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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教學語法一直是語言教學中，高度被重視及討論的重點。Nasaji
and Fotos(2011)提到，若二語學習者在學習目標語的過程中，可以
發展溝通技能並能夠準確流利的使用語言達到溝通目的，那麼在整
個語言教學設計與教學活動，「語法教學」佔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在華語教學領域則認為教學語法是針對學習者語言習得規律提供
一套學習規則系統(劉2000)，故以學習為導想的教學語法重視的是
，學習什麼樣的語法、怎麼學)以及重視教學者該如何進行教學
(Xing 2006, 盧 2004)。
本計畫申請人因了解華語文教學的理論研究與實際教學現場之間存
在著隔閡，因此，本計畫預計將透過語料庫語言學為本的分析方法
，進行使用頻率及偏誤頻率的雙向比對及驗證，呈現語法點在教學
上的最佳排序，冀望能使華語語法教學邁出舉足的進步。
此外，日新月異的數位科技使得語言教學的模式隨之改變，華語教
學也走向科技數位化，許多華語數位產品的推出提供學習者更多的
選擇。數位科技與網際網路的發達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得教
學與學習的模式變得更自由、便利且即時。
本計畫預計將語法點歸類、訂定頻率塊排序，經過語料庫為本的比
對與驗證，再以創新科技的技術建置「中文語法數位平台」，此此
一教學數位平台能為不同需求的使用者(華語教學者、華語學習者、
華語教材編輯者)提供語法點的相關資訊查詢與說明，學習者語料的
偏誤類型，做為語法點說明及正確例句的對比。
本計畫以創新科技所建置之中文語法數位平台，以實用性為優先考
量，因此，將規劃以實證研究方法進行教學實驗，探討教學者的教
學成效與學習者的學習效益，以評估本計畫所建構之中文語法數位
平台的科學性、客觀性及實用性。

中文關鍵詞： 創新科技、教學語法、數位平台、實徵研究、教學評估

英 文 摘 要 ： Pedagogical grammar has been a highly valued and discussed
issue in language teaching. Nasaji and Fotos (2011)
indicate that in the process which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 for precise and fluent us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pedagogical grammar” mus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anguage teaching designs and
activ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is believe that pedagogical grammar
provides learning rules reflecting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gress of learners (2000). Accordingly, the learner-
oriented pedagogical grammar puts emphasis on what grammar
to learn, how to learn, and how it is taught (Xing 2006,
2004).
The project applicant notices the gap between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nd empirical teaching in CSL teaching.
Therefore, the project, applying corpus-based analytical
method, aims to propose the optimal ranking for teaching
grammar in Chinese by comparing and verifying the frequency
of grammar’s total usages and error usages, making
progress in Chinese grammar pedagogy



In addition, the changing digital technology has made the
way of language teaching different. Nowadays CSL teaching
is digitalized; more and more Chinese digital products
provide more and more choices for CSL learner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has
broken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mak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re free, convenient and instant.
The project will follow the steps: first, ranking the
grammar in frequency order and classifying them by
frequency ranges; second, verifying the ranking with
corpus-based comparison; third, construct a “Chinese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apply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The CSL teaching digital platform provides all needs of
users (Chinese lecturers, Chinese learner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editors, and so on) to search for the
information of Chinese grammar and error types of
learners’ texts as the illustr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grammar and example sentences.
The Chinese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ed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y is considered most about the
practicality. Therefore, the project will design teaching
experiments a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in which the result will
be adopt to evaluate the scientificity, objectiv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platform.

英文關鍵詞： innovative technology, pedagogical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empirical research,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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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1. 中文摘要 

教學語法一直是語言教學中，高度被重視及討論的重點。Nasaji and Fotos(2011)提到，若二語學習

者在學習目標語的過程中，可以發展溝通技能並能夠準確流利的使用語言達到溝通目的，那麼在整個

語言教學設計與教學活動，「語法教學」佔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在華語教學領域則認為教學語法是針

對學習者語言習得規律提供一套學習規則系統(劉 2000)，故以學習為導想的教學語法重視的是，學習

什麼樣的語法、怎麼學)以及重視教學者該如何進行教學(Xing 2006；盧 2004)。 

本計畫申請人因了解華語文教學的理論研究與實際教學現場之間存在著隔閡，因此，本計畫預計

將透過語料庫語言學為本的分析方法，進行使用頻率及偏誤頻率的雙向比對及驗證，呈現語法點在教

學上的最佳排序，冀望能使華語語法教學邁出舉足的進步。 

此外，日新月異的數位科技使得語言教學的模式隨之改變，華語教學也走向科技數位化，許多華

語數位產品的推出提供學習者更多的選擇。數位科技與網際網路的發達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得

教學與學習的模式變得更自由、便利且即時。 

本計畫預計將語法點歸類、訂定頻率塊排序，經過語料庫為本的比對與驗證，再以創新科技的技

術建置「中文語法數位平台」，此此一教學數位平台能為不同需求的使用者(華語教學者、華語學習者、

華語教材編輯者)提供語法點的相關資訊查詢與說明，學習者語料的偏誤類型，做為語法點說明及正確

例句的對比。 

本計畫以創新科技所建置之中文語法數位平台，以實用性為優先考量，因此，將規劃以實證研究

方法進行教學實驗，探討教學者的教學成效與學習者的學習效益，以評估本計畫所建構之中文語法數

位平台的科學性、客觀性及實用性。 

 

關鍵詞：教學語法、數位平台、實徵研究、教學評估 

 

2. 英文摘要 

Pedagogical grammar has been a highly valued and discussed issue in language teaching. Nasaji and 
Fotos (2011) indicate that in the process which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 for 
precise and fluent us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pedagogical grammar” mus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anguage teaching designs and activ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is 
believe that pedagogical grammar provides learning rules reflecting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gress of 
learners (劉 2000). Accordingly, the learner-oriented pedagogical grammar puts emphasis on what grammar to 
learn, how to learn, and how it is taught (Xing 2006; 盧 2004). 

The project applicant notices the gap between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nd empirical teaching in CSL 
teaching. Therefore, the project, applying corpus-based analytical method, aims to propose the optimal 
ranking for teaching grammar in Chinese by comparing and verifying the frequency of grammar’s total usages 
and error usages, making progress in Chinese grammar pedagogy 

In addition, the changing digital technology has made the way of language teaching different. Nowadays 
CSL teaching is digitalized; more and more Chinese digital products provide more and more choices for CSL 
learner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has broken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mak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re free, convenient and instant. 



II 
 

The project will follow the steps: first, ranking the grammar in frequency order and classifying them by 
frequency ranges; second, verifying the ranking with corpus-based comparison; third, construct a “Chinese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apply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The CSL teaching digital platform provides all 
needs of users (Chinese lecturers, Chinese learner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editors, and so on) to search for 
the information of Chinese grammar and error types of learners’ texts as the illustr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grammar and example sentences. 

The Chinese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ed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y is considered most about 
the practicality. Therefore, the project will design teaching experiments a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in which the result will be adopt to evaluate the scientificity, 
objectiv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platform. 

 

Keywords: pedagogical grammar, digital platform, empirical research, teaching evaluation 

 

 

 

 

 

 

 

 

 

 



1 
 

一、 計畫內容與成果說明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教學語法是語言學與教育學間的科際學問，教學語法應以學習者為主，針對學習者的目標、能力

心理等因素改寫科學性語法而成(王 1988)。其特質須包含實用性與適用性，也需要簡明及可操作性(崔 
2003)。教學語法重視學習者該學習什麼樣的語法，以及要如何學習語法；學習者面對的是學什麼跟怎

麼學；而教師則是面對教什麼跟怎麼教(Xing 2006；盧 2004)。語法的教學從 Olin(1994)確立「教學語

法」(pedagogical grammar)的觀念後，教學語法一直是語言教學中被討論的重點，教學語法建構在理論

語法的基礎上，是一種被安排過的規範性語言，是為了第二語言學習者設計的語法分析語教學規則

(Odlin 1994)，而更早之前，即有學者提出教學語法的根基是由語法理論經過過濾(Filter)、調整進而實

踐語法教學(Stern 1992)，而華語教學場域對教學語法定義則認為，教學語法是別於母語者學習的語法，

是針對學習得者語言習得規律提供一套學習規則系統(劉 2000)。楊寄洲(2000)指出，在語言教學中存在

著理論語法與教學語法兩種不同的系統。理論語法是從大量言語事實中總結概括出來的，基於理論上

的理據作為一種知識進入學生的記憶系統，因此也不具可操作性。而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語法屬教學語

法體系。雖與理論語法密切相關，但不同之處在於，它要把理論語法具體化，還原和重現言語事實。

對外漢語的教學語法在應用的過程中對理論語法進行了科學的篩選和程式化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教學語法體系。 

語法點架構的蒐集與整理已於本計畫申請人 105 年度執行的計畫「中文階層式語法點建置及其應

用」(MOST 105-2410-H-003-088-)進行相關研究，歸入中文階層式與法架構中，經母語語料庫－中文十

四字語料庫進行語法架構之驗證，並以 4 套正規華語教材中的第一冊語法點編排檢視語法架構的雙驗

證方法，結果顯示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符合母語語料庫的高頻語法使用頻率及與華語教材中的語法編

排趨勢。本階段根據已有之研究成果建置中文語法平台，以期先完成教學端之建置，並將階層語法內

之整理更加細緻化，補足並調整前一階段之建置成果。 

1.2 研究目的 

為降低華語文教學理論與教學現場間的落差，本計畫透過語料庫語言學的分析方法、母語使用頻

率及二語偏誤頻率雙向比對、當前華教材與法點排序比較之科學性驗證之方法，設計出中文語法階層

並建置平台，透過數位科技使本成果提供給教學及教材編纂上做為有力的參考依據，同時也成為獨立

的中文語法點查詢及教學的重要資源。在本計畫申請人的 105 年度計畫中，因執行時程之故，尚未發

展至應用階段，因此，本計畫以之前的相關研究成果為基礎，在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建置完成後，除

了應用於教材開發與編寫及華語教學中，尤其是在華語文寫作教學方面，並規劃以創新科技建構中文

語法數位平台，更進一步達到以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為本，發展華語語法的教學法，開發設計出一套

完成的中文語法數位教學平台的教與學查詢系統。然因時間不足，在完整資料的同時，本階段先建置

教學端，並規劃下一階段教學端的建置並規劃教學驗證。 

2. 文獻探討 

2.1 教學語法排序相關研究 

難度與頻率在語法教學上是當前備受討論的面向。20 世紀時期所興起的對照分析假說(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CAH)主張透過兩種語言大量的資料比對與推測可知語言難度(Brown, 2007)，隨著

此假說的興起，陸續有學者以預測實證的方式提出難度等級模式(Stockwell, Bowen and Martin,1965)，
並調整難度模式(Clifford Prator,1967)等，另鄧守信(2009)根據 James(1980)的結構規則，再加入語義考

量，提出情境、結構、辭彙影響語言難度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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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頻率部分，許多語言學家提出以頻率作為語法排序的規則。過去已有實證研究發現與頻率相符

的學習現象，例如習者在學習高頻詞時能迅速的判斷該詞在句子中的任務(Forster 1976)；學習者對於

高頻詞拼寫比低頻詞更為準確(Barry and Seymour 1988)等在華語教學中，語法排序的準則與教學或習

得的順序常有一段落差，不少語言學家都提出類似的觀點(周 2002)且認為語法教學應以自然語研習得

及二語習得研究成果作為基礎、注重實用原則並視教學對象調整 (施 1988；鄭 1991；鄧 2009)。 

然而教學語法的排序依據至今仍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應將語法做篩選與編排(呂1999)，
在難度或頻率上應循序漸進(楊 2000)，也有學者認為應先將語法點排序後再以累進的方式教學(陳 
2007)，而語法則應視是否為學習難點、實用性高來提升或降低重要性(陸 2000)。在難度上的爭議來自

於一個語言的難度是否真的可預測及語言的難度會隨比對語言的不同而有所變動。所有語法的屬性難

以完全將所有的語法分類、缺乏從簡單到困難的語法教授為有效方法的實證研究(Brown 2007)、且無法

描述兩種語言中細微的差異，因此分級可能造成許多無法比對的語法而產生更多的特殊句型，增加學

習困難。因此當前透過頻率作為難度分級的參考之一，為在困難度或情境不客觀、排除經驗法則與減

少特殊句型前提下較佳之作法。 

2.2 語料庫運用於語言教學相關研究 

由於資訊科技進步，二十世紀末興起以語料庫為本的研究(Ku and Francis 1967)，語料庫成為重要

的研究資源，透過大量語料的蒐集與分析，語言學家可比過去更加容易分析真實語料中的語言現象

(Huang, Chen and Chang 1997)，也提供研究者各面向更客觀的證據(盧 1999)。除語言學研究受語料庫興

起而有所轉變，語料庫語言學也影響了語言教學的研究與趨勢，如句法結構描述的翻轉、詞彙教學與

語法教學結合更緊密、語法教學更具系統性等(Conrad, 2000)，且語料庫的使用在協助語言教學與學習、

語言師資培訓、語言分析優點多於缺點(Samburskiy 2014)，甚至有學者提出應以語料庫為本重新設計二

語教學課程(O'Donnell 2012)。 

透過語料庫技術，語言研究可提供更多更符合學習歷程與教學需求的資源。在學習者特徵與學習

歷程的部分，在詞彙特徵方面，張莉萍(2013a)嘗試分析了不同能力學習者使用高頻動詞的情況，與英

語學習一樣，隨著學習者語言水平的提高，使用高頻動詞的頻率越趨近本國人；在語法特徵方面，張

莉萍(2013b)則是利用本國人語料庫與學習者語料庫的對比，企圖找出不同能力階段學習者的句式表現

特徵，例如，把字句、被字句。在教學資源方面，O'Donnell(2012)以兩個大學的語料庫發展以英文為

第二外語的句法結構分析系統計畫，該系統不僅提供分析同時也結合語言學習平臺計畫，提供教師以

系統教學；Lu (2016, 2011)則致力於語料庫語言教學研究，推出基於語料庫所發展的二語句法複雜度分

析器(L2 Syntactic Complexity Analyzer, L2SCA)，L2SCA 利用多項測量指標對大量數據進行分析，研究

者透過大量的語言發展數據觀察學習者句法複雜度的發展趨勢過程，能夠比較不同測量指標與學習水

準之間的關係，且更顯示出學習者的母語背景對句法複雜度的各個維度的影響。幫助研究者比較不同

測量指標與學習水準之間的關係。 

語料庫語言學發展至今，產出不同多樣的產品及研究，對語言教學的幫助甚豐，讓語言教學邁向

更進階的領域，因此本計畫基於語料庫語言研究之精神，以語料庫為本，發展一套學術理論與科學數

據兼備的階層式中文語法架構。 

2.3 創新數位科技輔助華語教學相關研究 

數位科技與電腦網路的發展，也帶動電腦輔助教學。在電腦輔助教學中，最常見與電腦網路學習

為數位學習「e-Learning」，e-Learning 被歸類為廣義和狹義兩種(Clark and Mayer 2011)，狹義的

e-Learning 僅指「網路學習」而言，而廣義則指相對於紙本教材，無論是透過網路整合學習方式或經電

子化設計的 e 化教材學習，皆可稱為 e-Learning。而在華語教學上，隨這網路科技進步，各種技術、平

台與系統開發，使華語數位學習管道日益多元化，教學方法與資源也較過去多樣創新，現今許多教學

產品已經打破資訊技術層面的禁錮，華語教師可依照教學需求，設計並建置個人數位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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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科技進步，從早期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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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無線網路為主的行動學習時代( Liu and Hwang 2010)，使學習者可以

根據自己的情況安排，不受時間地點學習。數位教材的型式也從「紙本教材電子化」到「互動式多媒

體數位電子書」，更進一步到「套裝華語數位教材軟體」教材。其中互動式多媒體數位電子書，運用了

多元且豐富的多媒體技術，以 Flash、了影像、聲音等多媒體使得教材內容貼近現實生活，同時也讓教

學內容更加豐富，如：《Hello,華語!》(2013)教用電子書。而套裝華語數位教材軟體係運用網路多媒體

課程要件與多元的教材系統結合。此類教材結合了網路技術及多媒體資源，並將個別的教材元件整合

成一套教材軟體，如：《長城漢語》。套裝華語數位教材軟體除具有豐富的多媒體教學內容外，更融合

學習、測驗、評量及互動回饋機制，並結合網路互聯平台管理，即時追蹤學習進度與測驗學習成效。 

除數位教材之外，目前也有許多新興的數位華語教學平台，提供教學者與學習者更多選擇，在平

台方面，「Second Life 」(http://tell.aclc.ntnu.edu.tw/index.php/outputs/language-island)將 3D 虛擬實境結

合電腦輔助教學。在網站資源方面「華語 e 起來學習網」(http://cel.wzu.edu.tw/)建立以互動學習為宗旨

的動態學習網站；「TOCFL 華語詞彙通」(http://huayutools.mtc.ntnu.edu.tw/TS/)提供斷詞及「語音評量」；

遠東出版社推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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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to-Speech (http://www.sitepal.com/ttswidgetdemo/)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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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漢語教材編寫指南」(www.cltguides.com/)則提供教學者多樣的範本豐

富的教材資源編寫講義、編制教輔、編著教材。另外，「My CT 臺大溝通華語」是由臺灣大學研發之華

語語音辨識軟體，從發音、節拍、音調、音量四方面評量學生的華語，並以 3D 動畫顯示正確的發音方

式。由資策會與台師大創研所研發「ChineseBlvd」(華語街)利用中文語用分析技術所建置，提供教師

進行遠距多人同步教學，也有文字、圖片、語音和影片等多元播放內容，以及真人錄製的語音評分，

增加學習語言的互動性。目前也有針對聽、說、讀、寫四個技能發展的組合型教學平台，由台灣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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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之各平台與數位教材，發現當前數位資源多提供單向的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缺乏

雙向之互動學習，雖然有文獻指出培養華語聽說讀寫技能的重要性，但多數教材僅強調學習者在閱讀

的能力(湯 2012)，且以語法教學或語法資訊說明的數位教學平台較少。有鑑於此，本計畫之數位平台

從教學者角度出發，整合語法說明、搭配規則及語法練習，不但能作為查詢工具，提供教學者備課所

需基本資訊，減少教學者到處搜尋資料之時間，再結合語法練習功能，使教學者與學習者能夠過平台

互動，更能與其他華語教學平台結合，提供更多元解完善之服務。 

3. 研究語料及方法 

3.1 研究語料 

本計畫以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如下圖 1 所示)應用於華語寫作教學，並將中文語法數位平台與其他

教學平台鍵接，故先由母語者語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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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 2014c)與華語文教材(當代中文課程、

成功之路、新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漢語課本)等三個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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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學習者及教材研發者三種角度發展之語料觀察語法架構是否符合「常出現常錯

誤」以及「常出現不常錯誤」的高優先教學順序。本階段計畫以前面探討之成果為基礎，所建置之系

統平台內容、架構將於 4.2 節做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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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中文階層式語法點架構 

3.1.1 中文十四億字語料庫(Chinese Gigaword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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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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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Hong and Huang 2006)做為篩選工具，篩選

後對照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的數據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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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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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4734 

2 句子主要成分 實詞 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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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主要成分 實詞 代名詞 指示代名詞 這 1852548 

7 句子架構 複句 聯合結構 並列關係 也 1820263 

8 句子架構 單句 對等   及 1756703 

9 句子架構 單句 對等   和 1448333 

10 句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介詞   對 1398626 

11 句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否定詞 否定或拒絕 不 1379112 

12 句子主要成分 實詞 動詞 能願動詞 會 1027842 

13 句子架構 複句 偏正結構 轉折關係 但 1003578 

14 句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數量副詞 都 890876 

15 句子架構 複句 偏正結構 轉折關係 而 869711 

16 句子架構 複句 動補結構 結果補語 V+VH 784999 

17 句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時貌 了 動詞+了 712377 

18 句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副詞 程度副詞 最 666990 

19 句子主要成分 實詞 動詞 能願動詞 要 57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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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句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結構語助詞 所 所＋動＋的 523760 

21 句子架構 複句 聯合結構 數量副詞 還 419393 

22 句子架構 複句 聯合結構 遞進關係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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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359 

26 句子架構 複句 聯合結構 遞進關係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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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詞 代名詞 指示代名詞 那 155543 

48 句子主要成分 功能詞 介詞   把 152711 

49 句子架構 複句 偏正結構 目的關係  為了 143250 

50 句子主要成分 實詞 動詞 能願動詞 應該 136266 

 
表 1 是前 50 筆母語者最常用的高頻語法點，當中句子主要成分占了 30 筆，句子架構則有 20 筆，

由此可知，語法功能強及具有多重功能性的成分是母語者在進行溝通時最常使用的，如排序在第一個

的「是」、第二的「有」、第六的「是」也」、第十的「不」等等，雖然這些成分多以單字或單詞呈現，

但往往成為一個句子的最重要的語法關鍵，具相當的辨識性，因此將其視為優先教學的語法項目，實

有其必要性。 

此外，表 1 也說明了母語者使用語言結構的情況，因為語法點的順序與大多華語語教科書有些微

差異，如：時貌「了」排序為第 17，頻率為 71,2377 次，算是非常高頻的語法點，在《遠東生活華語》

(1970)第 2 課就第一次出現，但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7)跟《當代中文課程》(2015)皆直到第 10
課後才第一次出現，這說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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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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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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也

建置了「常用語法介面」，提供使用者參考，這部分的詳細說明與成果將於 4.2 節呈現。 

3.1.2 華語文寫作語料庫(Chinese Written Corpus) 

除了母語語料庫之外，本計畫以華語文寫作語料庫(Chinese Written Corpus, CWC)(洪嘉馡 等人 
2014)中外籍生寫作語料進行錯誤分析，從語料當中獲取學習者易犯錯的語法點資訊檢視整個階層式語

法架構建置適切性。再對照其文本分數，此一面向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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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於 CWC 語料庫中隨機抽取 50%筆語料作為分析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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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進行據法偏誤類型的標記，標記示意如下表 2： 

表 2：華語文寫作語料庫比對示意 

 

 

 

由 CWC 語料庫中隨機抽取約 50%的語料，大約 7,718 筆語料，偏誤比對完成後，可以做雙面向驗

證，其一是以階層式語法架構的三大類別：句子種類、句子架構、句子主要成分做圖表分析；其二是

由初、中、高各層級學習者的語法點偏誤走向分布的整合數據。從階層式語法架構出發整合 CWC 語

料之數據分布，如表 3。 

表 3：華語文寫作語料庫偏誤分布 

語法結構 低階 中階 高階 偏誤次數 

句子主要成分 401 5381 661 6443 
句子架構 72 1011 151 1234 
句子種類 2 32 7 41 
總計 475 6424 819 7718 

 
從表 3 可以看出兩個面向的偏誤語法的數據走勢，其一是以學習者的層級而言，三個階段的學習

者在中階反映出最多偏誤語法數量，其二是高階偏誤，數量為 819 個，而低階的語法錯誤僅有 475 個，

此數據忠實反映出寫作語料庫特性及目前華語學人口分布，即是中階學習者人數最廣泛，低階學習者

因尚未掌握足夠的詞彙資訊與句法知識，所能運用的知識並不多，也因此產出也相對較少；中階學習

者因為累積了相當的知識量，也因為此一時期的學習者傾向不論對錯、大量地使用自己所學所有的資

訊，因此會有相等數量的輸出；而高階學習者因為明顯的意識到自身的學習錯誤並避免使用的關係，

產出相對減少，卻又會比低階學習者稍增。另一面向的數據可從三個語法的架構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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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見得因為句子主要成分中的涵蓋最廣泛，

因此呈現三個語法架構的數量高峰，本計畫將以三個語法架構的偏誤數量再行更深入的研究，所得出

之結果再與已建置完成的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對照，驗證語法架構的結構與內容。 

3.1.3 華語文教材(Chinese Textbooks) 

近年來，隨著華語教學理論與教材編寫理論的發展，加以教學經驗的累積，教材種類也越來越豐

富，曾有學者將教材分為初中高階系列教材、學歷教材及非學歷教材、通用教材及專業技能教材(聽、

原句 修改後 分數 詞性 詞彙 語法點 語法點追蹤 

住在那裡的親人

也都去世 

住在那裡的親

人也都去世了
7 Di 了 時貌「了」

句子主要成分-功

能詞-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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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讀、寫)，國別性教材、特殊用途教材(如：文化類、醫學類)等等分類(李 2005)。每一套教材對於

課文、生字、生詞、語法及教學活動皆自有其編寫原則及規範。本計畫以目前較常被使用的正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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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套教材因著重性質與教學目的略有不同，因此，在課時、單元、語法點出現的排序上也略有差

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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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差異也是本計畫欲探討課題之一，即是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究竟能否對這些語

法點編排提出理據並建立更有利的準則。 

3.2「中文階層式語法」排序與驗證 

3.2.1「中文階層式語法」建置與歸類 

本計畫所構建之語法數位平台考量到教學語法及理論語法的原則，在實踐語法點架構的建置時，

整合第二語習得理論及實用為先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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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在語法點蒐集與彙整方面，於本計畫申

請人的 105 年度，從短期式華語文教材和正規式華語文教材所整理蒐集了 339 種學習者最需要學習且

最常使用到的語法點或最需要學習，但常容易使用錯誤的語法點，經由參照多本華語文教學研究書籍

所訂定之語法架構，進行語法點歸類並且進行頻率分區，除了可以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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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夠應用於其他數位教學平台，因此，本計畫將以雙語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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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探討中文語法數

位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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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最終目標，是預期將中文階

層式語法點以創新科技建構成一個語法數位平台及應用於華語教學，並以實證研究進行教學實驗以評

估本計畫所建構之語法數位平台的適用性及客觀性。 

 
圖 2：本計畫之研究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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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紙本教材以文字為主要方式傳遞資訊，提供教師便利的教學資源，亦滿足了學生的學習需求

(Onderdonk, Allen and Allen 2009)。然而，紙本教材編輯出版的時間較長，內容無法快速更新或是修正，

因而大大地削減了使用者的方便性。如今隨著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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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述得知，數位教材帶動

學習策略的改變，教師所編輯的數位教材，可實際依照學習者的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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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階層式語法架之發展也依循數位學習的模式，從蒐集、彙整、

建置到數位教學平台建置，進而發展線上教學，整體研究步驟如下圖 3： 

圖 3：本計畫之研究步驟 

根據申請人在 105 年度所執行的計畫，參考《漢語語法百項講練-初中級》(2011)、《漢語病句辨析

900 例》(2010)、《對外漢語語言點教學 150 例》(2008)、《外國人漢語學習難點全解析》(2012)、《新版

實用視聽華語》(2007)、《漢語語法教程》(2002)、《遠東生活華語》(1970)等教科書類型之書籍進行統

整。《漢語語法》(Li and Thompson. 1981)、此外，也參考《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7)、《漢語語法教

程》(2002)、《實用現代漢語語法》(1996)等教材中語法點在課文中的分布進行彙整，並參照多本華語

語法學研究書籍(劉 1997；劉 1996；盧 1996)訂定之語法分類為「句子種類」、「句子架構」、「句子

主要成分」三大主要分類。經過二階段的整理，將各語法點歸入已安排好的分類架構下。其詳細說明

及圖示將於 4.2 節進行說明。 

3.2.2「中文階層式語法」三面驗證 

華語語法的教學順序與範圍可以經由教材安排，且通常沒有一定的準則及規定，但對於在教學現

場的教師而言，仍需要再進行更多的相關語法教學設計，如此教學模式一方面給教師很大的自由，但

也同時在課程準備上耗費許多成本。本計畫從母語者(中文十四億字語料庫)驗證語法架構是否符合「急

用先學」(鄭 1991)原則、從二語學習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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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教材開發者(華語文教材)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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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母語與二語語料偏誤分布對比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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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語料庫完成排序，同時華語

文寫作語料偏誤語法也比對完成後，將進行兩個語料的總對照。首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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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架構
建置

語法點
歸類

三面向
語料驗證

語法點
頻率塊劃分

語法數位
平台建構

語法數位平台
應用於華語教學

應用於華語寫作
教學之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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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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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語法點視為 280 種錯誤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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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從兩者對照來看，可明顯看出高頻偏誤語法點，同時也會是高頻使用語法點，而各區內偏誤語法點

及偏誤語法點數量也呈穩定遞減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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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節「三面向語料驗證」所提之語法學習四個假設面向中「常出現、常錯誤」的觀

點。由此可知，本計畫認為，在教學語法時，應該是錯誤高且使用率高的語法點應該優先教學與學習。 

（二）二語寫作語料庫偏誤語法分析 

在語寫作語料的 7,718 筆偏誤語料比對完成後，接著進行雙面向驗證，其一是以階層式語法架構

的三大類別：句子種類、句子架構、句子主要成分為主，進行圖表分析；其二是以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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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數據相對大量的句子架構與主要成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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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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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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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兼具高頻偏誤與高頻使用率的語法點，都是語法教學的重點項目。 

（三）華語文教材與語法架構對照分析 

市面上的華語文教材因為其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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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套教

材中的第一冊針對語法點編排部分與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跟中文十四億字語料庫對照的前 50 筆，數據

表 1 進行語法點編排的比對，結果如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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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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表 7 的比對資料裡，可以清楚看出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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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成左右。此外，從表 7 亦可觀察到教材

編寫者的經驗累積與大數據所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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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語法架構中排序的第一個語法點，有就

是再母語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而「是」在《當代中文課程》(2015)以及《成功之路》(2008)第一冊第

一課出現；在《新實用漢語課本》(2007)的第一冊第三課，而在《新實用視聽華語》(2007)是在第二課

出現。又如能願動詞「會」則是在《當代中文課程》(2015)中第一冊的第五課出現，《新實用視聽華語》

(2007)的第七課，在《新實用漢語課本》(2007)的第十課，而《成功之路》(2008)在第一冊尚未出現「會」

這個語法點，這些分析結果說明，對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而言，架構中語法點的安排同時有語料庫及

具有教學經驗豐富的教材編寫者的支持。 

（四）排序與頻率塊劃分 

華語語法點的排序雖尚未有確切的定論，但是實際教學上、教材編寫上卻是無法點避免需要面對

的課題。學界針對語法點如何排序也有不少討論，不管是有豐富經驗的教學者或是研究理論的語言學

者都相信語法教學應該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李 2005, 楊 2000, 陸 2000, 鄭 1991)。根據本計畫在

4.2.2.1 節「中文十四億字語料庫及寫作語料偏誤分布對比」所述，依照頻率排序語法點仍是目前最能

推行且作有效率的方法，其中，鄧守信(2009)對於排序提出詞頻(絕對頻率，口語和書面語也會有差異)、
頻率塊(frenquency block，頻率範圍的詞具相同地位)以及語法點的頻率三種不同排序依據。而在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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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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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為四個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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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出四個交叉的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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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個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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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面向提供於教學順序的訊息，詳細說明於系

統建置中之成果，將於 4.2 節呈現。 

3.2.3 數位平台建置規劃與實證研究設計 

（一）數位平台建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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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將本計畫申請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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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新科技建構為中文句法數位平台，這是一個可提供教學與學習的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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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其建置概念圖如下圖 4： 

 
圖 4：以創新科技建構中文語法數位平台之建置概念圖 

從圖 4 可看出，中文句法數位平台主要分為兩大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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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學者可以簡易查詢到某一語法點的脈絡，並提供特定語法點的說明，其說

明資訊示意圖，如下圖 12，清楚地顯示特定語法點的脈絡，說明、在例句的部分除了提供正確例句外，

同時預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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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指派適性練習題給特定需求的學習者練習。 

本計畫以創新科技所建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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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畫規劃第三年的研究重點

工作將應用於創新科技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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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提供線上寫作教學與學習的回饋工具，指出華

語學習者錯誤部分及修訂參考，並提供給教師及華語學習者追蹤學習成效過程，同時亦提供學習者個

人化線上學習教材的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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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溝通及聽讀，寫的技能是第二語言學習中較難掌握的一項語言技能，

二語學習者需將學過的語法、已掌握的詞彙知識加以自身創意發想、構思成文，也因此更能即刻的看

出學習者的偏誤語法。對於學習者而言，是否能恰當使用語法點，或者難度較高的語法點，評分時都

是重要的關鍵因素，也是影響評分結果的重要關鍵(Chang et al 2015)。因此，本計畫的目標是藉由之前

研究成果，及本計畫在執行第二年時，將中文語法數位平台，融入「以華語文為外語的寫作自動評估

與教學策略」計畫中的「華語文寫作自動評估系統平台」，成為整合型的教學平台，更能全方位的為華

語教學服務。 

（二）教學實證研究設計 

在華語教學蓬勃發展的時代，教學策略發展及相關產品的推出為華語教學增添許多可能性。然而，

為因應目前世界學習華語之熱潮，但又因華語教學比起英語教學而言，其發展稍遲，導致華語文教學

產品往往追求快速推出，如此一來，看似為華語教學的教學者與學習者提供更多選擇，卻始終因缺少

實證研究的科學性、客觀性及成果讓教學產品的公信力道稍減。本計畫以創新科技所建置之中文階層

式語法架構與中文語法數位平台，以實用性為優先考量，將以教學實證研究的方式於寫作教學上進行

評估，進而規劃發展將與中文語法數位平台鍵接本計畫主持人於邁向頂尖計畫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

所發展的「華語文寫作自動評分與回饋」系統平台，這是為了希望在教學時，可以提供教學者更具豐

富性、科學性、全面性的教學輔助系統，並且對於學習者能提供具有真實性、實證性、系統性之學習

材料，用以提升學習成果之效能，再以問卷調查法及深度訪談法探討與分析實驗對象是否因使用平台

而達到提昇學生的華語語言能力之成效，提供相關授課老師在教學上所需的教學輔助系統，並透過其

在教學規劃、課程設計及課堂活動安排，探討教學者的教學成效與學習者的學習效益，以評估本計畫

所建構之中文語法數位平台的科學性、客觀性及實用性。本計畫未來實驗設計與後續規劃將於 4.3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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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4. 結果與討論 

本階段計畫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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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不同使用者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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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計畫時程的關係，且為後續教學實證實驗做準備，由於本計畫原規畫三年期，在有

限時間之下，本次計畫優先建置後端管理平台及教學端，並完善各項功能，再逐步拓展至學習端。再

建置過程中，本階段計畫也針對語法架構及分類作細部調整，使整體更加完善。 

4.1 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調整 

本次計畫執行過程中，配合系統建置針對各項語法點再做更嚴謹的討論與分類，並進行了小部分

的語法架構調整。而本次語法架構調整僅影響同一語法點中不同語法功能之拆分方式，因此不影響 105
年研究成果中依母語使用頻率及二語偏誤排序之 280 筆語法。經調整之後，原先三個階層中的語法筆

數略有調整，語法類型總數從原本的 339 種，到目前調整後的 336 種，分別是：句子種類從 61 種減少

至 46 種，句子架構從 110 種增加至 119 種，句子主要成分從 168 種增加至 171 種。中文階層式語法架

構調整的詳細說明，如下： 

1. 整體架構調整：在系統中整體分類架構部分，句子架構下的複句形式中增加「承接關係」，將

「於是」、「然後」、「接著」三個連接詞列入，「句子種類」及「主要成分」之整體架構則不變。 

2. 各階層內語法筆數調整：在各階層內，重新檢視各語法後進行拆解或合併，如「句子主要成

分中」將「是」及「有」的各項語法功能進行拆解或整併。重新調整後，句子種類從 61 種減少至 46
種，句子架構從 110 種增加至 119 種，句子主要成分從 168 種增加至 171 種。 

在句子種類部分，整併部分句式，使分類更加簡單清楚，如在形容詞位語句部分，原分為「主語+
形容詞」、「主語+程度副詞+形容詞」、「主語+形容詞+補語/了」、「主語+程度狀語+形容詞」、「主語+非
程度狀語+形容詞」、「狀語+主語+(狀語+)形容詞」、「主語+形容詞+補語」、「主語謂語皆包含數量詞短

語」、「兩者皆為數量詞短語」、「帶有形容詞或數量詞的名詞短語」等十種，經調整後僅分為「主語 + (程
度狀語/非程度狀語)+形容詞」、「形容詞謂語句－狀語+主語+ (狀語) +形容詞」及「主語+形容詞+ 補語」

等三種主要結構。 

在句子架構部分，則將部分結構再拆解更詳細，如「關係子句」再拆分為「限定子句」、「非限定

子句」、「無空位關係係子句」、「描述子句」，並增加「承接關係」之主要句式，讓使用者更清楚區分各

句式間之不同。 

在句子主要成分部分，則主要將「是」和「有」的語法功能分項調整。調整後將「是」分為「是–
表示事物存在（名詞組或動詞組）」、「是–與『就』連用」、「是–…為了…」，「有」分為「有－表具有」、

「有－表存在」、「有－說明主語包括的內容」、「有+所」。 

3. 尚未搜尋出母語筆數：由於部分語法結構相同，但實際語言使用上並不同，如主謂謂語句中

說明、省略、給予接受等三種結構均為「大主語(S1)+小主語(S2)+動詞片語(VP)」，如此一來使用 Gigaword
搜尋母語使用次數時，無法針對其中一項作更精準的搜尋，因此造成母語次數計算上之困難，此部分

在下一階段計畫將繼續作合理適當的處理。 

4.2 中文語法庫建置成果 

本階段建置管理後台及查詢功能兩大部分，透過管理後台，管理員在管理語料內容上不需透過工

程師，可更快速的維護、修正及更新，在帳號管理、錯誤回報等部分也相對更為容易。在查詢功能部

分，完成三個階層「句子種類」、「句子架構」、「句子主要成分」之架構建置以及各語法點之說明、例

句與頻率塊之資訊提供，並提供「常用語法」之排序。管理員及使用者可透過下列登入口進入系統進

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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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管理員登入介面 

 

圖 6:使用者登入介面 

以下小節將依管理功能、查詢功能兩部分作各介面功能之說明。 

4.2.1 管理功能 

透過後端管理平台，在資料新增、修改、帳號管理、測驗題目管理、錯誤回報與檢查上都較快速

且容易。管理人員可透過批量新增的方式大量且迅速地上傳資料與開通帳號，並可做語料內容之管理、

更新與維護，例如新增例句等，如圖 7 所示。 

 
圖 7:語法資料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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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查詢功能 

（一）各階層架構圖示 

進入系統後，使用者可看到三個語法階層的說明與按鈕，使用者可選點欲查詢的部分，也可利用

關鍵字查詢，如圖 8 所示。 

 
圖 8：階層式語法說明畫面  

各語法點均提供語法說明、正確例句、錯誤例句及頻率塊四項重要資訊：語法說明將該語法之意

義及用法做文字說明，提供使用者參考；正確例句提供三個例句，讓使用者了解該語法之正確使用例

子；錯誤例句來源為實際華語學習者之寫作文本，並提供列為偏誤具之原因以及參考 ACTFL 標準評分

後之評分結果，可讓教師了解在此語法學習可能出現之偏誤，且可作為教師教學及舉例之參考；另外，

透過頻率塊之圖示，教師可簡單清楚理解該語法在母語使用與二語使用錯誤上之關係，並判斷是否為

該教學階段必要教授之語法點。 

 
圖 9：語法點內容之呈現資訊 

1. 句子種類 

句子種類為句型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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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疑問句下還可分為選擇問句、正反問句、是非問句等，而祈使句則依語用關係分為「命令/請求」與

「禁止/勸阻」兩分類，這些則被分在語法點這個項目下則是各句型的組成結構，以驚訝句為例，其結

構則是「太/真+形容詞」、「好/多(麼)+形容詞+語氣詞」、「嘆詞充當感嘆句」為主要結構，每一結構將

以語言單位+語言單位的方式呈現，請參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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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句子種類」架構頁面 

 

圖 11：「驚訝句」2 種類型呈現頁面 

 

圖 12：「驚訝句-太+adj+!」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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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太/真+形容詞」的架構下，點入又可分為「驚訝句-太+adj+!」以及「驚訝句-真＋adj+!」兩

種類型，請參圖 11。再點入其中一項之後就會呈現該項的說明、正確例句、錯誤例句以及頻率塊四項

資訊，請參圖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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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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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遞進結構為例，其下

一層的語法點次層還可分為11種結構，請參圖13，每一項語法點次層下都可再細分其組成結構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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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圖 14，
再點入其中一項之後就會呈現該項的說明、正確例句、錯誤例句以及頻率塊四項資訊，請參圖 15。 

 
圖 13：「句子架構」架構頁面 

 

圖 14：「遞進關係」11 種類型呈現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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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且/而且」資訊頁面 

3. 句子主要成分 

句子主要成分即以句子的組成要素--字詞彙為主，字詞彙作為句子當中可分析語法功能最小的單位

也因此兼具的語法角色及語義角色比起種類及架構來的複雜，可涵蓋在此分類的句子成分也最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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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圖 15。再往下延伸到主要扮演該分類語法功能中的成分，例如「時間副詞」下還能再細列「立刻」、

「馬上」、「正在」等等副詞，請參圖 16，再點入其中一項之後就會呈現該項的說明、正確例句、錯誤

例句以及頻率塊四項資訊，請參圖 17。 

 

圖 15：「句子主要成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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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時間副詞」呈現頁面 

 

圖 17：「已經」資訊頁面 

（二）常用語法及教學功能 

當前已建置一部份查詢之外的附加功能，如常用語法之排序可讓使用者了解依照科學驗證後排出

的語法順序，無論教學者或學習者，均可做為參考。另，目前也已建置教學者從教學端可看到學習者

端之畫面功能，此功能主要為讓教學者了解學習者可看到的內容，事先了解學習者的難點，教學者可

根據學習著看到的內容做說明或補充，使教學更具效率。未來也已規劃增加使用者自行排序的功能以

及教學管理區的功能。目前已建置之兩項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1. 常用語法 

依計畫之當前研究成果，將 50 的常用語法排去呈現於此畫面，讓教學者作為教學參考與依據，如

下圖 18，並且將規劃學習者也可看到常用語法之功能，示意圖如下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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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常用語法呈現畫面  

 

圖 19：學習者常用語法呈現示意圖  

2. 教學管理 

為讓教師了解學習者會看到的畫面，以提前預設學生可能之難點，故設計教師同時也可以預覽從

學生端可以看到畫面之功能，以「是非問句-疑問助詞」為例，學習者可看到說明、語法架構、正確例

句以錯誤例句，語法架構部分可讓學習者更了解該語法的規則，請詳參下圖 20。 



20 
 

 

圖 20：教師可預覽學生可看到之語法說明畫面 

4.2.3 教與學功能規劃 

本計畫原規劃建置「中文語法數位平台」的教學與學習功能，提供給教學者具更豐富、更多元的

教學輔助教材與提供給學習者具真實性、實用性的學習平台，但受到本計畫執行時間限制之故，於 106
年執行本計畫時，系統建置的重點皆以開始教學者端的功能為主，學生端的功能雖已經規劃完畢，但

目前尚未建置於系統上。在學生端的使用模式，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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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以較簡單的方式呈現，將說明的文字簡單化，如圖 20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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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教學實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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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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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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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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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總結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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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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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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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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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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   年  月  日 

科技部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編號：             領域： 

研發成果名稱 
（中文） 

（英文） 

成果歸屬機構 
 發明人 

(創作人) 
 

技術說明 

（中文） 
 
 
 

（200-500 字） 

（英文） 

產業別 

 

技術/產品應用範圍 

 

技術移轉可行性及預期

效益 

 

     註：本項研發成果若尚未申請專利，請勿揭露可申請專利之主要內容。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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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洪嘉馡 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003－061－ 
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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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
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
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
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2 

1. 洪嘉馡, 江郁瑩, 陳妍
儒, 張道行, 宋曜廷. 
2018. 以數位中文句法
庫輔助華語文寫作之
教與學. 第十屆國際漢
語電腦教學研討會
(TCLT10). 臺灣：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 1-3 
June. 2018. 

2. Hong, Jia-Fei, and 
Kathleen Ahrens. 2018. 
Lexical Ambiguity in 
Mandar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th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 Workshop 
(CLSW 2018). Chiayi: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2018.5 
26-28.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技術報告  篇  

其他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件 

請附佐證資料，如申請案

號。 

已獲得  
請附佐證資料，如獲證案

號。 

新型/設計專利   

商標權   

營業秘密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著作權   

品種權   

其他   

技術移轉 件數  件  

附件四 



29 
 

收入  千元 

1. 依「科技部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 2 條規定，研
發成果收入係指執行研
究發展之單位因管理及
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
授權金、權利金、價金、
股權或其他權益。 

2. 請註明合約金額。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1. Hong, Jia-Fei. 2018. 
Chinese Conjunc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Written Texts. 
Lecture Not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NAI). Volume 10709. 
pp. 510-522. [EI, 
Scopus] 

 

研討會論文 4 

1. 洪嘉馡. 2018.「階層式

語法點」在應用文寫作
數位課程的教與學—以
臺師大僑先部初階華語
學習者為對象. 國際漢
語應用文研究高端論
壇. 澳門：澳門大學. 
2018.7.30-8.2. (大會主
題演講) 

2. Sung, Yao-Ting, Jia-Fei 
Hong, Tao-Hsing 
Chang, and Shu-Ping 
Chou. 2017. Innovative 
Strategies Applying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for CSL/CFL 
beginners. Paper 
presented at ACTFL 
2017. Nashville. 2017 
11.17-19.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技術報告  篇  

其他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件 

請附佐證資料，如申請案
號。 

已獲得  
請附佐證資料，如獲證案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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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設計專利   

商標權   

營業秘密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著作權   

品種權   

其他   

技術移轉 

件數  件  

收入  千元 

1. 依「科技部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 2 條規定，研
發成果收入係指執行研
究發展之單位因管理及
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
授權金、權利金、價金、
股權或其他權益。 

2. 請註明合約金額。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人次 

 

碩士生 4 

1. 鄭語箴：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碩士班學
生。協助計畫所需之文
獻收集、適合的語料分
析、資料整理等語言分
析的相關工作。 

2. 陳敬佳：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碩士班學
生。協助相關文獻收
集、適合的語料分析、
資料整理等語言分析的
相關工作。 

3. 鍾雅婷：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學生。協助本計畫以
電腦程式分析資料。 

4. 陳羽蓁：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班學生。協助本計畫以
電腦程式分析資料、平
台系統規劃與建置。 

博士生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非本國籍 

大專生   

碩士生   

博士生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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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

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
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本計畫所建置之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與中文語法

數位平台，以實用性為優先考量，將以教學實證研
究的方式於寫作教學上進行評估，進而規劃發展鍵
接其他語言教學、寫作教學系統平台。這是為了希
望在教學時，提供教學者更具豐富性、科學性、全
面性的教學輔助系統，並且對於學習者能提供具有
真實性、實證性、系統性之學習材料，用以提升學
習成果之效能，如此一來，可提供給華語文教學在
華語語法教學上的有力佐證，亦可協助華語文教學
產業在發展華語語法的教材時，貢獻本計畫所建構
之中文語法數位平台的科學性、客觀性及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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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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二、研究成果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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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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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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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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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外語教學理事會(ACTFL)會議 

 

一、參加會議經過 

1. 11/16：赴桃園機場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前往美國。歷時約 11 小時抵達美國舊金山，

並轉機至納什維爾。 

2. 11/17：因臺灣與美國時差的關係，抵達時間是美國 11/17 上午 5：07。抵達納什維爾後，

隨即參加 2017ACTFL 會議。 

3. 11/17-11/19：參加 ACTFL 會議，於 11/18 上午論文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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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1/19：會議結束後當天下午，即搭車前往納什維爾機場，於當地晚上 17：52 搭機前往舊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061－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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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人員

姓名 
洪嘉馡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7 年 11 月 17 日至 
107 年 11 月 19 日 

會議地點 美國納什維爾 

會議名稱 
(中文) 美國外語教學理事會(ACTFL)會議 

(英文) 2017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發表題目 

(中文)  

(英文)  Innov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Applying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AES) for CSL/CFL beginners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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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轉機，並於舊金山當地 11/20 凌晨 0：05 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返台。 

5. 11/21：因時差關係，於 11/21 當天早上 5：55 返抵台北。賦歸。 

二、與會心得 

1. 本次參加 ACTFL 會議，主要皆已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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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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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策略相關，與漢字教學相關，

這些都是目前臺師大頂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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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研究團隊的研究發展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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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ACT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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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重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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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摘要：Writing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skill in language learning; however it is required in practical uses. 

The toughest for learners are to organize a paragraph from sentences and maintain coherence. For teachers, time and 

efforts are spent in fixing grammar and vocabulary errors. The teaching strategy applying AES-Han Aid will solve the 

difficulties from both ends. The top-down direction starts a writing task by designing the structure for a writing goal, 

and decomposing the task into sentence-level practice and sentence connection instruction. The bottom-up direction, by 

means of answering guided questions, helps to construct an essay from sentence completion to paragraph organization. 

The technology-incorporated strategy is based 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Corpus Linguistic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In addition,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show that it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writing performances of CSL/CFL beg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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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會議文章於會後投稿期刊的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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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帶回 2015ACTFL 會議論文摘要集會議手冊一本。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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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澳門「國際漢語應用文研究高端論壇」 

一、參加會議經過 

1. 7/29：赴桃園機場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抵達澳門。 

2. 7/30：於當天晚上到澳門大學參加「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論壇的討論會議，並與該會

議的學會組織成員及參會學者進行交流。 

3. 7/31：「國際漢語應用文研究高端論壇」會議於 7/30 早上正式開始。第一天的早上，除了開

幕式的各種籌劃會議的說明、報到與會場介紹之外，大會安排的議程是上午進行六場主題

演講的演講，由北京師範大學桂青山教授發表「時代文化的認知與把握——漢語應用寫作

的前提思考」、由香港大學岑紹基教授團隊發表「為香港非華語學生發展應用文教材的成效

研究」、由臺灣師範大學大學洪嘉馡教授發表「階層式語法點」在應用文寫作數位課程的教

與學」、由澳門大學尹德剛教授發表「時代潮流與科技進步背景下的應用文變遷」、由湖北

大學洪威雷教授發表「提倡沉浸式閱讀 提升應用文撰寫者的綜合素養」及由英國Cambridge

大學 Diana McCarthy 博士發表「Word Sense Clusterability: estimating how easily a word’s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061－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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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人員

姓名 
洪嘉馡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8 年 7 月 30 日

至 
108 年 8 月 2 日 

會議地點 
中國澳門 

會議名稱 
(中文) 國際漢語應用文研究高端論壇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 「階層式語法點」在應用文寫作數位課程的教與學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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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s can be distinguished」給予與會者對於寫作及應用文研究新的方向與議題，受益良

多。非常榮幸，我的發表被選為「主題演講」，並於開幕式後第一場次進行。另外，當天下

午共安排了兩場「大會發言」，分別有六篇、五篇文章進行發表，與會者熱烈、積極參與討

論，如同接受了各種不同的應用寫作課程的訓練。大會並於當天論文發表場次結束之後，

安排參觀校園、圖書館、展覽館行程。 

4. 8/1：會議第二天，大會安排了八場分組報告，發表者有來自大陸各地學者、香港學者、澳

門學者，共計發表了 38 篇論文。 

5. 8/2：會議第三天上午，大會安排的活動是「各分會場代表發言」、以及「自由發表」，並於

閉幕式時公布並頒發「論壇優秀論文獎」。我非常榮幸，獲頒「論文一等獎」，這是由十位

審查委員投票選出的獎項，同時，我也被聘任為「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第二屆常務理

事。當天下午，則是由大會安排文化考察活動。 

6. 8/3-/8/4：私人行程安排 

7. 8/5：因香港－台北的機票票款低於澳門－台北的機票票款，所以前往香港搭乘國籍航空—

長榮航空返抵臺北。賦歸。 

8. 本次會議共邀請了六位學者進行主題演講、十一位學者進行大會發言。投稿篇數共接收到

176 篇投稿，經程式委員會審稿，每篇論文經過八名程審查委員的評審，通過後錄取，並

分為主題演講、大會發言、一般論文發表。 

 

二、與會心得 

一直以來，華語語法教學就一直被高度重視，但如何運用在寫作課程中，則是授課老師們的

教學重點，因此，這幾年來，華語寫作教學的重要性就一一呈現，透過適合的教學語法訊息，可

以讓教學者在進行教學時得以有更豐富、更多元的資源當作教材，讓學習者可以在進行寫作之際，

可以有更多的資源當作參考。本人這次是以「階層式語法」的角度探討應用文寫作數位課程的教

學狀況與學習成效，受到與會學者、前輩的肯定，在在說明，教學語法，更甚是階層式的教學語

法對於教學與學習的重要性、系統性與實用性。同時，藉由參加本次「國際漢語應用文研究高端

論壇」會議，也學習到許多與應用文寫作相關的議題與層面，可以結合語法教學等相關領域的知

識，應用於華語教學，這次的參會經驗與心得，可說是收穫滿滿，且備受肯定，亦給予參與會議

的專家、學者們有很好的互動與討論機會。可鼓勵同仁多參與此種國際會議。特別是與亞洲鄰國

的討論、研究。至於，如何應用既有的華語教學語法知識、階層式語法研究與成果來進行華語文

相關研究，也是我們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身為華語教學龍頭學校-臺師大的教師不容忽視的課題。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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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聽、說、讀、寫」為語言學習之四大技能，寫作是較難掌握的一項，亦是語言能力的綜合表

現，透過寫作能力可以反映出學習者的基本辭彙和語法能力，其中應用文寫作最具實用性但卻是不容

易掌握得很好的寫作文體。 

在寫作教學實務上，已有相關研究證實文體教學法(Genre-based Approach; GBA)之效益，並廣泛應

用(Macken-Horarik, 1999; Kleeman, 1999)。本研究將根據「文體教學法」為本，並結合「階層式語法點」，

進行理論與科技應用所結合的應用寫作數位課程的教與學。 

本研究以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之初階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探討使用「階層式語法點」於「自

傳」類之應用文寫作的成效。教學設計將透過寫作任務結構化，採用階層式語法點之教學法，強化文

本結構內的基礎語法和段落結構間的連貫語法，一步步引導學生完成「自傳」。本研究藉由「階層式語

法點」在應用文寫作數位課程的教與學，預期提供教師在教學上具有更多元的數位教材，提升學習者

在寫作時整體寫作表達及思維能力的輔助工具，並具體提升應用文寫作課程的整體教學品質。 

 
關鍵字：華語教學、應用文寫作、階層式語法點、寫作數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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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會議文章於會後投稿期刊的相關訊息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國際漢語應用文研究高端論壇」會議論文集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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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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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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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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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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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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漢語應用文研究高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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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副教授 

              （得以 1 人為代表，其餘人員請詳列於報告內） 

               派赴國家/城市：中國/澳門 

               出國期間：2018 年 7 月 29 日～8 月 2 日 

               報告提交日期：2018 年 8 月 23 日 

               報告聯絡人/校內分機：洪嘉馡/5306 



1040114 修訂 

2 

摘    要 

(200-300 字，採細明體 12 號字) 
 

摘  要：「聽、說、讀、寫」為語言學習之四大技能，寫作是較難掌握的一項，

亦是語言能力的綜合表現，透過寫作能力可以反映出學習者的基本辭彙和語法

能力，其中應用文寫作最具實用性但卻是不容易掌握得很好的寫作文體。 
在寫作教學實務上，已有相關研究證實文體教學法(Genre-based Approach; 

GBA)之效益，並廣泛應用(Macken-Horarik, 1999; Kleeman, 1999)。本研究將根

據「文體教學法」為本，並結合「階層式語法點」，進行理論與科技應用所結

合的應用寫作數位課程的教與學。 
本研究以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之初階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探討使用

「階層式語法點」於「自傳」類之應用文寫作的成效。教學設計將透過寫作任

務結構化，採用階層式語法點之教學法，強化文本結構內的基礎語法和段落結

構間的連貫語法，一步步引導學生完成「自傳」。本研究藉由「階層式語法點」

在應用文寫作數位課程的教與學，預期提供教師在教學上具有更多元的數位教

材，提升學習者在寫作時整體寫作表達及思維能力的輔助工具，並具體提升應

用文寫作課程的整體教學品質。 
 

關鍵字：華語教學、應用文寫作、階層式語法點、寫作數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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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一、目的  …………………………………………………………  頁次 

二、過程  …………………………………………………………    

三、心得  …………………………………………………………    

四、建議事項  ……………………………………………………    

五、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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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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會議討論會 
2. 發表論文(主題演講場次) 
3. 主持特邀報告(keynote speech)場次 
4. 進行跨校學術交流 
5. 獲頒發表論文一等獎 
6. 應聘「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第二屆常務理事 

      

二、過程：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1. 7/29：赴桃園機場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抵達澳門。 

2. 7/30：於當天晚上到澳門大學參加「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論壇的

討論會議，並與該會議的學會組織成員及參會學者進行交流。 

3. 7/31：「國際漢語應用文研究高端論壇」會議於 7/30 早上正式開始。

第一天的早上，除了開幕式的各種籌劃會議的說明、報到與會場介

紹之外，大會安排的議程是上午進行六場主題演講的演講，由北京

師範大學桂青山教授發表「時代文化的認知與把握——漢語應用寫

作的前提思考」、由香港大學岑紹基教授團隊發表「為香港非華語學

生發展應用文教材的成效研究」、由臺灣師範大學大學洪嘉馡教授發

表「階層式語法點」在應用文寫作數位課程的教與學」、由澳門大學

尹德剛教授發表「時代潮流與科技進步背景下的應用文變遷」、由湖

北大學洪威雷教授發表「提倡沉浸式閱讀 提升應用文撰寫者的綜合

素養」及由英國Cambridge大學Diana McCarthy博士發表「Word Sense 

Clusterability: estimating how easily a word’s meanings can be 

distinguished」給予與會者對於寫作及應用文研究新的方向與議題，

受益良多。非常榮幸，我的發表被選為「主題演講」，並於開幕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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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進行。另外，當天下午共安排了兩場「大會發言」，分別有

六篇、五篇文章進行發表，與會者熱烈、積極參與討論，如同接受

了各種不同的應用寫作課程的訓練。大會並於當天論文發表場次結

束之後，安排參觀校園、圖書館、展覽館行程。 

4. 8/1：會議第二天，大會安排了八場分組報告，發表者有來自大陸各

地學者、香港學者、澳門學者，共計發表了 38 篇論文。 

5. 8/2：會議第三天上午，大會安排的活動是「各分會場代表發言」、以

及「自由發表」，並於閉幕式時公布並頒發「論壇優秀論文獎」。我

非常榮幸，獲頒「論文一等獎」，這是由十位審查委員投票選出的獎

項，同時，我也被聘任為「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第二屆常務理

事。當天下午，則是由大會安排文化考察活動。 

6. 8/3-/8/4：私人行程安排 

7. 8/5：因香港－台北的機票票款低於澳門－台北的機票票款，所以前

往香港搭乘國籍航空—長榮航空返抵臺北。賦歸。 

8. 本次會議共邀請了六位學者進行主題演講、十一位學者進行大會發

言。投稿篇數共接收到 176 篇投稿，經程式委員會審稿，每篇論文

經過八名程審查委員的評審，通過後錄取，並分為主題演講、大會

發言、一般論文發表。 

      

三、心得：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 12 號字） 
一直以來，華語語法教學就一直被高度重視，但如何運用在寫作課程中，則

是授課老師們的教學重點，因此，這幾年來，華語寫作教學的重要性就一一呈現，

透過適合的教學語法訊息，可以讓教學者在進行教學時得以有更豐富、更多元的

資源當作教材，讓學習者可以在進行寫作之際，可以有更多的資源當作參考。本

人這次是以「階層式語法」的角度探討應用文寫作數位課程的教學狀況與學習成

效，受到與會學者、前輩的肯定，在在說明，教學語法，更甚是階層式的教學語

法對於教學與學習的重要性、系統性與實用性。同時，藉由參加本次「國際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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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文研究高端論壇」會議，也學習到許多與應用文寫作相關的議題與層面，可

以結合語法教學等相關領域的知識，應用於華語教學，這次的參會經驗與心得，

可說是收穫滿滿，且備受肯定，亦給予參與會議的專家、學者們有很好的互動與

討論機會。可鼓勵同仁多參與此種國際會議。特別是與亞洲鄰國的討論、研究。

至於，如何應用既有的華語教學語法知識、階層式語法研究與成果來進行華語文

相關研究，也是我們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身為華語教學龍頭學校-臺師大的教

師不容忽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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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會議文章於會後投稿期刊的相關訊息    

五、附錄：(可無) 

「國際漢語應用文研究高端論壇」會議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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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敬佳：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碩士班學生。協助相關文獻收集、適合
的語料分析、資料整理等語言分析的相
關工作。
3.鍾雅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訊工程
學系碩士班學生。協助本計畫以電腦程
式分析資料。
4.陳羽蓁：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訊工程
學系碩士班學生。協助本計畫以電腦程
式分析資料、平台系統規劃與建置。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本計畫所建置之中文階層式語法架構與中文語法數位平台
，以實用性為優先考量，將以教學實證研究的方式於寫作
教學上進行評估，進而規劃發展鍵接其他語言教學、寫作
教學系統平台。這是為了希望在教學時，提供教學者更具
豐富性、科學性、全面性的教學輔助系統，並且對於學習
者能提供具有真實性、實證性、系統性之學習材料，用以
提升學習成果之效能，如此一來，可提供給華語文教學在
華語語法教學上的有力佐證，亦可協助華語文教學產業在
發展華語語法的教材時，貢獻本計畫所建構之中文語法數
位平台的科學性、客觀性及實用性。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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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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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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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語法教學是否應在教學場域中具體成為教學焦點，一直以來備受不同意見
的討論，主要原因就是華語語法具有實際語言環境使用的實用性與教學安排順
序難易度的差別。
語法教學在語言教學中一直以來都是教學焦點，而教學方法也常被拿來討論
，若二語學習目的是為發展溝通技能並能夠準確流利的使用語言達到溝通目的
，那麼語法教學必定需要包含在整個語言教學當中。本計畫經過一系列規劃與
執行，透過以語料庫語言學為本的分析方法，提供自然語言發展的語法順序
，配合以學習者導向的高頻偏誤語法，將母語語法語料及學習者的偏誤語法語
料，其結果顯示階層式語法點架構，不僅符合自然語言發展的語法順序，也配
合了以學習者導向的高頻偏誤的語法，配合四面向的交叉對照，提供語法教學
的最佳排序架構。
隨著數位化載具的普及，先進的科技除了影響生活，也扭轉學習的方式，數位
化學習的形式與網際網路的發達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教學者與學習者皆不
再困於實體資料所能提供的資訊，如此一來，將可提供教學者更具豐富性、科
學性、全面性的教學輔助系統，並且對於學習者能提供具有真實性、實證性、
系統性之學習材料，用以提升學習成果之效能，可以使教學與學習變得更多元
、自由與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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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