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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不論是語法教學或是教學語法皆是過去在語言教學中被高度討論的
議題之一。過去許多研究都以理論或數據清楚說明了教學語法的重
要性。儘管「語法教學」於華語教學課程中的教學設計及教學活動
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但華語文教學的理論研究與實際教學現場之
間，一直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難題，因為尚未有研究確認句法教學
順序的內容，導致學術與教學現場產生不明確性。此外，教學語法
與理論語法本身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卻又相當不同，對於第二
語教學而言清楚定義教學語法的內容相當重要，過去也有非常多的
研究確切的分析了兩者的差異(史存直, 1986；Odlin, 1994；鄧守
信, 2009；Nasaji and Fotos, 2011)。
本計畫預計將透過以語料庫為本的研究方式，且以使用頻率做為語
法排序的數位中文語法庫為基礎，融入教學與學習所需之使用層面
，設計一套既能提供教學者的教學輔助資源，亦能協助學習者的個
別化學習需求，進而建構深度整合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應用系統
，冀望研究成果能使中文語法教學及華語文寫作教學達到兼顧理論
依據與實務教學的適性化與精緻化。此外，近年來因數位科技技術
的提升、電腦設備的升級，以致數位科技輔助學習的需求也越趨盛
行，促使了語料庫應用於語法教學及科技應用於華語語言學習的研
究不斷增加。因此，本計畫以語料庫為本之數位中文語法庫為基礎
，整合教學與學習所需的應用設計，並區分教師端、學生端的不同
需求而開發成不同的語法教學及語法學習之使用功能，並以此深度
整合開發出「中文語法數位平台」。未來，將可應用於其他華語文
教學相關平台並進行鍵接，並以「中文語法數位平台」為本，融入
各種華語文的相關教學，如本計畫所規劃之中文句子教學與華語文
寫作教學。本計畫所開發之「中文語法數位平台」，兼具理論性及
實用性，以整合「教與學」為主要目標，而系統的規劃、開發與執
行皆具有「教與學」的功能，對教學者而言，可以作為教學排序參
考，對學習者而言，可以根據「常用先學」的原則作為學習的順序
，而對於教材研發者，則可藉由教學順序排列及偏誤率的整合，以
「中文語法數位平台」為本，應用於華語文教材編寫。進而藉由實
證研究方式進行教學實驗，體現「中文語法數位平台」輔助華語文
教學之科學性與實用性。
本年度計畫的重點工作在教師端增加更符合教學使用者需求的功能
，例如：語法收藏，使平台功能更加完善，同時也完成建置學生端
的各項基本功能，包含架構總覽、語法查詢等功能，讓學生可以在
平台上輕鬆自學語法，同時也在平台首頁設計語法雲，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另外，透過國際研討會、國內外專家交流及工作坊推廣等
機會，收集到專家學者及華語教師的意見，進行資料調整，使平台
內容呈現更專業及滿足應用需求。未來將在平台上進一步增加各項
教學工具，如練習題庫建置等，並進行教學實驗，藉以驗證中文語
法數位平台對教與學上的幫助，以提供更便利實用的語法教學工具
。

中文關鍵詞： 中文教學語法、教與學、數位系統、實徵研究、教學評估

英 文 摘 要 ： Grammar teaching and pdagogical grammar have been a highly
discussed issue.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course
designs and activities in grammar teaching are apparent.



For one, the researches on the sequencing of Chinese
grammar teaching are important yet unfound. For another,
although pedagogical grammar and theoretical grammar are
closely associated, they are inherently different. Past
studies have distinguish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e.g., Shi, 1986；Odlin, 1994；Deng, 2009；Nasaji and
Fotos, 2011). For this reason, the corpus-based study
comprehensively incorporates CSL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o
a digital application system, the Platform of Chinese
Grammar. This system would provide teachers with teaching
assisted resources and learners with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accommodating all the aspects of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ve all, the present project looks forward
to achieving adaptive and elaborative Chinese pedagogical
grammar teaching and CSL writing instruction wi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In addi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progress o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omputing has raised the needs of
technology-assisted learning, increasing the researches on
corpus-based grammar teaching and technology-applied CSL
learning. Therefore, the present project, based on“digital
Chinese grammar bank”, proposes the“the Platform of
Chinese Grammar”. The system develops various Chinese
gramm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sistant function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separately. It can also be connected
with other CSL teaching and learning platform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CSL classroom teaching, such as Chinese
sentence teaching and Chinese writing instruction in this
project.
The theoretical-based and empirical-based Chinese grammar
digital system incorporates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side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side, the Chinese grammar bank provides a referential
evidence for Chinese grammar teaching order. In learning
sid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Chinese grammar provides
learning sequence/order. Moreover, for learning material
developers, the recommended ordering for teaching and
ranking of error usages can help to edit CSL teaching
materials. Eventually, the present project will implement
the Platform of Chinese Grammar in real classrooms. Through
the teaching experiments, the present project would
evaluate the scientific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applying
the system on Chinese writing instructions.
The project focused on adding more functions for teachers
on the Platform of Chinese Grammar, such as “my favorite
grammar. Also, the basic functions for learners included a
general overview of Chinese grammar bank and grammar
searching has been completed. Learners can learn grammar



easily on the platform. Furthermore, we designed “grammar
clouds” on the platform homepage to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opport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
exchanges and workshops, we collected the opinions of
experts, scholars and Chinese teachers and adjusted the
data and platform based on actual suggestions to make the
platform more professional and friendly. In the future,
various teaching tools will be added to the platform, such
as the grammar practice qu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Chinese teacher and learners a reliable and convenient
tool, the teaching experiments will also be executed at
next step to verify the effects of platform using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英文關鍵詞： Chinese Pedagogical Gramm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Digital
System, Empirical Evidence,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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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1. 中文摘要 

不論是語法教學或是教學語法皆是過去在語言教學中被高度討論的議題之一。Nasaji和Fotos(2011)

提到在二語學習過程中，語法學習與架構的發展是能流利使用語言達到溝通目的的關鍵。過去許多研

究都以理論或數據清楚說明了教學語法的重要性。 

儘管「語法教學」於華語教學課程中的教學設計及教學活動有不可忽視的重要性，但華語文教學

的理論研究與實際教學現場之間，一直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難題，因為尚未有研究確認句法教學順序

的內容，導致學術與教學現場產生不明確性。此外，教學語法與理論語法本身具有密不可分的關聯性，

卻又相當不同，對於第二語教學而言清楚定義教學語法的內容相當重要，過去也有非常多的研究確切

的分析了兩者的差異(史存直, 1986；Odlin, 1994；鄧守信, 2009；Nasaji and Fotos, 2011)。 

有鑑於此，本計畫預計將透過以語料庫為本的研究方式，且以使用頻率做為語法排序的數位中文

語法庫為基礎，融入教學與學習所需之使用層面，設計一套既能提供教學者的教學輔助資源，亦能協

助學習者的個別化學習需求，進而建構深度整合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應用系統，冀望研究成果能使中

文語法教學及華語文寫作教學達到兼顧理論依據與實務教學的適性化與精緻化。 

此外，近年來因數位科技技術的提升、電腦設備的升級，以致數位科技輔助學習的需求也越趨盛

行，促使了語料庫應用於語法教學及科技應用於華語語言學習的研究不斷增加。因此，本計畫以語料

庫為本之數位中文語法庫為基礎，整合教學與學習所需的應用設計，並區分教師端、學生端的不同需

求而開發成不同的語法教學及語法學習之使用功能，並以此深度整合開發出「中文語法數位平台」。

未來，將可應用於其他華語文教學相關平台並進行鍵接，並以「中文語法數位平台」為本，融入各種

華語文的相關教學，如本計畫所規劃之中文句子教學與華語文寫作教學。 

本計畫所開發之「中文語法數位平台」，兼具理論性及實用性，以整合「教與學」為主要目標，而

系統的規劃、開發與執行皆具有「教與學」的功能，對教學者而言，可以作為教學排序參考，對學習

者而言，可以根據「常用先學」的原則作為學習的順序，而對於教材研發者，則可藉由教學順序排列

及偏誤率的整合，以「中文語法數位平台」為本，應用於華語文教材編寫。進而藉由實證研究方式進

行教學實驗，體現「中文語法數位平台」輔助華語文教學之科學性與實用性。 

本年度計畫的重點工作在教師端增加更符合教學使用者需求的功能，例如：語法收藏，使平台功

能更加完善，同時也完成建置學生端的各項基本功能，包含架構總覽、語法查詢等功能，讓學生可以

在平台上輕鬆自學語法，同時也在平台首頁設計語法雲，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另外，透過國際研討會、

國內外專家交流及工作坊推廣等機會，收集到專家學者及華語教師的意見，進行資料調整，使平台內

容呈現更專業及滿足應用需求。未來將在平台上進一步增加各項教學工具，如練習題庫建置等，並進

行教學實驗，藉以驗證中文語法數位平台對教與學上的幫助，以提供更便利實用的語法教學工具。 

 

關鍵詞：中文教學語法、教與學、數位系統、實徵研究、教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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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摘要 

Grammar teaching and pdagogical grammar have been a highly discussed issue. Nasaji and Fotos (2011) 

indicate that learning grammar and language structure development is the key for language learners to 

communicate precisely and fluently.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course designs and activities in grammar 

teaching are apparent. However, it is quite a dilemma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ories and real 

classrooms. For one, the researches on the sequencing of Chinese grammar teaching are important yet 

unfound. For another, although pedagogical grammar and theoretical grammar are closely associated, they 

are inherently different. Past studies have distinguish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e.g., Shi, 1986；

Odlin, 1994；Deng, 2009；Nasaji and Fotos, 2011). Therefore, it calls a need for CSL teaching to clarify the 

structure of pedagogical grammar. 

For this reason, the corpus-based study comprehensively incorporates CSL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o a 

digital application platform, the Digital Platform of Chinese Grammar. This platform would provide teachers 

with teaching assisted resources and learners with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accommodating all the aspects of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ve all, the present project looks forward to achieving adaptive and 

elaborative Chinese pedagogical grammar teaching and CSL writing instruction wi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In addi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progress o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omputing has raised the needs of 

technology-assisted learning, increasing the researches on corpus-based grammar teaching and 

technology-applied CSL learning. Therefore, the present project, based on “digital Chinese grammar bank”, 

proposes the “the Digital Platform of Chinese Grammar”, an application integrating the demand of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platform develops various Chinese gramm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sistant 

functions for teacher and student separately. It can also be connected with other CSL teaching and learning 

platform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CSL classroom teaching, such as Chinese sentence teaching and Chinese 

writing instruction in this project. 

The theoretical-based and empirical-based Chinese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incorporates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side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side, the Chinese grammar bank 

provides a referential evidence for Chinese grammar teaching order. In learning sid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Chinese grammar provides learning sequence/order. Moreover, for learning material developers, the 

recommended ordering for teaching and ranking of error usages can help to edit CSL teaching materials. 

Eventually, the present project will implement the Platform of Chinese Grammar in real classrooms. Through 

the teaching experiments, the present project would evaluate the scientific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applying 

the platform on Chinese writing instructions.  

The project focused on adding more functions for teachers on the Digital Platform of Chinese Grammar, 

such as “my favorite grammars”. Also, the basic functions for learners included a general overview of 

Chinese grammar bank and grammar searching have been completed. Learners can learn grammar easily on 

the platform. Furthermore, we designed “grammar clouds” on the platform homepage to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opport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 

exchanges and workshops, we collected the opinions of experts, scholars and Chinese teachers and adjusted 

the data and platform based on actual suggestions to make the platform more professional and friendly. In 

the future, various teaching tools will be added to the platform, such as the grammar practice qu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Chinese teacher and learners a reliable and convenient tool, the teaching experiments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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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be executed at next step to verify the effects of platform using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Keywords: Chinese Pedagogical Gramm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Digital System, Empirical Evidence,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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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內容與成果說明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1.1 研究背景 

教學語法(pedagogical grammar)是語言教學中不斷被討論的重要議題，教學語法建立在語法基礎

上，是一種規範性的語言形式，目的是為了讓第二語學習者能透過完整且富有邏輯的方式習得目的語

語法，並能透過逐步的學習建立目的語規範的思考邏輯，以利達到順利使用目的語溝通的目的。Terence 

Odline (1994)正式建立起教學語法的理論學科，相較於語法教學重視課堂的活動的執行方式，教學語

法更關心整體語法體系中，不同語法的教學順序，並依照具體句法及語法理論背景，提供系統性的理

論根據，也就是說，教學語法結合了理論的語法學根基與課堂的語法教學實務，所發展而出的系統性

語法。教學語法是以學習者為導向，針對學習者的目標、能力、心理因素等等所形成的學問，內容需

要包括實用性與規範性，目標是讓學習者能系統性有效率的習得目的語，達到實用溝通的目的。能促

使語言溝通順利進行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在對話當中傳達清晰、明確的語法結構訊息。倘若習得目的

語的完整訊息且富有邏輯的語法結構，是為了讓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能在溝通過程當中(不論是

口語陳述或書面文字表達)，都能順利進行語言溝通，那麼華語教學中的華語語法教學，其重要性自然

不言而喻，且是不容忽視的課題。 

華語文教材數位化、多媒體與華語教學結合，在華語文教學界中始終各方專家學者各據一方、百

家爭鳴，各有特點，因此，綜觀目前國內的華語文教材與教學法，除了不斷更新也層出不窮，其中，

科技輔助華語教學、數位教學平台，也紛紛地問世(臺灣僑委會, 1994；臺灣僑委會, 2007；舒兆民, 2010；

Liu and Hwang, 2010)，期待藉由先進的科技為了強化教學內容的多樣性，提升學習面向的多元性。然

而，許多華語實體教材，提供大量、豐富且具系統性的華語語法點，但少有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實

證數據為依歸；許多華語教學數位平台，對於華語語法的安排與呈現，常以編寫者或教學者的角度認

定教學的內容與順序，卻忽視了以學習者為中心安排理想的學習內容與順序。 

市面上、教學現場中的各種華語文教材，雖有其獨特性，然華語實體教材，但卻少了科技輔助教

學與學習的實用性；或者華語數位平台教材，卻少了有科學性與系統性證據支持的華語語法點結構。

有鑑於此，本計畫將以具科學性與系統性之語料庫數據為本，結合本計畫申請人前期所執行計畫的成

果為基礎，旨在建構一套深度整合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應用系統，冀望能充實華語文語法教學的效能

與增進學習的成效。 

本計畫申請人於 105 年度所執行的計畫「中文階層式語法點建置及其應用」 (MOST 

105-2410-H-003-088-)當中，已針對語法點架構進行蒐集與整理，參考多本華語語法教學研究書籍(劉

月華等人, 1996；劉英林和李明, 1997；盧福波, 1996)，建立了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並以中文十四字

語料庫(Chinese Gigaword Corpus)為母語者語料數據，統計母語者使用語法點的情況。本計畫申請人因

目前正執行臺灣師範大學頂尖大學計畫項下之「以華語文為外語的寫作自動評估與教學策略」計畫，

收錄了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之寫作文本所建立華語文寫作語料庫，藉由這個語料庫，申請人於

106 年度所執行的計畫「以創新科技建置中文語法數位平台及其應用於華語教學之評估」(MOST 

106-2410-H-003-061 -)，取其「中高頻偏誤語法點」的數據，用以驗證「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中的

語法點是否為二語學習者的學習難點。目前執行計畫的研究成果顯示，申請人所建置的「中文階層式

語法架構」不僅符合母語語料庫的使用頻率趨勢，也與華語教材中的語法編排趨勢相同。除此之外，

藉由以上驗證，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整體已有完整輪廓，且有當科學術據證明其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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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計畫申請人於 106 年度所申請之計畫名稱提及「建置中文語法數位平台」字句，但因計畫

執行期限僅有一年，在有限的時間內，僅能將研究重點放在母語者使用語法點的情況與二語學習者使

用語法點的偏誤狀況進行比對，以提出二語學習者的學習難點及教學者的教學重點，所以，並未於目

前正在執行之 106 年度計畫中開發數位平台。因此，本計畫除了延續前期執行計畫之研究成果，將以

語料庫為本的理念所建構之中文語法數位庫為基礎，設計一套既能提供教學者的教學輔助資源，亦能

協助學習者的個別化學習需求，進而深度整合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應用系統。 

1.2  研究目的 

華語文教學的理論研究與實際教學現場之間，一直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難題。由於尚未有研究確

認句法教學順序的內容，導致學術與教學現場產生不明確性，因此，本計畫預計將透過語料庫語言學

的研究方式，以使用頻率做為語法排序的基底；同時，配合以學習者為導向的高頻偏誤的語法，呈現

語法點教學上較為適當的排序方式，希望能供華語教師、華語學習者及華語教材編輯參考。 

此外，數位科技技術的提升、電腦設備的升級，大數據的概念與語料庫的建置，皆促使了語料庫

應用於語法教學及科技應用於華語語言學習的研究不斷增加。本計畫申請人於 105 年度所執行之計畫

而建置的「中文階層式語法點」，可成為教師教學、學習者學習及教材編寫者編撰上的參考依據，也

是一個中文語法點查詢的重要資源。基於此「中文階層式語法點」架構的完整性及科學性，雖然在本

計畫申請人的 105 年度計畫中，因執行時程之故，僅能完成母語語料搜尋及以此為基礎的教學語法排

序內容。接續地，申請人於 106 年度所執行之計劃中，更加入了二語寫作語料庫的內容，以其語法偏

誤的分佈狀況，對比以母語語料庫為本所建立的「中文階層式語法點」內容，提出學習者在學習中文

語法時的四個區塊：常出現、常錯誤、不常出現、不常錯誤，意在驗證中文語法點之排序相關訊息。 

本計劃旨在延續之前執行計畫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以其為基礎，將其數位化、系統化，再以大量精

準的語料及分析為基礎，進而設計出一套完整的中文教學語法數位應用系統，符合教學者與學習者之

所需。因此，本計畫的研究重點，除了中文教學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之開發，亦將應用此數位系統於中

文句子教學及華語文寫作教學課程，並探討教學者的教學成效與學習者的學習效益。 

2. 文獻探討 

2.1  教學語法的相關研究 

教學語法(pedagogical grammar)在外語教學領域是相當重要的議題，過去許多研究都以理論或數據

清楚說明了教學語法的重要性。教學語法與理論語法本身具有密不可分的關聯性，卻又相當不同，對

於第二語教學而言清楚定義教學語法的內容相當重要，過去也有非常多的研究確切的分析了兩者的差

異(史存直, 1986；Odlin, 1994；鄧守信, 2009；Nasaji and Fotos, 2011)等。 

其中，史存直(1986)說明理論語法最大的優點在於「句本位原則」，強調句子的結構性，而「教學

語法」不強調句子的結構，反倒注重實用及如何使用。 

許國璋(1988)則將語法分為供「語言學研究的語法」即「理論語法」及「供教學用的語法」即「教

學語法」，其中提到兩者最大的差異則「理論語法」對分類的要求較為嚴格，每一筆分類皆需要有概

括性即排他性，使用的例句需為最具代表性的例子。而「教學語法」對於分類不過於講究，以說明用

途為主，例句為學習的材料，不一定要完全符合語法結構，能展現出語法的使用方式即可。  

Odlin (1994)定義教學語法是根據第二外語學生的學習需求所建立的語法標準及架構，需要以學生

的需求為主，以理論語法的基礎，但不拘泥於理論並系統地呈現語法的內容。Odlin (1994)在文中指出，

教學語法的重要性來自學生需要透過課堂教學培養出自學的能力，透過語料的驗證方式，能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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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自己母語負遷移所造成的系統性偏誤，讓學生建立自己的二語學習的模式。 

鄧守信(2009)提到相較於理論語言學的研究，教學語法更專注於個別語法點的結構與系統分析，

語法教學排序方式，細項的難易度判斷，以這些研究結果作為基礎，進行個別語法的教學驗證，觀察

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檢視教學方法是否恰當即為教學語法。文中特別提到過去傳統語法教學所採用的

模式：講解、提供例句、練習活動、評量等，雖然期待為學習者建立一個結構性(structural)的語法概

念，促使學生建立目的語語感，但卻忽略了學習者的個別差異，且反倒更貼近理論語法的概念。語法

教學需要更貼近不同學生的差異，凸顯第二外語的特點與難點，需要跨語言的對比分析研究，解答二

語學習者因母語影響所造成的負遷移問題。 

Nasaji 和 Fotos (2011)曾於與「教學語法」相關書籍中提到，語法是語言的根本，若少了語法，語

言也就不存在。同時，也提到了教學語法方式的古今差異、傳統教學方式到當代教學方式是經歷許多

的變化，從理論的發展到實務的應用。他們認為，傳統對於語法的教學方法著重於文法翻譯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聽說教學法(Audio-Lingual Method)、和一些結構為主的教學法(structure-based 

methods)，且認為二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最主要問題就是在學習結構。而當今對於語法的教學方

式則是著重語法點的說明，而不單只是從語法的架構來進行教學，但仍然沒有重視到學習者實際語言

對話環境中所需語法的表達狀況。此外，Nasaji 和 Fotos (2011)也提到了以實際經驗的證據(empirical 

evidence)對於在二語學習過程時提供準確訊息的重要性與影響性，並且關注在語法教學過程中，學習

者對於學習語法的理論內容與實際應用和教學者之間的互動與回饋，是極為重要的一環。 

從過去長久的語法研究中細分出來的語法點，是一個語法的資料庫，而該從哪一個語法開始教

學，教材該從遵從什麼樣的順序編寫，過去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及書籍，但目前較無完整且系統性的

教學排序內容，許多語法研究者根據過去的研究及教學反思，提出了關於教學排序的建議(陸儉明, 

2000；呂文華, 2008；鄧守信, 2009；謝艷紅等, 2010)。 

陸儉明(2000)提出語法教學的內容要根據三方面來考量，一是漢語本身。漢語中哪些語法點是最

急需教給學生的？二是漢語和母語在語法上的差異。語法上的共同點又在哪裡？哪些差異會影響漢語

的學習？三是學生在學習漢語過程中出現的偏誤。學生最經常產生偏誤的語法是什麼？陸(2000)提出

教材選擇語法點的兩個方向：一是課文的選用和編排不能片面地決定於課文要教的內容，而是應該按

計劃中所需給學生的字、詞、語法點來編寫和安排課文，也是說，課文中語法點的安排要有講究。二

是到一定階段有必要進行帶總結性的內容設計。 

呂文華(2008)曾針對華語文教材中語法點的選擇與編排做了說明，他在書中提到選擇語法點的方

式有兩個依據：一個是通過使用頻率統計，即語言交際中最常使用的語法，刪除某些不常用或是不符

合規範的語法使用方式，在初階階段不需出現的語言形式，過於困難的語言形式，這樣的篩選方式將

使教材更加簡明實用；第二個是近年來教材中傾向選擇以最適合表達交際功能的內容、詞彙和語言形

式，較多的口語形式進入教材中，如無主句、獨詞句等都，但都應該歸納說明清楚，相反，某些較常

用於書面，而少用於口語的語言形式，則應於以刪除。 

鄧守信(2009)提到教學語法是一種被安排過的規範性語言，這些規範性的訂定依據，可以從使用

頻率、難易度、第二語言習得順序、情境等決定。教學語法相較於傳統教學更重視學習者該學習什麼

樣的語法，以如何學習語法；面對一個語法結構，對不同語言背景的學習者來說，哪個較難？難點為

何？功用該如何使用？是否可以立即用於真實語境之中？對華語教師來說，教學順序該如何安排？如

何判定該結構能讓學生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哪個結構該於哪一階段教學？對於教材而言，更要考量

情境、詞彙、結構等三個影響教材裡面語法點排序的主要因素，在教學上或教材編寫時，可訂定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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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次關係，在篩選時即可以成為主要依據。 

謝艷紅等(2010)透過調查中國的英文學習者習得的狀況了解，語法教學有一定的必要性，若忽略

語法教學會造成學生對英文掌握的準確性不夠。文中提出以「數據驅動學習」的方針，與傳統教學法

相比，綜合歸納下有三點差異，第一點，「數據驅動學習」使用語料庫提供真實語言材料，相較於以

語言規則所編寫完成的教材，更能製造真實語言學習環境。第二點，「教學以學生為中心」，老師從傳

統教學的主導者轉為引導學生的組織者，幫助學生發現語言規律，培養自主學習及自我管理的能力。

第三點，採取「由下而上」的方式，意指給學生大量的真實語料，讓學生透過自我能力歸納整理出語

言規則，相較於傳統教學「由下而上」的由老師演繹，替學生說明語言歸責的教學方式，更能激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產生自主學習的能力。 

綜合以上前人學者的相關研究，總結出中文教學語法的重要性、中文語法點的生成方式及教學順

序是中文語法教學的大原則；但又需要依照學習對象的不同需求與教學者的不同教學模式，在原有的

中文語法架構下，做彈性調整，這樣的發展是多元的，不過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深入探討，其中，又

以中文語法點的教學順序為最關鍵的問題。相關研究的成果，大原則解決理論中文語法、傳統中文語

法教學與中文教學語法的不同，也將中文語法系統切分為中文語法點，但需要思考的是這些中文語法

點在教學上及教材中編排的順序，儘管許多中文語法書籍提出了中文語法點排序可以參考的原則，但

是就實際教學與學習層面上來看，是否能夠徹底實行，依照這些原則去做分類與排序，仍是尚在研議

中的議題。 

本計畫基於申請人於 105 年度計畫「中文階層式語法點」中以大量真實母語語料為基礎，排序出

最常使用的語法架構，並於 106 年度計劃中加入了以華語為二語之寫作文本語料及現有華語文教材的

資料統整，經過三種不同語料驗證下，已排序出 280 筆句法結構的先後順序，其詳細內容將於第三章

做更清楚的說明。本計畫將以 105 年度計畫及 106 年度計劃所完成之中文語法點為基礎，先將其數位

化、系統化，以提供於「華語文教學與學習」之深度整合應用系統上。 

2.2  語料庫應用於語法教學研究探討 

語料庫(corpus)是一個大型語言材料收集的資料庫，通常包括新聞、書籍、網頁、口語轉寫等等以

語料庫為本的相關研究目前皆為單一句子成分為主的相關研究，可以讓使用者透過關鍵字搜尋詞彙、

句子等等的使用頻率。從 1960年布朗大學建立了第一個當代美國英語標準語料庫－布朗語料庫(Brown 

Corpus, Francis, 1960)，此語料庫開啟了現代語料庫語言學研究的領域。也有許多團隊利用語料庫編撰

出多本字辭典，例如：1980 年代以 Collins 語料庫(Sinclair, 1980)為基礎所編撰的《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爾後更發展出多種總類語料庫：網路語料庫、學習者語料庫、雙語平

行語料庫、專業語料庫、口語語料庫等等。 

英文語料庫蓬勃興盛的發展也促使了中文語料的建置，中央研究院平衡語料庫(Sinica Corpus)從

1990 年開始收集語料至現今使用的版本，已經收錄約一千多萬詞，也提供了許多語料條件檢索功能

(Huang, Hsieh and Chen, 2017)。中文十億詞語料庫(Chinese Gigaword Corpus)為當前中文語料庫當中語

料量最多的語料庫，發行至 2011 年間已累計語料約 14 億字，具有斷詞及詞性標記，可以透過「中文

詞彙特性速描系統」(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對語料進行檢索(Hong and Huang, 2006)。 

學習者語料庫蒐集學習者書面或口語的語料，記錄學生的使用偏誤形態，透過統計偏誤類型及分

析偏誤原因，能為教學帶來許多參考價值，因此學習者語料庫已經受到許多語言教師及研究人員的重

視。以英語學習者語料而言，較大且具代表型的學習者語料庫，是國際英語學習者語料庫(International 

Corpus of Learner English, ICLE)收錄約 370 萬筆詞，共來自 16 種不同國籍的學習者，由中高級到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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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語學習者所撰寫之語料。而華語學習者語料庫最早建置完成的是以「漢語水平考試」(Hanyu 

shuiping kaoshi, HSK)為本的動態作文語料庫，已收集約 430 萬筆詞，提供使用者檢索語料(崔希亮, 

2008；Granger, 2009)。另外，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也收錄 2010 年至 2012 年華語文能力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的寫作考試語料，目前可以供使用線上查詢(張莉萍, 2013；王意

婷等人, 2013)，而後更增加學習者口語語料庫，收集 2008 年至 2012 年參與華語文能力測驗(TOCFL)

進階及高階學習者的錄音轉寫語料(方淑華等人, 2012；張莉萍, 2013；王意婷等人, 2013)。 

除上述各類語料庫的語料蒐集、彙整與建置而用於提供使用者查詢之外，因語料庫是語言研究相

當具有指標性的材料，許多語言教師更將語料庫應用於語言教學研究中，不過目前具有統整性的語法

教學研究較少，大多數為針對單一語法點的語言分析，探究語法的使用狀況，這類研究大致上可分為

兩類：一類為利用母語語料庫探究母語的語法點，歸納出其使用的頻率及提出教學建議。另一類為利

用學習者語料庫，歸納學習者的偏誤型態，找出語法點的難度差異，以提供教學排序之建議(張莉萍, 

2005；洪嘉馡和黃居仁, 2013；王意婷等人, 2013；董子昀等人, 2015)。 

張莉萍在他的研究中(2005)，使用中文句結構樹資料庫 1.1 版為工具1，整理「比較」功能的語言

形式，最後依據檢視結果發現「引介比較句」是最常使用的表達方式，因此在中央平衡語料庫查詢功

能能中使用關鍵字「比」統整出其使用頻率、共現關係(collocation)或互見訊息(mutual information, MI)，

最後研究統計歸納出最常使用的幾類「比」字句式，並透過教學語法的理論給予「比」字句的教學排

序建議。 

洪嘉馡和黃居仁(2013)則使用英文(WordNet)、繁體中文系統的中文詞網(CWN)及簡體中文系統的

中文概念辭典(CCD)三大資料庫，找出三者之間的差異及使用情況，分類出完全相同、完全不同的狀

況。並以 Gigaword Corpus 為基礎，中文詞彙速描為語料搜尋工具，分析這些詞彙在語料庫裡所呈現

的兩岸使用情況。語料分析結果呈現兩岸共同詞彙「同中有異」也有互相影響的狀況，直得深入探討。 

王意婷等人(2013)提到近義詞是華語教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也是學習的難點，大量的中介語語料

庫有助於分析、了解學習者使用詞彙的偏誤情況，其研究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所建立之「華語教學習

者語料庫」為本，釐清兩組近義詞「幫」、「幫助」、「幫忙」及「變」、「變得」、「變成」的使

用狀況及學習者的使用偏誤現象，並且透過了解教材與學習偏誤的對比討論，提供有效的近義詞教學

參考排序。 

董子昀等人(2015)同樣使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所建立之「華語教學習者語料庫」作為研

究材料，以 CEFR 標準中 A2 及 B1 的學習語料為主要分析語料，並以母語為英語的學習者為主要研究

對象，計算學習者使用「了」字句的偏誤情況，並提出教學順序建議。 

從上述語料庫相關研究可以發現，語料庫為詞彙及語法提供了相當有價值的研究材料，不但能從

「母語語料庫」中歸納出句型使用的頻率，也能從語料庫中統計出兩岸使用詞彙的差異。此外，也可

以藉由「學習者中介語語料庫」中的語料，分析學習者的偏誤現象，破除母語使用者的迷思，了解以

華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在學習時所困擾的詞彙及語法難點。此兩大類語料庫為本之語料現象、研究

成果可以互相驗證，提供在教學上的排序參考。 

本計畫採用申請人於 105 年度及 106 年度執行計畫中所使用的母語語料庫---Gigword Corpus 為基

礎，統計各種語法點的使用頻率，並排序出母語常用的 280 則常用語法教學順序。並且，藉由本計畫

申請人的另一研究計畫所建立的華語文寫作語料庫(Chinese Written Corpus, CWC)(洪嘉馡等人 , 

                                                 
1 中文句結構樹資料庫研究，目前發展至 3.0 版，包含：361,834 個詞；「中文句結構樹資料庫」目前開放檢索供學者研究

參考之用。http://godel.iis.sinica.edu.tw/CKIP/treeban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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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分析、探究學習者偏誤分布情況、母語語料庫使用頻率及華語教材的語法呈現統計，三方資料

驗證下，提供科學且系統性的語法教學排序建議。這是為了能在本計畫所規劃之「中文語法數位應用

系統」中提供具科學性、實證性的教學語法相關訊息。 

2.3  中文語法與數位平台相關探討 

目前現有的中文語法統整書籍並不少，過去大部分的中文語法書籍多以西方語言學為主的觀點所

撰寫的，理論背景相當充足，也具有非常完整的分類，但內容包含較多語言學的術語，對學習者而言

不免感到艱澀難懂，且也少有書籍提供操練及學習技巧等學習者需要的實用內容，造成理論與實務無

法結合的情況，降低學習的成效(Li and Thompson,  1981；Huang and Shi, 2016)。 

但當語料庫語言學興起之際，以使用頻率計算為本的語言內容，廣泛的被應用於教學之中，許多

教學、研究單位也開始密集利用語料庫研究各類語法點，並研發了各種系列供學習者使用的書籍，例

如：由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所策劃，張黛琪等編輯(2015)出版之《看圖學中文語法：基礎篇》及劉崇仁

(2016)所編輯的《看圖學中文語法：進階篇》，此兩版中文語法書是以基礎及進階學習者為目標撰寫的，

希望能提供生動活潑的內容，讓學習者對語法學習產生興趣，並提供多項練習設計，希望透過累進式

的方式幫助學生有效的習得中文語法。李祿興(2011)的《漢語語法百項講練》中精選 100 個語法點的

講解及練習，語法點挑選是參考《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高等學校外國留學生漢語教

學大綱》等內容，結合教學經驗，選出外國人學習漢語最需要解決的語法問題，透過實用性原則，減

少語法術語，使用二語學習者能掌握語言，結合圖示、列表等等內容來解釋語法內容，並加上練習題

及精簡版隨身小冊的設計，讓學習者可以充分複習，提高學習效率。 

除了中文語法書籍以外，市面上也有一些語法數位平台，例如：「現代漢語語法」網站

(https://www.chiculture.net/0615/html/index.html)，包含漢語語法中詞、詞組、句子及漢語語法的基礎功

能說明，另外更說明了常用的特殊句型，包含：「把」字句、「被」字句及「什麼叫省略」等等中文特

殊語法，並給予例句及相關的說明內容。例如：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所規劃編撰的「常用中文句型」

一共十二個單元(http://media.huayuworld.org/culture/biweekly/99common/index.htm)，內容為常見的十二

個主要中文句型概念，包含：各個句型的結構、例句、語序、情境對話、延伸詞群的說明，除說明外，

也提供語調、擴展、對話、重組等練習題，該系統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活潑生動的內容讓零起點學習者

習得初級常用的語法。 

「Chinese Notes 中文筆記」網站(http://chinesenotes.com/grammar.php)，則提供了多個參考資源，

包括：漢語語法入門、詞頻表格、書法入門等，其中漢語語法入門內容分為十類，分別以詞類、詞組、

句子成分、單句、用途等等，各類內包含語法的中英文說明，及相關例句，網業包括查詢功能，但沒

有練習題的設計。 

至於「Chinses Boost Grammar」(https://www.chineseboost.com/grammar/)，是一個以英文為主要介

面的網站，是「ChineseClass101.com」的子網頁，網頁以「CEFR」及「HSK」分別等級「levels」、功

能「Functions」、詞性「Parts of speech」、關鍵字「Keywords」、字詞「Characters」等分類，大部分的

內容包含英文說明及中文例句、漢語拼音及例句英文說明，但是沒有相對應的練習題。 

「Chinese Grammar Wiki」(https://resources.allsetlearning.com/chinese/grammar/)則是由中文教學公

司 AllSet Learning 所建置，網站內容主要也是以英文撰寫，以 CEFR 為規準，將語法點分為 A1 等級

到 C2 等級，但 C2 等級尚無語法點內容。每個等級再以詞性「Parts of Speech」、文法結構「Grammatical 

Structures」、對照「Comparisons」等分類，每一個語法底下都包含：語法結構「Structure」、例句「Examples」

及課本書籍閱讀建議，同時也列出相似的語法點，其中收入的語料內容除書面內容以外，也常有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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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內容，例如：A2 內容中列出「Adj. + 死了」的句子結構，例句為：我今天累死了。這類語法點

是顯少在規範式的教材中出現，但在口語日常對話中卻是時常出現的口語語法用法。儘管「Chinese 

Grammar Wiki」也同時出版了電子書「Chinese Grammar Wiki book」，其內容、架構看起來非常完整，

但無論是書籍或是網站，皆缺少了練習題的建置。 

而在中文揭密「Hacking Chinese」的網站中，記載一篇關於如何學習中文語法的文章「How to 

Approach Chinese」，特別提到「Chinese Grammar Wiki」的網站，並說明相較於教材，「Chinese Grammar 

Wiki」以等級分類的方式能讓學習者沒有壓力的學習，透過搜尋與自己目前等級「需要」的內容，瞭

解相關語法的使用方式及相關例句，未來可再點擊較高的等級的文法內容，循序漸進的建立語法學習

內容。 

從上述討論的中文語法相關書籍或數位平台來看，其中不乏具有多樣性與豐富度的內容，但大多

僅有查詢功能，部分平台雖已經以 CEFR 或 HSK 的規準做分級查詢內容，但沒有確切分級的依據及

說明，也沒有針對教學者在教學現場所需而提供適當的訊息，亦無法符合學習者的個別化需求。 

本計畫延續申請人前期的研究成果，以從多本語法書籍彙整、分析所排序之語法點為出發點，透

過龐大語料庫的數據資料，驗證其正確使用頻率及偏誤使用頻率，依照學習語法點的四種現象：「常

出現、常錯誤、不常出現、不常錯誤」，排列出學習者的最佳學習順序。本計畫規劃建立中文教學語

法的數位系統，整合教學與學習之所需，將可應用於教學者的教學現場、及學習者的自學環境中，進

而規劃與其他教學平台進行鍵接，例如：寫作教學平台，冀望透過本計畫所研發、規劃所設計之中文

語法數位應用系統，提供更具理論性、全面性與實用性的資源，以強化教學者的教學效能及提升學習

者的學習成效。 

2.4  數位科技應用於華語文教學  

電腦科技在這二十年間發展迅速，且衍生出了各種不同類型的電腦輔助教學，最常見與電腦網路

結合的方式被稱為數位學習「E-Learning」。E-Learning 分為廣義和狹義兩種（Clark and Mayer, 2011），

廣義意指將教材數位化，透過網路伺服器的整合網路學習方式，相對於傳統的紙本教材，只要經過電

子化設計後轉化成為「E 化的教材」，透過網路、電腦、投影機等等結合教學的內容都稱為「E-Learning」；

而狹義的「E-Learning」則是指在線上跨時空、地點的網路教學方式。 

1990 年代華語文教學開始與網路教育結合，此時多以遠距傳輸教材放置於平台，供學習者自行運

用學習。當時許多地區的華語教學資源不足，語言學習環境不夠，透過網路無遠弗屆的優點，海外遠

距教學開始輔助中文的學習。台灣僑委會從 1994 年起就在各個領域專家的協助下，創辦了「全球華

文網路教育中心」(http://edu.ocac.gov.tw/lang/index.htm)，網站上以電子化的書籍、刊物等等作為課後

輔助學習者多媒體教材及教具。僑委會於 2007 年再次正式成立目前教學資源最豐富，內容最完整廣

大的華語文教師社群入口「全球華文網」(http://www.huayuworld.org/)，2008年開始於平台上開設Moodle

的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訓課。在 2007-2009 年間僑委會陸續成立了 45 個海外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整合

虛實混合教學應用，培育數位華語文師資。 

除了華語文教學資源分享的平台社群以外，科技也逐漸改變了傳統教學教材的內容，隨著多媒體

及數位學習策略的發展，從早期的視聽教育，到計算機輔助教學(CAI)，再到現今的網路教育，紙本教

材已改變其呈現方式，無論是在教材性質、呈現方式、學習方式、時效性、互動性而言，都以逐漸走

向數位化的時代。由於數位教材之興起，語言學習的方法也有了很大的變化，從早期以個人桌上型電

腦及有線網路為主的科技融入教學，演變至今日以行動載具(如：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為載體，沒

有時間及空間的限制，可隨時隨地的學習。(Liu and Hwang, 2010)，例如：《Hello，華語!》(2013)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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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電子書，就是運用了多元且豐富的多媒體技術所完成的「互動式多媒體數位電子書」，內容豐富完

整，且具有豐富的多媒體教學內容外，更融合了學習、測驗、評量及互動回饋機制，並結合網路互聯

平台管理模式，即時追蹤學習進度與測驗學習成效。 

教材電子化逐漸發展成熟後，許多數位華語教學平台也相繼推出，提供了學習者在聽、說、讀、

寫 內 容 的 數 位 學 習 軟 體 或 平 台 ， 例 如 ： 在 聽 說 教 學 方 面 ：「 Text-to-Speech 」

(http://www.sitepal.com/ttswidgetdemo/)是依使用者輸入的文字進行語音撥放，協助使用者解決聽力問

題，華語會話網「Audio tutorial of survival Chinese」(http://www.wku.edu/~yuanh/AudioChinese)有許多

以聽力為主的會話課程，但內容暫以詞彙及片語為主，未提供文法與句型的內容。讀寫部分：「TOCFL

華語詞彙通」(http://huayutools.mtc.ntnu.edu.tw/TS/)提供斷詞及字詞難度等級說明，能協助學習者對於

中文詞彙及閱讀的學習。另外，遠東出版社推出「E-Hanzi 數位華語網」(http://ehanzi.com/main.php)，

讓使用者能自行創建學習單及單字卡，提供教師及學生學習字詞良好的教學資源。 

此外，也有針對聽、說、讀、寫四個技能發展的組合型教學平台，例如：「華語 e 起來學習網」，

建立以互動學習為宗旨的動態學習網站。由臺灣師範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和跨國頂尖研究中心共同

研究發展 COOL Chinese Plus 網站，裡面包含以「聽說」為主的「會聽‧慧說 StmartPinyin」聽說自動

診斷與教學系統；以「讀寫」為主的「華語寫作自動評估與教學平台」以及針對教師需求所研製的

「Empower 華語文全字詞教學平台」，全方位同時解決華語教與學的需求。 

數位科技與電腦網路的發展，為華語教學帶來重大的改變，為華語教學開啟了多元的管道，創新

了教學方法，現今的教學產品及數位平台風格多樣，內容豐富，華語教師可依照教學需求，設計並建

置個人數位化教材。 

綜上所述可看出，目前的華語文數位教材或資源平台，多是以單向的聽、說、讀、寫四項技能為

主，其缺點在於缺少師生之間的雙向互動學習(湯梓辰, 2012)。另外，數位教材及平台的焦點多以聽說

讀寫為主要發展目標，語法教學或語法資訊說明的數位教學平台相對少見，因此本計畫所建置之「中

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期望能整合語法說明、搭配規則、語法使用頻率、語法練習等內容，希望不僅

能夠單獨作為教學參考，平台獨立運作之外，也能與其他華語文教學平台結合，作為整合性教學產品，

提升華語文教學效率，為華語文教學提供更完善的服務。 

3. 研究語料與搜尋工具 

本計劃以申請人於 105 年度及 106 年度執行計畫之內容語言就成果為基礎，所採用之語料共三部

份：母語者語料庫－中文十四億字語料庫(Chinese Gigaword Corpus)(LDC 2009)、中介語語料庫－華語

文寫作語料庫(Chinese Written Corpus) (洪嘉馡等人, 2014c)與坊間教常使用的華語文教材(如：當代中

文課程、新版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成功之路、新實用漢語課本…等)等，用以探討語法架構

所彙整之語法點的客觀性及實用性，以母語者、二語學習者及教材編寫者等三種不同角度之語料，分

析比較語法架構是否符合學習者在學習中文語法時的四個區塊：常出現、常錯誤、不常出現、不常錯

誤，同時，也可以提供給教學者對於優先教學順序的建議，並將此學習四大區塊的訊息融入「中文語

法數位應用系統」的設計。 

3.1  母語者角度－中文十四億字語料庫搜尋程式(Chinese Gigaword Search Program) 

本計畫使用從教材中所蒐集的語法點歸入已建置完成的語法架構，並從母語者使用語法點的情況

觀察其母語者使用語法點頻率的高低，本計畫以中文十四億字語料庫(Chinese Gigaword Corpus)(LDC, 

2009)做為母語者語料使用依據，並使用自行開發的 Chinese Gigaword Search Program(中文十四億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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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庫搜尋程式，CGSP)做為篩選工具2，如圖 1 所示，篩選後對照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的數據，以下列

出最常使用的前五十筆語法內容，如下表 1 所示。 

 

圖 1：Chinese Gigaword Search Program(CGSP)搜尋介面 

表 1 中文十四億字語料庫比對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之頻率 

  主層 次層 語法點 語法點次層 語法點細項 CGSP頻率

1 句子主要成分 實詞 動詞 是 是 2974734 

2 句子主要成分 實詞 動詞 有 有 2261250 

3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結構語助詞 的 
形容詞 +的 +

名詞 
1919911 

4 句子架構 單句 對等   與 1864153 

5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時間副詞 將 1862878 

6 句子架構 複句 聯合結構 並列關係 也 1820263 

7 句子架構 單句 對等   及 1756703 

8 句子架構 單句 對等   和 1448333 

9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介詞   對 1398626 

10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否定詞 

表 示 中 性 的 否

定，有時也表示拒

絕 

不 1379112 

11 句子主要成分 實詞 動詞 能願動詞 會 1027842 

12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轉折關係 但 1003578 

13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數量副詞 都 890876 

14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轉折關係 而 869711 

15 句子架構 複句 動補結構 結果補語 V+VH 784999 

16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時貌 動詞+了 了 1 712377 

17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程度副詞 最 666990 

18 句子主要成分 實詞 動詞 能願動詞 要 575179 

                                                 
2 Chinese Gigaword Search Program(CGSP)為本計畫申請人的研究相關團隊自行開發之語料搜尋統計軟體，可透過句子結構

及詞性蒐集需要之語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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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結構語助詞 的 
「 所 ＋ 動 ＋

的」 
523760 

20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結構語助詞
（名或代）＋所＋

動 
所 502626 

21 句子架構 複句 聯合結構 數量副詞 還(數量) 419393 

22 句子架構 複句 聯合結構 遞進關係 還(遞進) 419393 

23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介詞   被 403969 

24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介詞   從 403969 

25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程度副詞 更(程度) 398359 

26 句子架構 複句 聯合結構 遞進關係 更(遞進) 398359 

27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因果關係 由於 396607 

28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數量副詞 再 391278 

29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介詞   在 380065 

30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因果關係 因此 371835 

31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結構語助詞 的 
代詞/代名詞+

的 
337862 

32 句子架構 複句 聯合結構 並列關係 同時 298537 

33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介詞   比 288736 

34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假設關係 如果/如 278318 

35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介詞   對於 276872 

36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轉折關係 不過 275156 

37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程度副詞 很 260190 

38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否定詞 否定事件的完成 沒(有) 246588 

39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因果關係 因而 245798 

40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時間副詞 已經 245429 

41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結構語助詞   地 235735 

42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轉折關係 卻(轉折) 225123 

43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語氣副詞 卻(語氣) 225123 

44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數量副詞 又 221505 

45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讓步關係 雖然(讓步) 203338 

46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轉折關係 雖然(轉折) 203338 

47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介詞   把 152711 

48 句子架構 複句 偏正結構 目的關係  為了 143250 

49 句子主要成分 實詞 動詞 能願動詞 應該 136266 

50 句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時貌 
動作完成或過去

的經驗/動詞+過 
過 124778 

 

表 1 是前 50 筆母語者語料庫中最常用的高頻語法點，其中句子主要成分占了 18 筆，句子架構 12

筆，由此可知語法功能較強，有多重功能的句子成分是母語者在溝通時最常使用的語法，如排序第一

名的語法點為「是」、第二個為「有」、第三個為「的」，第十一為「不」等，雖然這些成分多以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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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單詞呈現，但往往成句子當中最重要的語法關鍵，具辨識性，為優先教學的語法項目。 

此外，表 1 也說明了母語者使用語言結構的情況，語法點使用頻率排序與目前坊間的華語教科書

有些細微差異，如：介詞「對」排序為第 9，使用頻率為 1398626 次，是非常高頻的語法點，在《中

文聽說讀寫》(2008)在 level 2 的第 11 課出現，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7)跟《當代中文課程》(2015)

分別於第二冊的第三課及第四課即出現，這說明了母語使用頻率與教材編排不一致的情形。若單就語

法教學而言，這份排序以真實語料條列了高頻語法點，依據「常用先學」的原則，教學者可以考量的

是，若以母語者使用習慣且高頻的語法點優先教起，那麼學習者將能更快進入狀況，提高學習效率，

更早達到有效的溝通效果。 

因此，本計畫開發的「中文語法數位平台」，透過表 1 所呈現前 50 筆母語者語料庫中最常用的高

頻語法點，設計成在教學端---「教學百寶箱」的「常見語法」和「我的收藏」(詳參圖 12、圖 13)的語

法訊息，可以提供教師有更豐富、更具體的語法資訊，亦可設計成在學習端---「語法雲」(詳參圖 16)

的詳細語法訊息，透過顯示不同的語法點，可以讓學生自行練習或進行檢測。 

3.2  二語學習者角度－華語文寫作語料庫(Chinese Written Corpus) 

本計畫從申請人的另一研究計畫所建立的華語文寫作語料庫(Chinese Written Corpus, CWC)(洪嘉

馡等人 2014)中，對於二語學習者的寫作文本語料進行偏誤分析，透過學習者容易產生偏誤的語法點

資訊，檢視整個階層式語法架構建置適切性。這是為了要從學習者的角度著手，針對學習者的學習難

點進行排序的驗證。因此，將於 CWC 語料庫中隨機抽取 50%語料作為分析數據，每一筆資料皆是一

個完整的句子，再從該筆句子的錯誤類型、錯誤詞性對照階層式語法架構，再對照其文本分數，進行

偏誤類型的標記，標記範例如下表 2 所示： 

表 2「華語文寫作語料庫」的偏誤語料標記說明 

 

 

 

 

 

由 CWC 語料庫中隨機抽取的 50%語料，大約有 7,718 筆資料，偏誤比對完成後，可以看出初、

中、高各層級學習者的語法偏誤分布，如下表 3。 

表 3「華語文寫作語料庫」各等階的語法偏誤分布 

語法結構 

 

學習者等階 

句子主要成分 句子架構 句子種類 總計 

低階 401 72 2 475 

中階 5381 1011 32 6424 

高階 661 151 7 819 

偏誤次數 6443 1234 41 7718 

 

從表 3 可以看出兩個學習者語法偏誤的現象，其一是以學習者的中文程度所影響其產生的偏誤

量，中階學習者反映出最多語法偏誤，共 6,424 個，其二是高階偏誤，數量為 819 個，而低階的語法

應該我算是一個入

迷北海道的人 

我應該算是一個

對北海道入迷的

人 

4 P 對 介詞「對」
句子主要成分-功能

詞-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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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僅有 475 個，此數據反映出寫作語料庫特性及目前華語學習者的分佈情況。以及語言學習者階段

性差異，中階學習者人數最多，低階學習者能掌握的詞彙、句法較少，能運用的知識並不多，因此產

出也相對較少，能產生的偏誤自然就也變得較少；中階學習者因為累積了一定的知識量，此一時期的

學習者開始不論對錯、大量地希望能使用自己所學所有的資訊，因此也會有大量的內容輸出，這個時

期的學習者容易受到目的語泛化作用，產生許多拼湊凌亂的句子，偏誤率自然較高；而高階學習者因

為明顯的意識到自身的學習錯誤並開始避免使用尚未熟練的句法及詞彙的關係，產出相對減少，但仍

然比低階學習者稍增一些，偏誤量中等。另一語法偏誤現象，我們可以發現從三個語法大項的偏誤，

句子種類共發現 41 個、句子架構 1,234 個以及句子主要成分 6,443 個，可以看出因為句子主要成分中

的涵蓋最廣泛，內容最複雜，因此呈現三個語法架構的數量高峰。 

3.3  教材編寫者角度－華語文教材  

近年來，教材種類越來越豐富，本計畫將以目前坊間較常被使用的正規、通用型系列華語教材：

《當代中文課程》(2015)、《成功之路》(2008)、《新實用視聽華語》(2007)、《新實用漢語課本》(2002)

四套教材，特別針對各套教材的第一冊的語法點編排部分進行對比，其比較結果，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四套華語文教材第一冊課文數及語法點數量 

教材名稱 當代中文課程 新實用漢語課本 新實用視聽華語 成功之路起步篇 

課文數 15 14 12 12 

語法點數量 137 107 92 57 

 

上述四套教材在課時、單元、語法點出現的排序上也略有差異，請見上表 4。在單元上，教材從

6 課至 15 課不等，最多單元的是《當代中文課程》(2015)，第一冊共有 15 課、《新實用漢語課本》(2002)

第一冊共有 14 課、《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7)及《成功之路》(2002)第一冊則是 12 課。 

在語法點出現的順序上，也發現到其相異之處：「正反問句」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7)第

2、3 課，《當代中文課程》(2015)第 1 課，《新實用漢語課本》第 7 課，《成功之路》第 9 課；另一

個例子是「時貌：了」，在《遠東生活華語》第 2 課就出現，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7)跟《當

代中文課程》(2015)皆直到第 10 課後才陸續出現，而《成功之路》(2002)與《新實用漢語課本》(2002)

第一冊皆尚未將其列入教學語法點中。 

從上述表 4 得知，各教材第一冊的語法點安排，雖相去不遠，但仍有差異存在，這些差異正是本

計畫欲探討的課題之一。課本雖然是語言學習的參考內容，但卻不見得是真實的語料，因此，是否能

讓學生經過學習之後，達到順利溝通表達的目標，並能寫出符合中文邏輯之寫作內容，是值得深思與

實際探究的議題。此外，不同的教材有其不同的編寫目的及出發點，只能列為學習的參考。本計畫以

真實語料庫為本所建置之「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預期能對這些語法點編排提出具有理論根據且更

具實證、有利的準則，未來執行計畫時，擬透過教學實驗去理解學生的學習歷程，並且驗證融入「中

文階層式語法架構」的「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對中文句子教學及華語文寫作教學的成效。 

4. 研究規劃與執行步驟 

4.1  研究規劃 

本計畫所構建之「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建立於教學語法的原則之上，在建置語法點架構時需

要整合第二語習得理論及實用為先的觀念，一來為讓語法架構有其科學數據可參考，二來確保語法數

位平台在教與學兩方面的實用性及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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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在語法點蒐集與彙整方面，本計畫申請人的已 105 年度，從短期式華語文教

材和正規式華語文教材蒐集並彙整了 339 種語法點，參照多本華語文教學研究書籍所訂定之語法架

構，進行語法點歸類及頻率塊劃分，除了是一套完整的語法教學資料庫外，本計畫也將其建置為獨立

的數位平台，且能與其他數位教學平台鍵接互相應用。 

因此，申請人已於前期計畫將雙語料庫(中文十四億字語料庫、華語文寫作語料庫)及華語教材等

三方面的實證語料分析歸納，探討出中文語法架構所蒐集之語法點排序分區的適切性及實際教學上的

實用性。 

本計畫的研究目標與重點工作，是以「中文階層式語法點」為本，深度整合教學與學習之所需，

建置成一個中文語法數位教學平台並應用於華語文寫作教學，以實證研究方式進行教學實驗，評估本

計畫所建構之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的使用客觀性及使用成效。本計畫完整的研究規劃進程，如下圖

2 所示，並將於 4.2 節進行詳細說明。 

 

圖 2：本計畫之研究規劃流程圖 

（一） 研究步驟 

由於數位教材帶動學習策略的改變，教師所編輯的數位教材，實際視依照學習者的程度、特質及

需求等進行編輯，融入適合的學習模式，提升學習成效。不但提供老師與學生的雙向教學，也要能提

供學生自主學習的空間。「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發展也將依循數位教學與學習所需的模式，從蒐

集、彙整、建置到數位教學平台建置，整體研究步驟如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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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計畫之研究步驟 

（二） 語法架構建置與歸類 

根據申請人執行的前期計畫內容，本計畫研究歸納多本語法相關書籍3、華語教學相關教科書之書

籍進行統整4，並也參考各教材中語法點的分布使用頻率等進行彙整，最後參照多本華語語法學研究書

籍（劉英林, 1997；劉月華, 1996；盧福波, 1996）訂定之主要語法分類為「句子種類」、「句子架構」、

「句子主要成分」三大項。經過二階段的整理，訂定需要排序之語法點共有 339 種，包括句子種類 61

種、句子架構 110 種、句子主要成分 168 種。在 105 年度執行計畫時，經過不斷的合併及整理，已將

其 280 筆語法點計算出使用頻率，並歸納至已安排好的分類架構下，但仍尚有 59 筆的語法內容，因

無法量化的句型結構，例如：句子種類中的謂語句型、祈使句型以及句子架構中的動補、動賓等語法

等，本計畫考量這些語法點的實際教學與學習所需，擬依照其語法結構來計算其母語使用頻率，但不

列入整體排序名單，謹作為教學參考。本計畫規劃將「中文階層語法架構」的三大類語法結構呈現於

「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之示意圖，如下圖 4~圖 6。 

(1) 「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中的「句子種類」 

句子種類為句型的分類，種類階層圖，如圖 4 句子種類當中包括疑問句、直述句、祈使句、驚訝

句五大句型。以疑問句為例，疑問句底下可分為選擇問句、正反問句、是非問句等，歸在句子種類底

下的語法點共有 61 種，以「驚訝句」為例，其底下包含的結構有「太/真+形容詞」、「好/多(麼)+形容

詞+語氣詞」、「嘆詞充當感嘆句」等，每一結構皆以「語言單位+語言單位」的方式呈現。 

 

圖 4：「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中的「句子種類」階層圖 

                                                 
3 本計畫參照：《漢語語法百項講練-初中級》(2011)、《漢語病句辨析 900 例》(2009)、《對外漢語語言點教學 150 例》(2008)、
《外國人漢語學習難點全解析》(2007)、《漢語語法》(Li and Thompson. 1981)以上幾本語法教學相關書籍。 
4 本計畫參照：《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7)、《漢語語法教程》(2002)、《遠東生活華語》(1970)以上幾本華語學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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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中的「句子架構」 

句子架構則是包含詞與詞組可組合而成結構類別，如句子架構的次層當中就可分為單句、複句與

複雜句，架構階層表如下圖 5；以複句為例，複句當中還可分為聯合結構、偏正結構、動補結構，而

以偏正結構為例，其下一層的語法點次層還可分為假設、目的、因果、轉折等關係，每一項語法點次

層下都可再細分其組成結構之成分，歸在句子架構底下的語法點共有 110 種，如遞進關係下的組成結

構就包含「不僅…還…」、「除了…還…」等等該結構的組成要素。 

 

圖 5：「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中的「句子架構」階層圖 

(3) 「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中的「句子主要成分」 

句子主要成分以句子的組成－詞彙為主，詞彙作為句子當中可分析語法功能最小的單位，兼具的

語法及語義，比起種類及架構來的複雜的多，可涵蓋在此分類的句子成分也最為廣泛。句子主要成分

的階層表如圖 6，在主層下可分為實詞與功能詞兩大類，再依其語法功能及用法下分，當中包括時貌、

否定詞等等，在往下延伸到主要扮演該分類語法功能中的成分，歸在句子主要成分下的語法點共有 168

種，例如「時間副詞」下還能再細列「立刻」、「馬上」、「正在」等等副詞。 

 

圖 6：「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中的「句子主要成分」階層圖 

（三） 三種不同角度語料驗證 

華語語法的教學順序通常經由教材及老師的安排，目前沒有一定的規定及規準，對於在教學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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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而言，需要依靠自身的教學經驗，並且進行許多的相關語法教學的研究理解、因應不同情況的

教學設計。如此一來，教學現場的老師就需要在課程準備上耗費許多時間成本。 

本計畫從母語者語料(中文十四億字語料庫)驗證語法架構是否符合「急用先學」(鄭懿德, 1991)原

則、從二語學習者語料(華語文寫作語料庫)驗證語法架構是否與學習者的語法學習難點，再由教材編

寫者語料(華語文教材)驗證以母語頻率所計算出之語法架構，是否與具有多年教學經驗的教材編寫者

所編排之語法點選取範圍相同。透過三種角度之研究語料論證並支持語法架構為一個「常出現常錯誤」

以及「常出現不常錯誤」的高參考性的架構。本計畫雖然以申請人在 105 年度及 106 年度執行計畫中

所收錄與整併的語料為基礎，亦皆經過三種不同角度語料的驗證，但為了能增加教學者的教學資料豐

富度和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內容精準度，本計畫會持續收集不同程度學習者的偏誤語料。以下將從三種

不同角度語料的相互驗證，進行說明討論。 

(1) 母語者語料及二語學習者語料偏誤分布對比 

以 CWC 語料庫中隨機抽取的語料進行語法點比對後，共統計比對 7,718 筆偏誤語料，比對完成

後，可以從初、中、高各層級學習者的語法點偏誤走向分布的整合數據。本計畫將 280 筆以母語使用

頻率排序的語法點架構利用標準差進行分群，以正負一個標準差作為基準，將 280 個排序語法點分出

四群，分別為高頻語法區、中高頻語法區、中頻語法區及低頻語法區，再將 7,718 筆偏誤語法對照四

區的排序語法如下表 5： 

表 5 四區塊個別偏誤語法點及排序語法點數據表 

語法點分區 高頻語法區 中高頻語法區 中頻語法區 低頻語法區 總計 

已排序語法點

種類 

19 30 51 180 280 

偏誤語法點 

種類 

18 

(94.73%) 

26 

(86.66%) 

32 

(62.74%) 

96 

(53.33%) 

172 

(61.42%)

 

由表 5 可知，若將已排序的 280 種語法點，對照到二語寫作語料的 7,718 筆資料當中，據統計一

共出現 172 種語法點的錯誤類型，偏誤語法點與已排序語法點的覆蓋率達 61.42%。且可以明顯看出高

頻偏誤語法點，同時也會是高頻使用語法點，各區內偏誤語法點數量也呈穩定遞減的趨勢。意指越是

高頻的語法點偏誤率越高，越應該先進行教學。 

這個研究階段工作，採用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及二語寫作語料偏誤，進行兩方面的比對，對照後

即可發現，從表 5 來看，以中文十四億字語料庫所排序的語法點順序跟 CWC 語料庫的錯誤分布是相

符合的，也就是說，這些比對數據的分布不僅證明以母語為使用頻率排序的語法架構適用於教學之

中，也證實本計畫在 4.1.3 節「三種不同角度語料驗證」所提之語法學習四個假設區塊中「常出現、

常錯誤」的觀點。由此可知，本計畫認為在語法教學時，使用率高且錯誤高的語法點應優先教學。 

(2) 二語學習者語料庫偏誤語法分析 

在二語學習者的華語文寫作語料庫中，學習者的寫作文本語料共計有 7,718 筆偏誤語料，本計畫

將分為兩部分進行說明：第一部分，主要是階層式語法架構的三大類別：句子種類、句子架構、句子

主要成分內偏誤的狀況說明。第二部分以初、中、高各層級學習者的語法點為主，進行偏誤分布的整

合分析。這是從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出發，藉由華語文寫作語料庫之數據所統計出偏誤語法的分布狀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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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子類型中，偏誤較高的為疑問句及驚訝句，因為華語文寫作語料庫的特性所致，寫作題目型語

料庫偏向描述、說明等內容居多，因此直述句的語料最多，其他句型如祈使句則較少出現，再者直述

句句型語料若有錯誤，多半是架構或成分偏誤，而非句型結構上的錯誤，因此根據階層式語法架架構

對比出的句子種類偏誤數據也因此相對較低，雖然數據相對少，但仍然看出疑問句及驚訝句的偏誤較

高，由此可知，疑問句及驚訝句實為教學應掌握的重點。 

句子架構中，則偏誤率最高的分別是「轉折關係」229 筆、「結果補語」211 筆、「並列關係」205

筆，由此偏誤分布的結果得知，學習者在產出句子時，在小句子與小句子連接、前、後句子的因果關

係的呈現及語義的轉變上是感到比較困難的。 

至於在句子主要成分的偏誤分布最高，因其語法點項目繁多，學習者產生了許多不同類型的語法

類型偏誤，而偏誤率最高的分別是「結構語助詞」1,462 筆、「能願動詞」735 筆、時貌「了」562 筆。

由此可知，華語學習者在句子成分上對於「結構語助詞」如「的」、「能願動詞」如「能、會、可以」

以及「時貌」等較細微使用無法精確掌握。從數據相對大量的句子架構與句子主要成分中，高頻偏誤

的六個語法點對照階層是語法架構的排序如表 6： 

表 6 高頻偏誤語法點與階層式語法架構排序對照 

排序 主層 語法點次層 寫作語料筆數 母語語料頻率

第 3 句子主要成分 結構語助詞 1462 1,919,911 

第 7 句子架構 並列關係 205 1,820,263 

第 11 句子主要成分 能願動詞 735 1,027,842 

第 1 句子架構 轉折關係 229 1,003,578 

第 16 句子架構 結果補語 211 784,999 

第 17 句子主要成分 時貌「了」 562 712,377 

 

從表 6 中得知，以此這六筆高頻偏誤語料對照到語法點架構，發現以中文十四億字語料庫所排序

的語法點順序跟華語文寫作語料庫的偏誤分布，皆在排序的前 20 名以內，因此，可以說明大致上是

相符合的。經由上述排序與對照說明，母語者使用頻率高的語法項目，同時也是外籍學習者錯誤最多

的項目，這個結果說明了，這些兼具高頻偏誤率與高頻使用率的語法點，都是語法教學的重點項目。 

(3) 教材編寫者語料與語法架構對照分析 

市面上的華語文教材因為其目的性與需求性，而在語法點教學的選擇安排上也會有差異性，本計

畫以《當代中文課程》(2015)、《成功之路》(2008)、《新實用視聽華語》(2007)、《新實用漢語課本》(2002)

等四套教材中第一冊對於語法點的編排內容跟中文十四億字語料庫的前 50 筆常用語法進行對比，根

據表 1 進行語法點編排的比對，其結果如下表 7： 

表 7 四套教材對照與語法架構對照數量 

教材名稱 當代中文課程 新實用漢語課本 新實用視聽華語 成功之路 

語語法架構對

照數量 

23 

(46%) 

16 

(32%) 

10 

(20%) 

1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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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表 7 的比對資料裡，可以清楚看出各教材編寫者對於語法點的安排情況，在表 7 當中 50

筆語法點資料，與四套教材第一冊語法點的對比下，覆蓋率約 20%~50%左右。 

從表 7 亦可觀察到教材編寫者所依循的經驗法則與語料庫數據所計算出的母語使用頻率仍有些許

差異存在，但不可否認的是，四本教材第一冊的語法點皆集中在語法架構的前 50 筆當中，例如「是」

為母語使用率排序的第一的語法點，「是」的確也在《當代中文課程》(2015)以及《成功之路》(2008)

第一冊第一課就出現；在《新實用漢語課本》(2007)的第一冊第三課及在《新實用視聽華語》(2007)

第二課中出現。又例如：能願動詞「會」在母語使用率中排序為第 11 名，使用頻率相當高，教材方

面，在《當代中文課程》(2015)中第一冊的第五課即出現，《新實用視聽華語》(2007)的第七課，《新

實用漢語課本》(2007)的第十課皆出現能願動詞「會」的文法教學，而《成功之路》(2008)在第一冊卻

尚未出現「會」這個語法點。這些分析結果，用以證明「中文階層語法架構」的語法點，是具科學性

及實用性，也足以證明這些語法點的安排可支持本計畫擬建構的「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並應用

於教學與學習之所需。 

（四） 中文語法教學順序建議之依據 

中文語法點的排序，過去雖尚未有明確的遵循依歸，但是在實際教學上、教材編寫上卻是無法避

免且需要面對的課題。鄧守信(2009)對於排序提出詞頻、頻率塊(Frenquency block)以及語法點的頻率

三種不同排序依據。由本計畫 105 年度及 106 年度所中觀察到，若要對語法點進行排序，雖詞頻為目

前最便利的作法，但卻缺少會搭配的語法概念及整體語法概念，但若單純只針對語法點排序，將詞彙

排除在外，也會不客觀之疑慮。故本計畫的觀點，若要形成一個可以運用於教學的語法排序，應該融

合三者(詞頻、頻率塊、語法點的頻率)並加入數據支持，以頻率塊為基礎，不以絕對的頻率作為教學

順序，而是同一範圍內的排序應具相同教學重要性，加入以詞彙的排序，才能令排序有其參考價值。 

本計畫將以頻率塊為發展語法點排序基礎，透過雙語料庫數據的支持與驗證，將語法的學習順序

分為四大區塊，預設以母語語料庫的使用頻率為 X 軸，以二語語料庫的偏誤頻率為 Y 軸，兩相比對

下發展出四個交叉的區塊，如圖 7，分別為「常出現、常錯誤」、「常出現、不常錯誤」、「不常出現、

常錯誤」、「不常出現、不常錯誤」。此四大區塊可為語法項點的教學順序做出判斷，若某一語法結構

比對後出現母語語料庫的高頻語法點與二語語料庫的高頻偏誤語法點交叉結果，則可判斷該語法結構

是屬於「常出現、常錯誤」區域的語法點，應該優先教學，反之則否，並將此區域塊的內容建置於數

位平台之上，提供語法教學現場及自我學習做為參考。 

 

圖 7：中文語法教學順序建議之四大區塊 

4.2 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建置與設計 

科技為學習帶來許多便利性，數位學習也成為語言教學的主流，為了讓語法架構有更良好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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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中文階層式語法點架構而言，若將其訊息融入教材、語法書編寫中，在教學現場中，即可為教

師及學習者提供豐富的語法資源。此外，由於現今科技化時代來臨，科技為學習帶來許多便利性，數

位學習也成為語言教學的主流，為讓語法架構有更良好的應用。本計畫為了能順利建置「中文語法數

位應用系統」，確保系統中的語法庫資料正確與完成，規劃將 105 年度執行計畫中所建構完成的「中

文階層式語法點」整體資訊數位化，以數位科技深度整合語法內容，建置以語料庫數據為基礎所支撐

的「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 

本計畫的共同主持人陳柏琳教授對於將語言資料轉成數位化、科技化及語料庫建置，其技術優良

且具有相當多的豐富經驗，也累積了許多豐碩的成果，進而推廣應用於華語文電腦輔助學習的技術，

皆有相當多且非常好的成果表現。陳柏琳教授預計在本計畫執行的第一年，配合本計畫執行步驟與進

程，先將已經確認、驗證完整的「中文階層式語法點」整體資訊數位化、系統化，進而規劃數位平台

的架構與應用於教學的模組，並於本計畫執行的第二年著重於「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的開發與建

置，深度整合華語文教學與學習所需的應用設計，平台規劃將可供查詢各個語法點的說明、語法結構、

母語使用頻率、例句及二語學習者的使用狀況等等資訊外，也提供教學及學習的互動功能，其建置概

念圖如下圖 8 所示： 

 

圖 8：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之建置概念圖 

從圖 8 可看出，「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主要分為兩大方向，一是教師端，主要提供教學者進

行語法點的查詢及階層式檢索，讓教學者可以查詢各個語法點的說明，其說明資訊示意圖，如下圖 9，

清楚地顯示特定語法點的語法說明、母語使用頻率塊分布。在例句的部分除了提供正確例句外，同時

也加入華語文寫作語料庫中的語料，將可搜尋學習者語料並標示偏誤類型，做為語法點說明及正確例

句的對比，此外，還能進行課室管理，讓老師自由組織不同的班級，指派練習題給特定需求的學習者

練習。同時提供錯誤回報的機制，供使用者提供回饋內容，不斷改進並平台內部的資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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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之「教師端」示意圖 

學生端的部分，首頁設計以隨機的方式列出本日「語法雲」，讓以自學為目的的學習者在還沒有

讓任何學習目標的情況下，可以先從此五個語法點，或透過本系統所提供最常見的五十組語法進行語

法練習。為了因應使用者身分別的不同，在學生端所顯示之語法點說明，會以較簡單的方式呈現。將

說明的文字簡單化，並以搭配規則的模組讓學習者了解該語法點與其他詞彙搭配的使用與應用狀況，

此外，也備有書籤功能供學習者將學習目標記錄下來，編輯屬於自己的語法簿，成果將於 5.1 系統建

置成果做更詳細說明。 

本系統除了可查詢語法點外，也能搭配練習題，進行語法學習，除了自主練習對應的語法內容外，

也能由老師端接收老師所指配給學習者的語法練習題，提供教學現場或是課後練習互動使用。學生在

練習的過程中，所有歷程都將被記錄於平台之中，供老師及學生即時追蹤學習進度及學習成效。 

本計畫之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不僅是能將所有數據資料做良好的保存，利用平台中的查詢功

能，能為教師省去查找資料的時間成本，對學習者而言能採用數位學習的方式，不受到空間及時間的

限制，另一方面，資訊提供者能透過使用者的回饋機制即時為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進行調整與更

新，讓教學更有效率。 

4.3  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運用於句子教學與寫作教學 

本計畫所建置的「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是一個具有理論支持且具有科學數據的研究成果，

是一個能結合理論與應用及教學管理的中文語法的數位學習系統。因此，冀望本計畫所完成之研究成

果，能有效應用於教學現場，強化教學資源和提升學習效能，所以，本計畫規劃於執行第三年的研究

重點工作，是將以深度整合科技學習及其應用於中文句子教學與寫作教學，並進行教學實驗評估。 

本計畫申請人目前正同時執行「臺灣師範大學頂尖大學計畫」計畫之下「以華語文為外語的寫作

自動評估與教學策略」的子計畫，此平台為一個提供線上寫作教學與學習的回饋工具，系統能指出華

語學習者語法的可能錯誤及修改建議，並提供給教師及華語學習者追蹤學習歷程，其中，偵測錯誤部

分，語法偵測及提供相關語法訊息，是這個計畫極為重要的研究工作項目。 

相較於溝通及閱讀，寫作的技能是第二語言學習中較難掌握的技能，二語學習者需將學過的語

法、已掌握的詞彙知識加上自身創意發想、個人經驗等等，構思成文，也因此更能立即看出學習者所

產生的、錯字、別字、偏誤語法等等。對於學習者而言，是否能恰當並順暢地使用語法，或者是否能

使用難度較高的語法點等，都是寫作文本評分時的重要的考量，也會影響評分結果的關鍵(Chang et al，

2015)。因此，本計畫的目標將於計畫執行第二年時，將「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鍵接進入本計畫申

請人目前正執行的臺師大頂尖大學計畫項下之「以華語文為外語的寫作自動評估與教學策略」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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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語文寫作自動評估系統平台」，成為整合型的華語文寫作教學平台，提供更多全方位教學與學

習的豐富資源。 

本計畫所建置的「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與「華語文寫作自動評估系統平台」之鍵接的概念圖，

如下圖 10 與圖 11 所示，這是將「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完整且全面地融入「華語文寫作自動評估

系統平台」的構想規劃，以期待提供更多實用的語法內容於教學與學習之所需。 

 

圖 10：「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與「華語文寫作自動評分與回饋系統」鍵接示意圖 

 

圖 11：「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應用於「華語文寫作教學平台」示意圖 

5. 結果與討論 

本階段計畫根據 105 年度及 106 年度的建置成果持續發展。105 年度執行計畫中建構之「中文階

層式語法點」建置系統平台，將整體研究成果數位化，在計畫中規劃建置後端管理平台、給教師使用

的教學端與學生使用的學習端，106 年則先建置後端管理平台及教學端，完善各項功能，並針對階層

架構做細部調整。本階段原擬進行教學實證實驗，因計畫時程且原規劃三年期的關係，在有限時間之

下，本年度完成學習端各項基本功能及系統內建練習題設計，於華語教師相關之工作坊、國際研討會

及國內外學者來訪時進行研究成果與平台介紹綜合學者交流意見及實際教師使用給予的回饋，進行資

料庫整體內容的精緻化及規劃平台現有功能優化與新增。 



22 
 

5.1 系統建置成果 

5.1.1 教學端 

當前教學端基本功能已大致完整，然而，透過現場教學華語教師的建議，為因應教學現場的實際

需求，增加教學百寶箱，如圖 12，將常見語法列入教學參考資源之一，新增語法收藏功能，讓教師能

隨時將需要的語法儲存起來，並根據需要作新增及刪除，便於查詢與整理，如圖 13。 

 

圖 12：中文語法數位平台「教學百寶箱」頁面 

 

圖 13：中文語法數位平台「我的收藏」頁面 

在語法點的頁面，教師可直接將語法加入「我的收藏」，也可直接「取消收藏」，如圖 14 和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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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中文語法數位平台「收藏」功能頁面 

 

圖 15：中文語法數位平台「取消收藏」功能頁面 

目前百寶箱功能中僅有「常見語法」及「我的收藏」兩項工具，未來透過現場教師的回饋及需求，

也將會繼續增加教學上實用的小工具及功能。 

5.1.2 學習端 

在學生端的部分，本平台在首頁以隨機的方式，抽取本系統所提供最常見的五十組語法中的十個

語法顯示於頁面上，提供初次使用或尚未有明確學習目標的學生學習方向；若學生已使用過平台並儲

存過語法，系統則會從學生儲存的語法中隨機挑選放入語法雲中，讓學生一進到平台就可以先做簡單

的自我學習檢測。語法雲每兩週會更換，顯示不同的語法讓學生進行學習及檢測。語法語的呈現如下

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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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中文語法數位平台「學生端首頁」之示意圖 

在語法架構呈現部分，學生端與教師端相同，透過語法架構階層圖，讓學生能對語法階層有基本

的認識及概念，如下圖 17，句子種類的階層架構如圖 18，句子架構的階層架構如圖 19，句子主要成

份的階層架構如圖 20。 

 

圖 17：中文語法數位平台「語法架構」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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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中文語法數位平台」中的「句子種類」階層圖 

 

圖 19：「中文語法數位平台」中的「句子架構」階層圖 



26 
 

 

圖 20：「中文語法數位平台」中的「句子主要成分」階層圖 

 

在學生端的語法說明部分，比教師端更著重句式結構的呈現，讓學習者可以清楚了解句式架構，

使學習者能更清楚正確與錯誤例句的差異，如下圖 21 所示。 

 

圖 21：中文語法數位平台「學生端」語法說明之示意圖 

此外，在學生端的功能，本計畫也擬規劃設計語法測驗練習的部分，讓學習者可以自行作測驗練

習，檢測自己的學習成果，如此一來，學習者即可找出自己尚未掌握到的語法點的部分。練習題設計

部分，為增加系統內題目的豐富性及題型多樣性，規劃每個每個語法都出重組、填空問答等不同題型，

讓學生能作為學習後的自我檢核，也可提供老師作為題庫使用。目前已完成約 90 個語法共約 18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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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範例請參如下： 

1. 語法點：比 
例題 1：填空問答題 

本田：他看起來好年輕哦！ 
中村：其實________。 
本田：看不出來，我以為他的年紀比我們小。 
最佳回應：他年紀比我們大 

例題 2：重組題 
題目設計：熱/昨天/今天/比 

最佳組合：今天比昨天熱。/昨天比今天熱。 

2.  語法點：一邊⋯一邊⋯ 
例題一：填空問答題 

題目設計：小林：你等一下要一起吃早餐嗎？ 
木木：好，而且最近有一部韓劇很有名，我想要_________。 
小林：好啊，我也想知道是什麼韓劇。 

最佳回應：一邊吃早餐一邊看韓劇。 
例題二：重組題 

題目設計：做飯/媽媽/一邊/看電視/一邊 

最佳組合：媽媽一邊做飯，一邊看電視/媽媽一邊看電視，一邊做飯 

 

目前規劃將練習題分批建置進系統中，學習者可以在系統上直接做測驗，並透過測驗紀錄了解自

己的學習歷程，進行學習調整，如下圖 22 所示。 

 

圖 22：中文語法數位平台「學生端」測驗紀錄 

在學生端的使用模式，為了因應使用者身分別的不同，在學生端所顯示之語法點說明，以較簡單

的方式呈現，將說明的文字簡單化，並以搭配規則的模組讓學習者了解該語法點與其他詞彙搭配的使

用與應用狀況。除了可查詢語法點外，未來教學端與學習端結合之後，在教師端部分，教師可上傳練

習題，製作成題本讓學生在線上練習各語法點，學生則可透過平台練習教師指派的頁面進行練習，同

時教師也可追蹤學生的學習歷程，在必要時給予適當的協助。 

5.2 推廣成果及回饋 

由於本階段相關研究已有相當成果，且系統建置趨於完整，因此藉由校外及國際學者來訪時進行

學術交流、國際研討會及本校辦理華語文相關工作坊時，推廣本階段平台建置成果。計畫主持人於 2018

年 11 月 15 日至 20 日參與美國紐奧良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ACTFL 

2018)會議，發表中文階層式語法相關研究成果，並於今年 7 月 25 日至 30 日赴香港教育大學參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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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與學者交流研究成果，並討論學術合作相關事宜。於 6 月 25 日至 6 月 28

日本校舉辦「科技與華語教學暑期學校(CLASIC 2019)」工作坊，本次工作坊參與者為全球各地現職華

語教師，工作坊上介紹中文階層式語法的設計理念及理論架構，展示平台特色及各項功能，進行操作

教學與實際教學運用之可能性討論。9 月 19 日及 20 日以色列台拉維夫大學教育科技系主任 Anat Cohen

教授之研究團隊到校拜訪時，進行階層式語法研究成果及平台功能討論及交流。 

綜合整理第一線教師及專家學者之回饋與意見，大部分均表示本平台對於華語教師在教學上能夠

有實質的幫助，特點分述如下： 

1. 提供母語及二語偏誤例句：平台上除呈現語法點相關說明之外，還提供母語例句及二語學習者

寫作文本的偏誤例句，讓教師在教學時有真實正確與偏誤的例句可作使用；學習者在自學時可

比對正確與錯誤的用法，了解不同偏誤類型，進行歸納與對比，加深學習效果。 

2. 針對不同使用者提供不同語法資訊及解析方式：在教學端部分，提供頻率塊作為語法交受順序

的參考，語法敘述多以文字為主，並提供學習者會看到的畫面；在學習者端，在語法呈現方式

則以句式拆解為主，讓學生能更了解規範用法，並能快速理解並帶入不同的詞彙，創造自己想

要表的句子。 

3. 中文語法階層架構清楚：透過中文語法階層架構，使用者可清楚且快速了解中文語法中不同類

型語法，有助於建構對語法的認識。 

「中文語法數位平台」雖然給予教師在語法教學順序上的建議、各語法點的真實例句以及偏誤例

句作為教學資源等，作為具備理論基礎及科學驗證的平台，可提供教師具可信的教學參考資源，並且

能減輕教師搜尋例句及找偏誤實例的負擔，然而，平台功能本身及平台上提供的資料仍有可加強之處，

列舉如下： 

1. 偏誤例句過少：由於當前寫作文本數量仍偏少，因此部分語法點僅提供一個例句或未提供對應

的二語偏誤例句。 

2. 例句情境不夠明確：目前平台上部分例句過短，缺乏較完整的上下文脈絡，容易造成語法點使

用情境的誤解。 

3. 未提供簡體語料：大部分在海外教學的華語教師，需要教授簡體及不同華語使用地區用詞用

語，目前平台提供文本以繁體、台灣地區為主，較難以符合部份海外教師之需求。 

根據上述的建議及回饋，本階段進行平台資料的整理，使各語法點的說明更清楚且淺顯易懂，規

劃擴增華語文寫作語料庫的計畫，並加強母語及二語例句的情境描述，使整體平台提供的資訊更加豐

富完整。 

5.3 中文階層式語法點調整 

 本階段根據推廣交流獲得的建議及回饋，進行資料庫內的各語法點調整及例句情境強化。在語法

點部分，經教學現場給予回饋後，語法教學應兼顧通則性及差異性，有些語法分項過細，不利教學且

學生不易掌握，建議可合併成為一項，另也有語法應區分更清楚，使學生更能掌握其中差異，以免誤

用，因此為提升教學便利性，進行部分語法調整。 

1.  語法點調整 

 (1) 語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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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法整合部分，透過第一線華語老師的建議，將差異性不大的語法合併，並視情況改寫說明並

調整例句。以句子主要成分中的時間副詞「曾經」為例，原分為「以前做過的事」及「以前發生過的

情況」兩種不同的用法，然而兩者的區分界線並不是非常清楚，句式差異幾乎無差異，因此將其合併

為同一個語法，並修改說明為「『曾經』是『時間副詞』，說明以前做過的事情或發生過的情況」。 

再以句子主要成分中的「所」為例，原分為「所」和「所+V+的」，「所」的句式與「所+V+的」

句式幾乎相同，故將「所」合併至「所+ V+的」中。 

 (2) 語法新增 

在語法新增部分，本次新增原資料庫中沒有的語法，或原已在資料庫中的語法，再將較不同用法

的拆解出來，並新增說明及例句。以「只」為例，在資料庫中僅在句子架構部分出現「不僅/不只…而

且…」、「只要」、「只有…才…」等語法，因此在資料庫中於新增句子主要成分中增加「只」，增加說明

「『只』是副詞，表對數量或範圍的限定」，並增加相關例句。 

再以句子主要成分中的「剛」為例，原僅列出「表示主語做的動作發生在過去的時間」的用法，

本次新增「表示動作事件處於發展初期」，讓剛在運用於動作的結束或開始的情境有更清楚的區分，並

新增相關例句。 

(3) 說明修改 

 本次也針對各語法的說明進行更深入的討論與修改，以其使用者在閱讀理解上能更清楚，如「剛」

及「剛剛」的原有說明相當相似，均表示主與作的動作發生在過去的時間，為突顯「剛剛」所表現的

時間點，因此修正說明為「『剛剛』是『時間副詞』，表示某件事情在說話時間點之前的前一刻完成，

時間點比『剛』更接近動作發生的時間」。 

2. 例句情境 

由於學者及現場教師均提到目前平台上的例句較短，所給予的使用情境相對較不明確，因此本階段

也針對各語法點的例句進行修改，將例句的情境補寫得更完整，以利使用者判斷使用情境，並運用在

寫作上。以句子主要成分中的「是—強調訊息」為例，原例句為「他是愛唱歌的」，將例句改為「你別

看他在 KTV 那麼害羞，他是愛唱歌的」，增加對比情境使「是」所強調的訊息更清楚。 

5.4 教學實證設計及規劃 

本計畫所建置的「中文語法數位平台」，是一個具有理論支持且具有科學數據的研究成果，是一

個結合理論與應用的中文語法點的科技數位學習系統，強調以實證研究方法進行教學實驗，以期達到

連結中文語法數位應用系統與教學內容、課程設計、與課堂活動練習的效果。為提升本平台運用於教

學上之實證研究的客觀性及成果讓教學產品的教學效果更具公信力，因此規劃以實證研究的方式發展

以與中文語法數位平台鍵接的寫作自動評估系統平台為教學輔助系統的學習效益研究。 

本計畫原規劃為三年期，由於本階段的執行時間僅只有一年，故以調整中文階層語法內容與建置

系統作為優先目標，在有限時間內，先將教師教學端的管理後台及查詢功能建置完善，並透過與第一

線華語教師討論後規劃可能之教學實證方式，將中文階層語法庫的資源與教學現場結合，故當前已著

手調查及訪談現職華語中心教師，規劃可執行之實證方法及實驗流程。 

本計畫在 106 年執行期間，雖未大量進行教學實證研究，但也著手開始進行整體教學實驗的規劃

與小量的教學語法實驗。教學實證的規劃與執行，主要仍然依照本計畫書所提，教學實驗設計的規範，

將採用系統化教學設計(Systematic design of instruction)，先以理論為基礎，再考慮學習過程中的各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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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將所有影響學習效果的因素納入考量，並且透過 Bullard 等人(1994)所提的「ADDIE 通用模式」，

藉由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的「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執行

(implementation)」、「評鑑(evaluation)」等階段，進行狀況並評鑑，再依照評鑑後結果進行修正的過

程，逐漸優化實驗達到更好的教學設計內容。目前已與在國內的大學華語中心授課老師合作，以及本

計畫的國外合作研究對象—美國紐約市立大學曼哈頓社區學院當代語言系彭駿逸助理教授進行合作，

並於授課教師使用中文數位語法庫之後進行訪談，除了可以了解本計畫所建置之系統的實用性之外，

亦可針對設計仍須精進之處進行調整。其設計概念與執行概況，如下圖 23 所示。 

 

圖 103：「教學實驗模組」設計概念與與執行概況圖 

本計畫根據「教學實驗模組」的設計概念，透過教學時間及問卷調查法及深度訪談法(Crabtree and 

Miller 1999)，探討與分析實驗對象因使用平台而達到提昇語言教學、語法教學與寫作教學之效益。未

來計畫亦將實證結果提供寫作教學相關授課老師做為教學參考，以及教材編寫之依據。 

5.5 總結與未來展望 

語法教學一直以來是語言教學場域中備受討論的部分，若學習者要達到語言學習的目的—發展溝

通技能並能夠準確流利的使用語言達到溝通目的，語法教學勢必需要包含在語言教學中(Nasaji& Fotos, 

2007)，為解決語法教學順序在學術與教學現場的不明確性，於 105 年計畫中發展階層式語法架構，藉

由語料庫語言學的分析方法，進行使用頻率及偏誤頻率的雙向比對及驗證，研究結果顯示，這一套語

法架構不僅符合自然語言發展的語法順序，也配合了學習者導向的高頻偏誤的語法，呈現語法點在教

學上的最佳排序。 

本階段根據上一階段計畫之成果，持續完善整體架構，並著手建置數位平台，將整體研究成果數

位化，且提供符合使用者需求之使用平台。建置中文語法數位平台的優點，不僅是能將所有數據資料

做良好的保存，利用平台中的查詢功能，能為使用者省去查找資料的時間成本，且採用數位學習的方

式，使用者也不再受到空間及時間的限制，另一方面，資訊提供者能即時為中文語法數位平台進行調

整與更新，讓教學效率更有加成效果。然受限於時間，本階段僅能先修正部分前一階段之語法構並建

置管理後台與查詢功能，仍有許多以規劃但仍尚未建置之部分需繼續努力。本階段已完成教師端及學

生端基本功能的建置，可提供教師及學生作為語法教與學上的重要參考資源，因此未來將開放提供免

費使用，並規畫推廣計畫，讓研究成果的效益最大化，同時也收集實際使用者之意見，持續進行資料

庫之擴增及平台功能優化。未來也擬與國內外相關研究及教學單位合作，除進行資料收集作為資料庫

擴增之用，也將進行更深入的教學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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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電腦科技的進步，語料庫的即時性與持續性，目前語料庫比對的語法框架已成立，未來持

續進行比對研究，完善大數據的分析，進行教學實證研究，擴增偏誤例句，期望提供華語教學之研究

與教學現場更豐富且具信賴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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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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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語法教學」於華語教學課程中的教學設計及教學活動有不可忽視的重

要性，但華語文教學的理論研究與實際教學現場之間，一直存在一些需要解

決的難題，因為尚未有研究確認句法教學順序的內容，導致學術與教學現場

產生不明確性。 
    近年來因數位科技技術的提升、電腦設備的升級，以致數位科技輔助學

習的需求也越趨盛行，促使了語料庫應用於語法教學及科技應用於華語語言

學習的研究不斷增加。 
    以數位中文語法庫為基礎，整合教學與學習所需的應用設計，並區分教

師端、學生端的不同需求而開發成不同的語法教學及語法學習之使用功能，

並以此深度整合開發出「中文語法數位平台」。本計畫的重點研究成果在教

師端增加更符合教學使用者需求的功能，例如：使平台功能更加完善，同時

也完成建置學生端的各項基本功能，包含架構總覽、語法查詢等功能，讓學

生可以在平台上輕鬆自學語法，同時也在平台首頁設計語法雲，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未來可應用於其他華語文教學相關平台並與之進行鍵接，並以「中

文語法數位平台」為本，融入各種華語文的相關教學，如本計畫所規劃之中

文句子教學與華語文寫作教學，藉以驗證中文語法數位平台對教與學上的幫

助，以提供更便利實用的語法教學工具。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參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_______ 

    (勾選「是」者，請列舉建議可提供施政參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利益之重大發現：□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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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學之科學性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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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8 年 7 月 30 日 

一、 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一）日程：2019 年 7 月 26 日至 7 月 30 日，共 5 日。（包含參加會議、討論「國際漢語教育」

專書出版相關事宜、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討論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學術合作事項） 

（二） 日程說明，如下： 

    1. 7/25（四）：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BR871）前往香港，於當天晚上與參加會議的臺師

大師長討論、準備參加會議的資料。 

2. 7/26（五）～727（六）：參加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並於 7/26 當天下午「分場報

告二」發表論文。 

3. 7/28（日）：與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討論「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於 Springer Nature 系列叢書出版相關事宜，討論會議上，施主任也找了該系可能參與專書出版

的老師們一起參與討論，專書的規劃以課程設計、教材編寫、教與學的方法、教學評估等四大

方向為主，期望由本校與香港教育大學共同主編具實徵研究的「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4. 7/29（一）：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教育總監討論關於本校所開發之 SmartReading 閱讀教

學平台的學術合作事項。 

5. 7/30（二）：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小學部、中學部兩位校長，以及中文部教師討論使用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的規劃等相關合作事宜。並於當天下午搭乘

計畫編號 MOST  107 － 2410 － H － 003 － 53 － 

計畫名稱 深度整合華語文教與學的應用系統設計：以語料庫為本之數位中文語

法庫為基礎 

出國人員

姓名 
洪嘉馡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出國時間 
108 年 7 月 26 日

至 
108 年 7 月 30 日 

出國地點 香港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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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航空長榮航空（BR856）返抵臺灣。 

6. 研討會過程紀錄，說明如下：  

 

圖 1 開幕典禮：大會主席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致詞 

 

    圖 2 第一天主題演講(由左至右：施仲謀教授、周質平教授、白樂桑教授) 

 
圖 3 第二天主題演講(周清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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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閉幕典禮：本校蔡雅薰教授作為協辦單位代表接受大會主席感謝 

 

圖 5 本人的論文報告 

 

圖 6 和與會專家學者精采討論 

本人論文發表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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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接受頒予發表證書 

二、研究成果 

 近年來，臺灣、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等地的華語文教育都不斷地創新改革，而各地語文

的教育研究，無論在課程設置、教材教法、華語文測驗評量、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等範疇，皆有

相當卓越的進展。本校華語文教學系一向致力於推動語文教育與研究發展，並配合本校師培學院培育

新世代國際化師資計畫申請且通過「國際文憑教師證照（IBEC）」；過程中，參與的教師群積極投入相

關議題與活動之交流，目的在了解目前國際學校最新的對外漢語教育發展現況。 

「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自第二屆由香港教育大學主辦以來，關注之議題除了漢語本體研究、課

程設置、國際漢語教材、教學法、跨文化研究以及第二語言習得研究，更具焦「國際文憑課程（IB）

理念與語言教學」，每屆研討會皆有與 IB 主題密切結合之論文專題報告，吸引 IB 相關學者與教師定期

與會、交流討論，舉凡：特邀演講、主題演講與學術論文報告、國際學校參訪、跨文化活動參訪等，

透過不同研討方式，讓全球著名漢語專家、大學教研人員與學生、國際學校教師群匯聚一堂，探討國

際漢語的最新發展，對於甫獲 IBEC 認證通過的本校，具眾多借鏡之處，亦提供了擴展交流網絡的絕

佳機會。例如：本次研討會有中國常熟聯合世界書院（United World Colleges，簡稱 UWC）的李萍老

師暢談 UWC 常熟分校的經營理念以及中文課程設置特色，提供本校教師群相當豐富的資訊，會後的

經驗分享更具啟發，期待未來有更多的交流與合作機會，讓本系 IBEC 華語文教育學程與 IBDP 實務界

密切配合，成為培育卓越國際華語文教師之搖籃，也匯聚本校華語文相關能量，使其成為具國際影響

力的教研樞紐。 

第六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將移師高雄師範大學舉辦，預期透過本校與高師大既有之姊妹情誼，

加上與香港教育大學多年的合作經驗，未來將開創更多國際交流的機會，亦對於本校發展華語文教學

之規劃與落實有著相當的助益。 

此外，這次前往香港，除了赴香港教育大學參加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之外，也

與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討論「國際漢語教育」專書於 Springer Nature

系列叢書出版相關事宜，希望透過與施仲謀主任的合作，結合理論基礎與實際教學，以課程設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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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編寫、教與學的方法、教學評估等四大方向為主，編撰具實徵研究的「國際漢語教育」專書，冀望

能對於國際漢語教育能具有影響力，亦能對於國際漢語教學貢獻一份心力。本人還與香港耀中國際學

校教育總監討論關於本校所開發之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初步達成欲將此閱讀平台推展至耀中

教育集團之各地分校，並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小學部、中學部兩位校長，以及中文部教師討論使用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的規劃等相關合作事宜，提供給中文教師在教學現

場的閱讀教學活動，未來對於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應用於國際學校中文課程，將可提供更多、

更新的閱讀訊息、記錄學生的學習歷程，以及提升中文閱讀教學的能量。 

三、建議 

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進行跨校學術交流    

2 
鼓勵校內同領域老師、研究同仁多與其他國家

國際學校進行教學與研究的合作 
   

4 多與國際學校互動，了解國際漢語教育    

3 
多使用數位平台運用於華語教學與國際漢語教

育 
   

四、本次出國若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料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行理論建立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行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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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 年12月2  日 

一、 參加會議經過 

（一）目的： 

1. 發表論文 

2. 進行跨校學術交流、宣傳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數位平台、協助師大招生 

（二）過程： 

1. 11/15：赴桃園機場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前往美國。歷時約 11 小時抵達美國洛杉磯，

並轉機至紐奧良。 

2. 11/16-11/18：參加 ACTFL 會議，於 11/16 下午論文發表、並主持該場次的口頭論文發表。

同時，也代表臺師大在 ACTFL 的教育展推廣臺師大頂大計劃所研發的數位教學平台、宣

傳臺師大及僑先部的招生訊息、華教系的數位碩專班的招生訊息。 

計畫編號 MOST  107 － 2410 － H － 003 － 53 － 

計畫名稱 深度整合華語文教與學的應用系統設計：以語料庫為本之數位中文語

法庫為基礎 

出國人員

姓名 
洪嘉馡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會議時間 
107 年 11 月 15 日

至 
107 年 11 月 20 日 

會議地點 
美國/紐奧良 

會議名稱 
(中文) 美國外語教學理事會（ACTFL）會議 

(英文) 2018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發表題目 

(中文)  

(英文) Applying Chinese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in CSL teaching and 

learning 

附件六 



44 
 

3. 11/18：會議結束後當天下午，即搭車前往紐奧良機場，於當地晚上 17：53 搭機前往洛杉

磯轉機，並於洛杉磯當地 11/18 凌晨 23：30 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返台。 

4. 11/20：因時差關係，於 11/20 當天早上 6：05 返抵台北。賦歸。 

 

二、 與會心得 

1. 本次參加 ACTFL 會議，主要仍以參與 CLTA 舉辦的中文教學場次為主，吸收到許多與華

語語言研究議題相關的演講，今年場次的主題，特別重視華語學習者在閱讀方面的教與學，所

以關於閱讀教學相關議題的討論，特別活絡，還有幾場關於閱讀教學研究的特別場次，這些都

是華語教師在海外耕耘多年的寶貴研究成果。此外，目前海外華語教學的教師及學校也越來越

重視數位化教學的模式，因此，從數位科技角度來探討華語文教學與學習，也是非常值得深思

的課題。 

2. 本次會議的論文發表，發現許多場次的主題談論與閱讀教與學相關，與漢字教學也有些

相關的議題討論，這些都是目前臺師大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團隊已經著手進行的研究主題，也都

已經有非常具體的研究成果，足以說明~臺師大研究團隊在研究發展方向的領先趨勢，並與國

際華語教學的趨勢不謀而合。 

3. 此外，為了幫助外國人學習華語，從事華語文教學的單位以致於業界，莫不致力於語言

學習平台、教材數位化的研發與推展，以因應不同教學現場的華語老師的需求，以期達到更好

的學習效果。 

4. 除了參加會議並發表論文之外，同時也進行臺師大各種數位化教學平台的推廣、各種不

同方式的招生，從與會者的詢問內容與態度判斷，他們對於臺師大在華語文教育的努力，是給

予肯定的回饋。所以我們更需要更努力在數位化教學平台的精緻化。 

5. 本次參加 2018ACTFL 會議，讓我受益很多，也學到很多新的知識，不僅是研究議題、教

材設計、教具應用、課室互動、以及科技技術應用於華語教學與學習。臺師大是全世界華語教

學與學習領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於開發華語文的相關領域，臺師大的研究陣容是非常完

備與強壯的，結合校內語言學、語言教學、數位學習、心理語言學、資訊科技、師資培育、學

習平台建置…等相關研究、議題，都是臺師大重要的任務，推廣臺師大在華語文教學的研究成

果，與產業連結，以期培育更多優秀的華語文人才、教育更多外國人學習華語，以達到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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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貢獻之最高指導原則。 

 

三、 發表論文全文或摘要 

Applying Chinese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in CSL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gram Guide Description  

Character limit: 350 (including spaces and special characters) 

Grammar is a crucial part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light of the need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present 

study develops a hierarchical grammar system and Chinese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echnology.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platform and empirical classes, learning Chinese grammar will be more 

efficient. 

 

Content and Purpose 

Character limit: 1000 (including spaces and special characters) 

What will your presentation focus on and what new insights will it provide? 

Grammar is the foundat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The present study develops a hierarchical grammar system 

by comparing the frequencies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s based on L1 and L2 corpora. First, the study selects 

grammar points based on practicality and frequency in CSL textbooks, altogether 339 grammar points were 

collected. The grammar points were validated by the two corpora to establish the order of learning. Second, 

the present study develops a digital platform. The platform provides grammar points and the descriptions for 

teachers and learners separately. In addition, the platform could record each learner’s learning processes as 

well. Moreover, the platform offers adaptive quizzes which could be assigned by teachers. Third, on the 

groundwork of the platform, the study meditates a teaching experiment in real classrooms for CSL learners. 

Through the experiment, the present study is looking forward to validating the efficiencies of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using the platform.  

 

Outcomes 

character limit: 350 (including spaces and special characters) * 3 (objectives) 

What three things will participants be able to do after attending your presentation? 

1. The hierarchical grammar system (grammar bank) could offer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validations according to the data in L1 and L2 corpora. The real data in the corpora could offer factual 

materials to teaching experiments as well. 

2. Through the grammar bank based on corpora and real CSL textbooks, teachers wil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rammar teaching orders. Teachers could save time on searching and preparing teaching 

materials for different classes. 

3.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platform, teachers and learners could achieve the goals of search, 

practice and records of learning processes. With repeatedly practicing and inspecting individual learning 

process, teachers and learners could accomplish the goal of adap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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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鼓勵校內同領域老師、研究同仁多參加    

2 進行跨校學術交流    

3 多使用數位平台運用於閱讀教學或華語文教學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帶回 2018ACTFL 會議論文摘要集會議手冊一本。 

 

六、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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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年   月   日   

 

一、參加會議經過 

（一）日程：2019 年 7 月 26 日至 7 月 30 日，共 5 日。（包含參加會議、討論「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出版相關事宜、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討論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學術合作事項） 

（二）日程說明，如下： 

    1. 7/25（四）：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BR871）前往香港，於當天晚上與參加會議的臺師

大師長討論、準備參加會議的資料。 

2. 7/26（五）～727（六）：參加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並於 7/26 當天下午「分場報

告二」發表論文。 

3. 7/28（日）：與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討論「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於 Springer Nature 系列叢書出版相關事宜，討論會議上，施主任也找了該系可能參與專書出版

的老師們一起參與討論，專書的規劃以課程設計、教材編寫、教與學的方法、教學評估等四大

計畫編號 MOST  107 － 2410 － H － 003 － 53 － 

計畫名稱 深度整合華語文教與學的應用系統設計：以語料庫為本之數位中文語

法庫為基礎 

出國人員

姓名 
洪嘉馡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會議時間 
107 年 11 月 15 日

至 
107 年 11 月 20 日 

會議地點 中國大陸/香港 

會議名稱 

(中文)第五屆國際漢語教育教學研討會 

(英文)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發表題目 
(中文) 漢語複句研究：以關聯連接詞「轉折」類為例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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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為主，期望由本校與香港教育大學共同主編具實徵研究的「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4. 7/29（一）：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教育總監討論關於本校所開發之 SmartReading 閱讀教

學平台的學術合作事項。 

5. 7/30（二）：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小學部、中學部兩位校長，以及中文部教師討論使用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的規劃等相關合作事宜。並於當天下午搭乘

國籍航空長榮航空（BR856）返抵臺灣。 

6. 研討會過程紀錄，說明如下：  

 

圖 1 開幕典禮：大會主席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致詞 

 

    圖 2 第一天主題演講(由左至右：施仲謀教授、周質平教授、白樂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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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第二天主題演講(周清海教授) 

 

 

圖 4 閉幕典禮：本校蔡雅薰教授作為協辦單位代表接受大會主席感謝 

 

圖 5 本人的論文報告 

本人論文發表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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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和與會專家學者精采討論 

 

圖 7 接受頒予發表證書 

二、與會心得 

 近年來，臺灣、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等地的華語文教育都不斷地創新改革，而各地語文

的教育研究，無論在課程設置、教材教法、華語文測驗評量、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等範疇，皆有

相當卓越的進展。本校華語文教學系一向致力於推動語文教育與研究發展，並配合本校師培學院培育

新世代國際化師資計畫申請且通過「國際文憑教師證照（IBEC）」；過程中，參與的教師群積極投入相

關議題與活動之交流，目的在了解目前國際學校最新的對外漢語教育發展現況。 

「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自第二屆由香港教育大學主辦以來，關注之議題除了漢語本體研究、課

程設置、國際漢語教材、教學法、跨文化研究以及第二語言習得研究，更具焦「國際文憑課程（IB）

理念與語言教學」，每屆研討會皆有與 IB 主題密切結合之論文專題報告，吸引 IB 相關學者與教師定期

與會、交流討論，舉凡：特邀演講、主題演講與學術論文報告、國際學校參訪、跨文化活動參訪等，

透過不同研討方式，讓全球著名漢語專家、大學教研人員與學生、國際學校教師群匯聚一堂，探討國

際漢語的最新發展，對於甫獲 IBEC 認證通過的本校，具眾多借鏡之處，亦提供了擴展交流網絡的絕

佳機會。例如：本次研討會有中國常熟聯合世界書院（United World Colleges，簡稱 UWC）的李萍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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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暢談 UWC 常熟分校的經營理念以及中文課程設置特色，提供本校教師群相當豐富的資訊，會後的

經驗分享更具啟發，期待未來有更多的交流與合作機會，讓本系 IBEC 華語文教育學程與 IBDP 實務界

密切配合，成為培育卓越國際華語文教師之搖籃，也匯聚本校華語文相關能量，使其成為具國際影響

力的教研樞紐。 

第六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將移師高雄師範大學舉辦，預期透過本校與高師大既有之姊妹情誼，

加上與香港教育大學多年的合作經驗，未來將開創更多國際交流的機會，亦對於本校發展華語文教學

之規劃與落實有著相當的助益。 

此外，這次前往香港，除了赴香港教育大學參加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之外，也

與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討論「國際漢語教育」專書於 Springer Nature

系列叢書出版相關事宜，希望透過與施仲謀主任的合作，結合理論基礎與實際教學，以課程設計、教

材編寫、教與學的方法、教學評估等四大方向為主，編撰具實徵研究的「國際漢語教育」專書，冀望

能對於國際漢語教育能具有影響力，亦能對於國際漢語教學貢獻一份心力。本人還與香港耀中國際學

校教育總監討論關於本校所開發之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初步達成欲將此閱讀平台推展至耀中

教育集團之各地分校，並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小學部、中學部兩位校長，以及中文部教師討論使用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的規劃等相關合作事宜，提供給中文教師在教學現

場的閱讀教學活動，未來對於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應用於國際學校中文課程，將可提供更多、

更新的閱讀訊息、記錄學生的學習歷程，以及提升中文閱讀教學的能量。 

三、發表論文全文或摘要 

漢語複句研究：以關聯連接詞「轉折」類為例 

    不論是文字書寫或是口語表達，雖然有時候以單獨句子呈現，但在實際使用語言時，尤其是在

語境或談話當中，必定出現相互關連的句子，否則是難以溝通的（Li and Thompson，1981），所以

「複句」是常常出現在漢語當中的語法形式。 

    所謂「複句」指的是把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單句，以關聯詞語或逗號聯繫起來，用以表達較為複

雜語義的句子結構（劉月華等，2001；刑福義，2001；李子瑄、曹逢甫，2009）。複句大部分都是在

句子中使用關聯連接詞或是關聯詞語來連接上、下句子，主要的目的在於表達句子互有語義邏輯上

的關聯。「複句」中的關聯連接詞在分句中的語意連接，或上、下句子的凝聚，都扮演了相當重要的

角色（Halliday and Hasan, 1976），此外，關聯連接詞的功能還可以讓文章表達更為通順、更具邏輯

性，因此連接詞的凝聚力（cohesion）又與文本的理解能力相關（Benjamin, 2012）。 

    在漢語中，較常用來表達複句的關聯詞類型有：轉折、因果、假設、條件、目的等類，其中「轉

折」類的連接詞語（如：雖然、儘管、但是、可是、其實、然而、偏偏），其語義特徵是「連接句子

的轉折語氣」、「表示雖然有前句所敘述的事情，卻亦有末句所表達的狀況、行為等」、「用來引出命

題和前文相對的句子」、「做後述動作」，用來表達句子在邏輯概念上的矛盾與對立，對於以漢語為第

二語言學習者而言，是比較難掌握或是精準使用在實際語言交際中。 

    本研究以漢語為二語語言的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探究其在寫作文本中使用關聯連接詞「轉折」

類的狀況，初步結果顯示，「轉折」類關聯連接詞的平均使用個數以及平均出現篇數，都與其寫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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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分數呈現正相關。此外，本研究冀望藉由分析二語學習者使用「轉折」類關聯連接詞之際，同

時分析學習者使用偏誤狀況，以及其欲真正表達之意，進而從語法和語用的角度探討「轉折」類關

聯連接詞對於以漢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學習難點，並提出關聯連接詞的教學建議。 

四、建議 

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進行跨校學術交流    

2 
鼓勵校內同領域老師、研究同仁多與其他國家

國際學校進行教學與研究的合作 
   

4 多與國際學校互動，了解國際漢語教育    

3 
多使用數位平台運用於華語教學與國際漢語教

育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帶回 2018ACTFL 會議論文摘要集會議手冊一本。 

 

六、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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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行出國參訪及考察心得報告 

                                     日期：   年   月   日 

一、參訪及考察過程 

二、心得 

三、建議 

四、其他 

 

計畫編號 MOST  －    －  －    －    － 

計畫名稱 
 

出國人員

姓名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出國時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出國地點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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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國外學者來臺訪問成果報告 

                                     日期：   年   月   日 

一、訪問過程 

二、對本項專題計畫產生之影響、貢獻或主要成果 

三、建議 

四、其他 

 
 
 
 
 
 
 
 
 
 
 
 
 
 
 
 
 
 
 

計畫編號 MOST  －    －  －    －    － 

計畫名稱 
 

邀訪學者

姓名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籍 
 

來臺時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來訪目的 
(可複選) 

□技術指導 □實驗設備設立 □計畫諮詢/顧問 □學術演講 □國際會

議主講員 □其他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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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涉及臨床試驗之性別分析報告 
 

日期：   年   月   日 

 
 

計畫編號 MOST   -    -   -    -    -  
 

研究人員

姓 名 

   

任職機關

系 所 

 
職 稱 

 

計畫名稱 
   

說明： 

本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涉及臨床試驗且進行性別分析，請於計畫成果報告(期中進度報

告/期末報告)時一併繳交「性別分析報告」。 

項 次 項 目 說明 備註 

1 本計畫之研究結果已進行性別分析。 
 
 

 

2 本計畫之收案件數及其性別比例。 
 
 

 

3 

本計畫研究結果之性別差異說明。  

如無性別差異，亦請說明。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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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類別：□考察□視察□訪問 

■開會□談判□進修□研究□實習□業務洽談) 
 

 

 

 

香港教育大學第五屆國際漢語教育
教學研討會出國報告書 

                              
 
 
 
 
 
 

             服務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姓名/職稱：洪嘉馡/副教授 

             派赴國家/城市：中國大陸/香港 

             出國期間：108 年 7 月 25 日至 7 月 30 日 

             報告提交日期：108 年 8 月 6 日 

             報告聯絡人/校內分機：洪嘉馡/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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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繼本校華語文教學系於 2018 年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承辦「第四

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今年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返回香港

教育大學舉行。該會議宗旨在為世界各國漢語教學專家及同仁搭建

交流平臺，探討國際漢語教學的現狀、革新與發展；另外，會議也

討論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課程與漢語教學的相關課

題。 

本系於 2018 年通過「IB 教師證照國際文憑學程」，參與教師在

學校經費挹注下，皆積極投入相關活動，以增進對 IB 課程以及國際

漢語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學者與教師之間的交流。本次會議透過發表

口頭論文、與香港教育大學 IB 團隊、國際學校相關人員交流，不僅

在學術議題探討上更加深入，在發展跨域合作交流、了解國際學校

目前最新的對外漢語教育發展之現況皆有種種收穫。 

明年的第六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將移師高雄師範大學舉辦，

預期透過本校與高師大既有之姊妹情誼，加上與香港教育大學團隊

多年的合作經驗，未來將開創更多國際交流的機會，亦對本校發展

對外漢語教學之規劃與落實有著相當的助益。 

此外，為了能讓 IB 國際漢語教育的學術研究能量增深且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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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利用本次前往香港教育大學參加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之

際，於會議結束隔天(2019 年 7 月 28 日)與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

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討論關於「國際漢語教育」專書於 Springer 

Nature 系列叢書出版相關事宜，討論會議上，施主任也找了該系可

能參與專書出版的老師們一起參與討論，期望由本校與香港教育大

學共同主編具實徵研究的「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最後，則是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教育總監討論關於本校所開

發之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學術合作事項，並與該校小學

部、中學部兩位校長，以及中文部教師討論使用 SmartReading 閱讀

教學平台的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的規劃等相關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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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係一關注國際漢語教學研究之國際研討會，會議旨在為世界

各國漢語教學專家及同仁搭建交流平臺，探討國際漢語教學的現狀、革新與發

展。第一屆由香港大學於 2013/12/4~12/6 主辦，而自 2016 年開始每年舉辦，且

聚焦國際漢語教育，特別是國際文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和大

學先修（Advanced Placement, AP）理念與語言教學。 

自第二屆起之舉辦時間與主辦方如下： 

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2016/5/28）     香港教育學院 

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2017/6/23~6/25）香港教育大學 

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2018/5/30~5/31）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今年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於 2019/7/26~7/27 舉行，由香港教育大學主

辦，本校華語文教學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索斯摩大學中文項目、普林斯頓大

學中文項目合辦。論文發表內容與討論議題包含： 

 國際文憑課程 

 教學法 

 師資培訓 

 課程設置 

 教材設計 

 測試與評估 

 教學中的跨文化研究 

 多媒體輔助漢語教學 

根據大會手冊，本次共計有 5 場主題演講（講者：北京大學陸儉明教授、英

國劍橋大學袁博平教授、美國普林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白樂桑教授、新加坡國立大學周清海教授）、113 篇口頭論文發表，173 人與會

（含：論文發表者 126 位、其他與會者 47 位）；議程詳見表 1。 

有鑑於本校於 2018 年通過「IB 教師證照國際文憑學程」，參與教師皆積極

投入相關活動、配合本校師培學院培育新世代國際化師資計畫，以增進對 IB 課

程以及國際漢語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學者與教師之間的交流；因此，本人此次參與

會議之目的在透過發表論文、與其他院校之 IB 團隊、具經驗之 IB 華語師資培

育國際學者以及國際學校教師交流互動，以加深加廣自身對 IB 相關議題之了

解，並推廣本校教研成果，藉以開拓華語文研究新路向，期能促成更多國際交流

與跨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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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議程 (2019/07/2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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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日程：2019 年 7 月 25 日至 7 月 30 日，共 5 日。（包含參加會議、討論「國

際漢語教育」專書出版相關事宜、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討論 SmartReading 閱讀

教學平台的學術合作事項） 

（二）日程說明，如下： 

1. 7/25（四）：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BR871）前往香港，於當天晚上與參加

會議的臺師大師長討論、準備參加會議的資料。 

2. 7/26（五）～727（六）：參加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並於 7/26 當天下

午「分場報告二」發表論文。 

3. 7/28（日）：與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討論「國際漢

語教育」專書於 Springer Nature 系列叢書出版相關事宜，討論會議上，施主

任也找了該系可能參與專書出版的老師們一起參與討論，專書的規劃以課程

設計、教材編寫、教與學的方法、教學評估等四大方向為主，期望由本校與

香港教育大學共同主編具實徵研究的「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4. 7/29（一）：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教育總監討論關於本校所開發之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學術合作事項。 

5. 7/30（二）：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小學部、中學部兩位校長，以及中文部

教師討論使用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的規劃等

相關合作事宜。並於當天下午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BR856）返抵臺灣。 

6. 研討會過程紀錄，說明如下： 

 

 

 

 

 

 

圖 1 開幕典禮：大會主席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致詞 



1040114 修訂 

4 

 

 

 

 

 

 

 

圖 2 第一天主題演講(由左至右：施仲謀教授、周質平教授、白樂桑教授) 

 

圖 3 第二天主題演講(周清海教授) 

 

 

 

圖 4 閉幕典禮：本校蔡雅薰教授作為協辦單位代表接受大會主席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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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論文發表紀錄 

 
圖 5 本人的論文報告 

 

圖 6 和與會專家學者精采討論 

 

圖 7 接受頒予發表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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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近年來，臺灣、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等地的華語文教育都不斷地創新改

革，而各地語文的教育研究，無論在課程設置、教材教法、華語文測驗評量、師

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等範疇，皆有相當卓越的進展。本校華語文教學系一向致

力於推動語文教育與研究發展，並配合本校師培學院培育新世代國際化師資計畫

申請且通過「國際文憑教師證照（IBEC）」；過程中，參與的教師群積極投入相

關議題與活動之交流，目的在了解目前國際學校最新的對外漢語教育發展現況。 

「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自第二屆由香港教育大學主辦以來，關注之議題除

了漢語本體研究、課程設置、國際漢語教材、教學法、跨文化研究以及第二語言

習得研究，更具焦「國際文憑課程（IB）理念與語言教學」，每屆研討會皆有與

IB 主題密切結合之論文專題報告，吸引 IB 相關學者與教師定期與會、交流討論，

舉凡：特邀演講、主題演講與學術論文報告、國際學校參訪、跨文化活動參訪等，

透過不同研討方式，讓全球著名漢語專家、大學教研人員與學生、國際學校教師

群匯聚一堂，探討國際漢語的最新發展，對於甫獲 IBEC 認證通過的本校，具眾

多借鏡之處，亦提供了擴展交流網絡的絕佳機會。例如：本次研討會有中國常熟

聯合世界書院（United World Colleges，簡稱 UWC）的李萍老師暢談 UWC 常熟

分校的經營理念以及中文課程設置特色，提供本校教師群相當豐富的資訊，會後

的經驗分享更具啟發，期待未來有更多的交流與合作機會，讓本系 IBEC 華語文

教育學程與 IBDP 實務界密切配合，成為培育卓越國際華語文教師之搖籃，也匯

聚本校華語文相關能量，使其成為具國際影響力的教研樞紐。 

第六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將移師高雄師範大學舉辦，預期透過本校與高師

大既有之姊妹情誼，加上與香港教育大學多年的合作經驗，未來將開創更多國際

交流的機會，亦對於本校發展華語文教學之規劃與落實有著相當的助益。 

此外，這次前往香港，除了赴香港教育大學參加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

並發表論文之外，也與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討

論「國際漢語教育」專書於 Springer Nature 系列叢書出版相關事宜，希望透過與

施仲謀主任的合作，結合理論基礎與實際教學，以課程設計、教材編寫、教與學

的方法、教學評估等四大方向為主，編撰具實徵研究的「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冀望能對於國際漢語教育能具有影響力，亦能對於國際漢語教學貢獻一份心力。

本人還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教育總監討論關於本校所開發之 SmartReading 閱讀

教學平台，初步達成欲將此閱讀平台推展至耀中教育集團之各地分校，並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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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中國際學校的小學部、中學部兩位校長，以及中文部教師討論使用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的規劃等相關合作事宜，提供

給中文教師在教學現場的閱讀教學活動，未來對於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

應用於國際學校中文課程，將可提供更多、更新的閱讀訊息、記錄學生的學習歷

程，以及提升中文閱讀教學的能量。 

 

 

四、建議事項： 

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進行跨校學術交流    

2 
鼓勵校內同領域老師、研究同仁多與其他國家

國際學校進行教學與研究的合作 
   

4 多與國際學校互動，了解國際漢語教育    

3 
多使用數位平台運用於華語教學與國際漢語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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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明體 20 號字加粗，靠左對齊)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視察□訪問■開

會□談判□進修□研究□實習□業務洽談) 
 

 

 

 

(細明體 26 號字加粗，置中對齊) 

2018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美
國外語教學理事會，ACTFL)會議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 

 

 

 

 

(細明體 14 號字，置中對齊)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姓名/職稱：洪嘉馡/副教授 

              （得以 1 人為代表，其餘人員請詳列於報告內） 

               派赴國家/城市：美國/紐奧良 

               出國期間：2018 年 11 月 16 日～18 日 

               報告提交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 

               報告聯絡人/校內分機：洪嘉馡/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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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00 字，採細明體 12 號字) 

Innov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Applying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AES) for 

CSL/CFL beginners 

Program Guide Description: (350 字元) 

Grammar is a crucial part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light of the need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present study develops a hierarchical grammar system and Chinese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echnology.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platform and empirical classes, learning Chinese grammar will be more efficient. 

 

Content and Purpose: (1000 字元) 

What will your presentation focus on and what new insights will it provide? 

Grammar is the foundat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The present study develops a 

hierarchical grammar system by comparing the frequencies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s based on L1 and L2 corpora. First, the study selects grammar points based 

on practicality and frequency in CSL textbooks, altogether 339 grammar points were 

collected. The grammar points were validated by the two corpora to establish the 

order of learning. Second, the present study develops a digital platform. The 

platform provides grammar points and the descriptions for teachers and learners 

separately. In addition, the platform could record each learner’s learning processes 

as well. Moreover, the platform offers adaptive quizzes which could be assigned by 

teachers. Third, on the groundwork of the platform, the study meditates a teaching 

experiment in real classrooms for CSL learners. Through the experiment, the present 

study is looking forward to validating the efficiencies of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using the platform. 

 

Outcomes: (116 字元 x 3) 

What three things will participants be able to do after attending your 

presentation? 

1. The hierarchical grammar system (grammar bank) could offer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validations according to the data in L1 and L2 corpora. The real data 

in the corpora could offer factual materials to teaching experiments as well. 

2. Through the grammar bank based on corpora and real CSL textbooks, teachers 

wil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rammar teaching orders. Teachers could save 

time on searching and preparing teaching materials for different classes. 

3.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platform, teachers and learners could achieve the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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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earch, practice and records of learning processes. With repeatedly practicing 

and inspecting individual learning process, teachers and learners could 

accomplish the goal of adap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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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始(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建議字數為 600 字以上) 

一、目的：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1. 發表論文 

2. 進行跨校學術交流、宣傳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數位平台、協助師大招生 

      

二、過程：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1. 11/15：赴桃園機場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前往美國。歷時約 11 小

時抵達美國洛杉磯，並轉機至紐奧良。 

2. 11/16-11/18：參加 ACTFL 會議，於 11/16 下午論文發表、並主持該

場次的口頭論文發表。同時，也代表臺師大在 ACTFL 的教育展推廣

臺師大頂大計劃所研發的數位教學平台、宣傳臺師大及僑先部的招

生訊息、華教系的數位碩專班的招生訊息。 

3. 11/18：會議結束後當天下午，即搭車前往紐奧良機場，於當地晚上

17：53 搭機前往洛杉磯轉機，並於洛杉磯當地 11/18 凌晨 23：30 搭

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返台。 

4. 11/20：因時差關係，於 11/20 當天早上 6：05 返抵台北。賦歸。 

      

三、心得：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1. 本次參加ACTFL會議，主要仍以參與CLTA舉辦的中文教學場次為主，

吸收到許多與華語語言研究議題相關的演講，今年場次的主題，特別重視華語學

習者在閱讀方面的教與學，所以關於閱讀教學相關議題的討論，特別活絡，還有

幾場關於閱讀教學研究的特別場次，這些都是華語教師在海外耕耘多年的寶貴研

究成果。此外，目前海外華語教學的教師及學校也越來越重視數位化教學的模式，

因此，從數位科技角度來探討華語文教學與學習，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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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會議的論文發表，發現許多場次的主題談論與閱讀教與學相關，與

漢字教學也有些相關的議題討論，這些都是目前臺師大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團隊已

經著手進行的研究主題，也都已經有非常具體的研究成果，足以說明~臺師大研

究團隊在研究發展方向的領先趨勢，並與國際華語教學的趨勢不謀而合。 

3. 此外，為了幫助外國人學習華語，從事華語文教學的單位以致於業界，

莫不致力於語言學習平台、教材數位化的研發與推展，以因應不同教學現場的華

語老師的需求，以期達到更好的學習效果。 

4. 除了參加會議並發表論文之外，同時也進行臺師大各種數位化教學平台

的推廣、各種不同方式的招生，從與會者的詢問內容與態度判斷，他們對於臺師

大在華語文教育的努力，是給予肯定的回饋。所以我們更需要更努力在數位化教

學平台的精緻化。 

5. 本次參加 2018ACTFL 會議，讓我受益很多，也學到很多新的知識，不

僅是研究議題、教材設計、教具應用、課室互動、以及科技技術應用於華語教學

與學習。臺師大是全世界華語教學與學習領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於開發華

語文的相關領域，臺師大的研究陣容是非常完備與強壯的，結合校內語言學、語

言教學、數位學習、心理語言學、資訊科技、師資培育、學習平台建置…等相關

研究、議題，都是臺師大重要的任務，推廣臺師大在華語文教學的研究成果，與

產業連結，以期培育更多優秀的華語文人才、教育更多外國人學習華語，以達到

對國家社會發展貢獻之最高指導原則。 

      

四、建議事項：(請逐項分列並簡短說明，倘無建議事項，請寫「無」) 

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鼓勵校內同領域老師、研究同仁多參加    

2 進行跨校學術交流    

3 多使用數位平台運用於閱讀教學或華語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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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可無) 

帶回 2018ACTFL 會議論文摘要集會議手冊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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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類別：□考察□視察□訪問 

■開會□談判□進修□研究□實習□業務洽談) 
 

 

 

 

香港教育大學第五屆國際漢語教育
教學研討會出國報告書 

                              
 
 
 
 
 
 

             服務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姓名/職稱：洪嘉馡/副教授 

             派赴國家/城市：中國大陸/香港 

             出國期間：108 年 7 月 25 日至 7 月 30 日 

             報告提交日期：108 年 8 月 6 日 

             報告聯絡人/校內分機：洪嘉馡/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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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繼本校華語文教學系於 2018 年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承辦「第四

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今年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返回香港

教育大學舉行。該會議宗旨在為世界各國漢語教學專家及同仁搭建

交流平臺，探討國際漢語教學的現狀、革新與發展；另外，會議也

討論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課程與漢語教學的相關課

題。 

本系於 2018 年通過「IB 教師證照國際文憑學程」，參與教師在

學校經費挹注下，皆積極投入相關活動，以增進對 IB 課程以及國際

漢語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學者與教師之間的交流。本次會議透過發表

口頭論文、與香港教育大學 IB 團隊、國際學校相關人員交流，不僅

在學術議題探討上更加深入，在發展跨域合作交流、了解國際學校

目前最新的對外漢語教育發展之現況皆有種種收穫。 

明年的第六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將移師高雄師範大學舉辦，

預期透過本校與高師大既有之姊妹情誼，加上與香港教育大學團隊

多年的合作經驗，未來將開創更多國際交流的機會，亦對本校發展

對外漢語教學之規劃與落實有著相當的助益。 

此外，為了能讓 IB 國際漢語教育的學術研究能量增深且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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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利用本次前往香港教育大學參加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之

際，於會議結束隔天(2019 年 7 月 28 日)與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

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討論關於「國際漢語教育」專書於 Springer 

Nature 系列叢書出版相關事宜，討論會議上，施主任也找了該系可

能參與專書出版的老師們一起參與討論，期望由本校與香港教育大

學共同主編具實徵研究的「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最後，則是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教育總監討論關於本校所開

發之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學術合作事項，並與該校小學

部、中學部兩位校長，以及中文部教師討論使用 SmartReading 閱讀

教學平台的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的規劃等相關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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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係一關注國際漢語教學研究之國際研討會，會議旨在為世界

各國漢語教學專家及同仁搭建交流平臺，探討國際漢語教學的現狀、革新與發

展。第一屆由香港大學於 2013/12/4~12/6 主辦，而自 2016 年開始每年舉辦，且

聚焦國際漢語教育，特別是國際文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和大

學先修（Advanced Placement, AP）理念與語言教學。 

自第二屆起之舉辦時間與主辦方如下： 

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2016/5/28）     香港教育學院 

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2017/6/23~6/25）香港教育大學 

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2018/5/30~5/31）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今年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於 2019/7/26~7/27 舉行，由香港教育大學主

辦，本校華語文教學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索斯摩大學中文項目、普林斯頓大

學中文項目合辦。論文發表內容與討論議題包含： 

 國際文憑課程 

 教學法 

 師資培訓 

 課程設置 

 教材設計 

 測試與評估 

 教學中的跨文化研究 

 多媒體輔助漢語教學 

根據大會手冊，本次共計有 5 場主題演講（講者：北京大學陸儉明教授、英

國劍橋大學袁博平教授、美國普林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白樂桑教授、新加坡國立大學周清海教授）、113 篇口頭論文發表，173 人與會

（含：論文發表者 126 位、其他與會者 47 位）；議程詳見表 1。 

有鑑於本校於 2018 年通過「IB 教師證照國際文憑學程」，參與教師皆積極

投入相關活動、配合本校師培學院培育新世代國際化師資計畫，以增進對 IB 課

程以及國際漢語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學者與教師之間的交流；因此，本人此次參與

會議之目的在透過發表論文、與其他院校之 IB 團隊、具經驗之 IB 華語師資培

育國際學者以及國際學校教師交流互動，以加深加廣自身對 IB 相關議題之了

解，並推廣本校教研成果，藉以開拓華語文研究新路向，期能促成更多國際交流

與跨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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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議程 (2019/07/2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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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日程：2019 年 7 月 25 日至 7 月 30 日，共 5 日。（包含參加會議、討論「國

際漢語教育」專書出版相關事宜、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討論 SmartReading 閱讀

教學平台的學術合作事項） 

（二）日程說明，如下： 

1. 7/25（四）：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BR871）前往香港，於當天晚上與參加

會議的臺師大師長討論、準備參加會議的資料。 

2. 7/26（五）～727（六）：參加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並於 7/26 當天下

午「分場報告二」發表論文。 

3. 7/28（日）：與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討論「國際漢

語教育」專書於 Springer Nature 系列叢書出版相關事宜，討論會議上，施主

任也找了該系可能參與專書出版的老師們一起參與討論，專書的規劃以課程

設計、教材編寫、教與學的方法、教學評估等四大方向為主，期望由本校與

香港教育大學共同主編具實徵研究的「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4. 7/29（一）：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教育總監討論關於本校所開發之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學術合作事項。 

5. 7/30（二）：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的小學部、中學部兩位校長，以及中文部

教師討論使用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的規劃等

相關合作事宜。並於當天下午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BR856）返抵臺灣。 

6. 研討會過程紀錄，說明如下： 

 

 

 

 

 

 

圖 1 開幕典禮：大會主席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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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一天主題演講(由左至右：施仲謀教授、周質平教授、白樂桑教授) 

 

圖 3 第二天主題演講(周清海教授) 

 

 

 

圖 4 閉幕典禮：本校蔡雅薰教授作為協辦單位代表接受大會主席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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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論文發表紀錄 

 
圖 5 本人的論文報告 

 

圖 6 和與會專家學者精采討論 

 

圖 7 接受頒予發表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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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近年來，臺灣、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等地的華語文教育都不斷地創新改

革，而各地語文的教育研究，無論在課程設置、教材教法、華語文測驗評量、師

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等範疇，皆有相當卓越的進展。本校華語文教學系一向致

力於推動語文教育與研究發展，並配合本校師培學院培育新世代國際化師資計畫

申請且通過「國際文憑教師證照（IBEC）」；過程中，參與的教師群積極投入相

關議題與活動之交流，目的在了解目前國際學校最新的對外漢語教育發展現況。 

「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自第二屆由香港教育大學主辦以來，關注之議題除

了漢語本體研究、課程設置、國際漢語教材、教學法、跨文化研究以及第二語言

習得研究，更具焦「國際文憑課程（IB）理念與語言教學」，每屆研討會皆有與

IB 主題密切結合之論文專題報告，吸引 IB 相關學者與教師定期與會、交流討論，

舉凡：特邀演講、主題演講與學術論文報告、國際學校參訪、跨文化活動參訪等，

透過不同研討方式，讓全球著名漢語專家、大學教研人員與學生、國際學校教師

群匯聚一堂，探討國際漢語的最新發展，對於甫獲 IBEC 認證通過的本校，具眾

多借鏡之處，亦提供了擴展交流網絡的絕佳機會。例如：本次研討會有中國常熟

聯合世界書院（United World Colleges，簡稱 UWC）的李萍老師暢談 UWC 常熟

分校的經營理念以及中文課程設置特色，提供本校教師群相當豐富的資訊，會後

的經驗分享更具啟發，期待未來有更多的交流與合作機會，讓本系 IBEC 華語文

教育學程與 IBDP 實務界密切配合，成為培育卓越國際華語文教師之搖籃，也匯

聚本校華語文相關能量，使其成為具國際影響力的教研樞紐。 

第六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將移師高雄師範大學舉辦，預期透過本校與高師

大既有之姊妹情誼，加上與香港教育大學多年的合作經驗，未來將開創更多國際

交流的機會，亦對於本校發展華語文教學之規劃與落實有著相當的助益。 

此外，這次前往香港，除了赴香港教育大學參加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

並發表論文之外，也與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討

論「國際漢語教育」專書於 Springer Nature 系列叢書出版相關事宜，希望透過與

施仲謀主任的合作，結合理論基礎與實際教學，以課程設計、教材編寫、教與學

的方法、教學評估等四大方向為主，編撰具實徵研究的「國際漢語教育」專書，

冀望能對於國際漢語教育能具有影響力，亦能對於國際漢語教學貢獻一份心力。

本人還與香港耀中國際學校教育總監討論關於本校所開發之 SmartReading 閱讀

教學平台，初步達成欲將此閱讀平台推展至耀中教育集團之各地分校，並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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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中國際學校的小學部、中學部兩位校長，以及中文部教師討論使用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的教學設計與課程活動的規劃等相關合作事宜，提供

給中文教師在教學現場的閱讀教學活動，未來對於 SmartReading 閱讀教學平台

應用於國際學校中文課程，將可提供更多、更新的閱讀訊息、記錄學生的學習歷

程，以及提升中文閱讀教學的能量。 

 

 

四、建議事項： 

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進行跨校學術交流    

2 
鼓勵校內同領域老師、研究同仁多與其他國家

國際學校進行教學與研究的合作 
   

4 多與國際學校互動，了解國際漢語教育    

3 
多使用數位平台運用於華語教學與國際漢語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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