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兒童語言語料庫(TCCM)詞類規範

(最後更新時間：3/18/2011)

詞類標記主要是參考"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語言所詞庫小組所編技術報告第 95-02/98-04 號
"。
下方為台灣兒童語言語料庫詞類簡要一覽表：
1

ADV

Adverb 副詞

很、一起、就

2

ADJ

Adjective 形容詞

小、新、大

3

ASP

Aspect marker 體貌詞

過、著、在

4

CONJ

Conjunction 連接詞

和、跟、或

5

DE

nominal marker、adverbial marker、complement

的、得、地

marker
6

DT

Determiner 定詞

這、那

7

INT

*Interjection 感歎詞

唉、噢、嗯

8

CS

Foreign words 外來語(包括閩南語)

Mary、radio

9

IDM

Idiom 成語

一心二用、對不起、沒關係

10

CL

Classifier/measure word 量詞

公尺、一「雙」筷子、這「個」

11

MOD

Modal 法相詞

果然、也許、可以

12

Nn

Noun 一般名詞

桌子、水、公園

13

Nloc

Localizer 地方名詞

中間、地上、水裡

14

Nppn

Proper noun 專有名詞

台北市、小明、新光三越

15

Npro

Pronominal 代詞

你們、他、自己

16

Nt

Time noun 時間名詞

春天、現在、早上

17

NEG

Adverb of negation 否定副詞

不、沒、未

18

ONM

Onomatopoeia 擬聲詞

砰、嘩啦、咕

19

PREP

Preposition 介詞

到、把、在

20

QN

Quantifier 數詞

數 字 “一 ”, “二 ”, “三 ”...、
許多

21

SFP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語尾詞

啊、呀、啦

22

CHM

Unknown word 未知詞

拇拇

23

Va

Stative verb 狀態動詞

高、大、辛苦

24

Vc

Shi‐ word「是」字句

是、像

25

Vi

Instransitive verb 不及物動詞

跑、下雨、逛街

26

Vt

Transitive verb 及物動詞

吃、打、
「有」字句

27

Vr

Reduplicated verb 疊詞

看看、敲「一敲」、走來走
去、「越來越」胖

28

WH

Interrogatives “WH‐”疑問詞

誰、為什麼、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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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DV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D、Da、Dfa、Dfb、Dk)
（1）表示範圍和數量之數量副詞，例如：只、僅僅、才、只有、就、都、差一點。
例 1: 他「ADV|只有」喝湯沒有吃飯。
例 2: 這種大瓶子「ADV|就」叫做罈子
（2）表時間之副詞，例如：立刻、先、剛剛、剛、剛才、已經、等一下、前一陣子、每天。
例 1: 「ADV|剛剛」不是有隻小猴子偷偷跑出來 ?
例 2: 我「ADV|等一下」再還你 .
（3）位於動詞前之程度副詞，例如：很、非常、稍微、真、好像＊、這麼、比較。
例 1: 真的「ADV|很」難想像 .
例 2: 這樣「ADV|比較」不會漏出來 .
※當「像」
、
「好像」有"等同"、"是"的語意時，則歸至 Vc 類，其他則歸為「PREP|像」
「ADV|
好像」。例如: 他長得「Vc|像」媽媽啊 .
「ADV|好 Vc|像」DT|那 CL|個 Nn|芒果 SFP|喔 .
但若句中已有「是」字，則仍為 ADV 不斷開。例如：他們「ADV|好像」是夫妻。
（4）位於動詞後之程度副詞。
例：高興「得很」。
（5）地方副詞，例如：處處、到處。
例: 弄得「ADV|到處」濕濕的 .
（6）方式副詞，例如：從頭、一起、通通、統統。
例: 你還要跟誰「ADV|一起」進去 ?
（7）在句首表示連接或轉折語氣之句副詞，例如：總之、據說、還是、本來、其實。
例: 「ADV|其實」事情不是你說的這麼簡單。
二、ADJ - 非謂形容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A)
單純形容詞，不具謂語功能。例如：公共、共同。
※ 若「好、壞、新、長、漂亮」被歸為 Va，而後接名詞(Na, Nb)時，則詞類改為 ADJ。
若後接「的」，則仍保持 Va 類，例如： “「Va|漂亮」的阿姨＂。
三、ASP – 體貌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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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在動詞後，表時態之副詞。如：過、著。
※ 當「在」後緊接動詞時，則歸類為 ASP。例如： 你「ASP|在」 說 什麼？
※ 當「了」緊接於動詞後表完成時則歸為 ASP，例如： 好 「ASP|了」 沒有 啊 ?

四、CONJ – 連接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Caa、Cab、Cbb、Cba、Cbba)
連結詞、詞組或句子，用來表示某種邏輯關係的詞。依連結的語意關係而有下列幾種分
類：
（1）並列連接詞
通常連接兩個詞性相似的成分，多半具介詞特性，例如：和、跟。
例: 昨天我「CONJ|跟」妹妹去看電影。
（2）關聯連接詞
連結幾個分句成複句形式的連接詞。
★語意上具起頭作用，後常須接一個分句，而所連接之分句有時會移位至複句後半段，
例如：雖然、因為、即使、只有、的話、起見。
例: 你現在不睡覺「CONJ|的話」, 明天就爬不起來了。
★語意上具起頭作用，後常須接一個分句，而所連接之分句只固定於複句中的前半段。
例如：雖、既、就是、不但、一來。
例: 他「CONJ|不但」沒有生氣，「CONJ|反而」還安慰我。
★用以聯繫前一句子的連接詞。例如：可是、所以、否則、而且、結果。
例: 他昨天沒有睡覺，「CONJ|結果」今天上課一直打瞌睡。
這次考試要八十分以上，「CONJ|否則」就不能畢業了。
五、DE - 「的」「之」「得」「地」(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為 DE)
例: 睡覺「DE|的」時候記得蓋被子。

六、DT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Nes、Nep)
（1） 特指定詞
不能單獨出現，直接修飾後接的定量詞或名詞。
例如:「DT|某」位名人。
（2） 指代定詞
除了當作定語，另有代詞功能。例如：這、那、其。
例如: 「DT|這」隻小貓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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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DT|那」天上課有沒有抄筆記 ?
※「那」若在句首，表副詞功能時，則當感歎詞。
例如:「INT|那」它頭髮怎麼變這樣子啊 .

七、INT – 感歎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I)
表示說話者的口氣或態度，通常在非句首或單獨使用，例如：噢、唉。
※ 某些語尾詞可在句首當做感歎詞，例如：「啊」。
例如: 「INT|啊」，我課本忘記帶了！
※「那」若在句首，表副詞功能時，則當感歎詞。
例如: 「INT|那」 她 頭髮 怎麼 變 這樣子 啊 .
八、CS – 語碼轉換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FW)
除了國語以外，通常是指閩南語、英文或是其他語言，包括姓名。
例如: 下雨天路上都是濕濕的，一不小心就會摔成 「CS|倒頭栽」。
他還是個小「CS|baby」 。

九、IDM – 成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無相關詞類)
（1）一般成語。例如：有史以來、一心二用、從頭到尾。
（2）連用程度高的慣用語，也納入 IDM 中。
例如：「受不了」、「了不起」、「搞不好」、「前前後後」、「不得了」、「沒(有)關係」。
（3）歌詞、童謠、詩及數數，均合併不斷開，歸在 IDM 類別中，
例如：「IDM|兩隻老虎兩隻老虎跑得快」、「IDM|嘰哩咕嚕滾下來」、「IDM|一二三四五」。
（4）社交用語。例如：早安、大家好、再見、早、對不起、不客氣…。

十、CL-量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Nf)
用以計量之連用語位，常與定詞構成定量詞組。
★ 標準量詞，代表長度、面積、重量、時間等等，例如：公尺、頃、公克、公升、秒、
元、卡路里。
★ 表示每個名詞專屬之單位詞，例如: 一「張」桌子、一「件」衣服、一「匹」馬。
★ 位於動詞與賓語之間，例如：下一「盤」棋。
★ 語意上標示出一組或一群物體的群體量詞，例如：一「雙」筷子、一「副」耳環。
★ 表事物的其中一部份，例如:一「節」甘蔗、一「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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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以器皿式名詞表示的量詞，例如：一「盤」水果、一「箱」書。
緊接定詞後面，以名詞作為量詞，例如：一「頭」秀髮、一「鼻子」灰。
可獨立自主，後可不接名詞的準量詞，例如：國、面。
修飾之前動詞的量詞，表示動作發生的次數，例如：看一「遍」、摸一「下」。

十一、MOD – 法相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D)
表示評價、推測或是義務等副詞。
※ 由於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中與其他副詞並列為 D，未特別分類，因此特別列舉如下:
表推測用法之副詞： 也許、大概、可能、一定、應該。
表義務用法之副詞： 必須、可以、得、會、該、能、敢、肯。
表示說話者評斷之副詞：幸虧、果然、真的、不「必」、不「用」。

十二、Nn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Na)
（1）包含所有可數不可數的實體、抽象、集合名詞。
例如：泥土、水、桌子、杯子、衣服、夢、符號、原因、愛心、香氣、三餐、四肢、船
隻、夫妻…等等。
（2）Child unique form
小孩的自創詞，例如:「蛛蛛車」、「吸玻璃魚」…等等，代表某特定物件或人物。

十三、Nloc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Ncd、Ng)
包含表示事物相對位置的位置詞，或者前接詞組表情況的附著成分之後置詞。
（1）位置詞
例如：中間、西北。
（2）後置詞
例如：杯子裡、地上、屋外。
※像「夜裡」則為時間名詞 Nt 而非地方名詞。

十四、Nppn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Nb、Nc)
包含專有名詞及地方名詞。
（1）專有名詞
除了時間、地方以外的專有名詞，包含姓氏、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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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余光中、詩經、雙魚座、陳老師、王先生。
（2）地方名詞
包含國名、城市的地方名詞。
例如：西班牙、台北。

十五、Npro – 代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Nh)
具有指示代替功能的詞。包含人稱代名詞以及通用於人或物的泛指代名詞。
★人稱代名詞分單複數及人稱的表示方式，(單數)Npro:1sg；(複數)Npro:1pl
第一人稱

例如：Npro:1sg|我、Npro:1pl|我們、Npro:2sg|你、Npro:2pl|你們
★反身代名詞則以 Npro:ref 表示，例如： Npro:ref|自己。「人家」則以 Npro 表示。
★地方代詞以 Npro:dem 表示，列舉有: 「Npro:dem|這裡」、「Npro:dem|這邊」、
「Npro:dem|這些」
。其它像「那裡」
、
「那邊」
，則判斷是否為疑問句來決定是 WH 或 Npro:dem。
★泛指代名詞，如：之、其。

十六、Nt-時間名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Nd)
包含朝代、年號等歷史性時間名詞，例如：唐朝、光緒、西元。
日期、季節等重複性的時間名詞，例如：春天、冬至、傍晚、寒假。
※時間名詞，通常可作為「在」的賓語，因此像「以後」、「每天」、「到時候」
、「最後」
、「前
一陣子」…，均歸在時間副詞類 ADV，而非名詞類。

十七、NEG – 否定副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D)
表示否定的副詞。
※ 由於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中與其他副詞並列為 D，未特別分類為否定詞，因此特別列舉如
下：「未」、「沒有」、「沒」、「不」。

十八、ONM – 狀聲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中無相關詞類)
類比事物的聲音或描寫情態的詞，例如：嘩啦、砰、哈哈。
※ 若是“我用手槍把它「砰」下來＂，此時的「砰」則是 Vt 而非狀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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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PREP – 介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P)
用在詞或詞組之前，以表示起止、方向、處所、時間、物件、目的等。
例如：從、到、在、向、把、被。
※某些介詞可當動詞(Vt)使用，後面只接處所或地名。
例：他 「 Vt|在 」 教 室 、 我 「 Vt|到 」 台 南 了 。
※ 當「在」後緊接動詞時，則歸類為 ASP。
例如： 你「ASP|在」 說 什麼？

二十、QN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Neu、Neqa、Neqb)
通常用來表示指涉物品或是物品的數量。
（1） 數詞定詞
純數字、純數字組合及序數數詞，例如：三、三千五百、幾。
（2） 數量定詞
除了修飾中心語外，當中心語省略時，可出現在論元位置，或是在主語及謂語之間。
例如：許多、任何、百分之五十。
（3） 後置數量定詞
緊接在量詞之後，例如：五十歲「出頭」。

二十一、SFP – 語助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T)
附加於詞組或句子後的連用詞。例如：了、呀、啦、嗎、之類。
※ 當「了」緊接於動詞後表完成時則歸為 ASP，例如： 好 「ASP|了」 沒有 啊 ?
※ 某些語助詞可在句首當做感歎詞，例如：「INT|啊」!我課本忘記帶了!

二十二、CHM – 未知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為 b 或 unk)
無法依據語意判定何種詞類的詞素，例如：玩「CHM|拇拇拇」。

二十三、Va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VH、VHC)
用以描述事物所呈現的某種狀態，通常只需要一個參與論元。
例如：浪漫、特別、大、高、丟、值得、適合、辛苦、豐富、丟、瞎、斷、心酸、想不
開、為難、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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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好、壞、新、長、漂亮」被歸為 Va，而後接名詞組時，則詞類改為 ADJ。
二十四、Vc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SHI) -- 「是」「像」「等於」。
※當「像」
、
「好像」有"等同"、"是"的語意時，則歸至 Vc 類，其他則歸為「PREP|像」
「ADV|
好像」
例如:「Vc|像」 W 阿姨 啊 .
「ADV|好 Vc|像」 那 個 芒果 喔 .
一加一「Vc|等於」二 .

二十五、Vi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VA、VB 及 VI 三類)
此類除了有不及物動詞之外，還包含類及物動詞，其中又可分為動作及狀態兩種。
（1）動作不及物動詞
包含:
<1>一般動態動詞，例如: 違規、謀生、開會；
<2>表示移動或存在的動詞，後可接地方名詞，例如: 跑、飛、走、坐、躺；
<3>動賓結構且賓語表示地方的動詞，例如： 逛街、上台；
<4>表示氣象的動詞，例如:下雨、刮風、打雷。

（2）類及物動詞的語意上包含兩個參與論元，但賓語不能直接在動詞後，必須以介詞引介或
是將賓語前提的方式出現，又包含動作及狀態兩種。
★動作類及物動詞
例如： 求婚、拜年、整容、送醫
★狀態類及物動詞
例如： 心動、灰心、傾心

二十六、Vt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VC、VAC、VCL、VG、VJ、VK、VL、V_2、VD、VE、
VF)
語意上一般需要兩個參與論元，賓語直接在動詞之後。
（1）動作及物動詞
★表移動或存在的動詞，例如：進、闖入、經過、逃離、住、世居。
★以主事者為主語，賓語為終點或客體，例如：打、學、訪問、使用、破壞、照顧、買、
賺、吃、生產、收取、洩露。
★賓語之後通常又會接一個由介詞引介的地方詞，例如：走私、押送、發射、放、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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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儲存、囚禁。
（2）動作使動動詞
例如：轉、動。
（3）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
例如：到、去、過、經過。
（4）分類動詞
連結主語和補語，包含二個論元及三個論元兩種。
★ 二元動詞，典型的分類動詞，直接連結主語和補語，例如：姓、當。
★ 三元動詞，連結主事者、客體及範圍三個論元，例如：稱呼、喊、命名。
（5）狀態及物動詞
例如：迎合、代表、惦念、嫌忌、長達、剩餘。
（6）狀態句賓動詞
後接子句賓語，例如：不滿、嫌惡、反應。
（7）狀態謂賓動詞
後接的謂語通常為一詞組，例如：樂於、甘願、擅長、專門、輪、該。
（8）雙賓動詞
後接名詞
例如：寄、送、捐、搶、敲詐、索取。
（9）動作句賓動詞
例如：責問、詢問、提示、指引、下令、研究、討論、反省、強調、猜想。
（10）動作謂賓動詞
例如：企圖、打算、任用、勸。
（11）「有」、「要」字句。
例如：房間裡「Vt|有」好多玩具。
我「Vt|要」去玩溜滑梯。
二十七、Vr –疊詞類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大多為 VA VC，有些未成一詞)
「AA」－「Vr|走走」、「Vt|想 Vr|看看」、「Vr|想想 Vt|看」
「A 來 A 去」－「Vr|跑來跑去」、「Vr|跳來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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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 A 下」－「Vr|爬上爬下」、「Vr|跳上跳下」
「一面..一面..」、「一邊..一邊..」－「一面說一面笑」、「一邊走一邊吃」
但是「越來越 X」的－「越來越」已經成為固定形式，所以標示為「Vr|越來越 Va|胖」
「Vr|
越來越 NEG|沒有 Va|禮貌」
※「謝謝」是社交用語，為 IDM 類。
※ 1. 若是較為複雜的句型，則改為像下列例子的形式:
如:「Npro:2sg|你 Vr|一邊坐 Npro:3sg|它 Vt|有 NEG|沒有 Vr|一邊叫」
Vr|一邊吃著蛋糕 Vr|一邊講著笑話」
Vr|越來越 NEG|不 MOD|會 Vt|收 ASP|了」
2. 「越來越 X」形式改為「Vr|越來越 Va|X」
3. 「A 一 A」形式則為－「Vt|敲 Vr|一敲」、「Vt|寫 Vr|一寫」

二十八、WH - 疑問副詞 (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詞類為 D、VH、Nep)
※ 由於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中與其他副詞並列為 D，未特別分類，因此特別列舉如下：
為什麼、幹麼、幹嘛、怎麼、怎樣、哪裡(裏)、那裡(裏)、什麼、誰。
※ 「幹什麼」斷開為「Vt|幹 WH|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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