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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前言

目前的語料庫及電子資源大都針對英文。德文的相關
資料比較少。資料比較少。

感謝政大建置德語研究資源

藉由此次說明會希望大家多多利用政大的德語電子資藉由此次說明會希望大家多多利用政大的德語電子資
源，並且極力研發德語的語料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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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前言

比較過去跟現在情況

書本很重 電子資源DVD書本很重vs.電子資源DVD

書本容易損壞 vs.可以輕易複製多份

常拜託德國同學借出來 複製 寄回台灣 需要至少一常拜託德國同學借出來，複製，寄回台灣，需要至少一
個月vs.數位資料庫可利用網路傳送，或者網路上搜尋

傳統圖管 數位圖書館（在家中就可以查閱）傳統圖管vs.數位圖書館（在家中就可以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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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語料庫的重要性2語料庫的重要性

為何要建置資源庫或者語料庫？

語料庫是個新興的科學 結合語言學 計算機科學語料庫是個新興的科學，結合語言學、計算機科學、
認知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語料庫將語言的材料建置
成為資料庫，以提供重複使用該資料庫之語言資料。成為資料庫，以提供重複使用該資料庫之語言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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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料庫的重要性2.1 語料庫的重要性

目前語料庫既用於研究，亦用於教學。而且已經證實語
料庫用於教學的正面效用，就如「McEnery&Wilson (1996) 
具體指出語料庫的範例對語言教學是有意義的 建議採具體指出語料庫的範例對語言教學是有意義的，建議採
用語料導向的語言教學與學習」（引用於盧慧娟2006，6
）。何安平（2004，13）也有類似的看法：「跨世紀的）。何安平（2004，13）也有類似的看法： 跨世紀的
語料庫語言學正在越來越廣泛地應用於語言教學、詞典
編輯、職業培訓、自動信息提取和自然語言生成等領域
」。其他類似研究肯定語料庫在語言教學以及語言學習
的功能，例如（莊永山1994，1998）、（Wang 1999，

）等等2001）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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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料庫對研究的重要性2.2語料庫對研究的重要性

以往研究的不方便就是收集資料費力費時、還有研究
者常常自創例句，研究時常常忽略語言的真實性。
研究者常常自創例句 研究時常常忽略語言的真實性：研究者常常自創例句，研究時常常忽略語言的真實性：
語料庫研究之前，語言學研究常常引用自己所造合乎
語法的句子或者觀察部份語言現象，而導致所得到的
研究結果常常無法呈現語言的真實性 但是這些研究研究結果常常無法呈現語言的真實性。但是這些研究
常常有以下的缺失：以往文法研究常常缺乏綜觀整體
語言的呈現，而誤判認為英文現在進行式常跟now出現，
後來利用語料庫研究發現英文自然語言中95 4％的後來利用語料庫研究發現英文自然語言中95,4％的now
出現於現在式，而只有4,6%的now跟現在進行式一起使
用。由於文法研究者依照自己隨機所取得資料觀察語
言 剛好所觀察的語言現象中 遇到現在進行式常跟言，剛好所觀察的語言現象中，遇到現在進行式常跟
now一起出現，而導致研究結果有偏頗（參考Kennedy 
1992，342引用自何安平2004，44）。
語料庫對研究的貢獻就是利用資訊科技累積知識、收
集真實語言及搜尋迅速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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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語料庫對研究的重要性2.2語料庫對研究的重要性

翻譯語料庫：
譯文中文跟母語中文的比較 分析譯文中文跟母語中文的落差譯文中文跟母語中文的比較：分析譯文中文跟母語中文的落差，
例如譯文中文受到外文影響，出現比較多的連接詞（例如陳瑞清
2003）
中外語對照的資料庫 以便可以分析譯文翻譯技巧中外語對照的資料庫，以便可以分析譯文翻譯技巧。
中介語語料庫：所謂中介語意指學生學習外語過程中所建立的語
言體系，就是學生模擬目的語（外語）體系，但是其外語應用並
未達到目的語之標準。透過比較學生外語的表達（中介語）以及未達到目的語之標準 透過比較學生外語的表達（中介語）以及
目的語（外語）之間的落差，進而更理解學生學習的過程以及其
困難。
在台灣徐學慧收集中山大學，東吳大學以及台灣大學約兩千篇學
生英語作文，建置英語學習者作文語料庫（Shih 2000，91）。
盧慧娟（2006）其研究重點在於分析哪些文法規則或者搭配情況
對學習者比較困難以及學習者比較常出現哪些文法錯誤：「Lu 
(2003 47)計算了西班牙語學習者虛擬式和不同子句類型互動使用(2003:47) 計算了西班牙語學習者虛擬式和不同子句類型互動使用
的正確率，並排序出學習的難易階層」（盧慧娟200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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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料庫對學習語言的重要性2.3 語料庫對學習語言的重要性

目前雙語對照語料庫僅限於中英對照，而缺少中德對
照的語料庫。目前在台灣中英對照語料庫就是清大張
俊盛教授利用光華雜誌的中文版以及英文版建立語料
庫(TOTALrecall: 
http://candle.cs.nthu.edu.tw/totalrecall/total p // / /
recall/totalrecall.aspxfuncID=1)，學生可以利用中文的關
鍵詞，查到所要表達的英文句子或者英文詞彙
中英對照的期刊論文，利用中文搜尋英文的適合論文中英對照的期刊論文，利用中文搜尋英文的適合論文
之英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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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整句學習系統3.德中整句學習系統

目前大都以英文為主，德文方面很少有語料庫學習系
統。統。

–本系統是台灣第一個研發中對德的溝通句型，讓學生
可以用中文查閱德文的表達，而且出現完整且正確的可以用中文查閱德文的表達，而且出現完整且正確的
德文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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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中整句學習系統3德中整句學習系統:
利用德語（母語﹚尋找中文（外文﹚整句系統

網址︰http://163.18.22.30/gm/

針對問題：針對問題：

(1a) 想要表達的意思，不知道外語（德語）如何表達。

( b)常常不確定自己所說或者所寫的外文句子是否正確(1b)常常不確定自己所說或者所寫的外文句子是否正確。

(1c)所表達的句子常常不完整或者不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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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利用德語（母語﹚尋找中文3.2.利用德語（母語﹚尋找中文
（外文﹚整句系統

（1）目前學習外語表達時，學生常使用電子辭典以及
使用機器翻譯軟體：電子詞典提供外文詞彙，而經由使用機器翻譯軟體：電子詞典提供外文詞彙 而經由
各種外文詞彙常常無法組成合乎使用習慣（道地）的
外文句子。藉由機器翻譯、利用中文尋找外文句子時，
常常產出錯誤的外文句子 本系統連接中文句子對照常常產出錯誤的外文句子。本系統連接中文句子對照
外文句子，所提供的是正確的句子。本計畫超脫「詞
彙」範疇，將「句子」視為外語學習的最小單位。因」 」
此本系統提供是完整句子，以便使用者可以直接引用。

（2）再者藉由中文尋找所需的外文句子，積極將目前
「被動學習外語 轉化為「主動學習外語「被動學習外語」轉化為「主動學習外語」。

12



4 1 IBZ4.1 IBZ
http://refworks.reference-global.com/IBZ

IBZ: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ie der Geist‐ und 
sozialwissenschafltichen Zeitschriftenliteratur

人文及社會學科期刊之各國文獻

只提供文獻書目及論文摘要只提供文獻書目及論文摘要。

收錄大約1983到2008年的各種人文及社會科學論文。大收錄大約1983到2008年的各種人文及社會科學論文。大
約有2956240篇期刊論文，分別取自11381種期刊。

所涵蓋大約30不同領域：德國文學，一般文學，比較文
學 科學教育與研究 教育學 經濟學 心理學 古學，科學教育與研究，教育學，經濟學，心理學，古
典與文學，法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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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登入畫面4.1 IBZ操作方式-登入畫面

工具列/登入狀態欄相關產品介紹

成功登入狀態

檢索欄
相關產品

檢索欄
相關產品
介紹AKL 產品介紹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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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IBZ操作方式 檢索畫面4.1 IBZ操作方式-檢索畫面

關鍵字：關鍵字：

sozial 

儲存檢索結果清單：儲存檢索結果清單
1. 勾選需要的文件(或點選Alle Ergebnisse auswählen全選)
2. 點選PDF 以儲存為PDF檔；或
3 點選Drucken列印清單：或3. 點選Drucken列印清單：或
4. 點選Email 寄送至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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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Di i it h ift4.2 Digizeitschriften
http://www.digizeitschriften.de/

Digizeitschriften:數位期刊資料庫

將德國現有的期刊數位化，變成資料庫，
可供查詢論文內容。可供查詢論文內容

收集年份：1824到2005年

數量：144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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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Digizeitschriften

Digizeitschriften:數位期刊資料庫

將德國現有的期刊數位化，變成資料庫，
可供查詢論文內容。可供查詢論文內容

收集年份：1824到2005年

數量：144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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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4.2 Digizeitschriften操作方式

帳號密碼 快速檢索畫
面面

期刊列檢 免費期刊 關於我 FAQ聯繫我們首

英文

期刊列
表

檢
索

免費期刊
列表

關於我
們

FAQ聯繫我們首
頁

英文
版

以IP辨別登入資料庫，不需輸入帳號(見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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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Digizeitschriften 檢索結果g
畫面

共有1489項資料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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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Di i i h if 進入文章進入文章後可觀 4.2 Digizeitschriften  進入文章進入文章後可觀
看內容。

可選擇頁數、下
一頁 最前一頁、最前/
最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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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5 結語

多多利用現有的資源，創造亮麗的將來

多設置適合學生程度的德語學習語料庫

利用語料庫學習或者研究，達到事半功利用語料庫學習或者研究，達到事半功
倍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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