679),  

VK[狀態句賓動詞]  

1.16% (8) 

N[名詞]: L4 意識 意識 N, V 

VC[動作及物動詞]  

100% (229) 

VA[動作動詞]: 

L4 

出席 出席 N, V 

VE[動作句賓動詞]  

99.69% (642),  

VC[動作及物動詞]  

0.31% (2) 

VA[動作動詞]: 
L4 

反對 反対 N, V 

VE[動作句賓動詞]  

100% (326) 

VA[動作動詞]: 
L4 

抗議 抗議 N, V 

Na[普通名詞]  

94.77% (562),  

VA[動作不及物動詞] 

5.23% (31) 

N[名詞]: L4 作用 作用 N, V 

 

關於分類(4)「日語是及物動詞，漢語是形容詞」（測試詞彙：「悲

觀」與「樂觀」），先看「心理動詞」的漢日語比較。   

山川太(2004)介紹Bando(1996)的日語的ES型心理動詞(Experiencer-

Subject Psych Verb)
13
的分類（詞彙例子裡的中譯來自《講談社日中辞

典》(相原茂(編集)，2006）： 

 

a. 能使用賓格(accusative case：を格)和與格(dative case：に格)

                                                 

13  根據山川太的說明，心理動詞是表示心理上的活動或作用的動詞，在表層主詞名詞

句擁有在語意上的「經驗者」角色。（筆者譯）（原文，「心理動詞とは, …… 感情

的・心理的動きや作用を表現する動詞であり, 表層主語名詞句がいわゆる [経験者] 

の意味役割を持つ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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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動詞： 

喜ぶ(高興/樂意)、嘆く(悲嘆/哀嘆)、楽しむ(享受)、迷う(迷失/

迷路/猶豫/躊躇)、ためらう(躊躇/猶豫)、悩む(煩惱/苦惱/痛苦/

發愁/)等 

 

b. 只能使用賓格(accusative case：を格)的心理動詞： 

愛する(愛/喜歡/愛慕/愛好)、嫌う(不喜歡/討厭/恨)、尊敬する

(尊敬/敬佩)、信じる(相信/信/信賴/信用/信仰/信奉)、羨む(羨

慕)、哀れむ(同情/可憐)等 

 

c. 只能使用與格(dative case：に格)的心理動詞： 

驚く(嚇/吃驚/驚訝/驚嘆)、びっくりする(吃驚/受驚)、感動する

(感動)、憧れる(嚮往/崇拜)、苦しむ(感到痛苦/苦惱/苦於/困惑/

迷惑)、困る(感覺困難/為難/困窘/窮困/苦於貧困/難辦/無法對

付)等 

 

在以上的日語動詞的中譯裡，「迷惑、苦惱、痛苦、躊躇、吃驚、驚訝」

在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詞類標誌是VH[不及物狀態動詞]，「煩惱」是VH[不

及物狀態動詞]與Na[普通名詞]的兼類。但，其對應的日語詞是動詞。 

  許永新(2012)指出漢語的心理動詞及物性差異出現於兩種不同的句

型：及物動詞是「S (+ 很) + V + O」，不及物動詞是「S + 對 + O (+ 

很/感到/覺得) + V」。「悲觀」與「樂觀」是狀態不及物動詞，所以不能

使用「S (+ 很) + V + O」的句型。 

  張起旺(兒玉充代譯)(2001)舉日本漢語學習者的使用「吃驚」的病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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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吃驚她的話。 私は彼女の話に驚いた。 

 

他指出「吃驚」是不及物動詞，所以不帶賓語，因此必須修改為「我聽了

她的話很吃驚。」，「她的話使我很吃驚。」。另外，他介紹使用介詞

「對」，將「吃驚」改成狀語的「對～感到吃驚」的句型。 

  日語的「悲観」與「楽観」屬於山川太分類的（a）類的心理動詞，能

使用賓格(を格)和與格(に格)。在日語語料庫
14
裡，「悲観」與「楽観」的

個數(筆數)以及賓格(を格)和與格(に格)的使用個數(筆數)如下: 

 

      悲観 動詞：87個(25.74%) 名詞：251個(74.26%) 

   楽観 動詞：62個(14.19%) 名詞：375個(85.81%) 

 

名詞 + を悲観する：28個   

名詞 + に/に対して/について
15
悲観する：6個 

 

名詞 + を楽観する： 10個 

名詞 + に/に対して/について楽観する：5個 

 

  漢語的「悲觀」與「樂觀」是VH[狀態動詞/形容詞])，所以是不及物

動詞，因此不能帶賓語。漢語的介詞(preposition：前置詞)「對～」有時

                                                 

14 「KOTONOHA 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 中納言」 http://chunagon.ninjal.ac.jp/ 

  最新版(2012年3月30日)總詞數: 長單位83,585,665，短單位104,911,464。（長單位

與短單位會因為日語詞的計算單位而異，故請參照以上網頁。） 
15 「～について」與「～に対して」叫做「複合助詞(ふくごうじょし：fukugô joshi)」，

功能與語意跟單純的「助詞(じょし： joshi)」(後置詞 postposition)的「～に」類似。

《講談社日中辞典》(相原茂(編集)，2006）裡的中譯如下：～について[中譯，對/

對於/關於/就]≒～に対して[中譯，對於/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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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相對於日語的格位標誌 (case marker：後置詞 postposition)「～

に」，但日語的「悲観」以及「楽観」與格位標誌「～を」一起使用的比

率，比與格位標誌「～に」一起使用的比率高得多，因此筆者推測日本漢

語學習者容易受到負遷移的影響，造出「*悲觀未來」、「*樂觀前途」等

的病句。另外，因為日文裡也有「～に悲観する／楽観する」的句型，因

此筆者推測造出「*對未來悲觀」、 「*對前途樂觀」等的病句的日本漢語

學習者也不少。 

 

   表四-6 漢語「悲觀、樂觀」與日語「悲観、楽観」 

漢語詞類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

詞類百分比與個數) 

《 華 語 八 千

詞》表的詞類

與程度 

漢語 

 

 

 

日語 

 

 

 

日語詞類 

N[名詞], 

V[動詞] 

VH[狀態不及物動詞] 

100%(79) 

VS[狀態動詞] 

L5 

悲觀 悲観 N, V 

VH[狀態不及物動詞] 

100%(171) 

VS[狀態動詞] 

L4 

樂觀 楽観 N, V 

 

  在來自日語的漢日語644個詞裡，除了「悲觀」與「樂觀」以外，「中

文：狀態不及物動詞（形容詞），日文：及物動詞兼名詞」類的同形詞是

「抽像」、「獨裁」、「客觀」，但這些詞在日語裡的當動詞使用(～す

る)的比率非常低
16
，因此未納入測試詞彙。 

 

第二節 測試結果 

  本論文研究進行問卷調查，第一部分為受試者的資本資料、第二部分

為是非題，每個題目裡提供一個句子，在句子裡有一個漢日同形詞，受試

                                                 

16 各詞的數據如下，抽象[動詞：13 (1.06%)/名詞：1211 (98.94%)]，独裁[動詞：1  

  (0.12%)/名詞：808 (99.88%)]，客観[動詞：3 (0.13%)/名詞： 2237 (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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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判斷在該句子裡的其同形詞的用法是否正確。 

  將題目分為兩類 (1)詞類異同與(2)及物性異同，觀察每個題目的以日

語為母語（簡稱「日本受試者」）的受試者與以華語為母語的華語教師受

試者（簡稱「華語教師受試者」）的判斷正確或有錯誤的人數與其百分

比。 

  看各題目回答中，日本受試者的正確作答的比率，共28題的正確作答

的比率，初級、中級、高級分別為52.7%、57.7%、71.8%。下面表四-7是日

本受試者正確作答率的分布。 

 

表四-7 日本受試者的正確作答率分布 

    % 

程度 

30.0 
~39.9 

40.0 
~49.9 

50.0 
~59.9 

60.0 
~69.9 

70.0 
~79.9 

80.0 
~89.9 

90.0 
~100.0 

初級 2人 3人 4人 4人 1人   

中級  3人 4人 5人 2人   

高級   2人 4人 8人 1人 1人 

 

從上面的表四-7得知，關於在漢日語中的同形詞的詞類與及物性方面的判

斷力，在初級程度的受試者裡，有5人的表現比中級程度受試者的正確作答

的平均比率(57.7%)好，在中級程度的受試者裡，有3人的表現比初級程度

受試者的正確作答的平均比率(52.7%)差的情況。 

 

一、詞類異同 

（一）詞類上的偏誤 

  首先看「漢語是名詞，日語是名詞與動詞兼類的同形詞」的「會

話」、「講義」、「會計」、「體操」、「信用」、「經驗」的測試結

果。接下來看「漢語是動詞，日語是名詞的同形詞」的「作戰」的測試結

果。 

  「漢語是名詞，日語是名詞與動詞兼類的同形詞」的「會話」、「講

義」、「會計」、「體操」、「信用」、「經驗」的日本受試者與華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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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受試者正確作答的人數及百分比
17
如下： 

 

表四-8 第22題：以「會話」為名詞用法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69.2 9 92.9 13 81.3 13 83.3 35 100 10 
答錯 30.8 4 7.1 1 18.7 3 16.7 8 0 0 

 

表四-9 第3題：以「會話」為動詞用法(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71.4 10 50.0 7 81.3 13 68.2 30 100 10 

答錯 28.6 4 50.0 7 18.7 3 31.8 14 0 0 

 

表四-10 第13題：以「講義」為名詞用法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42.9 6 50.0 7 75.0 12 56.8 25 100 10 
答錯 57.1 8 50.0 7 25.0 4 43.2 19 0 0 

 

表四-11 第18題：以「講義」為動詞用法(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50.0 7 71.4 10 81.3 13 68.2 30 100 10 
答錯 50.0 7 28.6 4 18.7 3 31.8 14 0 0 

 

表四-12第23題：以「會計」為名詞用法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69.2 9 85.7 12 100 15 85.7 36 100 10 
答錯 30.8 4 14.3 2 0 0 14.3 6 0 0 

                                                 

17  為了使數字凸顯，以日語為母語的受試者選的不規範選項百分比如50%以上(含)，用

粗體字元網底顯示，如40%以上(含)未滿50%，用框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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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3 第8題：以「會計」為動詞用法(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92.9 13 89.7 12 100 16 93.2 41 100 10 
答錯 7.1 1 14.3 2 0 0 6.8 3 0 0 

 

表四-14 第4題：以「體操」為名詞用法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78.6 11 92.9 13 93.7 15 88.6 39 100 10 
答錯 21.3 3 7.1 1 6.3 1 11.4 5 0 0 

 

表四-15 第19題：以「體操」為動詞用法(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35.7 5 42.9 6 56.3 9 45.5 20 100 10 

答錯 64.3 9 57.1 8 43.7 7 54.5 24 0 0 

 

表四-16 第17題：以「信用」為名詞用法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57.1 8 78.6 11 75.0 12 70.5 31 90.0 9 
答錯 42.9 6 21.3 3 25.0 4 29.5 13 10.0 1 

 

表四-17 第5題：以「信用」為動詞用法(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64.3 9 57.1 8 87.5 14 70.5 31 100 10 

答錯 35.7 5 42.9 6 12.5 2 29.5 13 0 0 

 

表四-18 第14題：以「經驗」為動詞用法(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50.0 7 28.6 4 50.0 8 43.2 19 90.0 9 
答錯 50.0 7 71.4 10 50.0 8 56.8 25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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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是動詞，日語是名的同形詞」的日本受試者與華語教師受試者

正確作答的人數及百分比如下： 

 

表四-19 第7題：以「作戰」為動詞用法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35.7 5 35.7 5 37.5 6 36.4 16 100 10 
答錯 64.3 9 64.3 9 62.5 10 63.6 28 0 0 

 

表四-20 第25題：以「作戰」為名詞用法(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53.8 7 28.6 4 62.5 10 48.8 21 100 10 
答錯 46.2 6 71.4 10 37.5 6 51.2 22 0 0 

 

  日本學習者全體的答錯比率50%以上(正確作答的比率未滿50%)的題目

如下： 

 

   第7題：以「作戰」為動詞用法題目：全體答錯比率63.6% 

   初、中、高級的答錯比率分別為64.3%、64.3%、62.5% (表四-19) 

 

   第14題：以「經驗」為動詞用法(病句)題目：全體答錯比率56.8%  

   初、中、高級的答錯比率分別為50.0%、71.4%、50.0% (表四-18) 

 

   第19題：以「體操」為動詞用法(病句)題目：全體答錯比率54.5% 

   初、中、高級的答錯比率分別為64.3%、57.1%、43.7% (表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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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題：以「作戰」為名詞用法(病句) 題目：全體答錯比率51.2% 

   初、中、高級的答錯比率分別為46.2%、71.4%、37.5% (表四-20) 

 

接下來，討論上面的答錯比率50.0%以上(答對比率未滿50.0%)的題目。 

  第7題（以「作戰」為動詞用法）題目如下： 

 

第7題 

(2) 他們勇敢地跟敵人作戰，最後打敗了敵人。 

(3) 彼らは勇敢に敵と～て、最後は敵を打ち負かした。 

 

  在第7題的日譯裡的「～て」的部分可以放「戦って」、「戦闘して」

等動詞，但日語的「作戦」不能當動詞使用，依此類推漢語「作戰」也不

能當動詞使用的日本受試者比率多。 

  我們看日文與中文的語義。根據《講談社日中辞典》(相原茂(編集)，

2006)，日語「作戦」的定義如下： 

    作戦(さくせん) 

     1. 戰略;戰略部署;戰術,策略;計謀,對策 

          2. 作戰行動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 第4版(2002年増補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

究所辭典編輯室(編集)，2002)，漢語「作戰」的定義如下： 

 

    作戰 zuò//zhàn 

      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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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兩本辭典的詞義解釋得知，「作戰／作戦」是Ｏ類同形詞，語意

異同如下： 

 

    同義：作戰行動 

    日文：戰略;戰略部署;戰術,策略;計謀,對策 

    中文：打仗 

 

關於同義的部分「作戰行動」，大部分用於「～作戰」等名稱，例如：中

文「福斯利作戰」
18
與日文「フォックスレイ作戦」（Operation Foxley）。 

  日語「作戦」的詞類是名詞，不能當動詞，漢語「作戰」的詞類是動

詞。這個詞類差異有可能使日本受試者判斷錯誤。 

    第25題(以「作戰」為名詞用法(病句) )題目如下： 

 

第25題 

(4) *看現況，最好改變作戰。 

(5) 今の状況を見ると、～を変えたほうがいい。 

 

  在第25題裡的「作戰」需要改為「作戰方式」、「戰術」、「戰略」

等名詞，但在日譯裡的「～」的部分可以放「作戦」。日語「作戦を変え

たほうがいい（中譯：最好改變戰術/戰略）」沒有錯誤，依此類推漢語

「*最好改變作戰」也沒有錯誤的日本受試者比率在初級、中級學習者多。 

  第14題（以「經驗」為動詞用法(病句)）題目如下： 

                                                 

18 在1944年英國特種作戰部門以希特勒為目標策劃的暗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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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題 

(6) *他經驗過兩次世界大戰。 

(7) 彼は世界大戦を２度～た。 

 

  第14題裡的「經驗」需要改為「經歷」，但從表四-18，我們觀察到以

為中文「經驗」可以當動詞使用的日本受試者的錯誤比率多，各程度的學

習者答錯比率都50%以上。這符合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裡我們所看到各學者

舉例的日本的漢語學習者以「經驗」為動詞誤用的病句。 

  第19題（以「體操」為動詞用法(病句)）題目如下： 

 

第19題 

(8) *他們每天早上在公園體操。 

(9) 彼らは毎朝公園で～ている。 

 

  從表四-14的數據看，在各程度日本學習者答錯第4題「體操」的名詞

用法題目
19
的比率不多。（全體答錯比率11.4%，初、中、高級的答錯比率

分別為21.3%、7.1%、6.3%） 

  關於第19題「體操」的動詞用法病句題目，雖然在該句子裡，「體

操」之前插入「做」才正確，但日本受試者判斷錯誤多，60%以上的初級受

試者和50%以上的中級受試者以及40%以上高級受試者都以為「體操」在中

文裡可以當動詞使用。因為日語的「体操」可以當動詞，所以我們可以推

測這也是受到日語的負遷移影響。跟「體操」有類似的語義的「運動」可

以當動詞使用，但「體操」不能當動詞使用，在教學上，需要強調該詞彙

                                                 

19
 「台灣的體操隊在這次的比賽得到了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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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類差異。  

 

（二）語意分類 

  測試詞彙「會話」、「講義」、「會計」、「體操」、「信用」、

「經驗」、「作戰」的Ｓ、Ｄ、Ｏ的分類如下： 

 

會話 Ｏ類  日文語義範圍比中文語義範圍大 偏誤率：31.8% 

講義 Ｄ類       偏誤率：31.8% 

會計 Ｏ類  漢日語各有「特有語意」  偏誤率：6.8% 

體操 Ｏ類  日文語義範圍比中文語義範圍大 偏誤率：54.5% 

信用 Ｏ類  日文語義範圍比中文語義範圍大 偏誤率：29.5% 

經驗 Ｏ類  日文語義範圍比中文語義範圍大 偏誤率：56.8% 

作戰 Ｏ類  漢日語各有「特有語意」  偏誤率：51.2% 

 

後面的百分比是各測試詞彙的病句題目的答錯的學習者全體比率。（以「會

話」、「講義」、「會計」、「體操」、「信用」、「經驗」為動詞使用

的病句，以「作戰」為名詞使用的病句。）在詞類異同測試題目裡，答錯

的比率最高的題目是將「作戰」當作名詞使用的正確句子，63.6%的日本受

試者以為「作戰」為名詞是不正確的。同形詞「作戰／作戦」的語意與詞類

異同如下： 

 

    作戰／作戦 

    同義：作戰行動（名詞） 

    日文：戰略;戰略部署;戰術,策略;計謀,對策（名詞） 

    中文：打仗（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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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詞「會計／会計」也有是漢日語各有「特有語意」的Ｏ類同形

詞。中文「會計」與日文「会計」除了中日語共同義之外，中日語各有不

同的詞義，屬於Ｏ類同形詞(同形近義詞)，郭明輝等(2011)的中文「會

計」與日文「会計」的語義說明如下（在語義解釋後面，筆者付加詞

類）： 

 

同義：1.按照一定的計算方法記載的個人或企業的經濟活動狀況

（名詞） 

      会計事務所 會計事務所 

      会計学 會計學 

 

  2.管理組織或團體等金錢的收支，或其管理人員 

      父母会の会計になる。 當家長會的會計。 

 

    日文：1.在餐館等交款，或交款的地方（名詞，也有動詞用法） 

        会計は私がします。 我來付錢。 

        お会計をお願いします。 請給我結帳。 

        会計はそちらです。 收款處在那邊。 

 

       2.金錢的收支（名詞） 

        会計が合わない。 對不上帳目。 

        会計がうまくいった。 帳目正好對上了。 

 

中文：關於財產管理或工資管理等一般事務，或擔當此事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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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名詞） 

   経理課 會計科 

   彼は会社で経理を担当している。 他在公司當會計。 

 

  雖然同形詞「會計/会計」的語義的中日差異大，日本受試者對這個詞

的理解不差。以「會計」為動詞使用的病句及以「作戰」為名詞使用的病

句題目如下： 

 

第8題 

(10) *我已經刷卡會計了。 

(11) もう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で～た。 

 

  上面第8題的日文翻譯裡的動詞「～た」部分是「会計した」，對應的

中文應該是「結帳」、「付(款/錢)」等動詞。 

  同樣漢日語各有「特有語意」的Ｏ類同形詞「會計」與「作戰」也有

答錯比率有差異，「作戰」題目(正確句子與病句)的日本受試者答錯的比

率(正確句子63.6%，病句51.2%)高於「會計」題目(正確句子與病句)的日

本受試者答錯的比率(正確句子14.3%，病句6.8%)。兩者差別的原因有可能

跟詞彙的難度有關。在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華語八千詞》表

裡，「作戰」是「流利級」（Level 5），「會計」是「高階級」（Level 

4）。再加上，判斷第25題「*看現況，最好改變作戰。」為病句時，如學

習者有「戰略」（Level 5）、「戰術」（Level 5）等難度高的詞彙知識

的話，對其判斷有幫助，但判斷第8題「*我已經刷卡會計了。」為病句

時，只需要「結帳」（Level 4）、「付（錢）」（Level 3）的詞彙知

識。並且，一般來說，跟「作戰」、「戰略」、「戰術」等詞彙比較起

來，在生活上接觸「結帳」、「付（錢）」等詞彙的機會較多，因此對學

習者而言，「已經刷卡付錢／結帳了。」的句子較熟悉。其實，筆者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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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次詞類對比才注意到「作戰」是動詞，之前也誤以為「～作戰」只有

名詞用法。 

  在第二章看到小森和子介紹前人的研究結果說明，從語義的角度來

看，難度最高的是Ｏ類詞，接下來是Ｄ類詞，難度低的是Ｓ類詞。但，在

本研究測試結果裡，「以『會計（Ｏ類）』為動詞使用的病句題目」(第23

題「*我已經刷卡會計了」)的答錯比率(6.8%)比「以『講義（Ｄ類）』為

動詞使用的病句題目」(第18題「*林教授在大學講義現代文學。」)的答錯

比率(31.8%)低。在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華語八千詞》表裡，

「會計」是「高階級」（ Level 4），「講義」是「流利級」（ Level 

5）。這兩題的答錯比率的高低也許跟詞彙的難度與熟悉度有關。初級受試

者的測試結果非常明顯，在「以『會計（Ｏ類）』為動詞使用的病句題

目」(第23題)，答錯比率只7.1%（表四-13），在「以『講義（Ｄ類）』為

動詞使用的病句題目」(第18題)，答錯比率只50.0%（表四-11）。 

  郭明輝等(2011)的中文「講義」與日文「講義」的語義說明如下（在

語義解釋後面，筆者付加詞類）： 

 

    日文：講解和傳授專業內容等(動詞兼名詞) 

       市民講座で中国古代史の諸問題について講義する。 

     在市民講座講授中國古代史諸問題。 

 

       社会情勢について講義する。   

       上有關社會形勢的課。 

 

       今日確率論の講義がある。 

       今天有概率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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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の大学では今日の午後講義がない。 

     我們大學今天下午沒課。 

 

    中文：大學等教師為上課準備的講稿。(名詞) 

     パソコンで授業の原稿を作成する。 

用計算機編寫講義。 

 

     これは張先生の授業用テキストだ。 

這是張老師的講義。 

 

（三）Ｕ型曲線現象 

  陳俊光(2007)介紹Kellerman(1979，1983，1985)提出的學習者的中介

語有可能呈現出的「Ｕ型曲線」(U-shaped curve)現象。根據他的說明，

學習者在學習早期使用正確的目標語，在學習發展期採用不正確的目標語

形式，然後，隨著目標語的發展又使用正確的目標語。他解釋：「因此，

三個階段的偏誤率，先是偏低，而後升高，最後又下降」，從正確率的角

度來看，「先是偏高，而後下降，最後又攀升」，形成Ｕ型曲線。下面的

題目是本研究的在詞類方面的測試題目結果符合Ｕ型曲線現象的題目： 

 

      第8題：以「會計」為動詞用法(病句)  

      初、中、高級的答對比率分別為92.9%、89.7%、93.2% (表四-13) 

 

      第5題：以「信用」為動詞用法(病句) 

      初、中、高級的答對比率分別為64.3%、57.1%、87.5% (表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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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題：第14題：以「經驗」為動詞用法(病句) 

      初、中、高級的答對比率分別為50.0%、28.6%、50.0% (表四-18) 

 

      第25題：以「作戰」為名詞用法(病句) 

      初、中、高級的答對比率分別為53.8%、28.6%、51.2% (表四-20) 

 

這四個符合Ｕ型曲線現象的題目都是病句題目，這也許代表在中級學習者

裡，很積極地將母語知識套用到中文上的受試者比其他等級學習者多。 

 

二、及物性異同 

（一）及物性上的偏誤 

  「漢語是及物動詞，日語也是及物動詞」的四個中文詞彙（「體

驗」、「支持」、「指導」、「意識」）的測試結果如下: 

 

 

表四-21 第6題：「體驗 + N」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78.6 11 78.6 11 75.0 12 77.3 34 100 10 
答錯 21.4 3 21.4 3 25.0 4 22.7 10 0 0 

 

 

表四-22 第11題：「支持 + N」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78.6 11 100 14 93.7 15 90.9 40 100 10 
答錯 21.4 3 0 0 6.3 1 9.1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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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3 第21題：「指導 + N」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84.6 11 42.9 6 68.7 11 65.1 28 100 10 
答錯 15.4 2 57.1 8 31.3 5 34.9 15 0 0 

 

表四-24 第16題：「意識」後面缺乏「到」（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21.4 3 57.1 8 75.0 12 52.3 23 100 10 
答錯 78.6 11 42.9 6 25.0 4 47.7 21 0 0 

 

  「漢語是及物動詞，日語是不及物動詞」的「出席」、「反對」、

「抗議」的測試結果如下: 

 

表四-25 第12題：「出席 + N」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71.4 10 50.0 7 50.0 8 56.8 25 100 10 
答錯 28.6 4 50.0 7 50.0 8 43.2 19 0 0 

 

表四-26 第26題：「到 + N + 出席」(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38.5 5 50.0 7 56.3 9 48.8 21 100 10 
答錯 61.5 8 50.0 7 43.7 7 51.2 22 0 0 

 

表四-27 第10題：「反對 + N」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64.3 9 78.6 11 87.5 14 77.3 34 100 10 
答錯 35.7 5 21.4 3 12.5 2 22.7 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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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8 第28題：「對 + N + 反對」(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23.1 3 28.6 4 31.3 5 27.9 12 100 10 
答錯 76.9 10 71.4 10 68.7 11 72.1 31 0 0 

 

表四-29 第15題：「抗議+ N」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42.9 6 64.3 9 87.5 14 65.9 29 100 10 
答錯 57.1 8 35.7 5 12.5 2 34.1 15 0 0 

 

表四-30 第24題：「對 + N + 抗議」(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23.1 3 28.6 4 43.7 7 32.6 14 100 10 
答錯 76.9 10 71.4 10 56.3 9 67.4 29 0 0 

 

  「漢語是不及物動詞，日語也是不及物動詞」的中文詞彙「作用」的

測試結果如下: 

 

表四-31 第2題：「作用」後面缺乏「於」（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21.4 3 21.4 3 81.3 13 43.2 19 100 10 
答錯 78.6 11 78.6 11 18.7 3 56.8 25 0 0 

 

  「漢語是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日語是及物動詞」的中文詞彙

「悲觀」與「樂觀」的測試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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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32 第1題：「悲觀」的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用法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61.5 8 71.4 10 93.7 15 76.7 33 100 10 
答錯 38.5 5 28.6 4 6.3 1 23.3 10 0 0 

 

表四-33 第20題：「對 + N + 悲觀」(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14.3 2 35.7 5 37.5 6 29.5 13 90.0 9 
答錯 85.7 12 64.3 9 62.5 10 70.5 31 10.0 1 

 

表四-34 第27題：「樂觀」的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用法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61.5 8 71.4 10 93.7 15 76.7 33 100 10 
答錯 38.5 5 28.6 4 6.3 1 23.3 10 0 0 

 

表四-35 第9題：「樂觀 + N」(病句) 

 初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學習者全體 華語教師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答對 21.4 3 35.7 5 56.3 9 38.6 17 100 10 
答錯 78.6 11 64.3 9 43.7 7 61.4 27 0 0 

 

  首先將「意識」與「作用」從及物與不及物的同形詞及物性的結果討

論的對象排除，主要原因是這兩個詞彙在中央研究院語料庫裡的數據顯示

動詞用法非常少。各詞彙的中央研究院語料庫裡的數據如下： 

 

    意識 Na[普通名詞] 98.84% (679個) 

       VK[狀態句賓動詞] 1.16% (8個) 

 

    作用 Na[普通名詞] 94.77% (56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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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動作不及物動詞] 5.23% (31個) 

 

另外，雖然在中文語料庫裡「意識」的動詞標誌是VK[狀態句賓動詞](及物

動詞)，但後面都帶「到」(補語結構)才能當動詞使用。 

 

    第16題 

    (12) *那時候他意識自己和別人的差異。 

    (13) その時、彼は自分と他の人との違いを～た。 

 

筆者對於第16題測試受試者是否使用學習過加上補語的「到」懷有疑慮，

因此不與其他「漢語是及物動詞，日語也是及物動詞」的「體驗」、「支

持」、「指導」一起討論。 

  「作用」的測試題目如下： 

 

第2題 

    (14) *這種藥會作用神經細胞。 

    (15) この薬は神経細胞に～る。 

 

在第2題的日譯裡的「～る」的部分可以放同形詞「作用する」，日語

動詞帶與格(に格)。漢語動詞「作用」是不及物動詞，因此在動詞後插入

「於」才是正確的句子。修改後的句子如下： 

 

    (16) 這種藥會作用於神經細胞。 

 

或可以用「對～產生作用」的表達方式。修改後的句子如下：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79 

 

    (17) 這種藥會對神經細胞產生作用。 

 

句子(17)裡的「作用」是名詞，在語料庫裡名詞用法占94.77%，筆者擔心

以上的第2題(14)也許測試受試者無法判斷「作用」的詞類(名詞或動詞)，

因此將其排除。 

  在「體驗」、「支持」、「指導」、「出席」、「反對」、「抗

議」、「悲觀」、「樂觀」的題目裡，日本學習者全體的答錯比率50%以上

(正確作答的比率未滿50%)的題目如下： 

 

   第28題：「對 + N + 反對」(病句)：全體答錯比率72.1% 

   初、中、高級的答錯比率分別為76.9%、71.4%、68.7% (表四-28) 

 

   第20題：「對 + N + 悲觀」(病句)：全體答錯比率70.5%  

   初、中、高級的答錯比率分別為85.7%、64.3%、62.5% (表四-33) 

 

   第24題：「對 + N + 抗議」(病句)：全體答錯比率67.4% 

   初、中、高級的答錯比率分別為76.9%、71.4%、56.3% (表四-30) 

 

   第9題：「樂觀 + N」(病句)：全體答錯比率61.4% 

   初、中、高級的答錯比率分別為78.6%、64.3%、43.7% (表四-35) 

 

   第26題：「到 + N + 出席」(病句)：全體答錯比率51.2% 

   初、中、高級的答錯比率分別為61.5%、50.0%、43.7% (表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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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正確作答的比率未滿50%的及物性題目裡，沒觀察

到Ｕ形曲線現象，換句話說，程度越高偏誤率越降低。在正確作答的比率

未滿50%的詞類題目裡觀察到Ｕ形曲線現象，因此在這點兩種（及物性與詞

類）題目測試結果有差異。 

  接下來，討論上面的答錯比率50.0%以上(答對比率未滿50.0%)的題

目。先討論「漢語是及物動詞，日語是不及物動詞」的「反對」、「抗

議」、「出席」之後，討論「漢語是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日語是及

物動詞」的「悲觀」與「樂觀」。 

  以「反對」的動詞用法為病句題目如下： 

 

第28題 

(18) *老師們都對這個教育改革案反對。 

(19) 先生方は、みんなこの教育改革案に～ている。 

 

在第28題的日譯裡的「～ている」的部分可以放同形詞「反対してい

る」，日語動詞帶與格(に格)。漢語動詞「反對」的句型是SVO句型，因此

要修改後句子如下： 

 

        (20) 老師們都反對這個教育改革案。 

 

    如果保留第28題裡的介詞「對」，在「反對」前插入「表示」、「提

出」等動詞才是正確的句子。修改後的句子如下： 

 

    (21) 老師們都對這個教育改革案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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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表四-33看，判斷該病句題目為正確句子的日本受試者非常多，在

初、中、高級學習者中的比率都超過65%。筆者推測這個也是受到日語的負

遷移影響的結果。我們看第28題的日譯「先生方は、みんなこの教育改革

案に反対している。」的日語詞跟漢語詞的對應關係： 

 

    (22) 先生方-は、  みんな  この教育改革案-に   反対している。 

     老師們-主題標誌  都  這個教育改革案-對   反對 

 

    日語句型「Nに + 反対する」使日本受試者以為漢語句型「*對N反

對」也符合漢語句法。 

  以「抗議」的動詞用法為病句題目如下： 

 

第24題 

(23) *他們對這個計劃抗議。 

(24) 彼らは、この計画に～ている。 

 

在第24題的日譯裡的「～ている」的部分可以放同形詞「抗議してい

る」，日語動詞帶與格(に格)。漢語動詞「抗議」的句型是SVO句型，因此

需要修改後句子如下 

 

        (25) 他們抗議這個計劃。 

 

    如果保留第24題裡的介詞「對」，在「抗議」前插入「表示」、「提

出」等動詞才是正確的句子。修改後的句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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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他們對這個計劃提出抗議。 

 

  從表表四-30看，判斷病句的該題為正確句子的日本受試者非常多，在

各族群比率均超過55%。筆者推測這個也是受到日語的負遷移影響的結果。

我們看第24題的日譯「彼らは、この計画に抗議している。」的日語詞跟

漢語詞的對應關係： 

 

    (27) 彼ら-は、      この計画-に      抗議している。 

    他們-主題標誌   這個計劃-對   抗議 

 

    日語句型「Nに + 抗議する」使日本受試者以為漢語句型「*對N抗

議」也符合漢語語法。 

  以「出席」的動詞用法為病句題目如下： 

 

第26題 

(28) *大學同學都要到我們的婚禮出席。 

(29) 大学の同級生はみんな私達の結婚式に～る。 

 

在第26題的日譯裡的「～る」的部分可以放同形詞「出席する」，日

語動詞帶與格(に格)。漢語動詞「出席」的句型是「SVO」句型，因此需要

修改如下：「大學同學都要出席我們的婚禮。」 

 

從表四-26看，判斷病句的該題為正確句子的日本受試者不少，初級、

中級、高級學習者的比率各為61.5%、50.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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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題的日譯(29)「彼らは、この計画に抗議している。」的日語詞

跟漢語詞的對應關係如下： 

 

    (30) 彼大学の同級生は  みんな  私達の結婚式に  出席する。 

         大學同學-主題標誌  都 我們的婚禮-到   出席 

 

    日語句型「Nに +出席する」使日本受試者以為漢語句型「*到N出席」

也符合漢語語法。 

  「漢語是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日語是及物動詞」的「悲觀」與

「樂觀」的題目如下： 

 

第20題 

(31) *他對自己的未來悲觀。 

(32) 彼は自分の将来を～ている。 

 

  從表四-33看，判斷該病句題目正確句子的日本受試者非常多，在各級

學習者中比率都超過60%。筆者推測這個也是受到日語的負遷移影響的結

果。 

為了修改第20題病句，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悲觀」前需要插入

「很」、「非常」等程度副詞或「感到」等動詞，修改後的句子如下： 

 

(33) 他對自己的未來很悲觀。 

(34) 他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悲觀。 

 

  因為日語動詞「悲観する」可以帶「を格」或「に格」，所以第2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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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譯「彼は自分の将来を悲観している。」跟「彼は自分の将来に悲観

している。」相同。我們看「彼は自分の将来に悲観している。」的日語

詞跟漢語詞的對應關係： 

 

(35) 彼-は       自分の将来-に      悲観している。 

      他-主題標誌   自己的未來-對  悲觀 

 

    日語句型「Nに + 悲観する」讓日本受試者以為漢語句型「*對N悲

觀」也符合漢語語法。 

  以「樂觀」的動詞用法為病句題目如下： 

  

第9題 

(36) *大家都樂觀前途。 

(37) みんな前途を～ている。 

 

    在第9題的日譯裡的「～ている」的部分可以放同形詞「楽観してい

る」。從表四-35看，判斷該病句題目為正確句子的日本受試者較多，初級

與中級的比率均是60%以上，高級的比率是43.75%，也不少。由此可見，因

為日語動詞「楽観する」是及物動詞，所以很多日本受試者以為漢語動詞

「悲觀」也可以當及物動詞，帶賓語。 

 

（二）Ｕ型曲線現象 

  下面的題目是本研究的在及物性方面的測試題目結果符合Ｕ型曲線現

象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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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題：「指導 + N」 ：全體答對比率為65.1% 

      初、中、高級的答對比率分別為84.6%、42.9%、68.7% (表四-23) 

 

符合Ｕ型曲線現象的題目只有上面第21題(「指導 + N」)而已。值得注意

的是在這個題目，答對比率最高的是初級學習者。因為按照河村靜江(2005)

的分類，「指導」是「日語帶賓格(accusative case：を格)，漢語是

「SVO」句型」的「在漢日語句法上沒有差異」的同形詞，因此筆者測試前

預測這題目不難，但中級與高級學習者的答對比率低於初級學習者的答對

比率。另外，初級學習者的答對比率最高的題目如下： 

 

      第12題：「出席 + N」：全體答對比率為56.8% 

      初、中、高級的答對比率分別為71.4%、50.1%、50.1% (表四-25) 

 

  除了上面兩題以外，高級學習者的答對比率低於初級或中級學習者的

答對比率的題目如下： 

 

      第6題：「體驗 + N」：全體答對比率為77.3% 

      初、中、高級的答對比率分別為78.6%、78.6%、75.0% (表四-21) 

 

      第11題：「支持 + N」：全體答對比率為90.9% 

      初、中、高級的答對比率分別為78.6%、100%、93.7% (表四-22) 

 

  筆者推測上面的現象與學習者的程度越好，詞彙量越多的事情有關。

測試一位以中文為母語的台灣大學生的時候，他將第12題「他去年出席了

國際會議。」改為「他去年參加了國際會議。」，判斷第12題為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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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因此學習者也可能將不符合自己的語感（詞彙搭配）的詞判斷為不

正確。舉例來說，在第21題「這個學期林教授指導三個留學生。」，中級

與高級的受試者或許想到「輔導、教導」等是符合自己的語感（詞彙搭

配）的詞而判斷該句子為不正確。但是，測試沒有要求日本受試者修改句

子，因此無法斷定。 

  除了上面四題(第21題「指導 + N」、第12題「出席 + N」、第6題

「體驗 + N」、第11題「支持 + N」)以外，在及物性方面題目裡，其他九

題都表示程度越好，答對比率越高。 

 

第三節 小結 

  以下是測試是將測試題目分為詞類題目(13題)與及物性題目(13題
20
)的

各程度日本受試者的答對比率： 

 

表四-36 詞類題目與及物性題目的日本受試者的答對比率 

 初級 中級 高級 全體 

詞類題目答對比率 59.4% 61.0% 75.4% 65.0% 

及物性題目答對比率 51.1% 56.6% 67.3% 58.8% 

 

從以上數據得知，在本研究結果顯示對日本受試者而言，同形詞的及物性

異同題目比詞類題目難。 

  另外，參考河村靜江(2005)從「句法的差異」的觀點，選出一些漢日

同形詞動詞來測試以華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時，找不出偏誤傾向，但本

研究結果在及物性差異（句法的差異）上以日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的表

現有偏誤傾向。本研究結果顯示的日本受試者在同形詞的及物性異同上的

偏誤傾向如下： 

 

                                                 

20 如在上一節討論，已經排除「意識」與「作用」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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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漢語是及物動詞，日語是不及物動詞」的同形詞（出席、反

對、抗議），日本受試者以為「*介詞 + N + 動詞」句型是正確。 

 

2. 關於「漢語是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日語是不及物動詞」的同

形詞（悲觀），日本受試者以為「*介詞 + N + 動詞」句型是正確。 

 

3. 關於「漢語是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日語是不及物動詞」的同

形詞（樂觀），日本受試者以為「*動詞 + N」句型的及物動詞用法是

正確。 

 

  雖然隨著程度提高，以上的偏誤率下降，但 測試結果顯示有些受試者

以為「*介詞 + N + 動詞／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是正確。以下表四-

37是判斷「到～出席、對～反對、對～抗議」為正確的受試者的人數與判

斷「到～出席、對～反對、對～抗議、對～樂觀」為正確的受試者的人

數： 

 

表四-37 以為「*介詞 + N + 動詞」正確的日本受試者的人數與比率 

 初級(14人) 中級(14人) 高級(16人) 

「到～出席、對～反對、對

～抗議」全部判斷為正確的

人 

6人 
(42.9%) 

4人 
(28.6%) 

4人 
(25.0%) 

除了上面三個句型之外，

「對～樂觀」也判斷為正確

的人 

6人 
(42.9%) 

3人 
(21.4%) 

2人 
(12.5%) 

 

面表四-37表示「*介詞 + N + 動詞／不及物狀態動詞(形容詞)」病句到高

級階段已經彊化(fossilized)。因此，在學習早期階段需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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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華語教學應用 

  Zimmerman(1997)針對各種語言教學法上的詞彙教學指出： 

 

直到現在都不太重視詞彙習得，雖然詞彙可能是在語言習得以及使用

上的中心部分，但詞彙教學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與方法方面一直不是

優先考慮的事情
1
。(Zimmerman, 1997, p. 6)(筆者譯) 

 

    筆者也同意Zimmerman的意見，現在出版的針對以日語為母語者的漢語

課本，多數也僅僅提供生詞表而已，不太重視詞彙教學。因此，依據第二

章的文獻探討和第四章的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在第五章撰寫針對日本學習

者的華語詞彙教學的初步建議。 

 

第一節 生詞表 

  下面論述係筆者觀察、分析以日語為母語者的漢語課本之後，而提出

如何改進生詞表之建議。雖然在台灣針對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而編

輯的教材不多，但《今日台灣》有日文版《現代の台湾》，而且的台灣各

大學附設的華語中心採用《今日台灣》也不少
2
，因此首先看《今日台灣》

日文版《現代の台湾》的生詞表。接著探討專門針對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

學習者而設計的《青春遊學：日本人學華語》的介紹生詞的方式。 

 

                                                 

1 原文如下：Until recently,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ttle emphasis placed on the acquisition 
of vocabulary; although the lexicon is arguably central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se, 
vocabulary instruction has not been a priorit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2  根據台灣教育部在網路上提供的《各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中心得自境外招收外國

學生來臺研習華語一覽表》，在全台38所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中心當中，在各所

華語文教學中心網頁上得知11所採用《今日台灣》，5所不採用《今日台灣》，其餘

22所網頁無提供採用的教材資訊。資料出自:http://140.111.34.54/files/list/ED3109/各大

學華語文教學中心一覽表1011022.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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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の台湾》 

  《現代の台湾》(鄧守信、孫珞，1997)是中級漢語讀本《今日台灣》

(鄧守信、孫珞，1995)的日文版。最後的第12課〈海峽兩岸〉有64個生

詞，從其中，筆者用漢日語的詞類以及及物性的異同的角度從其中選出部

分詞彙來探討。該書中的生詞如下(實際課文與生詞表，詳見附錄五、附錄

六)： 

 

    返回  帰る；帰って来る；帰って行く 

   to return, to come or go back to 

    保持  保つ；維持する；保持する to maintain, to remain 

    明顯  明らかに；はっきり obvious, evident, distinct 

    改變  変化する；変わる；変える change; to change 

    赴  行く；向かう to go to, to attend 

    樂觀  楽観的 optimistic 

    忍受  辛抱する；堪える；耐える to suffer from, to endure 

 

  為了進行比較分析，在《現代の台湾》裡的日語翻譯之後，附加了

《今日台灣》裡的英語翻譯。另外，也省略了詞彙的漢語拼音。其中「保

持、改變、樂觀、赴」是漢日語同形詞。 

  生詞表上沒有詞類標誌，筆者建議需要附加詞類標誌。例如以在課文

裡的生詞「明顯」和「改變」為例，書中的句子如下： 

 

    ……(1) 戒嚴法解除之後，有了明顯的改變。 

 

  在上面的句子裡，「明顯的」修飾後面的「改變」。在生詞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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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 的英譯詞義是「obvious, evident, distinct」，這些英文詞都是形

容詞，但生詞表的日譯詞義「明らかに；はっきり」是修飾動詞的用法，

也就是副詞，因此需要改為「[形容詞]明らか(な)；はっきりしている/し

た」。 

  另外，在生詞表裡，「改變」的英譯定義是「change; to change」，因

為有些英文詞可以當動詞也可以當名詞，所以前面的「change」表示詞類

是名詞 ，用後面的不定詞「to change」來表示詞類是動詞。在課文裡的

「改變」已經「名物化(nominalized)」，當名詞使用，但生詞表裡的「改

變」的日譯定義「変化する；変わる；変える」都是動詞，因此需要改為

「[名詞]変化；変更 ← [動詞]変化/変更する；変わる；変える」，箭

頭「←」表示[名詞] 用法詞義來自[動詞]用法詞義。 

  在課文裡的生詞「樂觀」的句子如下： 

 

    (2) 不過，一般人對兩岸的交流都抱著樂觀的態度。 

 

  因為本來的生詞表裡的日譯沒有詞類標誌，因此應改為「[形容詞] 楽

観的(な) 」。另外，我們在第四章第三節觀察到日本受試者容易以為有些

心理動詞在中文裡可以當及物動詞使用，因此需要附加這一句： 

 

「樂觀」には「(～を)楽観する」のような他動詞の用法はない。 

(「樂觀」不能像「(～を)楽観する」當及物動詞使用。) 

 

  提醒學習者要注意詞類差異，希望盡量避免因受到母語的負遷移的影

響而造出這種病句，「*一般人都樂觀兩岸的交流」。 

  關於表示移動詞義的動詞「返回」和「赴」，除了附加詞類標誌以

外，還應以符號「～」來表示漢語動詞後帶「方位詞/地方詞/處所詞

(place word)」的賓語。在生詞表裡，「返回」 的英譯詞義是「to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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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me or go back to」，因為「go back to」包含介詞「to」，能知道「to」

後面放方位詞。但是，「返回」的日譯詞義「帰る；帰って来る；帰って

行く」與「赴」的日譯詞義「行く；向かう」在日語裡是帶「に格」的不

及物動詞，因此為了避免讓學習者造出如：「*到家鄉返回」這種病句， 

「返回」與「赴」之後以符號「～」來表示漢語動詞後帶方位詞。 

  關於及物動詞「保持」和「忍受」， 「保持」的日譯詞義「保つ；維

持する；保持する」，都是帶「を格」的及物動詞。「忍受」的日譯詞義

「辛抱する；堪える」是帶「を格」的及物動詞，但「耐える」是帶「に

格」的不及物動詞，漢語動詞後以符號「～」來表示漢語動詞後帶賓語。 

 

    返回(～) 動(～に)帰る；帰って来る；帰って行く 

    保持(～) 他動(～を)保つ；維持する；保持する 

    明顯  形明らか(な)；はっきりとしている 

    改變  名変化；変更←自動変化する；変わる 他動変える 

    赴(～) 動(～に)行く；向かう 

樂觀 形楽観的(な) ※「樂觀」には「(～を)楽観する」のよ

うな他動詞の用法はない。 

    忍受(～) 他動(～を)辛抱する；堪える；(～に)耐える 

 

    關於「改變」，「改變」有「Ｓ改變」的不及物動詞用法與「Ｓ改變

Ｏ」的及物動詞用法，所以生詞表裡也有「自動詞」(不及物動詞)與「他

動詞」(及物動詞)的兩種標誌。 

  關於表示移動詞義的動詞「返回」和「赴」，這些動詞帶方位詞的賓

語不能改為被動句，因此及物性很弱，所以上面的詞類標誌只是標示「動

詞」而已。 

  另外，有些華語課本不用「形容詞(adjective)」這個詞類說法，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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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狀態動詞(stative verb)」。因為在中日語同形詞裡，中文是「形容

詞（=狀態動詞）」，日文是動詞的同形詞不少，所以為了讓日本學習者清

楚地注意中日語同形詞差異、避免混淆，筆者在華語教學上採用「形容

詞」這個標誌。至於哪一種詞類名稱比較適合日本學習者，這也是未來值

得討論的題目。 

 

二、《青春遊學：日本人學華語》 

  《青春遊學：日本人學華語》(林秀惠、信世昌，2008)是「針對一般

的日本學生或抵達台灣遊/留學的日本大學生而寫」的中級華語會話課本，

總共有八課。根據其編寫說明，該課本強調「（一）語言和文化兼備」；

「（二）認知心理建構的辭彙貫連與句型整合練習」；「（三）短文閱讀

及表述申論寫作練習」。該課本沒有很典型的「生詞表」，碰到生詞就以

插入註腳的方式解釋生詞詞義。 

第1課〈歡迎到台灣來！〉有21個生詞，第2課〈你的興趣是什麼?〉有

17個生詞。筆者從漢日語的詞類與及物性的異同的角度來看選出部分詞彙

來探討。該書中的生詞如下(實際課本容，詳見附錄七)： 

 

    遲到（chídào）：遅れる、遅刻する。 

    討論（tǎolùn）：討論する。 

    報告（bàogào）：レポート。 

    擔心（dānxīn）：心配する。 

    嫁（jià）：嫁ぐ。 

    結婚（jiéhūn）：結婚する。 

 

  在上面的詞彙中，「討論、報告、嫁、結婚」是漢日語同形詞。修改

之後的生詞解釋如下： 



第五章 教學應用 

93 

 

    (Ｖ+)遲到 (chídào)：動(～に)遅れる、遅刻する。 

        上班遲到  上課遲到 上學遲到  

    討論(～）(tǎolùn)：他動(～について/を)話し合う、討論する。 

※ 中国語「討論」の意味範囲は日本語「討論する」よりも広く、

「(気軽に)話し合う」から「(正式に)議論する」までを含む。 

    報告 (bàogào)：名レポート。←他動(～について/を)報告する。 

    擔心(～) (dān//xīn)：他動(～を)心配する。(～が)心配だ。 

    嫁(給～) (jià)：動(～に)嫁ぐ。 

    (跟～)結婚 (jié//hūn)：動(～と)結婚する。 

 

  除了附加詞類標誌以外，在括號裡以符號「～」表示賓語或以「介詞+

～」的方式表示其動詞所表達的動作的對象。另外，在漢語拼音裡插入兩

條斜線「//」表示離合詞。 

  關於「遲到」的詞義解釋。因為在日語裡「Ｎに遅れる、Ｎに遅刻す

る」的句型是很常用的。因此為了避免學習者造「*遲到上班」、「*遲到

公司」等病句，以「(Ｖ+）遲到」表示將表達動作的詞或句子放在「遲

到」前面，不是後面。另外，提供用「遲到」的例子：上班遲到、上課遲

到、上學遲到。 

  關於「討論」的詞義解釋，因為同形詞的中文的詞義範圍比日語的詞

義範圍大，所以附加以下說明： 

 

※中国語「討論」の意味範囲は日本語「討論する」よりも広く、

「(気軽に)話し合う」から「(正式に)議論する」までを含む。 

（中文「討論」的詞義範圍比日文「討論する」大，包括從

「(輕鬆地)談一談」及「(很正式地)討論」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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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擔心」的詞義解釋。日語的對應詞「心配」可以當動詞也可以

當形容詞使用，相較於中文「我擔心他的身體。」可以用日文譯成以下兩

句： 

 

    私-は   彼の体-を   心配している。 

        我-主題標誌  他的身體-賓格標誌  擔心[動詞] 

 

    私-は   彼の体-が   心配だ。 

        我-主題標誌  他的身體-主格標誌  擔心[形容詞] 

 

  因「我擔心他的身體。」的日譯有「私は彼の体を心配している。」

（～を[賓格標誌]+心配する[動詞]）和「私は彼の体が心配だ。」（～が

[主格標誌]+心配だ[形容詞]）兩種，所以除了動詞用法「(～を)心配す

る」之外，也應加上形容詞用法「(～が)心配だ」。 

  通常課本解釋生詞會有所限制，與辭典詞中的詞義解釋不同，每個生

詞無法非常仔細地解釋，儘管如此，我們認為生詞表還是有改進的空間，

希望能讓日本學習者注意到中日語詞性之間的異同。 

 

第二節 句型 

  接下來看同形詞在句型的教學上的應用。首先看《青春遊學：日本人

學華語》裡的重點句型，然後從句型教學的角度觀察並且深討中日辭典裡

的詞條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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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春遊學：日本人學華語》 

  在上一節介紹的《青春遊學：日本人學華語》每一課有句型練習。在

第2課〈你的興趣是什麼？〉與最後的第8課〈聽說太魯閣的風景美不勝

收〉裡，筆者從漢日語同形詞詞義異同的角度挑選出下面的句型並進行探

討。(實際課文內容，詳見附錄八。) 

 

    第2課  對＿＿＿＿＿（沒）有幫助 

    第8課  對［某件事情］有興趣／研究 

 

  句型裡的關鍵詞「幫助、興趣、研究」都是中日語同形詞，從詞義異

同的角度來看，「興趣」毫無疑義地應是Ｓ類同形詞（同形同義詞），而

且在句法上的差異也不大，如果已經掌握基本的「Ｓ有Ｏ」句型的話，

「對～（沒）有興趣」該句型對日本的學習者而言，不是很難掌握的。 

  下面是中日語比較： 

 

        (3) 時間が   ある。 

        時間-與格標誌    在/有 

        (4) 有時間。 

 

    (5) 原住民の文化-に  とても  興味-が    ある。 

    原住民文化-與格標誌 很  興趣-與格標誌   在/有 

    (6) 對原住民文化很有興趣。 

 

  「幫助」是Ｄ類同形詞（同形異義詞），下面是《日本語と中国語の

意味をより深く理解するための日中同形異義語1500》(郭明輝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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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義異同解釋： 

 

    日文：協助他人犯罪等（法律用語） 

     自殺幇助罪 自殺輔助罪 

     著作権侵害を幇助する行為 助長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中文： 

1.在物質或金錢上給予援助 

      近所の人たちはいつも助け合っている。 

街坊鄰居們經常互相幫助。 

企業が出資して生活に困った人を援助する。 

      企業出資幫助生活困難的人。 

 

    2.進行指導和教育 

彼の考えは間違っているので、会を開いて指導する必要があ

る。 

他的認識很糊塗，需要開個會幫助他一下。 

     みんなの指導のもとに、彼は自分の過ちを認識した。 

     在大家的幫助下，他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研究」是中文的語義範圍比日語語義範圍大的Ｏ類同形詞（同形近

義詞），下面是郭等(2011)的詞義異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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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義： 

    1.從學問的角度對事物認真思考和調查 

     古典文学を研究する 研究古典文學 

     歴史研究 歷史研究 

 

    2.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案等 

     対策を研究する 研究對策 

     仕事のやり方を研究する 研究工作方法 

 

    中文：考慮意見或要求等是否妥當 

相手が出してきた要求をどう処理すればよいか、みんなで検

討しよう。 

對對方的要求究竟怎麼處理，大家來研究一下。 

     会議で来期の経営方針を検討した。 

會上研究了下一季度的經營方針。 

 

  下面是用上面三個同形詞「幫助、興趣、研究」的中文句型「對Ｎ１有

Ｎ２」與日文句型「Ｎ１にＮ２がある」的比較： 

 

 

    對N有興趣  Nに興味がある (興味≒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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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N有研究  *Nに研究がある (研究≒研究) 

Nに精通している  (精通する≒精通) 

Nに対して[Nに関して] 知識が 豊富だ 

對於N[關於N]   知識-與格標誌   豐富 

 

        對N有幫助  *Nに助けがある (助け≒幫助) 

Nに役立つ   (役立つ≒起作用) 

Nに有用だ  (有用だ≒有用) 

 

  雖然上面的三個中文「對Ｎ１有Ｎ２」句型裡的「Ｎ２」部分都是中日語

同形詞，但「興趣」的話，可以將同形詞「興味」直接放在日文句型「Ｎ１

にＮ２がある」的「Ｎ２」部分就可以表達相同的意思，所以筆者覺得對日

本學習者而言，從語義的角度來看，比較簡單的句型。但是，以「對Ｎ有

研究／幫助」為例來看，卻不是如此，所以筆者認為，無法單從語義的角

度來看，對日本的學習者而言並沒有那麼簡單。 

  「對Ｎ１有Ｎ２」句型裡的「Ｎ２」部分可以放很多中日語同形詞，如

「意見、意思、好感、好評、眼光、免疫力、抵抗力」等。但，同一個句

型由於中日語同形詞的差異有可能會增加日本學習者的學習困難度。 

 

二、辭典 

  張善實(2007)針對以漢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從中日語的同形動詞

之及物性異同的角度整理出中文句子結構與日語句子結構。她提供的表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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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五-1 日文「を格」句型與中文句型的對應關係 (張善實，2007) 

N在句子裡的角色 を格句子結構 中文句子結構 同形動詞的

例子 
基本句型  直接 

被動句 

基本句型 把字  

句 

對 

象 

動作、作用的

對象 
SがNをV 可 SVN 可 殺害、中止 

SV  解約、辞職 

創造出的對象 SがNをV 可 SVN 可 生産、製造 

精神作用的對象  SがNをV 可 SVN 可 尊敬、無視 

場 

所 

移動的通過點 SがNをV 不可 SVN /  S在NV /

 SV在N 
不可 散歩、往来 

動作的出發點、

分離點 
SがNをV 不可 S從NV 不可  出発、撤退 

SV  出国、出獄 

 

     表 五-2 日文「に格」句型與中文句型的對應關係 (張善實，2007) 

N在句子裡的角色 に格句子結構 中文句子結構 同形動詞的

例子 
基本句型  直接 

被動句 

基本句型 把字  

句 

對 

象 

行為的對象 SがNにV 可 S向VN 不可 自首、求婚 

態度的對象 SがNにV 可 SVN 不可 干渉、反対 

 

 

場 

所 

移動的回歸點 SがNにV 不可 SVN /  S到NV /

 SV到N 
不可 移民、加入 

SV 不可 入会、帰国 

存在的地點 SがNにV 不可 SVN /  S到NV /

 SV到N 
不可 居住、隠居 

變化的結果 SがNにV 不可 SVN /  SV成[為

/成為]N /   

不可 分裂、昇任 

心理動作的起因 SがNにV 不可 SV /  SV於N /  

N使[令]SV/   

S因[為 /被]N而

[所]V 

不可 感動、陶酔 

失望、激怒 

成就判斷的基準 SがNにV 不可 SNV 不可 合格、成功 

關係 SがNにV 不可 SV於N 不可 直属、帰属 

S和[跟/與]NV 不可 酷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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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指出中日語同形動詞雖然在語義上有同樣的特徵，但在語法上的句

子結構差異很大。她強調對以漢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而言，她們學習日

語時，掌握中日語語法上的句子結構的差異是非常重要。筆者同意她的看

法，而且從華語教學的角度來看，掌握、了解這些在中日語語法上的句子

結構的差異對以日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而言也非常重要。 

  接下來我們要看漢日辭典如何解釋這些有語法差異的中日語句子結

構，先以表五-1裡的同形動詞「辭職」為例來探討。 

《中日大辞典 増訂第二版》（愛知大学中日大辞典編纂処(編集)，

2005）的「辭職」的解釋以及例句如下： 

 

    【辭職】cízhí 辞職する. 

      [提出～書] 辞表を出す. 

      [表示～的決心] 硬い辞意を表明する. 

      ⇒[離職] ⇒[去職]  

 

《講談社中日辞典 第二版》(相原茂(編集)，2002)，「辭職」的解釋

以及例句如下： 

 

    【辭職】cí//zhí 動辞職する. 

      他考慮再三，決定～ 

      tā kǎolǜ zàisān, juédìng 

      彼はよくよく考えて, 辞職することにした. 

      ⇒類義語→[離休 líxiū] 

 

  《中日大辞典》沒有標示詞類，《講談社中日辞典》標示詞類，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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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辭典未分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因為「辭職」的構詞結構是動賓結

構，因此在中文裡「辭職」不能帶賓語，所以《講談社中日辞典》在漢語

拼音裡插入兩條斜線「//」表示「辭職」是離合詞。《中日大辞典》未標

示「辭職」是離合詞，只寫同形詞「辞職する」。日語「辞職する」是可

以帶「を格」的及物動詞，所以筆者推測如果辭典說明未強調該差異的話，

日本學習者可能容易受負遷移影響而造出「*辭職公司」這種病句。 

  為了比較，筆者參考英語辭典的詞條解釋與例句。針對非英語母語者

所編寫的《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6th Edition》(2000)的詞條

「quit」的解釋以及例句如下(省略發音符號與定義3): 

 

        quit 

        verb (quitting, quit, quit) (BrE also quitting, quitted, quitted) 

    1 ~ (as sth) (informal) to leave your job, school etc: 

  [V] If I don’t get more money, I’ll quit. 

      He has decided to quit as manager of the team. 

  [VN] He quit the show last year because of bad health.  

    2 (informal, especially AmE) to stop doing sth:  

   [VN -ing] I’ve quit smoking. 

  [VN] Just quit it! 

  [V] We only just started. We ’re not going to quit. 

 

    雖然該辭典只標誌「verb (動詞)」，不分不及物動詞或及物動詞，但

在定義1的例句裡，[V]表示該動詞的用法是「SV」結構，就是不及物詞的

用法，[VN]表示該動詞的用法是「SVO」結構，就是帶賓語(受詞)的及物

詞的用法。另外，「~ (as sth)」表示該動詞用法有「V + as + N」句型。關

於定義2的例句，[VN -ing]表示該動詞帶動名詞賓語。筆者以粗體、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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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框線、字元網底標示該辭典對這些句子結構的解釋，如下： 

 

        定義1 

  [V] If I don’t get more money, I’ll quit. 

      He has decided to quit as manager of the team. 

  [VN] He quit the show last year because of bad health. 

        定義2 

   [VN -ing] I’ve quit smoking. 

 

  由以上例子可見該辭典下很多功夫，試著讓母語非英語的英語學習者

了解該動詞的句子結構。另外，該辭典以「BrE (British English)」與

「AmE (American English)」表示英國式英語與美國式英語的差異，筆者覺

得提供語言的地區差異對學習者來說非常有益，但目前在日本所出版的漢

日辭典裡，未見表示中國、台灣等地區性差異的辭典，因此漢日辭典在這

方面也需要改進。因為這不是本論文的重點，所以在此不再深入討論。 

  探討表五-2裡的「移民」的中日辭典的詞條解釋以及例句之前，先看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6th Edition》(以下簡稱OALD)的詞條

「immigrate」的解釋以及例句。 

 

        immigrate 

        verb [V] ~ (to ... ) (from ... )  

        (especially AmE) 

to come and live permanently in a country after leaving your own 

county: 

About 6.6 million peopl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compare EMIGRATE 



第五章 教學應用 

103 

 

  「verb [V] ~ (to ... ) (from ... )」表示該動詞是不及物動詞，後面帶介詞

「to」或「from」之後，可以附加地點。例句也用「動詞 + 介詞 + 地點: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的句子結構。 

    《講談社中日辞典 第二版》的「移民」的說明是「【移民】yímín 

移民(する)」而已，沒有例句，學習者無法知道該詞的用法。《講談社中

日辞典 第二版》的「移民」的解釋與例句如下： 

 

        【移民】yí//mín 

        動移民する. 移住する. 

          ～政策 

     yímín zhèngcè 

          移民政策. 

     向海外～ 

          xiàng hǎiwài yímín 

     海外へ移住する. 

 

        名 (yímín)移民. 

     ～後代 

          yímín hòudài 

          移民の子孫. 

 

  根據表五-2，動詞「移民」的基本句型是「SVN / S到NV / SV到N」，

但《講談社中日辞典 第二版》列出的動詞「移民」的例句不夠，學習者學

不到所有的動詞「移民」的基本句型。筆者將以上動詞的例句部分修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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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省略例句的漢語拼音與日譯）： 

 

 

        【移民】yí//mín 

        動移民する. 移住する. 

          [V]  我家人十幾年前就移民了，而我本人也兩年前就移了民。 

 

     [V+N]  從1925年到1941年，很多日本人移民巴西。 

 

     [V+到+N]  一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弟弟生病了。 

 

     [向/到+N+V]  日本向海外移民始於1868年。 

            當時到美國移民的人很多。 

 

 

  筆者覺得除了詞義以外，辭典應該解釋詞的用法，但到目前為止，仍

未見到像OALD一樣的漢日詞典，同時提供句型與例句來讓學習者理解該詞

彙的用法。如果辭典解釋的詞條是動詞，可以提供如表五-1與表5-2句型與

例句，如果該動詞是中日語同形詞，並且句子結構的差異很大，而且沒有

提示該動詞的用法的話，日本學習者容易受到日語同形詞用法的負遷移影

響。 

  除了基本句型以外，辭典解釋詞彙用法的時候，也可以提供常用的句

型。以下表五-3列出「對～有N」句型在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裡的個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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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3 在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裡的「對～有N」 

對～有+關鍵詞 

(「～」的部分是1到6個字) 

個數 關鍵詞 總數 

對～有興趣 552 興趣 17183 

對～有幫助 270 幫助 38941 

對～有意見 244 意見 37505 

對～有研究 180 研究 121536 

對～有意思 79 意思 23346 

 

  看使用個數與使用頻率高低等，筆者認為辭典應該列出常用的句型以

幫助學習者正確地使用詞彙。 

 

 



來自日語的同形詞對日本漢語學習者的影響之研究 

106 

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學習漢日語裡的同形詞

時，詞類與動詞及物性的異同是否影響到日本學習者在使用詞彙時正確性

的判斷能力。根據第四章觀察問卷調查結果以及第五章探討詞彙教學上的

建議，將於本章做出總結，並且檢討本論文的限制以及提出未來研究方

向。 

 

第一節 總結 

  本研究經過問卷調查，得出結果並進行分析與探討。關於以日語為母

語的漢語學習者學習漢日語裡的同形詞時的負遷移影響為何與教學上的應

用、建議，最後所得到的總結如下。 

  經過第四章研究結果的觀察與分析，本研究的日本受試者初級、中

級、高級族群都對於下面詞彙用法所下錯誤判斷的比率高。 

 

1. 關於詞類差異，誤以為「體操」與「經驗」可以當作動詞使用

的日本受試者的比率高。另外，誤以為「作戰」不能當作動詞使用

的日本受試者的比率高，而以為「作戰」可以當作名詞使用的日本

受試者的比率也不少。筆者推論這些受試者將同形詞的日語用法套

用到漢語，換句話說，已受到母語的負遷移影響，因此在詞彙教學

上強調漢日語裡的詞類異同非常重要。 

 

2. 關於動詞的及物性的異同，日本受試者在「日語是不及物動

詞，漢語是及物動詞」此類題目容易下錯誤的判斷。舉例來說，對

於動詞「(1)出席、(2)反對、(3)抗議」的「ＶＮ(動賓)」 句型的

掌握，問題不是非常大，但容易誤解這些動詞可以用「介詞 +Ｎ

Ｖ」句型，如「*到Ｎ出席」、「*對Ｎ反對」、「*對Ｎ抗議」。

筆者推論原因也是受到負遷移影響，因為在日語裡，這些同形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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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帶「に格」的不及物動詞。 

 

3. 關於「悲觀」與「樂觀」的用法，日本受試者容易誤解這些動

詞可以用 「*對Ｎ悲觀」、「*樂觀Ｎ」等句型當作動作動詞使

用。筆者推論原因同樣是受到負遷移影響，在日語裡，這些同形詞

都是及物動詞。 

 

對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而言，在漢日語裡的同形詞有助於漢語

詞彙的習得，但同時這些同形詞也有可能會讓他們容易受到負遷移影響。

因此，學習者也需要注意漢日同形詞的差異，針對以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

習者如何有效地學習漢語，教師也需要了解、分析漢日同形詞的異同。教

師如果在教授時能同時說明、分析，相信能使學習者言更快更清楚的掌

握，而不至於誤用。 

  在第五章，我們研究、探討現有的辭典、教科書在詞彙習得與教學上

不足之處以及有何改善的空間、方法。如果未來的教科書或辭典能朝筆者

所提的建議、方向改進，不論是對於以日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或其他母

語的華語學習者而言，這些工具書都會對他們有所幫助，而學習效果也必

將提升。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從詞類的異同與動詞的及物性的角度，挑選出中日語同形

詞來測試，然而形成日本受試者的同形詞偏誤的原因，正如許多學者指出

的，日本學習者在中日語同形詞的使用上或理解上的偏誤的原因非常多，

例如詞義、構詞結構、詞彙搭配等。因此如果從更多的角度來分析的話，

相信能得到更客觀、更具效度與信度的研究結果。 

  雖然筆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樣本數，以提高研究結果的信度、效度，但

因人力限制，使得日本受試者僅44人。而受試者的程度，筆者希望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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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級、高級能有平均的受試者比例，但最後受試者人數初級程度14

人，中級程度14人，高級程度16人，並不完全完平均。 

  另外，如能測試以母語非日語的華語學習者做為對照組，可以跟日本

受試者的結果對比，進而了解日本受試者受到母語遷移的影響的程度。 

  研究方法以病句為判斷詞性運用之對錯，屬於單向輸入(input)方面的

研究，缺少輸出(output)方面的研究。例如將受試者分為兩組，控制組針

對問卷的28個句子作答，而讓實驗組做「句子重組」，如此可以就學習者

的輸出情形，針對這些詞彙的習得進行研究。這是本研究不足之處。 

    問卷詞彙的部分，因筆者是從600多個漢日同形詞彙中去選取不同詞性

的詞彙，需要同時考慮這些選取出來的詞彙是否具有不同詞性，也必須考

慮選取之詞彙對於初級、中級、高級中文程度的日文受試者是否過於困難

而對於受試者造成負擔。挑選詞彙時，筆者認為越多詞彙對於測試的信效

度會越大，但是同時也考慮到過多的詞彙會造成受試者受試的意願。且過

多的詞彙，也可能會造成受試者因為疲憊而對於後面的題目無法好好作

答。故筆者只能從中挑選出17個詞彙之後，出28個題目來測試，詞彙個數

不夠也是本測試調查不足之處。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為了對比每個同形詞的詞類與動詞及物性，本研究限定來自日語的雙

字同形詞，因此研究範圍可再擴大，包含所有的漢日語裡的同形詞。另

外，也需要從詞義、情感色彩、構詞結構、詞彙搭配等更多的角度研究漢

日語裡的同形詞。 

  筆者認為可以建立漢日對譯語料庫或漢日平行語料庫，將有利於進行

漢日同形詞之對比研究、容易從各種的角度來分析同形詞的異同。經由語

料庫裡的對比分析後得到的結果更可以應用到教學方面。 

除了詞義、情感色彩之外，還應從詞類、動詞及物性、語法、句型、

構詞結構、詞彙搭配、詞彙使用頻率等更多的角度進行對同形詞研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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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結果應用於針對日本學習者的教學研究上。 

  同樣的漢字在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意義，即使同為華語圈也有不同

涵義。關於本研究的日本受試者，除了住過台灣與中國兩地之外，有些受

試者只住過台灣，有些受試者只住過中國，有些受試者沒住過日本以外的

國家，自然他們學過、接觸過的中文也不同。因此，筆者挑選測試用的詞

彙、造測試用的句子時，特別注意避免選出有地區性差異的詞彙。在日本

出版的漢語辭典、課本幾乎不介紹漢語的地區性差異。但在日本出版的英

語、韓語/朝鮮語、西班牙語的辭典、課本裡，介紹、解釋在句法或詞彙上

的地區性差異的書不少。漢語教材也應該包含台灣、中國、香港、澳門以

及東南亞華人地區的多元化的漢語，筆者相信這種提供多元化的漢語的教

材、辭典對學習者而言非常有用。因此，筆者認為漢語的地區性差異也值

得研究，而且需要將研究結果應用於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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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針對以日語為母語者) 
 

中国語の語彙の使用に関する調査 

皆様： 

 この調査用紙は、中国語の語彙に関する使用方法などを調べるために作成したものです。本

調査は、データを分析し、語彙の使用の傾向などを研究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ます。集計し

たデータは、研究以外の目的に使用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ので、ご安心ください。本調査に、

ご協力のほど、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台湾師範大学華語文教学研究所博士課程 下元宏展 

 

◇第一部：個人データ (この文章ファイルに直接入力する場合、選択肢の選択を示すには、

選択肢の前の□を■にするか、または、    で選択肢全体を囲んでください。印刷した調査

用紙に、ペンや鉛筆などで書く場合は、選択肢の前の□を丸(○)で囲むか、チェックの記号

( )をつけてください。下線の部分は直接記入してください。記入漏れや選択漏れが原因で、

データ全体が使えなくなることもあります。設問(1)～(11)は必須項目です。該当する項目に全

て回答してください。設問数が多くて、恐縮ですが、ご協力のほど、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 

 

1. 性別 □男性  □女性 

 

2. 年齢 □14歳以下 □15~19歳  □20~24歳  □25~29歳 □30~34歳 □35~39歳  

□40~44歳   □45~49歳  □50~54歳   □55~59歳   □60~64歳   □65歳以上 

 

3. 教育 卒業した各学校の専門(学科/専攻等)と所在地： 在学中の学校には学年を記

入してください。 

 

高校          科 □在学  年生 □卒業       □日本 □台湾 □その他     

 

専門学校/短大        科/専攻  

□在学  年生 □卒業  □日本 □台湾 □その他       

 

大学          科/専攻  

□在学  年生 □卒業 □その他       □日本 □台湾 □その他      

 

修士課程        科/専攻  

□在学  年生 □修了 □その他       □日本 □台湾 □そ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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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課程        科/専攻  

□在学  年生 □修了 □その他       □日本 □台湾 □その他      

 

□その他                      □日本 □台湾 □その他        

 

4. 今日、現時点までの中国語学習期間の総計 約      年     ヶ月 

 内訳 日本での中国語学習期間 約      年     ヶ月 

     台湾での中国語学習期間 約      年     ヶ月 

  中国での中国語学習期間 約      年     ヶ月 

  他の国/地域(        )での中国語学習期間 約     年    ヶ月 

 

5. 現在、中国語を勉強している学校/機関の名前：           

  現在使っている中国語の教科書と学習済みの課： 

  教科書：                       課まで学習 

 

 現在、中国語を勉強していない場合は、最後に中国語を勉強した学校を書いてください。 

以前の学校/機関の名前：              約    年   ヶ月前に学習 

 最後に使った教科書：                   課まで学習 

(教科書が１、2…などある場合は第何冊目かも書いてください。覚えている限りで

けっこうです。) 

 

6. 中国語能力試験の受験の有無  □有り  □無し 

  中国語検定試験(中検)      年に受験    級合格 

  中国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試験(TECC)       年に受験     点取得 

  華語文能力測験(台湾の国家華語測験推動工作委員会が主催)    年に受験   級合格 

  漢語水平考試(HSK)       年に受験    級合格 

他の中国語能力試験(→        )    年に受験   級合格/   点取得 

 

7. 今までに使った中国語教材の字体  □簡体字  □繁体字  □両方 

8. 慣れている中国語の字体  □簡体字  □繁体字  □両方 

 

9. 中国語の漢字と日本語の漢字の字体の違いは、中国語を読む際に、支障をきたしますか。 

□非常に支障をきたす  □少し支障をきたす  □どちらとも言えない 

□あまり支障をきたさない   □全く支障をきたさない 

10. 居住地に関して：今居住している(≒住んでいる)所 □日本  □台湾  □その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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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まで台湾に居住した/している期間 約       年     ヶ月 

今まで中国に居住した/している期間 約       年     ヶ月 

日本、台湾、中国以外の国・地域で暮らした経験があれば、下に書いてください。 

その他の国・地域(→        )に居住した期間 約     年    ヶ月 

 

十八歳になるまでに最も長く居住していた所と、十八歳になるまでにそこに居住

していた期間 

□日本(  ＿年間)   □台湾(  ＿年間)  □その他  ＿   (  ＿年間)  

(例えば、日本で生まれて、二十歳まで日本に住んでいたら、「日本、18年間」です。) 

 

 

十八歳までに最も長く居住していた所が日本以外の場合、18歳になるまでに日本

に居住した期間 

□   歳から   歳までの約   年   ヶ月  □日本に居住したことはない 

 (上記の「居住」するとは、自国または他国に住んで生活するという意味です。留学、

就学や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仕事、研究などで、他国に滞在する場合や家族に同行し

て他国に滞在する場合も「居住」に含まれます。しかし、観光や商用の旅行などの短

期的な滞在期間は、「居住」に含まれません。) 

 

11. 言語に関して： 最も流暢に使える言語は何ですか。(複数回答可) 

  □日本語 □その他(→               ) 

 

十八歳になるまでに、家族と日本語以外の言語で意思疎通をして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上記の家族には父母、兄弟姉妹、祖父母の他に、おじ、おば、いとこ等の親戚を含み、

配偶者は含みません。) 

   □ない  □ある  「ある」場合、その言語は何ですか。         語  

その言語を家族と使っていた頻度： 

□いつも/ほぼ必ず  □よく/頻繁に  □ときどき  □ごくたまに 

 

12. メールアドレス：            

注：記入漏れ等があった場合の再確認の連絡のために、書いていただけると、ありがたいです。 

 

13. 調査の問題の答え[正答例]が必要ですか。調査が終了してから、メールでお送りします。 

□不要    □必要  メールアドレス：             

(設問(12)で、メールアドレスを書いている場合は、「必要」を選ぶだけでけっこうです。) 

14. 今後、このような調査があった場合、協力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か。協力していただける場合

は下の選択肢を選んでください。設問(12)か(13)で、すでにメールアドレスを書いてい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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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協力できる」を選ぶだけでけっこうです。メールアドレスが公開されることもありませ

ん。 

□協力できる   メールアドレス：             

 

◇第二部：語彙の使用に関する問題 

下の中国語の文の中の二重下線・太字の中国語の単語の使い方が「正しい」のか、「間違っ

ている」のかによって、中国語の文の正誤を判断してください。同じ文が繁体字、簡体字の順

に書かれています。日本語訳もあるので、参照してくださってけっこうです。（日本語訳はあ

くまでも、参照のためです。日本語訳の正誤を判断するのではありません。）制限時間はあり

ませんが、単語を調べたり、他の人と話し合ったりしないで、自分自身で判断して、中国語の

文が文法的に「正しい」のか、「間違っている」のか、いずれか1つを選んでください。 

 

1) 如果是初期，就算是癌症也不用太悲觀。    如果是初期，就算是癌症也不用太悲观。 

初期であれば、癌でも、～る必要はない。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2) 這種藥會作用神經細胞。   这种药会作用神经细胞。 

この薬は神経細胞に～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3) 我們沒有共同的話題可以會話。   我们没有共同的话题可以会话。 

私達には～できるような共通の話題がない。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4) 台灣的體操隊在這次的比賽得到了第三名。   台湾的体操队在这次的比赛得到了第三名。 

台湾の～チームは今回の試合で３位になった。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5) 他說過好幾次的謊，所以我不信用他。        他说过好几次的谎，所以我不信用他。 

彼は何度も嘘をついたので、私は彼を～ない。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6) 在這裡可以體驗古代人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可以体验古代人的生活方式。 

ここでは古代人の生活を～でき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7) 他們勇敢地跟敵人作戰，最後打敗了敵人。   他们勇敢地跟敌人作战，最后打败了敌人。 

彼らは勇敢に敵と～て、最後は敵を打ち負かした。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8) 我已經刷卡會計了。    我已经刷卡会计了。 

もう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で～た。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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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家都樂觀前途。    大家都乐观前途。 

みんな前途を～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10) 學生都反對學費調漲。   学生都反对学费调涨。 

学生はみんな学費の値上げに～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11) 我爸爸支持現在的市長。   我爸爸支持现在的市长。 

私の父は今の市長を～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12) 他去年出席了國際會議。   他去年出席了国际会议。 

彼は去年、国際会議に～た。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13) 老師今天發給我們講義。   老师今天发给我们讲义。 

先生は今日、私達に～を配ってくださった。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14) 他經驗過兩次世界大戰。    他经验过两次世界大战。 

彼は世界大戦を２度～た。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15)  學生抗議學校星期天不開放體育館。     学生抗议学校星期天不开放体育馆。  

学校が日曜日に体育館を開放しないことに、学生は～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16) 那時候他意識自己和別人的差異。  那时候他意识自己和别人的差异。  

その時、彼は自分と他の人との違いを～た。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17) 他每次借錢都不還，已經失去信用了。    他每次借钱都不还，已经失去信用了。  

彼はいつもお金を借りても返さないので、～を失っ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18) 林教授在大學講義現代文學。   林教授在大学讲义现代文学。 

林教授は大学で現代文学を～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19) 他們每天早上在公園體操。   他们每天早上在公园体操。 

彼らは毎朝公園で～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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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他對自己的未來悲觀。   他对自己的未来悲观。 

彼は自分の将来を～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21) 這個學期林教授指導三個留學生。  个学期林教授指导三个留学生。 

今学期、林教授は留学生を３人～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22) 我想提高英文會話的能力。   我想提高英文会话的能力。 

私は英語の～能力を高めたい。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23) 林先生擔任會計，所以老闆很放心。   林先生担任会计，所以老板很放心。  

林さんが～を担当しているので、社長は安心し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24) 他們對這個計劃抗議。   他们对这个计划抗议。 

彼らは、この計画に～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25) 看現況，最好改變作戰。   看现况，最好改变作战。 

今の状況を見ると、～を変えたほうがいい。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26) 大學同學都要到我們的婚禮出席。    大学同学都要到我们的婚礼出席。 

大学の同級生はみんな私達の結婚式に～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27) 病情不穩定，所以還不能太樂觀。  病情不稳定，所以还不能太乐观。 

病状が安定していないから、まだ～できない。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28) 老師們都對這個教育改革案反對。  老师们都对这个教育改革案反对。 

先生方は、みんなこの教育改革案に～ている。 □正しい □間違っている 

 

 

 

＊ 未記入や未選択が原因で、データ全体が研究に使え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全ての項目に関

して、選択・記入しているか、再度ご確認ください。ご協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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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針對華語老師) 
 

大家好：  

  為了進一步了解個人對使用特定詞彙的語感，並進行研究，設計這份問卷。請各位撥冗回答

這份問卷調查，感謝各位幫忙，謝謝。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下元宏展  敬上 

附註：姓名及電子郵件信箱請放心填寫，是為了萬一有遺漏時需跟您連絡之便，將不會在論文中

出現。如果用電腦直接輸入，請將□改為■或以框框表示選擇該選項。  

 

 

 

姓名:      電子郵件信箱 :                        

＊以下(1)~(9)請務必填寫。  

 

 

◇背景資料 1)性別 : □男  □女  2)年齡: □~14歲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歲~44歲  □45歲~49歲   □50歲~54歲  □55歲~59歲  □60~64歲  □65歲~ 

 

3)教育 : □就讀大學      年級   □大學畢業   □就讀碩士班      年級    □碩士班畢業  

 

     □就讀博士班      年級   □博士班畢業  □其他                

 

主修(系 /組等):                         

 

 

4)母語 :（可複選）□華語[國語 /漢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其他                 

 

5)是否學過日語？ □沒學過   

 

□  年前學過 約  年  個月  □正在學 約  年  個月 

 

6)是否參加過日語檢定考？  □沒參加過 □參加過    

 

日本語能力試驗 □N5(舊4)級 □N4(舊3)級 □N3級 □N2(舊2)級 □N1(舊1)級 □及格 □不及格  

 

   其他日語檢定考                            級  □及格   □不及格  

 

 

7)除了英日語以外，學過的外語：                      學過    年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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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是否擔任過對外華語教師？(是否教過外國人華語[漢語]？)  

 

□否 □是  →  服務單位          

 

 到現在為止總共教了多久？(包含過往你所教過的時間。)      年     個月  

 

 教過的對外華語班級程度(可複選) □初級 □中級  □高級 □其他                 

 

 

9)是否擔任過其他語言教師？  

 

□否 □是 → □國語[普通話](針對母語者) □閩南語 □英語 □其他           

 

      服務單位            

 

總共教了多久？(包含過往你所教過的時間。)    年   個月  

 

 

◇是非題：   請依你自己的語感判斷以粗體字表示的詞的用法是否正確。(不是判斷句

子的內容。)如果你判斷該詞彙的用法有錯誤，請修改句子。關於修改方式，包含刪除或

加添詞、換掉詞、改變詞序等，可以自由修改。如果用電腦直接在這份檔案上修改的

話，請以紅色字或框框指示修改部分。如果無法修改，請寫「無法修改」。 

 

1) 如果是初期，就算是癌症也不用太悲觀。   □正確    □有錯誤  

 

 

 

2) 這種藥會作用神經細胞。     □正確    □有錯誤  

 

 

 

3) 我們沒有共同的話題可以會話。    □正確    □有錯誤  

 

 

 

4) 台灣的體操隊在這次的比賽得到了第三名。   □正確    □有錯誤  

 

 

 

5) 他說過好幾次的謊，所以我不信用他。   □正確    □有錯誤  

 

 

 

6) 在這裡可以體驗古代人的生活方式。    □正確    □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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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他們勇敢地跟敵人作戰，最後打敗了敵人。   □正確    □有錯誤  

 

 

 

8) 我已經刷卡會計了。     □正確    □有錯誤  

 

 

 

9) 大家都樂觀前途。      □正確    □有錯誤  

 

 

 

10) 學生都反對學費調漲。      □正確    □有錯誤  

 

 

 

11) 我爸爸支持現在的市長。     □正確    □有錯誤  

 

 

 

12) 他去年出席了國際會議。     □正確    □有錯誤  

 

 

 

13) 老師今天發給我們講義。    □正確    □有錯誤  

 

 

 

14) 他經驗過兩次世界大戰。     □正確    □有錯誤  

 

 

 

15) 學生抗議學校星期天不開放體育館。    □正確    □有錯誤  

 

 

 

16) 那時候他意識自己和別人的差異。    □正確    □有錯誤  

 

 

 

17) 他每次借錢都不還，已經失去信用了。   □正確    □有錯誤  

 

 

 

18) 林教授在大學講義現代文學。     □正確    □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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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他們每天早上在公園體操。    □正確    □有錯誤  

 

 

 

20) 他對自己的未來悲觀。     □正確    □有錯誤  

 

 

 

21) 這個學期林教授指導三個留學生。    □正確    □有錯誤  

 

 

 

22) 我想提高英文會話的能力。     □正確    □有錯誤  

 

 

 

23) 林先生擔任會計，所以老闆很放心。    □正確    □有錯誤  

 

 

 

24) 他們對這個計劃抗議。     □正確    □有錯誤  

 

 

 

25) 看現況，最好改變作戰。    □正確    □有錯誤  

 

 

 

26) 大學同學都要到我們的婚禮出席。      □正確    □有錯誤  

 

 

 

27) 病情不穩定，所以還不能太樂觀。   □正確    □有錯誤  

 

 

 

28) 老師們都對這個教育改革案反對。   □正確     □有錯誤   

 

 

 

 

請再確認一次背景資料及28個問題是否都已填寫，如有遺漏本問卷將無法使用，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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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來自於日語的漢語詞彙表 
 

說明： 

一、按照漢語拼音排列詞彙。△代表有些學者不認為來自日語的詞彙。 

 

二、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詞類：參見附錄四〈中央研究院中文詞類標記表〉。 

百分比與數量： 

     舉例：保險 

  Na:93.65%(339),       

    Na[普通名詞]的個數339，占總數362(=339+22+1)的93.65% 

VH:6.08%(22),  

 VH[狀態不及物動詞]的個數 22，占總數 362 的 6.08% 

  VA:0.28%(1) 

   VA[動作不及物動詞] 的個數1，占總數362的0.28% 

 

三、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華語八千詞》裡的詞彙等級與詞類： 

詞彙等級： 

L1:入門級、L2:基礎級、L3:進階級、L4:高階級、L5:流利級、Lψ :詞彙表

裡沒有 

詞類： 

N:名詞(Noun)、Va:動作動詞(Action Verb)、Vs:狀態動詞(Stative Verb)、

A:形容詞(Adjective)、Adv:副詞(Adverb)、Prep:介詞(Preposition)、Conj:連

接詞(Conjunction) 

 

四、漢日辭典《講談社中日辞典 第二版》裡的詞類： 

名:名詞、動:動詞、形:形容詞、副:副詞、介:介詞、連:連接詞、無:該辭

典裡沒有 

括號「( )」裡的詞類是筆者在網路等資料、例句等判斷的詞類。 

 

五、日語詞彙： 

  詞後如附加「ψ」，代表該詞在現代日語裡已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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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寫法： 

       舉例「風刺 (諷刺)」，代表原來的寫法「諷刺」改為「風刺」 

外來語： 

舉例「浪漫→ロマン」，代表原來用漢字寫的外來語「浪漫」改為

用片假名寫的外來語「ロマン」 

 

六、日語詞類： 

  N:名詞、V:動詞、A:形容詞、D: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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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日語的漢語詞彙表 

漢語 

B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拔河 VA:100%(27) 抜河ψ    

Lψ , 動, 名 

版畫 Na:100%(44) 版画 N 

Lψ , 名 

保健 Na:94.94%(75), VC:5.06%(4) 保健 N 

Lψ , 名 

保釋 0 保釈 V, N 

Lψ , 動 

保險 Na:93.65%(339), VH:6.08%(22), VA:0.28%(1) 保険 N 

L4 N, 名, 形, 動 

保障 VC:55.01%(241),  

Na:44.73%(174), Nc:0.26%(1) 

保障 V, N 

L4 Va, N, 動, 名 

保證 VE:73.19%(202), Na:26.81%(74) 保証 V, N 

L4 Va, N, 動, 名 

報告 Na:73.55%(684), VE:26.45%(246)  報告 N, V 

L4 N, 動, 名 

背景 Na:100%(448) 背景 N 

L4 N, 名 

必然 D:77.68%(254), Na:22.02%(72), VH:0.31%(1) 必然 N, D 

L5 Adv, 形, 名 

必要 VH:61.31%(469), Na:38.69%(296) 必要 N, A 

L4 N, Vs, 形, 名 

便所 Nc:100%(1) 便所 N 

Lψ , 名 

表決 VE:100%(80)  表決 N, V 

Lψ ,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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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 Na:100%(229) 表情 N 

L4 N, 名 

表現 Na:58.57%(854),  

VC:41.29%(602),  

VB:0.07%(1), VE:0.07%(1)  

表現 N, V 

L3 N, Va, 動, 名 

表象 Na:100%(30) 表象 N 

Lψ , 名 

表演 VC:53.01%(379),  

Na:46.85%(335), VA:0.14%(1) 

表演ψ    

L3 N, 動, 名 

悲觀 VH:100%(79)  悲観 N, V 

L5 Vs, 形 

被動  VH:100%(60)   被動ψ   

L4 Vs, 形 

備品 0 備品 N 

Lψ , 名 

博士 Na:100%(601) 博士 N 

L4 N, 名 

布景 Na:100%(10) 布景ψ   

Lψ , 名 

漢語 

C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財閥 
Na:100%(2) 財閥 

 

N 

 Lψ , 名 

財團 
Na:100%(173) 財団 

 

N 

 Lψ , 名 

財務 Na:100%(255) 財務 N 

Lψ , 名 

財政 Na:100%(159) 財政 N 

L5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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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Na:100%(422), 材料 N 

L4 N, 名 

差等 Na:100%(2) 差等 N 

Lψ , 形 

倉庫 Nc:100%(57) 倉庫 N 

L4 N, 名 

常識 Na:100%(88) 常識 N 

L4 N, 名 

長波 Na:100%(1) 長波 N 

Lψ , 名 

場合 Na:100%(145) 場合 N 

L4 N, 名 

場面 Na:100%(145) 場面 N 

L5 N, 名 

場所 Na:100%(342) 場所 N 

L4 N, 名 

成分 Na:100%(201) 成分 N 

L4 N, 名 

乘客 Na:100%(77) 乗客 N 

L4 N, 名 

承認 VE:100%(347) 承認 N, V 

L4 Va, 動 

抽象 VH:100%(117) 抽象 N, V 

L5 Vs, 形, 動 

初步 D:58.54%(144),  

A:41.06%(101), Na:0.41%(1), 

初歩 A, D 

L4 Vs, 形 

出超 VH:100%(12) 出超 N 

L5 Vs, 動 

出口 VC:78.32%(177),  Nc:21.68(49) 出口 N 

L4 Va, 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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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VC:99.80%(498), Na:0.20%(1)  出版 N, V 

L4 Va, 動 

出訴 0 出訴 V, N 

Lψ , 無 

出庭 VA:100%(10) 出廷 N, V 

Lψ , 動 

出席 VC:100%(229) 出席 NV 

L4 Va, 動 

處刑 VB:100%(1) 処刑 N, V 

Lψ , 動 

儲蓄 Na:64.58%(31), VC:35.42%(17) 貯蓄 

(儲蓄) 

V, N 

L4 Va, 動, 名 

傳播 VC:70.89%(246), Na:29.11%(101) 伝播 V, N 

L4 Va, 動 

傳統 VH:57.97%(1004), Na:42.03%(728) 伝統 N 

L4 N, Vs, 名 

傳票 Na:100%(3) 伝票 N 

Lψ , 名 

促成 VK:100%(92) 促成 N, V 

L5 Vs, 動 

促進 VK:100%(380) 促進 V, N 

L4 Vs, 動 

漢語 

D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打消 VC:100%(18)  打消 N, V 

Lψ , 動 

大型 Na:97.32%(582), A:2.68%(16) 大型 N 

L4 Vs, 形 

代表 Na:59.75%(1112),  

VK:32.19%(599), VC:8.06%(150) 

代表 N, V 

L4 Vs, 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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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方 0 貸方 N 

Lψ , 名 

代理 VC:100%(186) 代理 V, N 

L4 Va, 動 

代數 Na:100%(13) 代数 N 

Lψ , 名 

單位 Na:100%(1932) 単位 N 

L4 N, 名 

但書 Na:100%(7) 但書 N 

Lψ , 名 

導師 Na:100%(94) 導師 N 

L5 N, 名 

道具 Na:100%(32) 道具 N 

Lψ , 名 

得數 0 得数ψ   

Lψ , 名 

登記 VC:100%(239) 登記 V, N 

L4 Va, 動 

低潮 Na:72.22%(26),  

VH:27.78%(10) 

低潮 N, V 

Lψ , 名 

低溫 Na:100%(13) 低温 N 

Lψ , 名 

低壓 Na:88.89%(8), VH:11.11%(1) 低圧 N 

Lψ , 名 

地質 Na:100%(43) 地質 N 

L5 N, 名 

地主 Na:100%(150) 地主 N 

L5 N, 名 

典型 VH:80.34%(143), Na:19.66%(35),      典型 N 

L5 N, 形,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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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報 Na:100%(41) 電報 N 

L4 N, 名 

電波 Na:100%(39) 電波 N 

Lψ , 名 

電車 Na:100%(20)  電車 N 

L3 N, 名 

電池 Na:100%(88) 電池 N 

L4 N, 名 

電話 Na:100%(1062) 電話 N, V 

L1 N, 名 

電力 Na:100%(207) 電力 N 

L5 N, 名 

電流 Na:100%(26) 電流 N 

L5 N, 名 

電信 Na:100%(377) 電信 N 

Lψ , 名 

電業 0 電業 (N) 

Lψ , 無, (名) 

電子 Na:100%(841) 電子 N 

L4 N, 名 

定額 Na:100%(6) 定額 N 

L5 N, 名, 動 

定義 Na:74.51%(190),  

VC:25.49%(65) 

定義 N, V 

L5 N, 名 

動產 Na:100%(3) 動産 N 

Lψ , 名 

動機 Na:100%(201) 動機 N 

L5 N, 名 

動力 Na:100%(188) 動力 N 

L5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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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脈 Na:100%(46) 動脈 N 

L5 N, 名 

動態 Na:99.16%(236), VH:0.84%(2)  動態 N 

L5 N, 名 

動體 0 動体 N 

Lψ , (名) 

動向 Na:100%(64) 動向 N 

L5 N, 名 

動議 Na:100%(13) 動議 N, V 

Lψ , 名 

動員 VAC:100%(118) 動員 N, V 

L5 Va, 動 

鬥爭 VC:100%(156) 闘争 N, V 

Lψ , 動, 名 

獨裁 VH:100%(54) 独裁 N, V 

Lψ , 動 

獨占 

------ 

獨佔 

VJ:100%(21) 

------------------------------ 

VC:100%(29) 

独占 N, V 

L5 Va, 動 

短波 Na:100%(2) 短波 N 

Lψ , 名 

斷定 

  

VE:100%(36) 断定 N, V 

Lψ , 動 

斷交 VH:100%(21) 断交 N,V 

Lψ , 動 

斷言 VE:100%(23) 断言 N,V 

Lψ , 動 

對比 Na:72.64%(77),  

VB:26.42%(28), VC:0.94%(1) 

対比 N, V 

L5 N, 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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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 VH:100%(28) 対称 N 

Lψ , 形 

對象 Na:100%(724) 対象 N 

L4 N, 名 

對應 VC:100%(163) 対応 N, V 

Lψ , 動 

漢語 

F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法定 A:100%(49) 法定 N, V 

L5 Vs, 形 

法科 0 法科 N 

Lψ , 無, (名) 

法律 Na:99.83%(587),  

Nc:0.17%(1) 

法律 N 

L4 N, 名 

法人 Na:100%(155) 法人 N 

L5 N, 名 

法式 A:85.71%(6), Na:14.29%(1) 法式 N 

Lψ , 名 

法庭 Nc:100%(85) 法廷 N 

Lψ , 名 

法學 Na:100%(9) 法学 N 

Lψ , 名 

法則 Na:100%(190) 法則 N 

L5 N, 名 

泛稱 

------- 

汎稱 

VG:100%(2) 

------------------------------ 

0 

汎称 N, V 

Lψ , 動, 形 

番號 Na:100%(1) 番号 N 

Lψ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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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黨 0 反党 N 

Lψ , 無, (名) 

反動 A:79.31%(23), Na:17.24%(5), VA:3.45%(1)  反動 N, V 

Lψ , 形, 名 

反對 VE:99.69%(642), VC:0.31%(2) 反対 N, V, 
A 

L4 Va, 動 

反射 VJ:100%(67) 反射 N, V 

L5 Vs, 動 

反映 VE:100%(372) 反映 N, V 

L4 Vs, 動, 名 

反應 Na:77.34%(546),  

VE:22.66%(160) 

反応 N, V 

L4 Va, 動, 名 

範疇 Na:100%(120) 範疇 N, V 

Lψ , 名 

方案 Na:100%(606) 方案 N 

L4 N, 名 

方法 Na:100%(1781) 方法 N 

L2 N, 名 

方面 Na:100%(2638) 方面 N 

L3 N, 名 

方式 Na:100%(3332) 方式 N 

L3 N, 名 

方針 Na:100%(74) 方針 N 

L5 N, 名 

放射 VC:100%(23) 放射 N, V 

Lψ , 動 

放送 VC:100%(6) 放送 N, V 

Lψ , 動 

分配 VD:100%(302) 分配 N, V 

L4 Va,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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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VC:62.23%(687), Na:37.77%(417) 分析 N, V 

L4 N, Va, 動, 名 

份子 Na:100%(293) 分子 N 

Lψ , 名 

封建 Na:46.97%(31),  

VH:46.97%(91), A:6.06%(4) 

封建 N 

L4 Vs, 名, 形 

諷刺 VC:100%(70) 風刺 

(諷刺) 

N, V 

L4 Va, 動 

否定 VC:100%(153) 否定 N, V 

L4 Va, 動, 形 

否決 VC:100%(30) 否決 N, V 

L5 Va, 動 

否認 VE:100%(190) 否認 NV 

L4 Va, 動 

△服從 VC:100%(53) 服従 N, V 

L5 Va, 動 

服務 VC:99.96%(2565), Na:0.04%(1) 服務 N, V 

L3 Va, 動, 名 

副食 Na:100%(3) 副食 N, V 

Lψ , 名 

複習 VC:100%(11) 復習 N, V 

L3 Va, 動 

複寫 VC:100%(3) 複写 N, V 

Lψ , 動 

復員 VA:100%(5) 復員 N, V 

Lψ , 動 

漢語 

G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概括 VJ:100%(14) 概括 N, V 

L5 Vs, 動,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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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 Na:92.86%(13), VC:7.14%(1) 概論 N, V 

Lψ , 名 

概念 Na:100%(377), 概念 N 

L4 N, 名 

概算 Na:100%(6) 概算 N, V 

Lψ , 動, 名 

感官 Na:100%(76) 感官 N 

Lψ , 名 

感性 VH:82.14%(69),  

Na:17.86%(15) 

感性 N 

Lψ , 名 

幹部 Na:100%(340) 幹部 N 

L4 N, 名 

幹事 Na:100%(20) 幹事 N 

Lψ , 名 

幹線 Na:100%(18) 幹線 N 

Lψ , 名 

改良 VC:99.25%(132), Na:0.75%(1) 改良 N, V 

L5 Va, 動 

改善 VC:99.79%(973), Na:0.21%(2) 改善 N, V 

L4 N, 動, 名 

改造 VC:99.65%(281), Na:0.35%(1)          改造 N, V 

L4 Va, 動 

高潮 Na:98.59%(70), VH:1.41%(1) 高潮 N, V 

L4 N, 名 

高溫 Na:100%(58) 高温 N 

Lψ , 名 

高壓 Na:97.87%(46), VC:2.13%(1) 高圧 N 

L5 N, 名, 形 

構造 Na:100%(137) 構造 N 

L4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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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VA:95.88%(419), Na:4.12%(18) 革命 N, V 

L4 N, 動, 形, 名 

箇別 

(個別) 

A:97.67%(210),  

D:1.86%(4), VH:0.47%(1) 

個別 N 

L4 Vs, 形 

古典 VH:100%(217) 古典 N 

L4 Vs, 名 

固體 Na:100%(12) 固体 N 

L5 N, 名 

故意 VL:100%(216) 故意 N 

L4 Vs, 副 

雇員 Na:100%(9) 雇員 N 

Lψ , 名 

關係 Na:98.13%(2942), VK:1.87%(56) 関係 N, V 

L3 N, L5 Vs, 名, 動 

故障 VH:100%(58) 故障 N, V 

Lψ , 名 

觀念 Na:100%(1309) 観念 N 

L4 N, 名 

管理 VC:59.89%(1441), Na:40.11%(965) 管理 N, V 

L4 Va, 動 

管制 VC:100%(331) 管制 N, V 

L4 Va, 名 

光線 Na:100%(120) 光線 N 

L4 N, 名 

廣場 Nc:100%(456) 広場 N 

L4 N, 名 

廣告 Na:98.86%(605), VC:1.14%(7) 広告 N, V 

L4 Va, 名 

廣義 Na:100%(70) 広義 N 

Lψ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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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 VC:100%(59) 帰納 N, V 

L5 Va, 動 

過度 Dfa:73.89%(150), Dfb:11.82%(24),  

A:11.82%(24), VH:2.46%(5) 

過度 N, A 

L4 Vs, 形, 動 

共產 A:75.71%(53),  

VC:15.71%(11), VA:8.57%(6) 

共産 N 

L5 Vs, 無 

共和 HV:100%(6) 共和 N 

Lψ , 名 

供給 VD:100%(87) 供給 N, V 

L5 Va, 動 

公開 VHC:100%(503) 公開 N, V 

L4 Vs, 動, 形 

共同 A:98.42%(1246),  

D:1.58%(20) 

共同 N, V 

L4 Adv, 形, 副 

工業 Na:100%(813) 工業 N 

L4 N, 名 

公債 Na:100%(53) 公債 N 

L5 N, 名 

拘留 VC:100%(13) 拘留 N, V 

Lψ , 動 

國際 Nc:100%(2118) 国際 N 

L4 N, 形 

規範 Na:81.84%(293),  

VC:18.16%(65) 

規範 N, V 

L5 N, 名, 形 

規則 Na:92.18%(342),  

VH:7.82%(29) 

規則 N 

L4 N, L5 Vs, 名,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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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 

H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海事 Na:100%(3) 海事 N 

Lψ , 名 

寒帶 Nc:100%(12) 寒帯 N 

Lψ , 名 

寒流 Na:100%(22) 寒流 N 

Lψ , 名 

號外 Na:100%(2) 号外 N, V 

Lψ , 名 

弧光 

(電學) 

0 弧光 N 

Lψ , 名 

互惠 VH:100%(30) 互恵 N 

L5 Vs, 動 

化石 Na:100%(34) 化石 N 

L5 N, 名 

話題 Na:100%(241) 話題 N 

L4 N, 名 

△化學 Na:100%(215) 化学 N 

L4 N, 名 

歡送 VC:100%(8) 歓送 N, V 

L5 Va, 動 

環境 Na:100%(3269) 環境 N 

L3 N, 名 

還原 

還元 

VHC:100%(16) 還元 N, V 

Lψ , 動 

換位 0 換位 N, V 

Lψ , 無, (動) 

幻燈 0 幻灯 N 

Lψ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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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 VE:100%(14) 妄想 N, V 

Lψ , 動, 名 

回收 VC:100%(169) 回収 N, V 

L4 Va, 動 

會話 Na:100%(16) 会話 N, V 

L3 N, 動, 名 

會談 VA:100%(154) 会談 N, V 

L5 Va, 動, 名 

彙類 

匯類 

0 彙類 NV 

Lψ , 無 

活動 Na:94.72%(3407),  

VA:5.17%(186),  

A:0.08%(3), VC:0.03%(1) 

活動 N, V 

L3 Va, 動, 形, 名 

漢語 

J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基地 Nc:100%(283) 基地 N 

L5 N, 名 

機會 Na:100%(1847) 機会 N 

L2 N, 名 

機關 Na:100%(526) 機関 N 

L4 N, 名 

△積極 VH:100%(912) 積極 N 

L4 Vs, 形 

機械 Na:97.01%(162), VH:2.99%(5) 機械 N 

L4 N, 名, 形 

基準 Na:100%(71) 基準 N 

Lψ , 名 

極端 VH:75.79%(72),  

Dfa:15.79%(15), Nc:8.42%(8),   

極端 N, A 

L5 Vs, 名,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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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 Na:100%(57) 積分 N, V 

Lψ , 名 

集合 VAC:84.38%(108), Na:15.62%(20) 集合 N, V 

L4 Va, 動 

集團 Na:100%(409) 集団 N 

L5 N, 名 

集中 VC:100%(402) 集中 N, V 

L4 Vs, Va, 動, 形 

計畫 Na:91.13%(1726), VF:8.82%(167), VL:0.05%(1) 計画 N, V 

L2 N, 名, 動 

△記錄 Na:95.72%(358), VC:4.28%(16) 記録 N, V 

L4 Va, N, 動, 名 

技師 Na:100%(17) 技師 N 

Lψ , 名 

技手 0 技手 N 

Lψ , 無 

記憶 Na:87.85%(347), VA:12.15%(48) 記憶 N, V 

L4 Va, N, 動, 名 

即決 0 即決 N, V 

Lψ , 無 

假定 VE:100%(37) 仮定 N, V 

Lψ , 動, 名 

假設 VE:68.82%(117), Na:31.18%(53) 仮設 N, V 

Lψ , 動, 名 

假釋 Na:58.82%(10),  

VB:41.18%(7) 

仮釈 N, V 

Lψ , 動 

假死 0 仮死 N, V 

Lψ , 名 

假想 VE:100%(5) 仮想 N, V 

Lψ , 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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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 Na:100%(9) 間諜 N 

Lψ , 名 

間接 A:89.86%(133), D:10.14%(15) 間接 N, A 

L4 Vs, 形 

檢討 VE:60.65%(225),  

VC:39.35%(146) 

検討 N, V 

L5 Va, 動 

鑑定 VC:100%(89) 鑑定 N, V 

Lψ , 動, 名 

見習 VA:92.86%(13), Na:7.14%(1) 見習 N, V 

Lψ , 動 

建築 Na:95.84%(1497), VC:4.16%(65) 建築 N, V 

L4 Va, 動, 名 

膠著 VH:100%(10) 膠着 N, V 

Lψ , 動 

講演 Na:68.75%(33), VC:31.25%(15) 講演 N, V 

Lψ , 動 

講義 Na:100%(25) 講義 N, V 

L5 N, 名 

講座 

(教育) 

Na:100%(144) 講座 N 

L5 N, 名 

交換 VC:100%(367) 交換 N, V 

L4 Va, 動 

交際 VA:100%(30) 交際 N, V 

L4 Va, 動 

交流 VH:100%(536) 交流 N, V 

L4 Vs, 動 

交涉 VE:98%(49), Na:2%(1) 交渉 N, V 

L5 Va, 動 

交通 Na:100%(944) 交通 N 

L4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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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Na:83.88%(307), VA:16.12%(59) 交易 N, V 

L4 Va, N, 名 

腳本 Na:100%(20) 脚本 N 

L5 N, 名 

教授 Na:96.16%(1428), VC:3.84%(57) 教授 N, V 

L4 N, Va, 名, 動 

教育 Na:93.30%(2756), VC:6.70%(198) 教育 N, V 

L3 N, Va, 動, 名 

階級 Na:100%(270) 階級 N 

L5 N, 名 

接近 VC:65.44%(248),  

VH:34.56%(131) 

接近 N, V 

L4 Vs, Va, 動, 形 

結核 Na:100%(3) 結核 N 

Lψ , 名 

節約 VJ:100%(63) 節約 N, V 

L4 Vs, 動 

解放 VC:100%(165) 解放 N, V 

L5 Va, 動, 形, 名 

解決 VC:100%(1532) 解決 N, V 

L2 Va, 動 

解剖 VC:100%(47) 解剖 N, V 

L5 Va, 動, 名 

借方 0 借方 N 

Lψ , 名 

金額 Na:100%(258) 金額 N 

L4 N, 名 

金庫 Na:100%(3) 金庫 N 

Lψ , 名 

金融 Na:100%(485) 金融 N 

L4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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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縮 VC:100%(38) 緊縮 N, V 

L5 Va, 動 

緊張 VH:100%(393) 緊張 N, V 

L2 Vs, 形 

進步 VH:100%(539) 進歩 N, V 

L1 Vs, 動, 形, 名 

進度 Na:100%(154) 進度 N 

L5 N, 名 

進化 VHC:93.94%(31), VH:6.06%(2) 進化 N, V 

L5 Vs, 動 

進展 Na:82.61%(95),  

VA:16.52%(19), VC:0.87%(1) 

進展 N, V 

L5 Va, 動, 名 

經理 Na:98.80%(328), VC:1.20%(4) 経理 N, V 

L4, N, 動, 名 

經濟 Na:96.36%(2805), VH:3.64%(106) 経済 N, A 

L4 N, 名, 形 

經驗 Na:99.38%(1755), VJ:0.57%(10), VK:0.06%(1) 経験 N, V 

L4 Vs, N, 動, 名 

警察 Na:100%(317) 警察 N 

L2 N, 名 

景氣 Na:99.48%(193), VH:0.52%(1) 景気 N 

L5 N, 形, 名 

靜力 0 静力 

(静学) 

N 

Lψ , 無, (名) 

靜脈 Na:100%(28) 静脈 N 

Lψ , 名 

靜態 Na:100%(96) 静態 N 

Lψ , 形 

局限 VJ:100%(27) 局限 N, V 

Lψ ,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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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 Na:79.17%(342),  

P:18.98%(82), VC:1.85%(8) 

距離 N 

L4 Prep, N, 介, 名 

劇場 Nc:100%(126) 劇場 N 

L4 N, 名 

具體 VH:100%(551) 具体 N 

L4 Vs, 形, 動 

巨頭 Na:100%(3) 巨頭 N 

Lψ , 名 

△絕對 D:81.50%(520), VH:16.30%(104), A:2.19%(14) 絶対 N, A, 
D 

L4 Adv, 形, 副 

決算 Na:100%(8) 決算 N, V 

Lψ , 名, 動 

軍事 Na:100%(301) 軍事 N 

L4 N, 名 

抗議 VE:100%(326) 抗議 N, V 

L4 Va, 動 

科學 Na:98.35%(1014), VH:1.65%(17) 科学 N 

L3 Vs, 名, 形 

可決 0 可決 N, V 

Lψ , 動, 名 

課程 Na:100%(1125) 課程 N 

L4 N, 名 

克服 VJ:100%(188) 克服 N, V 

L4 Vs, 動 

客觀 VH:100%(213) 客観 N, V 

L4 Vs, 名, 形 

客體 Na:100%(20) 客体 N 

Lψ , 名 

肯定 VK:100%(658),  肯定 N, V 

L4 Vs, 動, 形,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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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Na:100%(2549) 空間 N 

L3 N, 名 

會計 Na:100%(95) 会計 N, V 

L4 N, 名 

潰瘍 Na:88.52%(108), VH:11.48%(14) 潰瘍 N 

Lψ , 名 

漢語 

L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浪漫 HV:100%(205) 浪漫 

→ロマン 

N 

L4 Vs, 形 

浪人 Na:100%(17) 浪人 N 

Lψ , 名 

勞動 VC:74.70%(186), Na:25.30%(63)   労働 N, V 

L4 Va, 名, 動 

樂觀 VH:100%(171) 楽観 N, V 

L4 Vs, 形 

類型 Na:100%(291) 類型 N 

L5 N, 名 

理論 Na:97.56%(640), VE:2.44%(16) 理論 N 

L5 Va, 名, 動 

理念 Na:100%(584) 理念 N 

Lψ , 名 

理事 Na:100%(55) 理事 N 

Lψ , 名 

理想 VH:52.28%(448),  

Na:47.72%(409)  

理想 N 

L4 Vs, N, 名, 形 

理性 Na:82.92%(233), VH:17.08%(48) 理性 N 

L5 Vs, 名, 形 

立場 Na:100%(545) 立場 N 

L4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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瀝青 Na:100%(4) 瀝青 N 

Lψ , 名 

△歷史 Na:100%(1868) 歴史 N 

L4 N, 名 

例外 VH:63.27%(62),  

Na:36.73%(36) 

例外 N 

L5 Vs, 名, 動 

量子 Na:100%(14) 量子 N 

Lψ , 名 

列車 Na:100%(75) 列車 N 

L5 N, 名 

聯絡 

------ 

連絡 

VC:100%(241) 

------ 

VC:100%(80) 

連絡 N, V 

L4 Va, 動, 名 

聯繫 

------ 

連繫 

VC:100%(168) 

------ 

VC:100%(89) 

連係 

(連繋/聯繋) 

N, V 

L5 Va, 名, 動 

聯想 Na:53.12%(34), VE:46.88%(30)  連想 N, V 

L5 Va, 名, 動 

劣勢 Na:100%(23) 劣勢 N 

Lψ , 名 

淋巴 Na:100%(5) 淋巴 

→リンパ 

N 

Lψ , 名 

領會 VJ:100%(18) 領会 N, V 

L5 Vs, 動 

領空 Nc:100%(8) 領空 N 

Lψ , 名 

領海 Nc:100%(5) 領海 N 

Lψ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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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 Na:100%(75) 領土 N 

L4 N, 名 

領域 Na:100%(791) 領域 N 

L5 N, 名 

流感 0 流感 N 

Lψ , 名 

流體 Na:100%(9) 流体 N 

Lψ , 名 

流行 VH:100%(497) 流行 N, V 

L4 Vs, 動 

綠化 VHC:100%(64) 緑化 N, V 

Lψ , 動 

△倫理 Na:100%(155) 倫理 N 

L5 N, 名 

論理 Na:75.00%(3),  

VA:25.00%(1) 

論理 N 

L5 N, 動, 副, 名 

論壇 Na:100%(98) 論壇 N 

Lψ , 名 

論文 Na:100%(399) 論文 N 

L4 N, 名 

論戰 VA:100%(15),  論戦 N, V 

Lψ , 動, 名 

漢語 

M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漫筆 0 漫筆 N 

Lψ , 名 

漫畫 Na:100%(385) 漫画 N 

L4 N, 名 

漫談 VC:100%(5) 漫談 N, V 

Lψ ,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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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 Na:100%(122) 美感 N 

Lψ , 名 

美化 VC:95.77%(68), VHC:4.23%(3) 美化 N, V 

Lψ , 動 

美術 Na:100%(187) 美術 N 

L4 N, 名 

美學 Na:100%(84) 美学 N 

Lψ , 名 

免除 VC:100%(39) 免除 N, V 

Lψ , 動 

免許 0 免許 N, V 

Lψ , 無, (動) 

民法 Na:100%(39) 民法 N 

Lψ , 名 

△民主 Na:66.76%(480),  

VH:33.24%(239) 

民主 N 

L4 Vs, N, 名, 形 

民族 Na:100%(678) 民族 N 

L4 N, 名 

命令 Na:37.39%(124), VF:32.61%(60) 命令 N, V 

L4, Va, N, 動, 名 

命題 Na:80%(20), VA:20%(5) 命題 N 

Lψ , 動, 名 

目標 Na:100%(1224) 目標 N 

L4 N, 名 

目的 Na:100%(1041) 目的 N 

L3 N, 名 

漢語 

N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內包 0 内包 N, V 

Lψ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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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服 VA:100%(5)   内服 N, V 

Lψ , 動 

內容 Na:100%(1415) 内容 N 

L3 N, 名 

內用 0 内用 N, V 

Lψ , 無, (名) 

內在 Na:100%(187) 内在 N, V 

Lψ , 形, 動 

年度 Na:99.19%(246), Nd:0.81%(2), 年度 N 

Lψ , 名 

農民 Na:100%(482) 農民 N 

L4 N, 名 

暖流 Na:100%(7) 暖流 N 

Lψ , 名 

漢語 

O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偶然 VH:55.10%(54), D:44.90%(44) 偶然 N, A, 
D 

L5 Vs, 形, 副, 名 

漢語 

P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派遣 VF:100%(48) 派遣 N, V 

L5 Va, 動 

判斷 VE:99.76%(417),  

Na:0.24%(1) 

判断 N, V 

L4 Va, 動, 名 

判決 VE:100%(78) 判決 N, V 

Lψ , 動, 名 

傍證 0 傍証 N, V 

Lψ , 名 

配給 VD:100%(13) 配給 N, V 

L5 Va,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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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 VC:63.18%(127), Na:36.82%(74) 批判 N, V 

L4 Va, 動 

批評 VC:67.51%(241),  

Na:32.21%(115), VE:0.28%(1) 

批評 N, V 

L4 Va, 動 

偏見 Na:100%(41) 偏見 N 

Lψ , 名 

片艷    

(片艷紙) 

0 片艶 ψ  

Lψ , 名 

△破產 VH:100%(71) 破産 N, V 

L5 Vs, 動 

迫害 VC:100%(50) 迫害 N, V 

L5 Va, 動 

破門 0 破門 N, V 

Lψ , 動 

漢語 

Q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七曜 0 七曜 N 

Lψ , 無, (名) 

旗手 Na:100%(1) 旗手 N 

Lψ , 名 

企業 Na:100%(2576) 企業 N 

L4 N, 名 

汽船 Na:100%(6) 汽船 N 

Lψ , 名 

氣體 Na:100%(47) 気体 N 

L5 N, 名 

前提 Na100:%(113) 前提 N 

L5 N, 名 

鉛筆 Na:100%(27) 鉛筆 N 

L2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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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VHC:100%(159) 強化 N, V 

Lψ , 動 

侵害 VC:100%(142) 侵害 N, V 

L5 Va, 動 

侵犯 VC:100%(97) 侵犯 N, V 

L5 Va, 動 

侵略 VC:100%(104) 侵略 N, V 

L5 Va, 動 

侵蝕 VC100:%(49) 侵食/浸食 

(侵蝕/浸蝕)  

N, V 

L5 Va, 動 

勤務 Na:100%(29) 勤務 N 

Lψ , 名 

情報 Na:100%(196) 情報 N 

L5 N, 名 

請求 VF:100%(149) 請求 N, V 

L4 Va, 動, 名 

請願 VA:100%(33) 請願 N, V 

Lψ , 動 

全稱 0 全称 N, V 

Lψ , 名 

取締 VC:100%(213) 取締 N, V 

L5 Va, 動 

取消 VC:100%(209) 取消 N, V 

L4 Va, 動 

△權力 Na:100%(469) 権力 N 

L5 N, 名 

權威 Na98.84:%(171), 

VH:1.16%(2) 

権威 N 

L5 N, 名 

缺點 Na:100%(248) 欠点 N 

L4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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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 VK:100%(437) 確定 N, V 

L4 Vs, 形, 動 

確保 VE:100%(202) 確保 N, V 

L5 Va, 動 

漢語 

R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熱帶 Nc:100%(76) 熱帯 N 

L5 N, 名 

人道 Na:97.40%(75), VA:1.30%(1), VH:1.30%(1) 人道 N 

L5 N, 名, 形 

人格 Na:100%(234) 人格 N 

L4 N, 名 

人權 Na:100%(221) 人権 N 

L4 N, 名 

認可 VC:100%(49) 認可 N, V 

Lψ , 動 

入超 0 入超 N 

Lψ , 名 

入口 Nc:91.18%(62),  

VA:8.82%(6) 

入口 N 

L4 N, 名, 動 

軟化 VHC:100%(19) 軟化 N, V 

Lψ , 動 

漢語 

S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三角 Na:100%(39) 三角 N 

Lψ , 名 

散文 Na:100%(48) 散文 N 

L5 N, 名 

商品 Na:100%(394) 商品 N 

L4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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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 Na:100%(609) 商業 N 

L4 N, 名 

社會 Na:100%(5000) 社会 N 

L4 N, 名 

社交 Na:100%(72) 社交 N 

L5 N, 名 

社團 Na:100%(599) 社団 N 

L5 N, 名 

身分 Na:100%(193) 身分 N 

L4 N, 名 

申請 VF:99.89%(931), VC:0.11%(1) 申請 N, V 

L4 Va, 動, 名 

神經 Na:98.40%(184), VH:1.6%(3) 神経 N 

L4 N, 名 

生產 VC:97.38%(929),  

VA:2.62%(25) 

生産 N, V 

L4 Va, 動 

生理 Na:100%(201) 生理 N 

L5 N, 名 

詩歌 Na:100%(54) 詩歌 N 

Lψ , 名 

失蹤 VH:100%(85) 失踪 N, V 

L5 Vs, 動 

時代 Na:96.04%(1656), Nd:0.06%(1) 時代 N 

L3 N, 名 

時間 Na:99.98%(4013), Nd:0.02%(1) 時間 N 

L1 N, 名 

實體 Na:100%(73) 実体 N 

Lψ , 名 

時效 Na:100%(54) 時効 N 

L5 N, 名 



來自日語的同形詞對日本漢語學習者的影響之研究 

158 

石油 Na:100%(146) 石油 N 

L3 N,名 

事變 Na:100%(94) 事変 N 

L5 N, 名 

視察 VE:97.44%(38), Na:2.56%(1) 視察 N, V 

Lψ , 動 

市場 Nc:100%(2935) 市場 N 

Lψ , 名 

士官 Na:100%(7) 士官 N 

Lψ , 名 

世紀 Na:99.67%(299),Nd:0.33%(1) 世紀 N 

L4 N, 名 

△試驗 Na:74.02%(94), VC:25.98%(33) 試験 N, V 

L4 Va, 動, 名 

手段 Na:100%(234) 手段 N 

L4 N, 名 

手續 Na:100%(177) 手続 N 

L4 N, 名 

屬性 Na:100%(58) 属性 N 

Lψ , 名 

數量 Na:100%(421) 数量 N 

L4 N, 名 

數學 Na:100%(227) 数学 N 

L3 N, 名 

△算數 VH:70%(14), Na:30%(6) 算数 N 

Lψ , 動, (名) 

說教 VA:100%(12) 説教 N, V 

Lψ , 動, 名 

說明 VE:78.76%(812),  

Na:21.24%(219) 

説明 N, V 

L3 N, Va, 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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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 Na:100%(146) 碩士 N 

L5 N, 名 

思潮 Na:100%(60) 思潮 N 

L5 N, 名 

思想 Na:100%(60) 思想 N 

L4 N, 名 

△宿舍 Nc:100%(357) 宿舎 N 

L1 N, 名 

索引 Na:95.92%(47), VC:4.08%(2) 索引 N 

Lψ , 名 

漢語 

T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談判 Na:59.27%(179),  

VC:40.73%(123) 

談判 N, V 

L4 Va, 動, 名 

特別 VH:99.91%(2146), Dfa:0.09%(2)      特別 A, D 

L4 Adv, 形, 副 

特稱 VG:100%(1) 特称 N, V 

Lψ , 無, (動) 

特殊 VH:100%(731) 特殊 A 

L4 Vs, 形 

特權 Na:100%(65) 特権 N 

L5 N, 名 

特務 Na:100%(24) 特務 N 

Lψ , 名 

特許 VE:100%(12) 特許 N, V 

Lψ , 動 

特約 A:100%(21) 特約 N, V 

L5 Vs, 動 

特徵 Na:100%(423) 特徴 N 

L5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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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VD:99.83%(2862), VC:0.17%(5) 提供 N, V 

L3 Va, 動 

提案 Na:73.89%(116), VA:26.11%(41) 提案 N, V 

Lψ , 名 

體操 Na:100%(73) 体操 N, V 

L5 N, 名 

體積 Na:100%(61) 体積 N 

L5 N, 名 

體驗 VC:99.13%(227),  

Na:0.44%(1), VK:0.44%(1) 

体験 N, V 

L5 Va, 動, 名 

體育 Na:100%(422) 体育 N 

L3 N, 名 

條件 Na:100%(1040) 条件 N 

L4 N, 名 

調節 VC:100%(106) 調節 N, V 

L5 Va, 動 

調整 VC:100%(558) 調整 N, V 

L4, Va, 動 

調製 VC:100%(14) 調製 N, V 

Lψ , 動 

鐵道 Na:100%(23) 鉄道 N 

Lψ , 名 

停戰 VH:100%(5)  停戦 N, V 

Lψ , 動 

停止 VF:100%(278) 停止 N, V 

L4 Va, 動 

通理 0 通理 N 

Lψ , 名 

通名 0 通名 N 

Lψ , 名,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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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 VH:100%(10),  同盟 N 

Lψ , 名 

投機 VH:100%(112),  投機 N, V 

L5 Vs, 動, 形 

投票 VA:100%(263), 投票 N, V 

L4 Va, 動 

投資 Na:53.21%(729),  

VC:46.79%(641) 

投資 N, V 

L4 N, 動, 名 

圖案 Na:100%(117) 図案 N 

Lψ , 名 

退化 VHC:96.00%(24), VH:4.00%(1) 退化 N, V 

L5 Vs, 動 

退却 0 退却 N, V 

Lψ , 動 

脫黨 0 脱党 N, V 

Lψ , 動 

漢語 

W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瓦斯 Na:100%(91) 瓦斯 

→ガス 

N 

L5 N, 名 

外延 Na:100%(3) 外延 N, V 

Lψ , 名 

外在 Na:100%(197), 外在 N, V 

L5 N, 形 

玩具 Na:100%(308) 玩具 N 

L4 N, 名 

唯一 A:99.47%(568),Na:0.35%(2), VH:0.18%(1) 唯一 N, A 

L4 Vs, 形 

唯物 A:100%(5) 唯物 N 

Lψ , 無,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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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 VH:85.71%(6), A:14.29%(1) 唯心 N 

Lψ , 無, (名) 

衛生 Na:94%(329), VH:6%(21) 衛生 N 

L4 Vs, 形, 名 

味素 

→味精 

0 味の素 N 

Lψ , 名 

溫床 Na:100%(16) 温床 N 

Lψ , 名 

溫度 Na:100%(129) 温度 N 

L4 N, 名 

溫室 Nc:100%(41) 温室 N 

Lψ , 名 

△文法 Na:100%(28) 文法 N 

L4 N, 名 

文庫 Na:100%(5) 文庫 N 

Lψ , 名 

文化 Na:100%(3195) 文化 N 

L3 N, 名 

文學 Na:100%(566) 文学 N 

L3 N, 名 

文明 Na:87.46%(307),  

VH:12.54%(44) 

文明 N 

L5 N, 名, 形 

問題 Na:100%(5000) 問題 N 

L1 N, 名 

無機 A:100%(4) 無機 N 

Lψ , 形 

舞台 Na:100%(221) 舞台 N 

L4 N, 名 

物理 Na:100%(175) 物理 N 

L4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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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語 Na:100%(6) 物語 N, V 

Lψ , 名 

物質 Na:100%(358) 物質 N 

L4 N, 名 

漢語 

X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希望 VK:90.29%(3349), Na:9.71%(360) 希望 N, V 

L3 N, 動, 名 

細胞 Na:100%(333) 細胞 N 

L4 N, 名 

系統 Na:99.51%(3620), VH:0.49%(18) 系統 N 

L4 N, 形, 名 

狹義 Na:100%(44) 狭義 N 

Lψ , 形 

現代 VH:51.66%(467),  

Nd:48.34%(437) 

現代 N 

L3 N, 名, 形 

憲法 Na:100%(90) 憲法 N 

L5 N, 名 

纖維 Na:100%(63) 繊維 N 

L5 N, 名 

現金 Na:100%(92) 現金 N 

L4 N, 名 

現實 Na:73.04%(401), VH:26.96%(148) 現実 N 

L4, Vs, N, 名, 形 

現象 Na:100%(1162) 現象 N 

L4 N, 名 

現役 A:100%(5) 現役 N 

Lψ , 名 

相對 VH:100%(425) 相対 N 

L4 Vs, 動,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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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 VK:82.54%(383), Na:14.22%(66), VE:3.23%(15) 想像 N, V 

L4 N, Vs, 動 

象徵 Na:50.81%(157), VF:39.05%(41) 象徴 N, V 

L5 Vs, 動, 名 

消毒 VC:100%(40) 消毒 N, V 

L5 Va, 動 

消防 A:93.55%(58), Na:6.45%(4) 消防 N 

L5 Vs, 動 

消費 Na:78.48%(299),  

VA:21.26%(81), VC:0.26%(1) 

消費 N, V 

L4 N, 動 

消化 VC:100%(91) 消化 N, V 

L4 Va, 動 

消極 VH:100%(106) 消極 N 

L4 Vs, 形 

小型 Na:94.78%(236), A:5.22%(13) 小型 N 

Lψ , 形 

協定 Na:94.12%(112), VE:5.88%(7) 協定 N, V 

L5 Va, 名, 動 

協會 Nc:98.17%(697),Na:1.83%(13) 協会 N 

L5 N, 名 

協議 Na:87.66%(135), VE:12.34%(19) 協議 N, V 

L5 N, 動, 名 

△心理 Na100%(807) 心理 N 

L4 N, 名 

△新聞 Na:100%(1110) 新聞 N 

L2 N, 名 

信號 Na:100%(64) 信号 N 

L4 N,名 

信託 A:92.65%(63), Na:7.35%(5) 信託 N, V 

Lψ , 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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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 Na:100%(116) 信用 N, V 

L4 N, 名 

刑法 Na:100%(22) 刑法 N 

Lψ , 名 

行政 Na:99.49%(780), VA:0.51%(4) 行政 N 

L5 N, 名 

性能 Na:100%(260) 性能 N 

L5 N, 名 

休戰 0 休戦 N, V 

Lψ , 動 

宣誓 VE:100%(15) 宣誓 N, V 

L5 Va, 動 

宣戰 VA:100%(24) 宣戦 N, V 

Lψ , 動 

選舉 Na:85.42%(504),  

VC:14.41%(85), VA:0.17%(1) 

選挙 N, V 

Lψ , 動 

學齡 Na:100%(17) 学齢 N 

Lψ , 名 

學士 Na:100%(31) 学士 N 

Lψ , 名 

學期 Na:100%(436) 学期 N 

L3 N, 名 

學位 Na:100%(240) 学位 N 

L4 N, 名 

漢語 

Y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演出 VC:62.02%(449), Na:37.98%(275) 演出 N, V 

L4 Va, Y, 動, 名 

演說 Na:82.18%(83), VA:17.82%(18) 演説 N, V 

L5 N, 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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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 VA:100%(56) 演習 N, V 

L5 Va, 動, 名 

演繹 VC:100%(9) 演繹 N, V 

Lψ , 名 

演奏 VC:100%(293) 演奏 N, V 

L4 Va , 動 

陽極 Na:100%(1) 陽極 N 

Lψ , 名 

揚棄 VC:100%(19) 揚棄 N, V 

Lψ , 動 

要衝 Nc:100%(3) 要衝 N 

Lψ , 名 

要點 Na:100%(113) 要点 N 

L5 N, 名 

要素 Na:100%(91) 要素 N 

Lψ , 名 

業務 Na:100%(793) 業務 N 

L4 N, 名 

醫學 Na:100%(397) 医学 N 

L4 N, 名 

遺傳 VJ:100%(102) 遺伝 N, V 

L5 Vs, 動 

意匠 Na:100%(1) 意匠 N 

Lψ , 名 

議案 Na:100%(25) 議案 N 

Lψ , 名 

議會 Nc:100%(126) 議会 N 

L4 N, 名 

議決 VC:100%(9) 議決 N, V 

Lψ ,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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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 Na:98.84%(679), VK:1.16%(8) 意識 N, V 

L4 N, 名, 動 

藝術 Na:99.94%(1754), VH:0.06%(1) 芸術 N 

L4 N, 名, 形 

液體 Na:100%(24) 液体 N 

L5 N, 名 

意圖 Na:60.95%(64),  

VF:39.05%(41) 

意図 N, V 

L5 N, 名 

意味 VK:77.42%(144), Na:22.58%(42) 意味 N, V 

L5 Vs, 名 

義務 Na:89.29%(150), D:10.71%(18) 義務 N 

L4 N, 名 

議員 Na:100%(272) 議員 N 

L5 N, 名 

意志 Na:100%(136) 意志 N 

L4 N, 名 

陰極 Na:100%(2) 陰極 N 

Lψ , 名 

引渡 VC:100%(1) 引渡 N, V 

Lψ , 動 

銀行 Nc:100%(777) 銀行 N 

L1 N, 名 

營養 Na:87.91%(160), VH:12.09%(22) 栄養/営養 

 

N 

L4 Vs, N, 名 

硬化 VH:97.22%(35), VHC:2.78%(1) 硬化 N, V 

Lψ , 動 

優勢 Na:100%(271) 優勢 N 

L5 N, 名 

游擊 Na:100%(8) 遊撃 N, V 

Lψ , 名 



來自日語的同形詞對日本漢語學習者的影響之研究 

168 

有機 A:100%(46) 有機 N 

L5 Vs, 形 

右翼 Na:100%(5) 右翼 N 

Lψ , 名 

預算 Na:99.80%(496), VE:0.20%(1) 予算 N, V 

L4 N, 名 

預約 VC:100%(67) 予約 N, V 

L5 Va, 動 

原理 Na:100%(171) 原理 N 

L4 N, 名 

元素 Na:100%(115) 元素 N 

L5 N, 名 

原則 Na:99.08%(750), D:0.92%(7) 原則 N 

L4 N, 名 

原子 Na:100%(31) 原子 N 

L5 N, 名 

運動 

(政治) 

Na:91.24%(1302),  

VA:8.76%(125) 

運動 N, V 

L1 N, Va, 動, 名 

漢語 

Z 

中央研究院語料庫的漢語詞類及百分比與數量 日語 日語 

詞類 《華語八千詞》等級與詞類, 《講談社中日辞典》詞類 

雜誌 Na:100%(464) 雑誌 N 

L4 N, 名 

曹達 0 曹達 

→ソーダ 

N 

Lψ , 無 

債權 Na:100%(7) 債権 N 

Lψ , 名 

債務 Na:100%(47) 債務 N 

Lψ , 名 

展開 VC:99.83%(600), Na:0.17%(1) 展開 N, V 

L4 Va,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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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VJ:98.57%(69),  

Nb:1.43%(1) 

展望 N, V 

L5 Vs, 動, 名 

戰線 Na:100%(14) 戦線 N 

L5 N, 名 

哲學 Na:100%(383) 哲学 N 

L4 N, 名 

偵察 VC:100%(30) 偵察 N, V 

Lψ , 動 

真理 Na:100%(190) 真理 N 

L4 N, 名 

偵探 Na:100%(12) 偵探ψ   

L4 N, 名, 動 

蒸發 VAC:100%(22) 蒸発 N, V 

L5 Va, 動 

蒸溜 VC:100%(3) 蒸留 N, V 

Lψ , 動 

蒸氣 Na:100%(11) 蒸気 N 

Lψ , 名 

證券 Na:100%(327) 証券 N 

L5 N, 名 

政策 Na:100%(1140) 政策 N 

L4 N, 名 

政社 Na:100%(2) 政社 N 

Lψ , 無 

政黨 Na:100%(221) 政党 N 

L4 N, 名 

政府 Na:99.86%(3590), Nc:0.14%(5) 政府 N 

L4 N, 名 

政治 Na:100%(1929), 政治 N 

L4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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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VC:99.89%(945), Na:0.11%(1) 支持 N, V 

L4 Va, 動 

支店 Nc:100%(4) 支店 N 

Lψ , 無, (名) 

支部 Nc:100%(18) 支部 N 

Lψ , 名 

支配 VC:100%(66) 支配 N, V 

L5 Va, 動 

知識 Na:100%(916) 知識 N 

L4 N, 名 

支線 Na:100%(4) 支線 N 

Lψ名 

直接 VH:100%(1098) 直接 N, A, 
D 

L4 Vs, 形 

直覺 Na:81.97%(50), VK:18.03%(11) 直覚 N, V 

Lψ , 名 

直流 VA:100%(20) 直流 N, V 

Lψ , 動, 名 

執行 VC:99.90%(1021),  

VH :0.10%(1) 

執行 N, V 

L4 V, 動, 形 

職員 Na:100%(103) 職員 N 

L4 N, 名 

指導 VC:99.75%(399), Na:0.25%(1) 指導 N, V 

L4 Va, 動 

指數 Na:100%(229) 指数 N 

Lψ , 名 

制裁 VC:74.73%(68), Na:25.27%(23) 制裁 N, V 

L5 Va, 動 

質量 Na:100%(79) 質量 N 

L5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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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 VC:100%(25) 制約 N, V 

Lψ , 動 

仲裁 VC:100%(35) 仲裁 N, V 

Lψ , 動 

重點 Na:99.83%(577), D:0.17%(1) 重点 N 

L4 N, 形, 副, 名 

周波 0 周波 N 

Lψ , 名 

週期 Na:100%(108) 周期 N 

Lψ , 名 

資本 Na:100%(203) 資本 N 

L4 N, 名 

資料 Na:100%(2440) 資料 N 

L3 N, 名 

主筆 Na:71.43%(5),  

VB:28.57%(2) 

主筆 N 

Lψ , 名 

主動 VH:100%(450) 主動 N 

L4 Vs, 形 

主觀 VH:100%(91) 主観 N 

L4 Vs, 名, 形 

主權 Na:100%(180) 主権 N 

L5 N, 名 

主任 Na:100%(842) 主任 N 

L3 N, 名 

主食 Na:100%(36) 主食 N 

Lψ , 名 

主體 Na:100%(181) 主体 N 

Lψ , 名 

主席 Na:100%(405) 主席 N 

L4 N,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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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 Na:100%(858) 主義 N 

L5 N, 名 

助教 Na:100%(121) 助教 N 

L5 N, 名 

注射 VC:100%(62) 注射 N, V 

L4 Va, 動 

住所 Nc:100%(25) 住所 N 

Lψ , 名 

專賣 VC:100%(20) 専売 N, V 

Lψ , 動 

自白 Na:100%(2) 自白 N, V 

Lψ , 動 

自然 Na:46.80%(1009),  

D:36.04%(777), VH:17.16%(370) 

自然 N, A, 
D 

L4 N, 形 

自由 VH:57.26%(674), Na:42.74%(503) 自由 N, A 

L3 N, Vs, 名, 形 

自治 VA:100%(115) 自治 N, V 

L5 Va, 動 

宗教 Na:100%(548) 宗教 N 

L4 N, 名 

綜合 A:70.99%(252), VC:29.01%(103) 総合 N, V 

L4 Vs, Va, 動, 形 

總計 Da:97.67%(42), Na:2.33%(1) 総計 N, V 

Lψ , 動 

總理 Na:97.22%(105), VC:2.78%(3) 総理 N, V 

L4 N, 名, 動 

總體 Na:100%(57) 総体 N 

Lψ , 名, n 

組合 VC:92.00%(276), Na:8.00%(24) 組合 N, V 

Lψ , 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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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Na:89.89%(1574), VC:10.11%(177) 組織 N, V 

L4 N, 動, 名 

左翼 Na:100%(5) 左翼 N 

Lψ , 名 

作品 Na:100%(1331) 作品 N 

L4 N, 名 

作物 Na:100%(63) 作物 N 

Lψ , 名 

作用 Na:94.77%(562), VA:5.23%(31) 作用 N, V 

L4 N, 動, 名 

作戰 VA:100%(108)      作戦 N 

L5 Va, 動, 名 

症狀 Na:100%(239) 症状 N 

Lψ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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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中央研究院中文詞類標記表 
 

中文詞類標記表 http://db1x.sinica.edu.tw/kiwi/mkiwi/modern_c_wordtype.html 

現代漢語詞類標記 說明 

A 非謂形容詞 

D 副詞 

Da 數量副詞 

Dfa 動詞前程度副詞 

Dfb 動詞後程度副詞 

Dk 句副詞 

Di 時態標記 

Caa 對等連接詞，如：和、跟 

Cbb 關聯連接詞 

Nep 指代定詞 

Neqa 數量定詞 

Nes 特指定詞 

Neu 數詞定詞 

FW 外文標記 

Nf 量詞 

Na 普通名詞 

Nb 專有名稱 

Nc 地方詞 

Ncd 位置詞 

Nd 時間詞 

Nh 代名詞 

P 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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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 連接詞，如：等等 

Cba 連接詞，如：的話 

Neqb 後置數量定詞 

Ng 後置詞 

DE 的, 之, 得, 地 

I 感嘆詞 

T 語助詞 

VA 動作不及物動詞 

VB 動作類及物動詞 

VH 狀態不及物動詞 

VI 狀態類及物動詞 

SHI 是 

VAC 動作使動動詞 

VC 動作及物動詞 

VCL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 

VD 雙賓動詞 

VE 動作句賓動詞 

VF 動作謂賓動詞 

VG 分類動詞 

VHC 狀態使動動詞 

VJ 狀態及物動詞 

VK 狀態句賓動詞 

VL 狀態謂賓動詞 

V_2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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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現代の台湾》課文 
(鄧守信、孫珞，1997)  

第十二課、海峽兩岸 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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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現代の台湾》生詞 
(鄧守信、孫珞，1997)  

第十二課 海峽兩岸 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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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青春遊學：日本人學華語》生詞 
(林秀惠、信世昌，2008) 

第二課 你的興趣是什麼？ 部分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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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青春遊學：日本人學華語》句型 
(林秀惠、信世昌，2008) 

第二課 你的興趣是什麼？ 部分句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