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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研究計畫中研究計畫中研究計畫中研究計畫中文摘要文摘要文摘要文摘要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語彙 3/4 級・2 級・1 級・類語辭典分類語彙(Thesaurus)・動詞/形容詞・品詞/

語意・搭配(Collocation) ・結合價・一字日中同形語 

 

本研究計劃選定大學日文系暨應日系視為基本學力指標的「日語檢定能力考試出題基準」

所載語彙 3/4 級・2 級・1 級為研究對象。趙(2005)亦是此類語彙的相關研究,惟研究方向偏向

各大學高級日語讀本與試題語彙的分析模式，應用研究性質較濃。本計畫則偏重於各級語彙的

基礎研究，擬分三年進行。第一年為語彙 3/4 級，第二年為語彙 2 級，第三年為語彙 1 級。 

研究方法與步驟上首先依據柴田(2002) 以動詞、形容詞為分類基準的 100組 7 位數語意

編碼的語意範疇構造分析論。在此語意編碼下，將各級語彙內的動詞、形容詞與所屬的各個名

詞、形容動詞、副詞的對應語意編碼互相搭配，意味著透過動詞、形容動詞的語意編碼即可掌

握所屬的包括名詞、形容動詞、副詞在內的各個補語成分，符合當代語法理論內以動詞、形容

詞為核心的基本句型概念。 

其次參照已補載形容詞結合價的最新修訂版『新明解国語辞典第六版（2005）』，將各級語

彙內所屬的各個動詞、形容詞的結合價一一列舉出來，以語彙 3/4 級・2 級・1 級內的動詞為

例大致各為 270個、500個、360個。 

最後選出各級語彙內所屬的使用頻率高、具有多義語構造、易造成易混淆的各個一字日中

同形語，例如日語「合う」、、「変わる」、「高い」「花」與相對應漢語‘合’ ‘ 變’、‘高’、、‘花’等

實例，透過認知語言學手法將日語與漢語以圖表形式加以對比分析，突顯出一字同形語的異同。 

此研究計劃的達成，不僅提供學者與教師研究參考，落實在日語教學上被視為評量學生學

習效果重要一環的語彙達成指標，亦可作為大學日文系暨應日系推甄入學以及二技四專入學專

業考科學力測試語彙能力的命題參考。更重要的意義是提供學習者一種有效語言學習模式，即

各個語詞並不是孤立存在的，透過搭配(collocation)概念的激化，與其他語詞加以銜接連貫，

形成一種有活力、有效率的語言表現方式，可靈活應用在說、讀、聽、寫四技能上。 

 

 (二) 研究計畫英文摘要研究計畫英文摘要研究計畫英文摘要研究計畫英文摘要 

Keywords: Keywords: Keywords: Keywords: Level 3/4 vocabulary, leve1 2, level 1, Thesaurus, verb/adjective, parts of 

speech/semantics, Collocation, valence, Japanese-Chinese synonym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xam the vocabulary selected in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Level 3/4, Level 2, and Level 1,'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standard index of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for Japanese departments and applied Japanese departments. TIO (2005) has 

done a survey on this field but the approach was more emphasized on the relation of high level 

Japanese reading and exam vocabulary. This project puts more emphasis on the primary vocabulary 

study on each level. Three years are required for this project: a study on level 3/4 for the first year, on 

level 2 for the second year and on level 1 for the last year.  

Our approach is based on SHIBATA(2002), which has developed a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analysis and 

classified verbs and adjectives into 100 pairs in 7 digits coding. Based on this semantic coding, we 



co-relate verbs and adjectives to their correspondent nouns, adverbial adjectives and adverbs in each 

level. This approach allows us to identify the compliment easily and has a good match with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heory, which considers verbs and adjectives as the center of the basic phrase 

pattern.  

Secondly, we use the latest version of Shin Meikai Kokugo Jiten (Japanese dictionary) (6th version, 

2005) and list each valence of all verbs and adjectives of each level. For example, we got 270 verbs for 

level 3/4, 500 verbs for level 2 and 360 verbs for level 1.  

Then, from the vocabulary of each level, we select a set of Japanese-Chinese synonyms out, which are 

frequently used, having polysemous structure and easily confusing words, such as au, takai, kawaru and 

hana in Japanese. Each of them corresponds to he `合,' bian `變,'gao `高,' hua `花' in Chinese. Based 

on cognitive linguistic methodology, we develop a set of figures to compare Japanese-Chinese 

synonyms to figure out their semantic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y.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is project will not only benefit scholars and teachers who teach Japanese in 

universities but also function as criteria for the entrance exam of the related department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ing lies in providing Japanese learners a useful learning method, that is, each word is not 

isolated by itself, rather they are connected to other words.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hrough this kind of 

collocation stimulation, learners can make rapid progress in their speaking, reading, listening and writing 

ability.  

 

 
 
（（（（三三三三））））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緣由與緣由與緣由與緣由與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台灣「日語檢定能力考試」，大專院校視為等同英語托福測驗，作為日語基本學力的一種指

標，包括大學、技術學院、高職日文科系在內的考生多達 3 萬人參加此測驗可為明證。 

此外大學推甄入學與二技四專入學專業考科「日文閱讀與寫作」及「日文閱讀能力測驗作」、「日

文翻譯與寫作」命題時，莫不以此「日語能力考試」試題範圍作為出題依據的參考。 

本研究計劃選定大學日文系暨應日系視為基本學力指標的「日語能力考試出題基準」所載語彙

3/4 級 1401個詞條・2 級 3626個詞條・1 級 2975個條合計 8009個詞條1為研究對象。最終目的在

於將各級語彙透過類語辭典分類語彙(Thesaurus)的研究手法，有效地歸納出一完整系統，以提供研

究者日語教學與日語語言學研究的參考。 

趙(2005)亦是此類語彙的相關研究,惟研究方向偏向各大學高級日語讀本與試題語彙的分析模

式，應用研究性質較濃。本計畫則偏重於基礎研究，兼具理論與應用。方法上以動詞、形容詞為核

心，透過搭配(collocation)概念，針對各級語彙全面性地加以探討。 

針對語彙全面性的探討首推類語辭典分類語彙的編纂研究，主要有下列幾種： 

年代 書名   編者   出版社  詞條數  分類基準  分類項目 

1964 分類語彙表 林大 秀英出版 約 3 6000 品詞・語意  798 

1981 角川類語新辞 大野晋・浜 角川書店 約 6 0000 語意  1000 

                                                 
1 「日語能力考試出題基準」所載語彙詞條數目與實際規定的數目有所落差。 



典 西正人 

1994 類語例解辞典 小学館辞

典編集部 

小学館 約 2 5000 語意  6000 

1997 日本語語彙体

系 

池原悟他

編 

岩波書店 約 30 0000 語意  2870 

2002 類語大辞典 柴田武・山

田進 

講談社 約 7 9000 品詞・語意  100 

2004 分類語彙表－

増補改訂版 

国立国語

研究所編 

大日本図

書 

約 9 6000 品詞・語意 798 

 

『分類語彙表』一書於 40 年前即問世，造慧了不少學術研究者，並於 2004年發行増補改訂版。

分類上按品詞與語意範疇將 96000個詞條按品詞分成名詞、動詞、形容詞以及包括接續詞、感動詞、

副詞等其他的四大項目後，再使用抽象活動、人類活動主體、精神與行為的人類活動、結果與用具

的人類活動生產物、自然物與自然現象的自然等下位分類，將各個詞條加以語意編碼。特別是以田

島毓堂為首的研究小組按『分類語彙表』內各個詞條的語意編碼基準，透過『語彙比較研究序說

(1999)』一書闡述其應用的可行性，並實際進行日語與韓語、越語、漢語、泰語等各種語言的語彙

比較研究，所獲成果頗受肯定。 

『角川類語新辞典』按語意並透過十進位將各個詞條加以分類，各個詞條附上位相與   簡單

例句為其特色。『類語例解辞典』著重在詞條與詞條的語意比較用法上，分類項目達 6000項。『日

本語語彙体系』所收詞條達 30 0000個,為目前最大規模的類語辭典分類語彙。它將詞條按「名詞」

與「用言」再根據「一般名詞語意屬性」、「固有名詞語意屬性」、「用言語意屬性」加以分類。特別

是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的句型描述細緻，尚無類書出其右。惟語意屬性分類理論採用早期的時

枝誠記語言過程說，說服力稍減。 

『類語大辞典』按語意與品詞進行分類，所收詞條約 7 9000個。透過日語基本動詞 2300個與

形容詞 400個合計 2700個為基礎, 進行以動詞、形容詞為核心的 100項語意範疇的分類基準。基

本上各個詞條皆賦予 7 位數語意編碼，前 2 位為語意範疇編碼，第 3、4 位為小分類編碼，第 5 位

為動詞、形容詞、名詞、形容動詞、副詞等品詞編碼，第 6、7 位為各詞條的特定編碼。特別是名

詞又區分為「ひと」「もの」「ところ」「こと・さま」「いきもの」「とき」六大類，比『新明解国

語辞典第六版（2005）』的「ひと」「もの」「ところ」「こと」四大類更為精準。 

上述類語辭典分類語彙各有其特色，但以動詞、形容詞為核心的分類基準下,其語意編碼 

不僅與所屬的各個名詞、形容動詞、副詞的對應語意編碼互相搭配，可和日語教學與研究接軌，亦

符合符合當代語法理論內以動詞、形容詞為核心的基本句型概念。故採用『類語大辞典』的語意編

碼方式進行各級語彙的研究。 

 

（四）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則偏重於各級語彙的基礎研究，擬分三年進行。第一年為語彙 3/4 級，第二年為語彙 2

級，第三年為語彙 1 級。研究方法與步驟上首先依據『類語大辞典』以動詞、形容詞為分類基準的

100組 7 位數語意編碼的語意範疇構造分析論。在此語意編碼下，將各級語彙內的動詞、形容詞與

所屬的各個名詞、形容動詞、副詞的對應語意編碼互相搭配，意味著透過動詞、形容動詞的語意編



碼即可掌握所屬的包括名詞、形容動詞、副詞2在內的各個補語成分，符合當代語法理論內以動詞、

形容詞為核心的基本句型概念。以動詞「教える」為例，它的語意編碼為 2102，其所屬對應語意

編碼各級語彙如下： 

語彙 4 級名詞：学校、教室、先生、大学、ノート 

語彙 3 級名詞：学部、教育、講義、高校、校長、小学校、中学校、テキスト 

語彙 2 級名詞：演習、学科、課程、科目、キャンパス、教員、訓練、講師、校舎、高等学

校、コース、コーチ、指導、助教授、助手、スクール、ゼミ、体育、大学

院、中学、幼稚園 

語彙 1 級名詞：教え、開発、教科、教授、講習、師、しつけ、塾、助言、道場、母校、レ

ッスン 

要注意的是上述名詞皆為「教える」的施事或受事或用事（處所），至於與事的「学生」則屬於「学

ぶ」的語意編碼 1806，視為此動詞的施事。 

其次參照已補載形容詞結合價的最新修訂版『新明解国語辞典第六版（2005）』，將各級語彙內

所屬的各個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的結合價一一列舉出來，以語彙 3/4 級・2 級・1 級內的動詞

為例大致各為 270個、500個、360個。以動詞「急ぐ」為例，其結合價「Ｎ1〈ひと〉がＮ2〈こ

と〉を」、「Ｎ1〈ひと〉がＮ2〈ところ〉を/に/へ」。 

最後選出各級語彙內所屬的使用頻率高、具有多義語構造、易造成易混淆的各個一字日中同形

語，蓋日語基本動詞與形容詞幾乎使用一字漢字語。對於二字日中同形語的相關研究可參照王(1998)

等文獻。但透過一字日中同形語的對比，更易掌握以動詞與形容詞為核心的基本句型的語意構造以

及語意編碼互相對應的形容動詞、名詞等等。例如日語「合う」、「高い」、「変だ」、「花」與相對應

漢語‘合’、‘高’、‘變’、‘花’等實例，透過認知語言學手法將日語與漢語以圖表形式加以對比分析，

可突顯出一字同形語的異同。對比時，漢語以『現代漢語規範辭典（2004）』，日語以『新明解国語

辞典第六版（2005）』為基準。以一字日中同形語名詞「花」為例，以圖表分析如下： 

花 

①花――②観賞用植物 

        ③像花朵的東西 ―― ④綿花 

                            ⑤火焰 

                            ⑥滴珠、顆粒、碎末狀的東西 

        ⑦花纹、模樣――⑧用花或花纹裝飾的 

        ⑨色彩或種類夾雜的――⑩模糊 

        ⑪重看不重用 

        ⑫美女――⑬妓女 

        ⑭打戰受的外傷 

        ⑮比喻精華 

 

 

 

 

 

 

 

                                                 
2 惟接續詞、助動詞等品詞的語意編碼問題，田島(2002)雖提出對策，但細節問題仍待解決。、 



 

①花――②特に、梅または桜の花 

        ③花のようであること――④美しい、盛りであること 

                                ⑤栄えること、名誉 

                                ⑥うわべだけで真実味のないこと 

                                ⑦世阿彌の能楽論の用語 

         ⑧ツユクサの花から採った絵具 

         ⑨はなだいろ 

         ⑩芸人などに出す当座の祝儀――⑪芸者の揚代の称 

         ⑫いけばな 

         ⑬花合わせ――⑭花札の略 

 

 

 

從表中可看出同樣是使用漢字，但日語並無‘美女’之意。相對地卻具有表示日本文化中有關名

譽、藝人、藝術的語意。 

此研究計劃的達成，不僅提供學者與教師研究參考，落實在日語教學上被視為評量學生 

學習效果重要一環的語彙達成指標，亦可作為大學日文系暨應日系推甄入學以及二技四專入學專業

考科學力測試語彙能力的命題參考。更重要的意義是提供學習者一種有效語言學習模式，即各個語

詞並不是孤立存在的，透過搭配(collocation)概念的激化，與其他語詞加以銜接連貫，形成一種有

活力、有效率的語言表現方式，可靈活應用在說、讀、聽、寫四技能上。 

 

（五）計畫成果與自評 

        本計劃（2006-0801～2007-0731 計畫申請延長一個月獲准）如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如下: 

         1）收集語彙 2 級，輸入建檔並附加語意編碼後，以動詞、形容詞為核心歸納出    

             一完整的分類語彙系統。 

3） 將語彙 2 級各個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的結合價一一列出。 

         3）發表相關期刊論文與研討會論文多篇如下: 

           2007 

           【期】「日語句型與測驗題型」『考試學刊 2: 1-38』大考中心  

          【會】「戦後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研究」『東アジアの日本語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1-10』 

北海道大学（2007-0803～0805）  

          【會】「以網路為媒介的日語輔助教學—以台灣大學日文系為例—」『2007 數位外語教學研討會』國 

                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2007-0420)  

          2006 

          【期】「以認知為基礎的日語詞典多義詞的釋義排序—以花為例—」『台大日本語文研究１２:153-168』)  

              台灣大學  

          【會】「日本製台湾語について」『2006 北京大学日本学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ューム論文集』北京大学 

               (2006-1021~1022)  

 



            本計畫結於 2007年 7 月 31 日結束，2 級語彙的語意編碼及各個動詞、形容詞、形容 

        動詞的結合價的相關成果已上網在台大日文系網站教學相關資源項目內，供學界研究及教 

        學參考，以達到資源共享的理念。又參與此項的林科成研究助理，透過語料的實證，可檢 

        驗既成理論的妥當性，並具體而實際地學習到語言學上的分析手法，已完成碩士論文。 

            整體而言,此次計劃已具體落實,對學術理論方面與教學應用方面上,具貢獻度,值得日 

        語學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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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95-2411-H-002-041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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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2006 北京大學日本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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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2006200620062006 北京大學日本學研究北京大學日本學研究北京大學日本學研究北京大學日本學研究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學術學術學術學術研討會報告研討會報告研討會報告研討會報告    

（（（（2002002002006666----1021~221021~221021~221021~22,,,,中國北京中國北京中國北京中國北京））））    

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趙順文趙順文趙順文趙順文 

 

一一一一、、、、參加會議經過參加會議經過參加會議經過參加會議經過    

   2006 北京大學日本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The 
 
Conference on the Aspect of the 

Japanology）,由中國北京日本語文學系所主辦,.來自各國專家學者多人參與,包括地主國

中國、台灣、美國、日本、韓國、英國等國. 

   大會的主要議題為“日本學研究”,並區分為兩大主題 1.日本語言學與語言教學 2.日

本文學與文化. 

此外幾個系列的 Workshops 討論社會語言學相關議題等等,範圍可謂既廣又深. 

 

二二二二、、、、與會心得與會心得與會心得與會心得    

相關論文前幾年雖發表過,此次論文再經修訂增補.透過此次學術研討會,擴展了專業 

領域外的視野,獲益匪淺.不僅對台灣與包括日本在內的中國、美國、韓國、英國之間的

日本語言文化交流更深入瞭解,可說獲益匪淺. 

    會議中學者特別強調異質語言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及相關的種種問題.另外亦有學

者句舉例說明語言翻譯之難題在於超越異質文化的鴻溝,特別是該國獨特的語言表現方

式,這些概念性的問題,值得讓人深思. 

    底下,就筆者所發表的論文與會期間與專家學者討論之互動情況,做一概況性說明： 

   包括原住民語在內的台語借用詞彙相當多,特別是日本殖民時代的 50 年,無論是日常

生活或產業界上日製台語皆被大量使用使用. 長久以來這些日製台語學術定位不明,屬

於邊垂地位鮮少學者做廣而深的研究.如何縫補學術領域的空缺,將視語言學界的重要課

題.透過本文對日語經過語言學轉化規則形成台語內的日語借詞解析,參與學者頗感興趣,

增加了對台灣多語言文化現象的研究動機. 

    

三三三三、、、、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目前筆者在台大日文系學部開設日語語法課程並於碩士班課程開設日語句法學等 

相關的一般語言學的研究,深感學術發展日新月異.國科會能給予補助出國出席國際學術

研討會,獲益良多.希望將來能多利用課餘時間出國做短期性研究,吸收國外專業與研究的

新動向.回國後繼續做此領域的有關研究,配合系上擬申請的博士班,指導研究生,籌辦國

際學術研討會,推動日本語文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並於國際著名學術論文期刊,發表學術論

文. 

 

四四四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一大冊 2.與會學者最新的研究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