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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十年來，隨著電腦科技和語料庫語言學之發展，外語教學之語詞搭配的相
關分析已形成了研究的新趨勢。對於「語詞搭配」(collocation)一詞，有些語言學
家將之視為概念化的語言單位，有些則認為它是詞的一種屬性，另有些則將之歸
類為等同於詞組的功能性單位。不論如何認知，其科學性定義，簡而言之，即為
詞彙彼此間非完全自由的一種組合關係。究其歷史，最早由 Firth (1957)指出語詞
搭配的研究是在觀察詞彙間高頻率組合之共現行為；以 Firth 的概念為本，Scott
(1997)將語詞搭配定義為關鍵詞間之組合關係。Murphy (1983)也提出，一般而
言，語詞搭配是指出現在一個完整結構中，由詞彙組成之短語；換句話說，語詞
搭配即為詞彙組合的同義語。Corpas (1996)、Castillo Carballo (1998)和 Koike (2001)
則將語詞搭配定義為主要關鍵詞與其他詞彙成分彼此間所存在、不完全自由的支
配與被支配之組合關係。此外，Corpas (1996)和 Zuluaga (2002)則指出所謂的語
詞搭配是依據語言的語法規則，在組合上有特殊傾向，且在使用上有所限定之語
言單位。而 Chen (2002)則指出語詞搭配分語法性語詞搭配和詞彙性語詞搭配。
Higueras García (2006)結合了語詞搭配之科學定義，針對在英語教學上之實
際應用，提出一個涵蓋範圍較為廣泛的語詞搭配新概念。他認為不應該延續傳統
的絕對二分法，而是應該參照認知語言學之理論，採用相對性劃分法，以核心論
為區分標準；亦即是除了核心範圍內的準固定組合外，還應包含介於該範圍以及
屬於自由詞組間的中介單位。尤其針對極為接近自由組合的搭配關係，他更是進
一步強調因這類型的詞彙在語言中為數可觀，故在教學上的地位也相對顯得重
要。
本研究中所探討之語詞搭配，其範圍除了詞彙，亦將延伸至語法詞類層面。
結合前述概念及語料庫語言學和電腦科技之發展，我們將分析台灣西語學習者語
詞搭配之學習與使用情況，並進一步探討可能之影響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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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回顧
本研究之相關文獻，分學習者錯誤分析及語料庫教學應用之兩主題分述如
下。首先，在錯誤分析方面，Chen (2002)透過英國國家語料庫之語料及語詞搭配
之分析法，針對台灣英語學習者作文中的錯誤進行類型、原因及頻率之探討，其
目的在於尋求一套有助於改善外語教學與學習困難之方案。Shih (2000)也透過台
灣英語學習者及英國國家兩語料庫，探討台灣英語學習者在語詞搭配上的錯誤，
同時探究學習者作文中具有同義關係之語詞搭配模組。Wei (1999)則分析語詞搭
配基本的組合模式，以及以英文為第二語之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犯的錯誤類
型。另一方面，Liu (2001)研究英文語詞搭配之教學效果；Kita & Ogata (1997)建
議採用雙語對照法；Lennon (1995)則以德語為母語之英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歸
納語詞搭配之主要規則；而 Bahns & Eldaw (1993)則於研究成果中，明確指出語
詞搭配是英語溝通上不可或缺之要素。本研究結合上述兩主題，除了將對語料庫
應用於西文作文之自我訂正的學習效果進行探討外，亦將對台灣西語學習者在語
詞搭配上的錯誤進一步分析與研究。

3. 研究
本研究之主題核心是「學習者語詞搭配的使用與學習」。首先，在語詞搭配
的使用上，我們將根據詞類法分析語詞搭配類型，並歸納探討錯誤傾向。再者，
在語詞搭配的學習上，則結合電腦科技，測試其成效。一般而言，傳統的學習著
重於單一的個別字彙本身，而近年來逐漸盛行的詞匯學所強調的是字與字間搭配
的關係。另一方面，不同於現在處處與電子資訊科技結合的學習模式，過去的學
習模式在查詢疑難時所使用的工具書多屬紙本形式，如：辭典、動詞變化表、文
法書等。相較於傳統學習工具在涵蓋層面與容量之實際侷限，針對研究主題「語
詞搭配」之詞語組合的特質，在結合計算機語言學和電腦科技的語料庫檢索結果
上，因其擁有豐富多樣的語料量和快速便利的查詢工具等特色，似乎佔有學習成
效上之優勢，但實際效果與可能之影響變數則需藉由科學系統化的研究方法加以
驗證，以期達到提升語詞搭配學習成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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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目的、問題與假設
本論文的研究目的旨在釐清「學習者本身之西文程度、語詞搭配使用的錯誤
傾向、使用線上西語語料庫協助自我錯誤訂正和訂正成效」等變數間的互動關
係。配合此目的，本研究將嘗試回答以下相關問題：「修改前後語詞搭配錯誤之
類型的傾向如何分佈？」
、
「西文程度與語詞搭配錯誤的關係為何？」
、
「使用語料
庫檢索查詢與否和語詞搭配自我訂正成效是否有關？」以及「西文程度和是否使
用語料庫檢索語詞搭配有關？」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西文
程度與語詞搭配的錯誤量有關」
、
「是否使用語料庫進行語詞搭配檢索和自我訂正
成效間存有關連性」以及「西文程度高低和使用語料庫檢索語詞搭配與否相關」
。

3.2 研究對象、步驟與方法
作為我們研究對象的語料是台灣成功大學外文系西語組九十三學年度下學
期末學習西文時數約 360 個小時之三年級的西語學習者共 24 位，每人繳交包含
修改前後共兩個版本、同一作文題目（如附件一所示）的作文文本。
語料收集的程序包括(1)學習者繳交作文第一版。(2)教學者於發還給學習者
的第一版本的作文中，僅指出其錯誤之屬性類別（拼字、字彙、文法等），但不
直接訂正或提供參考答案。(3)學習者透過軟體操作課程學習如何在西班牙皇家
學院現代西語語料庫的查詢系統中檢索所需之語詞搭配，以解決其疑問並訂正第
一版本中被教學者所指出的錯誤。(4)學習者於第一版本發回一星期後，繳交該
篇作文自我訂正後的第二版本。同時，並需於第二版本（修改後）的作文中註明
是否有透過語料庫查詢的方式來訂正他們在第一版（修改前）中被指出的錯誤，
或者是藉由其他方式（如：字典、工具書等的查詢方式）來訂正其錯誤的。最後，
我們針對語料庫法及其使用於語詞搭配錯誤的訂正方法上，進行開放式的問卷調
查（如附件二所示），以期獲得語料庫檢索法應用上更為詳細完整之相關資訊。
我們在語料庫檢索課程中所教導的操作步驟依序如下 1 （如圖一～圖八所
示）：首先，需進入西班牙皇家學院官方網站的主頁(www.rae.es)，點選資料庫

1

相關後續研究成果可參考於 2006 年以“Aplicación del corpus en la auto-corrección de los
aprendices”為題發表在 Providence Forum: Language and Humanities Vol. 2. No. 1, p.1-16.期刊中之
論文。該論文在 94 學年度所執行之相關實驗，延續了本研究於 93 學年度的語料庫檢索法的教導
模式並採用相同之問卷內容，但設計了不同的實驗分組方法與檢定變數，以深入語料庫檢索法對
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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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 de bancos de datos)查詢的選項，選取現代西語語料庫(CREA)，進入連
結的頁面後，於查詢關鍵詞(palabras clave)的方框中輸入所欲檢索的單詞或字
串，接著設定主題(tema)範圍（例：科學、技術等）
、媒體模式（圖書、報紙、雜
誌、會話訪談等）、國家(país geográfica)區別（西班牙、阿根廷、玻利維亞等）
。
最後，執行檢索(consulta)搜尋；並於搜尋結果之頁面中，點選「上下文關鍵字居
中」的還原鍵(recuperar)，瀏覽以句為單位的語詞間之搭配結果，並可由特定句
點選，進一步進入段落或全文的層次，以查看更完整、相關的語言資料細節。

圖一
進入網址：www.rae.es

圖二
點選：現代西班牙語語料庫(C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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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進入檢索畫面

圖四
輸入關鍵字

圖五
限定語料來源、國家和主題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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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瀏覽檢索統計結果

圖七
瀏覽語詞搭配檢索結果

圖八
點選特定語詞搭配進入，以觀察前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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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我們根據九大詞類的區別，分別對學習者所繳交之作文的第
一版本（修改前）和第二版本（修改後）中的語詞搭配錯誤進行被搭配成分的詞
類分類、計算錯誤類別與歸納分佈傾向，除針對學習難易做階層排序外，並比較
自我訂正修改前後之差異與改善情形。
此外，為了檢驗學習者西文程度和其它變數間之關係，我們以學習者上學期
西文平均分數為比較之基礎，而針對西文程度的劃分界線，我們所採用的是利用
ROC 曲線圖找出上學期西文平均分數的 67 分為分割點進行前後段的分組：如圖
九所示，敏感度是.571, 1-明確度為.353。
曲線的座標
檢定結果變數: 上學期總平均
若大於或等
於，則為正 a
敏感度
1 - 明確度
38.00
1.000
1.000
41.00
1.000
.941
46.00
1.000
.882
53.00
.857
.882
57.50
.714
.765
60.00
.714
.706
63.00
.571
.647
64.50
.571
.588
65.50
.571
.412
67.00
.571
.353
70.00
.429
.353
72.50
.429
.294
73.50
.286
.294
74.50
.143
.235
75.50
.143
.176
81.00
.143
.118
86.50
.000
.118
88.00
.000
.059
90.00
.000
.000

圖九
ROC 曲線圖

在變數相關性的檢定上，我們分別檢驗以下三個關係中兩兩變數間是否達顯
著差異的水準：(1)學習者之西文程度和所犯語詞搭配的錯誤量，(2)使用語料庫
檢索查詢與否和語詞搭配自我訂正成效，以及(3)西文程度和是否使用語料庫檢
索語詞搭配。有關評估兩兩變數間的關係，我們則使用 SPSS 統計軟體的獨立 t
檢定(independent t test)檢視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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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結果分析與討論
3.3.1 錯誤類型之分佈傾向
以動詞、名詞和介係詞三大基本詞類，分別為搭配其他詞類成分，如形容詞、
副詞、指示詞等，再配合在句中的出現位置和所具有的語法功能，我們將錯誤分
類成以下組合：動詞+名詞（受詞）
、名詞（主詞）+動詞、動詞+形容詞、動詞+
副詞、名詞+形容詞、形容詞+名詞、指示詞+名詞、動詞+介係詞、介係詞+名詞。
以上的可能組合排列模式，除了標示出其語法功能外，也顯示所佔位置的前後關
係。例如：具主詞和受詞之語法功能的名詞可能出現於動詞前或動詞後。語詞搭
配之錯誤分佈狀況如表一所示，其錯誤平均數是由特定類型的總錯誤數除以犯錯
學習者人數所得的平均值。

語詞搭配

平均值 (錯誤數量/學生人數)
動詞
名詞
1.43 (33/23)
1.09 (12/11)
動+名

名+動 動+形

介係詞
1.83 (33/18)

動+副

名+形

形+名

指+名

動+介

介+名

1
(1/1)

1
(3/3)

1.16
(7/6)

1
(2/2)

1.44
(13/9)

2.22
(20/9)

（受詞） （主詞）

1.33
(12/9)

1.63
(13/8)

1.4
(7/5)

表一
不同詞類組合之語詞搭配錯誤分佈

表一顯示：不同語詞搭配之錯誤類型，不論在平均值、錯誤數或學習者人數
三者，皆未存有任何的相似性。如以錯誤平均數之數據觀察，難易階層排序如下：
介係詞+名詞>名詞（主詞）+動詞>動詞+介係詞>動詞+形容詞>動詞+名詞（受詞）
>形容詞+名詞>動詞+副詞/名詞+形容詞/指示詞+名詞。另一方面，若分別以錯誤
數與學習者人數為比較標準，其難易階層排序則可分為兩組：一組為介係詞+名
詞>動詞+介係詞>名詞（主詞）+動詞>動詞+名詞（受詞）>動詞+形容詞/形容詞
+名詞>名詞+形容詞>指示詞+名詞>動詞+副詞；另一組為介係詞+名詞>動詞+介
係詞>動詞+名詞（受詞）>名詞（主詞）+動詞>形容詞+名詞>動詞+形容詞>名詞
+形容詞>指示詞+名詞>動詞+副詞。不論以何種分析標準做為排序的基礎，其結
果皆顯示介係詞+名詞該組合的學習難度最高，因此需要特別注意。此外，為了
獲得較全面性的概念，我們也須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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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語詞搭配錯誤與西文程度之關聯性
在觀察語詞搭配的錯誤分佈傾向後，我們進一步探究其錯誤與學習者西文程
度之關係，結果如表二所示。

西文程度
語詞搭配錯誤 (平均值±標準差)

<67
>67
(n=10)
(n=14)
3.30±2.91 3.21±2.36

P值
0.937

表二
第一版本之語詞搭配錯誤和西文程度之關係
從表二中，我們觀察到的檢定結果顯示：以上學期西文平均數 67 分為分割
點進行前後段分組。前段（>67 分）和後段（<67 分）學習者之平均數分別為 3.30
和 3.21 個錯誤數，其標準差分別為 2.91 和 2.36 個錯誤數；且其顯示兩組間差異
性之 P 值（0.937）未達顯著水準（0.05）。這說明語詞搭配錯誤數量和學習者西
文程度間並無顯著關係存在。

3.3.3 是否使用線上語料庫檢索系統和作文中語詞搭配錯誤自我訂正成效之關聯
性2
為了進一步探究 3.3.2 結論之相關因素，我們接著分析線上語料庫檢索系統
使用與否和作文語詞搭配錯誤自我訂正成效間的關聯性，檢定結果如表三所示。

線上語料庫檢索系統使用
語詞搭配錯誤訂正 (平均值±標準差)

是
(n=8)
3.13±2.42

否
(n=16)
1.50±1.32

P值
0.043

表三
線上語料庫檢索系統使用與否和語詞搭配自我訂正間之關係

從表三，我們可以觀察到學習者使用線上語料庫檢索系統來協助作文第二版
中語詞搭配自我訂正的平均值為 3.13 個錯誤數，其加減標準差是 2.42 個錯誤；
而沒有使用語料庫者的錯誤自我訂正的平均數僅有 1.50 個，加減標準差是 1.32
個。其檢定結果顯示在第二版作文中之語詞搭配自我訂正的錯誤數和是否藉助語

2

Lu (2006)以此研究成果為基礎，檢定影響語料庫使用和語詞搭配自我訂正學習成效之可能變
數，如：檢索時間、檢索查詢次數和檢索查獲個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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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庫檢索查詢間達顯著水準（P 值為 0.043，小於所設定的 0.05）
。這樣的檢定結
果顯示使用語料庫可以有效地幫助學習者在語詞搭配錯誤上進行自我訂正。上述
結果支持相關研究成果：使用語料庫檢索查詢的學習方法具有正面意義與價值。
因此，我們建議教學者如根據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特定需求和環境軟硬體配合
的實際情況，適時於教學活動中加入線上語料庫檢索的教學訓練和應用課程，將
能有效地擴展外語學習範圍與提升學習成果。

3.3.4 語料庫為本的自我訂正成效
進一步，我們針對不同詞類組合的語詞搭配結構，觀察學習者在不同詞組結

語詞搭配

構的表現，其結果如表四和表五所示。

平均值 (錯誤訂正數量/學生人數)
動詞
名詞
1.1 (8/7)
1 (3/3)
動+名
（受詞）

1 (2/2)

名+動 動+形

動+副

介係詞
3.25 (13/4)

名+形

形+名

指+名

動+介

1 (1/1)

1 (2/2)

0 (0/0) 2 (4/2)

介+名

（主詞）

1 (3/3)

1.5 (3/2) 0 (0/0)

4.5 (9/2)

表四
不同詞組之語詞搭配錯誤訂正成效

在表四中，我們觀察到由語詞搭配的錯誤訂正數量除以學生人數所得之錯誤
訂正的平均值發現介係詞錯誤訂正的個數最高，其相關組合，即介係詞+名詞和
動詞+介係詞，而訂正個數又以前者（介系詞後接名詞）高於後者（介係詞緊接
在動詞之後）。當然，其錯誤訂正的高低和原錯誤數有密切關係，值得釐清原因
和特別注意，以期能對查詢工作所發揮之效果，獲得較為清楚確實的概念。

語詞搭配

動詞
24.2%
動+名

名+動

名詞
25%
形+名

介係詞
39.4%

動+形

名+形

指+名

42.8%

33.3% 28.5% 0

動+介

介+名

（受詞） （主詞）

16.6%

23.0%

表五
使用語料庫查詢之語詞搭配錯誤訂正分佈情形

30.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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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四與表五，我們觀察到語料庫法對於介係詞相關語詞搭配的訂正成效
最大。具體而言，介係詞+名詞組合之語詞搭配的錯誤訂正個數大於動詞+介係詞
的組合，而動詞+形容詞之語詞搭配組合的錯誤訂正數則列於第三位。而表五不
同於表四之處在於以名詞和動詞所組合成之語詞搭配的排列順序相反，但其差異
極微。歸納以上的觀察與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確定語料庫法的使用在改善介係詞
相關之語詞搭配的錯誤訂正成效上較為顯著，推究其原因，我們猜測可能和語料
庫本身和該法所提供之功能操作課程有關。

3.3.5 使用語料庫與否與學習者西文程度之關聯性
最後，我們將探討使用語料庫與否和學習者西文程度間是否存有任何的關聯
性，結果如表六所示。

語料庫使用
學習者西文程度 (平均值±標準差)

是
否
(n=8)
(n=16)
68.25±16.81 64.81±10.39

P值
0.541

表六
學習者西文程度和語料庫使用與否之關係

從表六，我們可觀察檢定的結果：語料庫採用者的上學期西文平均數為 68.25
分，標準差為 16.81 分；而未採用語料庫者的平均值為 64.81 分，標準差為 10.39
分。而代表兩組間差異性之 P 值（0.541）略超過 0.5，未達顯著水準。該結果顯
示代表學生西文程度之上學期西文成績，對語料庫使用與否選擇的影響性未達顯
著水準。根據數字唯一可以解釋的是西文程度較好的學習者，其語料庫的使用傾
向高於西文程度較低者，其彼此的相關性，符合常理。

3.3.6 問卷調查3
學習者在繳交自我訂正的第二版本的作文後，我們以開放式問卷調查的方式
收集學習者使用線上語料庫檢索協助訂正語詞搭配錯誤的反應、感受與意見，以
求對該法之應用獲致全面性的瞭解，並在後續的教學研究中改進。

3

有關 93 和 94 兩學年度所執行之問卷調查的詳細綜合分析結果，可參考 Lu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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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根據問卷調查中學習者所回應的內容，特別針對語料庫應用的困難歸納
整理如下。(1)在語料庫檢索方法的教導上，基本操作的步驟學習，對於學習者
查詢的需求尚嫌不足。例如：(a)有些受試者表示他們對於自己的錯誤有時並不確
知如何可以透過語料庫的檢索來解決疑難。事實上，在檢索的過程，他們所真正
需要掌握的是他們有把握的搭配成分，以之為關鍵詞輸入，才能獲得該關鍵字的
其它搭配成分。如果沒有上述認知，則可能徒勞無功，因為如果受試者把錯誤的
搭配成分輸入，那在自然的語料庫中搜尋到結果機率則是相當低的。(b)該語料
庫的龐大語料，有時候反而造成尋獲數量過大，而無法顯示範例的結果。根據經
驗，檢索者只要進行筆數篩選，等檢索查獲數量減少後，語詞搭配範例即可顯示。
(2)在語言程度上：(a)以西語母語者為語料來源的語料庫對於初中階的學習者而
言，其內容包含了為數不少的生字與複雜結構，沒有適當的輔助工具，要完整瞭
解語意和語法結構，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b)豐富且多樣的語料量對於初中階
的學習者而言，反而造成不知如何從眾多範例中選擇的壓力，因此有少數學習者
甚至選擇回歸紙本工具書之傳統查詢方式。
這是一個未加詞類或語法註解的語料庫，也沒按照頻率高低排序的功能，所
以，檢索者自身的西文程度對於選擇適當搭配詞則相對重要。此外，因為語料庫
本身的特色，不同類型的語詞搭配在檢索過程的難易度也有所不同。舉例而言，
詞彙類型的語詞搭配較易查詢4，而屬語法類型者，則需進一步分析才可獲得。
儘管如此，仍是有西語程度較好的受試者非常肯定語料庫檢索法在自我訂正學習
上所發揮的效益，他們強調這是傳統工具書所無法比擬的。綜合表一至表六之檢
定分析和問卷調查所得之結論，我們認為如能克服語料庫法使用上的困難，並將
該法應用於西文程度稍高的學習者身上，其成效應將更為顯著。

4. 語料庫法之應用
語料庫檢索法的應用除了 3.2.研究方法中對於學習者語詞搭配錯誤之自我訂
正所提及的「語料庫使用之操作程序與步驟」之查詢、檢索資源外，還包括針對

4

盧慧娟(2007)以〈以語料庫為本之台灣西班牙語教學研究：語料庫之建構與應用〉為題，發表
於《外國語文研究專刊：歐洲語言文化在台灣》
（頁 1-22）的研究結果即驗證此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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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搭配成分間距離遠近的進階選項設定，此功能有助於課程教材之設計。
以動詞+介係詞之搭配的結構組合為例，如：viajar...mundo 的搭配組合，使
用錯誤的學習者人數是 5。其查詢步驟和 3.2 中的操作說明過程完全相同，唯一
差別處在於兩個被搭配詞間距離的設定，例：當學生要查詢以“viajar”和“mundo”
兩詞為基本被搭配詞，如不限定兩詞組合間的緊鄰關係，查詢的功能可以進一步
設定為“viajar dist/3 mundo”（兩被搭配詞間的距離可插入 1 至 3 字）。其檢索結
果共有 25 個範例，呈現的模式包括“viajar X mundo”, “viajar X X mundo”和“viajar
X X X mundo”（X 代表為一個變數），其組合範例又以兩搭配詞間插入一字的類
型居多；藉此觀察其相關修飾語，可做進階的學習。
另 外 ， 從 Mark Davies 所 建 構 的 西 班 牙 語 語 料 庫 (Corpus del Español:
www.corpusdelespanol.org)中進行語詞搭配的檢索，除了可以查詢到上述類似的
相關語料外，因該語料庫本身含詞類的標誌註記系統，且同時具備出現頻率排序
等進階檢索功能，故查詢結果所呈現的模式與機能皆較具參考價值與分析效益。
如配合不同語料庫的功能與特色，整合其語例檢索之結果，對於教學的助益包括
基本和進階的語詞搭配類型與範例，其詞類屬性與頻率高低排序。而其查詢範例
之數量豐富，所反映的是自然語言的使用模式與傾向，有助於教學者提供實際且
正確之範例，對編寫教學教材助益良多。

5. 結論
本論文以教授語料庫檢索法，協助西語學習者自我訂正作文中之語詞搭配錯
誤，並以其修正前後之作文文本為語料對象，研究分析了「學習者本身之西文程
度、語詞搭配使用的錯誤傾向、使用線上西語語料庫協助自我錯誤訂正和訂正成
效」變數間的互動關係，我們獲致以下結論：(1)以詞類法分析學習者語詞搭配
的組合類型，根據分佈傾向歸納出學習難易的階層排序中，介係詞相關的語詞搭
配組合在階層排序上的難度佔有較高階的位置，尤以介係詞+名詞之語詞搭配的
組合模式之使用難度偏高。(2)相關變數的檢定結果顯示：學習者西文程度對語
料庫使用與否之影響強度不大。(3)語料庫檢索法的應用可幫助語詞搭配錯誤之
自我訂正效果，尤以在改善介係詞相關之語詞搭配的錯誤訂正成效上最為顯著。
綜合以上的分析結果，透過學習者語詞搭配使用的情形以及學習成效的檢定

54 外國語文研究第六期

與推論來幫助我們釐清其中可能的相關影響因素，將有助於學習變數的確實掌
握。其成效可包括兩方面：(1)教學者可從語料庫研究分析與檢索應用中獲得實
用的語詞搭配教材與範例。(2)如能正視並克服語料庫檢索法實際使用之困難與
限制，學習者可以利用語料庫檢索進行語詞搭配錯誤之自我訂正，學習效益也將
更為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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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作文題目
Usted quiere vivir para siempre con la persona a quien ama. ¿En qué desea que
los dioses los conviertan para poder estar juntos eternamente? Por ejemplo, ¿quieren
ustedes convertidos en volcanes, flores, mariposas, árboles, plumas? ¡Invente su
propia leyenda!
Modelo: Quiero que los dioses nos conviertan en __________ porque...5

附件二：問卷調查內容
1. 你在使用語料庫查詢時是否有任何技術操作上的困難？
a. 請圈選：有/無
b. 例如：

2. 與以前相比（未使用語料庫查詢）
，你是否認為語料庫查詢的使用有助於作文
的訂正？
a. 請圈選：是/否
b. 答「是」者，請續答以下題目：
請圈選在以下哪方面的錯誤類型最為有用？舉例說明。
i. 文法
ii. 意義
iii. 書寫
iv. 其他
c. 答「非」者，請說明理由。

3. 使用後感想。請自由發揮，謝謝！

5

Ejercicio extraído de Terrell, T, M. Andrade, J. Egasse y E. Muñoz. Dos mundos: cuaderno de
trabajo. Boston: McGraw-Hill Company, 2002. 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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