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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級英語教學的詞彙量問題

楊懿麗

本文從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國內各級學校英語教學中的詞彙量問題。全文分為四小節：一、

前言；二、詞彙量與篇章涵蓋率；三、國內英語教學的詞彙問題—國小、國中、與高中；四、大

學英文的詞彙量問題；五、結論。

本文先從詞彙量與篇章涵蓋率的問題，討論詞彙量的根本意義。接著就國內各級學校英文課

課程所訂定的詞彙量，討論適當與否的問題。最後，深入探討大學英文教學中的詞彙量問題。於

討論過程中，筆者依據學理與教學環境，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學界參考，也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研究發現，國內中學英語課程所訂定的詞彙量，頗合乎學理，但是，國小英語部分，在認識

詞彙方面，缺乏明確的規定，可能導致一連串的問題。筆者建議國小英語的認識詞彙，以 500 到

600 個詞為宜，並且應當編列一份詞彙表，以供參考。

而大學英文部分，因為缺乏教育部的任何規範，問題更多。筆者建議大學英文應明定 8,000 到

10,000 個詞的詞彙量為教學指標，如此，則大學英文可以起死回生，也可以為國家培養更具競爭

力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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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對於國中、小學的詞彙

量的訂定，曾經引起很大的爭議。其中最大的問題

是國小階段所規定的「口語部分至少會應用二百個

字詞，書寫部分至少會拼寫其中八十個字詞」。因為

不論學界或輿論都知道，只有 80-200 個字詞，連最

基本的聽、說、讀、寫教學活動，都很難進行。1

詞彙是語言的根本，是語句形成的素材，就

像是蓋房子的鋼筋、砂石、磚塊、與水泥，沒有詞

彙，語言的藍圖畫得再漂亮，都無法變成真正的

言語行動或語句篇章。一個人所擁有的詞彙量的

多寡，與他的閱讀理解能力，乃至於整個語言能

力，有密切的關係：詞彙越多，能力越強（Willis, 

1990；Meara, 1996；Coady & Huckin, 1997；Lewis, 

1997, 2000；林麗慧等，2003；蔣佩珊，2003）。

詞彙的計數，基本上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

式以詞族（word family）為單位計數；例如 read, 

reads, reading, readable, readability 都是屬於同一個詞

族，算一個單位而已。換句話說，一個詞族包含一

個基詞（base word，如 read），以及經過曲折變化

（insections）所產生的字（如 reads, reading），或

由衍生變化（derivations）所產生的詞（如 readable, 

readability）。這種算法是許多辭典（如 Webster 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所用的方法。

第二種是以詞（lemma）為單位。一個詞包括

基詞和經由曲折變化所產生的字，但不包括由衍生

變化所產生的字（Nation & Waring, 1997；Schmitt, 

2000）。例如 read, reads, reading 只算一個詞，而

read, readable, readability 則視為三個詞。詞相當於

1 這是九十二年發布的綱要資料（2003 年綱要，頁 127，能力指

標 5-1-3）。本文下面會用九十三年的修訂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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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謂的字（word），本文稱之為「詞」。這是最

常用的方法，也是九年一貫千字表所用的方法。2

有人估計 3,000 個詞族相當於 5,000 個詞（Eyck-

mans, 2004）。本文就以 3：5 的比例來換算詞族與詞

的數量。

究竟一個人從出生到長大成人，就本國語部分

擁有多少詞彙？而就外國語的學習方面，又需要多

少詞彙？本文將從國內外文獻所見，探討國內各階

段英語教學所制定的詞彙量的問題。

貳、詞彙量與篇章涵蓋率

根據 Nation & Waring（1997），一個五歲小孩的

母語詞彙量為 4,000 到 5,000 個詞族左右，而且每一

年增加 1,000 個詞族，所以到大學畢業時（二十歲左

右），至少有 20,000 個詞族的詞彙量。3 這樣的詞彙

量，雖然與辭典所收集編列的詞彙量（如 Webster 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含有 54,000 個詞族）有

一段距離，但是卻足以處理所有語言文字上的問題。

事實上，語言心理學家估計一般人所使用的詞彙，大

約在最常見的 3,000 與 6,000 之間（Taylor & Taylor, 

1990）。讓我們先看看專家們利用一本以詞族為單

位、以頻率為依據所編寫的一本工具書—General 

Service List（West, 1953）—所做的統計。

General Service List（簡稱為 GSL），雖然是

五十年前的著作，而且以書面文字為資料，但是

還是很有參考價值。它總共收集 2,000 左右的詞

族，並且提供各個詞的出現頻率，依據頻率之高低

排列。專家們想知道的是：這兩千個詞族，在任

何一篇文章或書本裡，究竟能涵蓋多少內容（text 

coverage）？也就是說，在一篇文章裡，這 2,000

個詞族究竟占了多少比例？以下是三個調查的結果

（摘自 Nation & Waring, 1997）。

 表 1　GSL 的篇章涵蓋率

研究者與

篇章類型

前 1,000 個

詞族

後 1,000 個

詞族
總　和

Sutarsyah（1993）
  學術教本

  一長篇經濟學教本

Hwang（1989）
  多種教本

Hirsh（1992）
  短篇小說

74.1%
77.7%

77.2%

84.8%

4.3%
4.8%

4.9%

5.8%

78.4%
82.5%

82.1%

90.6%

從上表可知，GSL 的第一千個詞族，能涵蓋

74% 到 84% 的文章篇幅；再加上第二千個詞，就

可涵蓋了 78% 到 90% 左右。換句話說，當一個人

具有最常用的 1,000 個詞族時，他就能掌握 74% 到

84% 的文章內容；若是擁有 2,000 個詞族，則能掌

握將近 80% 到 90% 的內容。

現在再看利用近代大型語料庫所做的調查

（Brown corpus 摘自 Nation & Waring, 1997；Collins 

Cobuild 摘自辭典）4。

Brown語料庫含有500篇文章，共1,000,000詞。

而 Collins Cobuild 的語料庫為 Bank of English，共有

2億個詞；其中25%是美式英語，  5%為其他英語（如

澳洲或新加坡），  1千 5 百萬個詞為口語資料。注意：

這兩個語料庫都是以詞（word ／ lemma）為單位計

數，而且都有頻率的資料。例如表中的第一欄的第

一個數字 1,000，代表最常見的 1,000 個詞；第二欄

的第一個數字 700，代表最常見的 700 個詞。5

2 事實上，還有第三種。那是以字形為單位計數，所以像上面的 read, reads, reading 就算是三個詞。以九年一貫的千字表來說，主要以詞

（lemma）為單位計列，但有時候也會用字形為單位計數。
3 有關兒童詞彙增長的估計，眾說紛云。像 Just & Carpenter （1987）就認為，一個小孩子每年可以增加 3,000 個詞，而 Anglin （1987）卻認

為，一個小學一年級生的詞彙已經達 10,000 個詞。
4 此處的 Collins Cobuild 是指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1995）。在這本辭典裡，並沒有提供所有的數據，所以表 2 用「？」表示。

但是從現有資料看，兩邊應該相去不遠。
5 Collins Cobuild 的數據並不是以 1,000 為單位在分級，而是依照頻率分成五個等級（bands），所以形成每個等級內的字數，不盡相同：從

最常見到最不常見的詞彙數量，依次為 700、1,200、1,500、3,200、8,100；表 2 內的數字是累加之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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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 裡 Brown 語料庫的數據，可知當詞彙量

是 3,000 個的時候，篇章涵蓋率是 84%；而當詞彙

量為 6,000 個時，涵蓋率將近 90%；而當詞彙量超

過 15,000 時，涵蓋率則昇到 95% 以上。

 表 2　Brown 語料庫與 Collins Cobuild 語料庫的

　　    篇章涵蓋率

Brown corpus（1982） Collins Cobuild（1995）

詞彙量
（words） 篇章涵蓋率

詞彙量
（words） 篇章涵蓋率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15,851

72.0%
79.7%
84.0%
86.8%
88.7%
89.9%
97.8%

700
1,900
3,400
6,600
14,600

？ 4

75%
？
？

95%

所謂 95% 的涵蓋率，表示只有 5% 的文字是生

詞。多數的專家學者都認為只要能達到 95% 的涵

蓋率，就可以行遍天下，無往不利（Laufer, 1989；

Hirsh & Nation, 1992）。

從上面兩個表裡的篇章涵蓋率，我們發現：頻

率越高的詞或詞族，也就是越常用的詞或詞族，所

能涵蓋的的文字比例越多。如 GSL 的第一千個詞族

就能涵蓋 74% 到 84% 的篇章，第二千個詞族卻只

涵蓋 4.3% 到 5.8% 而已。同樣的，Brown 的第一千

個詞的涵蓋率為 72%，到第二千個詞變成 7.7%，到

第三千個詞只剩下 4.3%，到第四千個詞更少—只有

2.8%。6 Collins Cobuild 的情形也應當一樣。

這表示學會常用的詞彙是很重要的。那麼到底

要學 1,000 個詞、2,000 個詞，還是 3,000 個詞？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再回頭看涵蓋率。以

Brown 語料庫的資料為例，當一個人擁有最常用

的 1,000 個詞的時候，在閱讀時所遭遇的生詞約有

28%。換句話說，他每讀 10 個字，就會有將近 3 個

生詞。在這種情況下閱讀，會有很大的挫折感，因

為只有 7 個字的上下文，很難幫助他猜解 3 個生字

的意思。可是當他擁有 2,000 個詞的時候，可理解的

文章比例增加到 79.7%；也就是說，每讀 10 個字只

會遇上 2 個生詞。這當然還不夠理想，最理想的是

能達到涵蓋率 90% 到 95%；也就是說，擁有 6,000

到 15,000個詞。光是從這些統計數字，就可以明白：

詞彙越多，代表更精通、更成熟的語言能力。

根據以上母語方面的資料，有些外語教學專

家建議，2,000 個詞（約 1,200 個詞族，也就是涵

蓋率接近 80%）為第二語學習的基本門檻（Meara, 

1995；Schmitt, 2000）。也有人建議以 5,000 到 8,000

個詞（約 3,000 到 5,000 個詞族）為認識詞彙，而

且其中的 3,000 到 5,000 個詞（約 2,000 到 3,000 個

詞族）為應用字彙。這個時候，涵蓋率已經高達

88% 以上，有足夠的能力來閱讀原文書籍（Nation 

& Waring 1997）。這個建議與心理學家對成人詞彙

使用的情形（也就是，在詞頻 3,000-6,000 之內）相

當接近。更有人建議 17,000 個詞（約 10,000 個詞

族） （Hazenburg & Hulstijn, 1996）。可見要學多少詞

彙，完全取決於所欲達到的精通程度（prorciency 

level）。

參、國內英語教學的詞彙問題—國小、國

中、與高中

以上所引用的專家建議，雖然主要針對第二語

言學習者（second language learner）而提出，但是

卻也可以在我們的課程設計裡，看到類似的主張。

例如，九年一貫（2004 年修訂版）所定的國中基本

應用詞彙為 1,200 個，認識詞彙為 2,000 個，可以說

已經達到基本門檻。而依據最新修訂的高中課程標

準，高中的詞彙量也定在 5,600 左右，也與閱讀原

文所需要的詞彙量相去不遠。7 

6 這就是所謂的 Zipf’s Law （Just & Carpenter, 1987）。
7 這些課程標準所定的詞彙量，沒有特別標明為詞族，應當是一般所謂的詞，也就是 lemma 或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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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依照課程標準的規定，把各級學校英語教

學詞彙量摘要如表 3。

 表 3　國內各級學校英語教學詞彙量

國小 國中 高中 8 大學

認識詞彙 
（含應用詞彙）

500-600
（？）

2,000 5,600 ？

應用詞彙 300（口語）
180（文字）

1,200 3,360
（？）

？

國中與高中部分，與學者所建議的相當接近，

我們就不再討論。9 至於國小的認識詞彙與高中的

應用詞彙，都沒有在課程標準裡說清楚，所以筆者

只好比照 5：3 的比例來估計，並在旁邊打個問號來

表示不確定。國小部分，筆者只用口語的 300 個詞

來推算，因為拼寫 180 個詞也含在口語的 300 個詞

內。至於大學階段，則先打兩個問號，下面再詳細

討論。

假如筆者所估計的國小 500 到 600 個認識詞

彙是合理的話，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這個詞彙量的

適當性。首先從語料庫的資料來看。根據林麗慧等

（2003）的調查分析，500 個詞（lemma）占總詞頻

的百分比為 60.27%，這個數據相當於前面所謂的篇

章涵蓋率。我們根據 Brown 的資料來推測，也估計

500-600 個詞的篇章涵蓋率應該在 60% 左右。假如

這個估計是正確的話，那麼就要再進一步問：達到

60% 的涵蓋率，也就是每讀 10 個詞就可能遇到 4

個生詞—將近一半的字看不懂—這樣的閱讀能

力，是否就是國小學生應有的能力？

九年一貫的課程，很明白的表示，國小階段以

「聽說為主，讀寫為輔」，而且在「不增加學生負

擔」的考慮下，才只設定 300 個口說詞彙，180 個

拼寫詞彙。以此教學重點來說，認識 600 個詞彙而

言，似乎足夠了，能夠滿足分段能力指標的要求。10

不過從所投入的教學時間來算，似乎有斟酌的

必要。九年國教若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教授英語，

每週 1-2 節課，到國小六年級時，總授課節數約為

160-320。換句話說，每次上課所要學的詞彙只有

2-4 個字。

這個數字，不論從兒童學習語言的角度，還是

教學實務來看，都會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第一、一個母語學習者可以一年認識一千個詞

族，我們把詞彙量訂定在每年 150 個（注意：只是

「詞」而不是「詞族」！），真的是小巫見大巫，實

在不成比例。

第二、根據腦神經學的研究，我們人的記憶力

從出生到青春期（十二、三歲），是最佳的狀態，但

是成年以後，就慢慢在退化（楊榮蘭，1999；郭美

辰、郭隸德，2001；葉兆祺，2003）。國小階段（六

～十二歲）不善用此能力增進英語詞彙，更待何

時？

第三、由於課程裡對於認識詞彙並沒有界定清

楚，一般人以為只要學 300 個詞彙就夠了。11 有些

家長看到國小的 300 與國中的 2,000 之間的巨大差

距，就想辦法送孩子去校外補習，以致有額外資源

的小朋友學了很多，使原來就已存在的雙峰現象變

本加厲，製造更多的教學困擾，延伸許多問題—

如孩子養成優勢、功利主義、或自暴自棄等偏頗的

觀念。

第四、一個孩子在進入小學的時候，主要的目

的就是在學著讀書、識字，以增進對這個世界的了

解。他學得越多，越有成就感，越有興趣。把詞彙

8 新修訂的高中課程綱要要求每學期教授的詞彙不得少於 600 個詞，所以三年六學期至少學習 3,600 個詞，再加上國中小的 2,000 個詞，

可達 5,600 個詞以上。八十四年的課程標準裡明訂高一每課含 30 個生詞，高二每課 40 個，高三 50 個，總共約 2,880 個，再加上國中的

2,000 個，總共是 4,880 個。
9 根據林麗慧等的研究（2003），國中及高中部編版的英文教材（舊教材），所涵蓋的詞彙，有超過 70 %-80% 是在 Collins Cobuild 的 3,000

個詞內（以字形計算），九年一貫的千字，也大致良好。
10 不過也有人呼籲，國小應該加強讀寫的教學（陳又銘，2003；吳萼洲、張玉芳，2004）。
11 對於國中詞彙，亦有類似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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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在 300 個或 600 個，實在是畫地自限。不斷

地重複學習簡單的東西，不但沒有成就感，而且會

降低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可見，把詞彙量限制在 300 或 600 個，實在有

背常理與學理。不過由於英語是個外國語，所以國

小的課程規劃，即使有所不足，也不至於不當。為

了不願小學生承受太多的壓力，筆者也不敢斷然主

張一千個認識詞彙。12

以上是從學習的角度看國小英語詞彙量的問

題。事實上，詞彙量的訂定確實兩難：一方面要照

顧小學生的課業負擔，另一方面也要顧慮到多元教

學的理念。這個問題不是只有國小的 300 到 600 個

詞會出現，國中的 1,200 到 2,000 個詞也照樣對教材

編寫者或授課者綁手綁腳。

然而，詞彙量若是不加以訂定，在一綱多本

的情況下，各版本在詞彙的控制與選擇，已經出

現很大的落差（楊雅岑，2003；吳萼洲、張玉芳，

2004）。這個落差直接影響教材的難易（陳又銘，

2003；潘靖英，2004）。而過少的詞彙也往往造成教

材的重複以及缺乏連貫性（葉兆祺，2003）。這些問

題必然引發更多的問題，如程度差異懸殊以及與國

中難以銜接等（周中天，2002；陳姿清，2002；楊

雅岑，  2003；郭蕙菊，  2003；潘靖英，2004；吳萼

洲、張玉芳，2004）。

因此，國小英語認識詞彙量的訂定，有其必要

性。同樣的，我們也希望有一份應用與認識詞彙表。

國小英語詞彙量與詞彙表的擬定，即使不能解決所

有的教學問題，至少可以減少一些弊病。

肆、大學英文的詞彙量問題

大學英文（或大一英文）課程，對許多學生來

說，實在是「味同雞肋」。追究其因，主要是課程目

標的模糊（楊懿麗，1984、1985；吳又熙、謝燕隆，

1990；郭志華等，1990；忻愛莉，1995；蔡鈺鑫，

1995、86；謝琇玲，2003）。

大學英文課程的教學目標，教育當局並沒有明

確的規定，而是由各校自行決定。雖然各校系都會

有明定的課程綱要或原則，但是在尊重專業的原則

下，往往較難有嚴密的規範與約束，不但各校之間

所使用的教材、教法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同一學校

裡落差亦很大（黃素月，1998）。

沒有明確的目標、沒有一定的教材、再加上沒

有一定的評量方式與標準，使大學英文的教學績效

「惡名昭彰」，導致這門課成為被刪減、排擠的對

象。民國八十二年教育部就把原來八個學分的必修

大一英文，改成六個學分的必修大一外文。

雖然如此，有關改進大學英文教學的議題，

仍然不斷出籠，有的著重在課程結構與設計的修訂

（謝琇玲，2003；王毓芝，2004；鄒文莉，2004），

有的推出新穎有效的教學方法（廖美玲，1999；錢

景甯等，2002；吳蕙宜，2003；黃藍億，2003；黃

珮菁，2003）。不過種種的努力，似乎都沒有達到預

期的效果（忻愛莉，1995）。最近美國 ETS 測驗中

心公布，國內大學生的英文水準，在某些領域內已

經低於國際標準，而這個問題在職場與學術界，已

經成為一個隱憂（2005 年 7 月 5 日「聯合報」、「蘋

果日報」等）。

依筆者之見，大學英文教學的改革需從根本

做起。所謂「根本」，一在教學目標的確定，二在

詞彙量的明定。大學生所擁有的詞彙太少（郭志華

等、1990；謝琇玲，2003；王毓芝，2004），是所

有問題的癥結—即不能自在地進行聽、說、讀、

寫的活動。

國外自從 1980 年代以來，詞彙的重要性重新

被評估。學者專家熱烈探討有關詞彙教學的原理、

方法、以及評量（Willis, 1990；Nation, 1990, 1994, 

2001；Lewis, 1997, 2000；Schmitt, 2000；DeCarrico, 

2001；Eyckmans, 2004）。大抵而言，詞彙教學比起

12 事實上，有學者認為初學英語者，一開始就應以 2000 個詞為目標（Meara,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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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的教學，更容易執行與落實，更容易有具

體的成果，更容易做客觀的評量（Nation, 1990；

Alderson & Banerjee, 2001, 2002；Eyckmans, 2004）。

國內相關研究也在跟進中，有的著重在中小

學階段（李恩玲，1997；黃文財， 2000；施文嫻，

2001；許國鋒，2003；黃惠真，2003；林婉瑜，

2003），有的探討大學階段（黃自來，1994；林至

誠，1997；湯廷池，2000；蔣佑仁，2000；陳碧珠，

2003；沈薇薇，2003；謝琇玲，2003），但都側重在

教學原理與方法，很少涉及詞彙量問題。

所以，筆者建議大學英文在課程裡規定明確

的詞彙量，做為教學的一個重要指標，並指導以

適當的學習方式。13 有豐富的詞彙作後盾，則不論

目標為何，大學英文的教學必然如虎添翼、如順

水推舟，必能使這門課起死回生、具有挑戰性，

不再被視為營養學分，並且建立大學英文程度的

能力指標，名符其實地幫助大學生學到應學的「大

學」英文！ 

那麼一個大學生，究竟應學會多少詞彙，才算

夠呢？根據上面的討論，一個外語學習者，至少要

有 5,000 到 8,000 個詞，才能閱讀原文書籍；若能

有 15,000 個詞彙，就能涵蓋 95% 的內容。因此，

筆者認為一個大學生至少要擁有 8,000 個詞彙，而

英文本科系學生至少要有 10,000 個以上的詞彙。換

句話說，只要在高中的 5,600 個詞彙之外，再增加

2,400-4,400 個詞，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不過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大學

英文通常只有一年的課程，而且只剩六個學分，如

何能在一年內增加 2,400-4,400 個詞彙？針對這個問

題，筆者有三個想法：

1. 2,400-4,400 個詞，轉換成詞族，也不過是

1,440-2,640 個詞族而已。一個高畢業生已經習慣於

詞族的學習—除了學一個基詞之外，一定還附帶

學習其他的衍生詞。所以，一年內增加 1,440 個詞

族等於一個學期只增加 720（約 1,200 個詞）個詞族

而已，這並不是一個天文數字。若是能把六個學分

的課程，分散在三個學期裡，那麼一學期只剩 500

個詞族（約 800 個詞）的學習量，對於一個已經進

入大學之門的人，一定可以勝任愉快地學習。至於

本科系的學生，四年內增加 2,640 個詞族，絕對不

是問題。

2. 根據 Milton & Meara （1995）的研究，高級

程度的學生，在適當的教學情境下，一年可以學習

2,500 個詞。而大陸學者 Hui Du （2004）也建議大學

生每學期應學習 2,500 個詞，並且以 12,000 個詞彙

為學習目標。筆者所設定的 8,000-10,000 個詞，已

經算是低標了。

3. 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若不設定一個

增加詞彙的目標，那麼一個大學生在高中時代所學

過的詞彙，就會慢慢淡忘。以每天忘掉三個詞彙來

算，四年下來後所剩下的英文詞彙，恐怕不如一個

國中生！以 8,000-10,000 個詞為目標，具有一舉兩

得的作用—既可增進新詞，又可防止忘記舊詞。

總之，今天當全國都在拼英語的時候，當我

們急迫需要提昇國家競爭力的時候，我們的高等教

育中的大學英文，不能再敷衍塞責、墨守成規、不

求進步。而訂定明確的詞彙量，就是改進大學英文

教學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大學英文若能

以詞彙教學做為標竿，必有立竿見影之效，不論是

聽、說、讀、寫，必能得心應手，不必再為了應付

檢定測驗而到補習班補習了！

伍、結論

本文先從詞彙量與篇章涵蓋率的問題，討論詞

彙量的根本意義，接著就國內各級學校英文課程所

訂定的詞彙量，討論適當與否的問題，最後深入探

13 在大學階段的詞彙教學，不能像中小學一樣仰賴教師的解說，而是要教導一套學習策略，讓學生自修學習（Nation, 1990, 1994, 2001；
Meara, 1996；林至誠，1997；沈薇薇，2003；謝琇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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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大學英文教學中的詞彙量問題。於討論過程中，

筆者依據學理與教學環境，提出一些建議。

有關中小學的部分，國中與高中課程標準所定

的詞彙量，還算恰當，但是國小部分，就頗有爭議

性。筆者建議除了將認識詞彙界定清楚之外，並且

應當列出一份含認識與應用的詞彙表，以供授課教

師及教材編纂者參考。

至於大學部分，應重視詞彙教學，將在高中所

學的詞彙量，擴充到 8,000 -10,000 個詞，以此做為

大學生英文能力的指標之一。

筆者針對國內英語教學的詞彙問題，提出這

些建議，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共同關懷詞彙教學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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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ssue of Vocabulary Size in 
English Teaching in Taiwan

I-Li Ya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vocabulary size in English teaching in Taiwan.  The research 
method is basically a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on the issue.  There are rve sections: (1) Introduction, (2) 
Vocabulary size and text coverage, (3) Vocabulary size in the English teaching curriculum of Taiw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 teaching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4) The problem of vocabulary 
size in college English in Taiwan, (5)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ed, it is found that the vocabulary sizes stipulated in the curricula for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are quite reasonable; those for elementary schools and colleges, however, 
need further clarircation and dernition.  For elementary English,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derne the size 
of vocabulary for recognition but also to prepare two vocabulary lists-one for words for production and 
the other for words for recognition.

As to college English, an emphasis on vocabulary teaching can be a good way to supplement 
traditional college English and make the course a more challenging one.  It is suggested that a vocabulary 
size of 8,000-10,000 is desirable for college students if they really want to become competent and 
successful readers and use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Keywords: vocabulary size, text coverage, college English, junior and high school English,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English teaching in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