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英文母語者
常見寫作謬誤
二零一六年度

我們的話
各位親愛的客戶:
您好，我們在2016年修改了12,000,000字並協助超
過9,000位客戶改善英文寫作，這代表客戶對我們
有著高度信賴，促使我們進步並使我們茁壯，而
這一切都是因為有您的支持!
在2016年度報告中，我們要跟您分享新發現! 我
們檢視並分析整年所修改的論文中常見的拼寫、
文法、標點符號及風格錯誤並撰寫成一系列的有
趣事實與實用技巧!
在這份報告中，我們將依序藉由統整亞洲作者常
犯的學術寫作錯誤，利用解釋與範例來教您在未
來如何避免並幫助您快速理解應用於寫作!
「比預期的有幫助，把不夠道地的語法都改正了，編輯也
很有意願溝通。有心學習的話，可以利用對照修改前後的

方式。畢竟英文寫作有了一定基礎後，想再提升變得不單
純是基礎文法的問題，有時候只是一個語感不好。而有人
指正語感、提供更好的說法，比我自己瞎子摸象好多
了。」
-- Chen Hsi Lee

wordvice.com | essayreview.co.kr | wordvice.cn | wordvice.com.tw | wordvice.com.tr |
wordvic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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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錯誤類型
上下文拼
寫
14%

單字選詞
22%

語法
21%

標點符號
9%

風格
32%

文句結構
2%

我們發現平均

「精準的修改和評論都相當地實用。 另外，編輯改善
了行文流暢度並確保選對用詞以正確表達內文意

•
•
•

風格: 3.8 個錯誤/頁
單字選詞: 2.6 個錯誤/頁
語法: 2.59 個錯誤/頁

•
•
•

上下文拼寫: 1.69 個錯誤/頁
標點符號: 1.1 個錯誤/頁
文句結構: 0.25 個錯誤/頁

思。」
- Yong Rae C., 研究員, 科學技術政策研究院

一頁約為250英文字，因此每頁平均共 12.03個錯誤。

1. 風格

常見的寫作風格規範謬誤:
1. 被動語態

參考文獻不
明確
4%

不適當的俗話
1%

政治不正確或
令人反感的字
眼
1%

冗長片語
27%

被動語態
67%



雖然我們分析研究論文中只有29.5％使用被動語態，
但是高達56.4％的留學申請文件使用被動語態。



在研究論文中時常需要利用被動語態來強調結果而非
造成結果的行為。但是比起主動語態，被動語態確實
不容易閱讀。建議避免在撰寫留學申請文件時，使用
被動語態。



欲修改被動語態，找出該句實際上的主詞並重新編排
句子以符合「主詞 + 動詞 + 受詞」順序，可參考右邊
範例。

2. 冗長片語



論文當中最主要的冗長措辭通常為不必要的長句以及
動詞名詞化。我們針對該部分撰寫了一篇文章，您可
以點擊這裡參考詳細說明與修改方法。

3. 高重複性


定義
•
•
•

•
•

被動語態: 使用文法結構 (to be + past participle)來表示
主詞被動接受動作
冗長片語: 可以利用較短的字替代過長的句子(多於2030字)或不必要的長子句
代名詞不明確:代名詞或確定詞(例:this和that)所指的名
詞不清楚。例如: Joe gave Mark his book，這邊的His可
以是 Joe’s 或 Mark’s
政治不正確或令人反感的字眼: 某種性別特有的字
眼、種族、宗教、性別或性相關字眼等
不適當的俗話: 非適用於正式或學術寫作的口語字眼
或俗話

實際範例
被動語態: 
✗ The speech was given
by the mayor. → ✓ The
mayor gave the speech.
✗ Noun2 + “be” + past
participle of Verb + by +
Noun1 → ✓ Noun1 + Verb +
Noun2
冗長片語:
✗ in addition to → ✓ also
✗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
✓ consider
高重複性:
✗ I like the house. The house
is on a hill.  ✓ I like the
house on the hill.

除非是定義術語，否則應避免在段落中重複使用相同
的單字或片語。可以使用同義詞來替換或考慮不同的
像是複合句等文句結構。當替換同義詞時，注意該單
字是否符合原文風格與內文。想替換換前面句子中的
單字而尋找「同義詞」時，有些單字替換後是不可以
用的。
想知道更多改善措辭與寫作的內容，歡迎上wordvice.com.tw/blog

2. 文法
條件式子句
數字使用
情態動詞
代詞使用
濫用修飾符
連接詞使用
量詞誤用
句型錯誤

動詞型態錯誤
排序時態錯誤
名詞數字錯誤
動詞單複數與主詞不一致
缺少或使用錯誤介詞

限定詞 (a/an/the/this, etc.)
0% 10% 20% 30% 40% 50% 60%

常見的文法謬誤:
1. 冠詞與限定詞(Determiner)的使用 (A/ An/ The/ This/ That等)
 高達62％的語法錯誤與冠詞使用有關，而冠詞使用錯誤
時常發生於作者不確定名詞是否為可數時。假設母語中
沒有類似a、an等冠詞時，在英語寫作中頻繁出現此類錯
誤是可以理解的。
 可數名詞: 可以數的名詞( 例:apples 和 ideas)
 當一般談論可數名詞時，使用複數型並不加冠詞
(plural + NO article)。如果是第一次提到該可數名詞，
則使用 a 或 an。在那之後用the、this或that。
 不可數名詞:不可以數的名詞(例:research 和 water)
 當一般談論不可數名詞時，不加冠詞。如果是第一次
提到不可數名詞，不加冠詞; 之後可以加the、this或
that。
 注意!一些慣用語表達不使用冠詞。
2. 介詞
 英文語法中沒有明確的規定何時使用哪個介詞，有些動
詞甚至根據上下文可以搭配不同介詞，因此，建議你有
疑問時，查字典吧!
3. 主詞與動詞一致
 重複確認動詞是否根據主詞數量調整為單數或複數動
詞。
想知道更多關於冠詞使用、介詞與其他常見的語法錯誤，歡迎
上wordvice.com.tw/blog

定義
• 限定詞(冠詞與其他修飾詞像this、that、every等)
• 排序時態錯誤: 在同一句子中使用不同的動詞時態，破
壞邏輯。
• 句型錯誤: 不適當使用慣用語表達
• 動詞型態錯誤: 挑選動詞的正確時態(例:過去分詞、動
名詞等)

實際範例
可數名詞:
✗ The apple is delicious.
→ ✓ Apples are delicious.
✗ I read the new book. The
book was fascinating. → ✓
I read a new book. The
book was fascinating.
不可數名詞:
✗ The water is healthy for
you. → ✓ Water is healthy
for you.
✗ I bought the water
yesterday, and now I will
put the water in the fridge.
→ ✓ I bought water
yesterday, and now I will
put the water in the fridge.
慣用語表達:
✗ Let’s have a lunch. →
✓ Let’s have lunch.

主詞與動詞一致:
✗ Joe and his cat Snow
lives by the lake. →
✓ Joe and his cat Snow live
by the lake.

3. 拼寫
常見的易混淆
單字
1%

常見的拼寫謬誤:

單字混淆
29%

拼寫錯誤
70%

1. 拼寫錯誤
 某些拼寫錯誤來自於打字出錯或不正確的母音。
Merriam-Webster是非官方的美式英語辭典，建議在該辭
典查詢是否單字拼寫正確(如果有多個拼寫，請使用第
一個)
 連字修飾符 (拼寫錯誤的主要原因)
 當兩個以上的單字同時修飾一個名詞並直接置於名
詞之前，則使用連字符。如果他們接在名詞之後，
則不需要使用連字符。 不要連接專有名詞
 當出現一系列修飾詞時，建議使用連字符以避免意
思模糊不清。
 某些固定的片語皆使用連字符，務必確認字典。
 Very與其他以 –ly結尾的副詞從不使用連字符。
 前綴ex-、mid和re通常需要連字符。
2. 注意同音異義字
• 同音異義字和拼寫類似的單字容易讓人混淆。校對軟體
可能也無法抓出這些錯誤，這也是專業英文編修所存在
的原因。
想知道更多關於常見的易混淆英文單字與其他拼寫問題，歡迎
上wordvice.com.tw/blog

定義
• 單字混淆:基於上下文使用了不正確的介詞、 慣用語出
現錯誤單字或搞混拼寫雷同或同音異議的字
• 拼寫錯誤:不遵循標準英語詞典（如MerriamWebster's）中常見拼寫的單詞
• 常見的易混淆單字: 根據最容易混淆的250個英文單字
清單(例:then vs. than)

實際範例

拼寫錯誤:
查看Merriam-Webster (mw.com)來確認正式拼寫。
如果有多個拼寫，請使用
第一個。
連字修飾符:
✗ The 10 years old girl likes
chocolate. →
✓ The 10-year-old girl likes
chocolate.
✗ The girl is 10-year-old. →
✓ The girl is 10 years old.
使用連字符澄清意思:
句子“tall window maker”跟
“tall-window maker” 有不一
樣的意思，在第一句中
“tall”修飾maker而不是
window。
同音異義字:
常見的有:
(1) than/then
(2) affect/effect
(3)lay/lie
(4) they/their/they’re

4. 標點符號
分號、引
用、記號等
15%

常見的標點符號謬誤:

封閉式標點
2%

子句中逗
號濫用
49%

複合句/複
雜句
34%

定義
• 複合句:具有多個主語或謂詞的句子
• 複雜句:具有至少一個從句的句子
• 從句:一個依賴於主要子句/句子的子句;通常接在連接
詞之後
• 封閉式標點:通常在引用句或括號中的句子結尾的標點
符號

1. 子句中的逗號:
 使用逗號從主句中分離介紹性短語。
 不要在比較句中在 than前方使用逗號。
 使用逗號包夾可以放在括號中的句子(即，將該部分從句
子中抽出時，原句仍能保有邏輯)。 提醒: 在句中插進描
述性片語時，需要使用兩個逗號。
例: I went to the store, which was along the river, and
bought some cookies. [The core sentence is “I went to the
store and bought some cookies.”]
 不要用逗號分隔月跟年。
2. 複合句: 不要使用逗號分隔複合主詞或受詞。
 “A and B do C.”可以利用分解主詞拆解成 “A does C”和“B
does C”。如果拆解後的子句合乎邏輯，則原句不需要使
用逗號分開 A 和 B。
 “A does B and C.”可以利用分解主詞拆解成“A does B” 和 “A
does C”。一樣合乎邏輯，因此原句也不需要逗號。
 “A does B, and C.” 句子有逗號，所以在逗號拆解句子，變
成“A does B.” “C…”，但發現C出現不合乎邏輯的狀況，因
此刪除原句的逗號。
 “A does B, and C does D.”在逗號拆解句子，變成 “A does
B.” “C does D.”。兩句皆合理，所以原句的逗號為正確使
用。
想知道更多關於如何使用逗號與其他常見標點符號錯誤，歡迎
上wordvice.com.tw/blog

實際範例
介紹性短語:
✗ In the beginning I was
hopeful. → ✓ In the
beginning, I was hopeful.
比較句than前不放逗號:
✗ I work harder, than Mike
does. → ✓ I work harder
than Mike does.
逗號分隔額外資訊:
✗ I unlike the other
campers was not afraid to
cross the old rope bridge.
→ ✓ I, unlike the other
campers, was not afraid to
cross the old rope bridge.
月份跟年份:
✗ January, 2017 →
✓ January 2017

複合句:
✗ I like to read many
books, and write fantastical
tales. → ✓ I like to read
may books and write
fantastical tales.

5. 文句結構

句子片段
37%

常見的文句結構謬誤:

平行結構
2%

單字順序
錯誤
61%

定義
• 單字順序錯誤:基於上下文使用了不正確的介詞、 慣用
語出現錯誤單字或搞混拼寫雷同或同音異議的字
• 句子片段:不完整的句子(即缺少主詞或謂詞)
• 非平行結構:當同等地位的單字、片語或子句連接在一
起但並沒有以相似的結構同等存在時

實際範例

1. 確認句子順序
 「正常」的句子符合以下結構:
 主詞 + 助動詞 + 否定詞 + 動詞 + 直接受詞 + to +
間接受詞
 主詞 + 助動詞 + 否定詞 + 動詞 + 間接受詞 + 直接
受詞
2. 形容詞順序:
 查詢形容詞順序，可查看: 英文形容詞順序你寫對了
嗎
3. 副詞順序:
副詞可以被放在:
 主詞或子句之前 (通常是常見的短副詞、時間副詞和
修飾整句的副詞句)
 to be之後
 動詞或直接於主詞後 (大部分的副詞均適用，尤其是
地點和形容程度的副詞)
 在主詞與動詞之間(通常為頻率副詞)
 動詞片語之間 (通常為頻率副詞). 如果有助動詞或情
態動詞，則頻率副詞接在那之後。如果有情態動詞 +
助動詞或多個助動詞，順序則為: 主詞 + 情態動詞 +
否定詞 + 頻率副詞 + 助動詞 + 助動詞 + 主要動詞。
4.
句子片段:

確定每句都有主詞(明示或暗示)和動詞。如果
動詞需要一個直接受詞，記得別漏掉。

正常句子結構:
✓ I have not had to give him my
reply.

想知道更多關於單字順序、平行結構與其他文句結構問
題，歡迎上wordvice.com.tw/blog

位於動詞片語中:
✗ We might not have ever been
allowed to join the club.
→ ✓ We might not ever have
been allowed to join the club.

✓ I have not yet written him my
reply.
副詞位於主詞前:
✗ I went yesterday to the
movies. → ✓ Yesterday, I went
to the movies.

副詞位於 to be後:
✗ She always is late.→
✓ She is always late.
副詞位於動詞或直接於主詞
後:
✗ I did hastily my work. →
✓I did my work quickly.
副詞位於主詞於動詞間:
✗ I work long hours always. →
✓ I always work long hours.

Wordvice
霍華斯
與上千位研究員、學者和作
者們一起提升論文品質，讓
學術發表更順利!

霍華斯視客戶的成功為我們的榮耀，因此我們盡全力協
助研究員、學者、學生、作者與其他專家將他們的作品
去蕪存菁。不論是研究論文、學位論文或留學申請文
件，我們都致力於保留作者風格與內文原意，同時加強
寫作的技術與組織。
霍華斯的外籍編輯24小時全年無休以合理價格解決客戶
的英文編修需求，讓台灣學者與學生們隨時隨地都能即
時取得最佳資源。
霍華斯不只專注於改善英文文法、拼寫與符號使用，更
進一步提供寫作組織、主題相關的實質建議。

「非常專業。不但提供修改意見，還解釋修改原
因。」
--唐瑜

學術論文 & 留學文件編修

品質保證
 100%語言正確
 合乎投稿標準的高英文水準
 多年論文修改經驗的學科外
籍編輯
 修改時間最短9小時
 24小時全年無休

「基本的內容都有仔細修改到，特別是單複數都有清

我們修改:
 期刊投稿論文、學術論
文與摘要

我們改善:
 修改(文法、拼寫與符號)





術語和單字選用

碩博士論文





邏輯

研究論文





條理性

會議論文





期刊論文格式調整

投稿信 / 期刊回覆信





履歷



自我介紹 / 讀書計畫

寫作風格一致性調整
(Chicago Manual, APA, MLA,
Harvard等)



留學申請文件



免費英文編修證明



獎學金申請文件



推薦信

楚改到。當初要使用時還擔心我的領域比較冷門，可

能不好修改，但結果比我預期的還好。」
--劉加鳳

與上千位研究員、學者和作者們一起提升論文品質，讓學術發表更加順暢!

wordvice.com | essayreview.co.kr | wordvice.cn | wordvice.com.tw |
wordvice.com.tr | wordvice.jp

外籍編輯介紹
霍華斯Wordvice所有的編輯都是英文母語者並擁有碩博士以上學歷或在各
學科有專業經歷。編輯們也曾擔任學者、學生商談諮詢的顧問多年。

當您提交論文給我們修改，我們的產品經理依據您的需求配發適合的外籍
編輯，當修改完成後，品質團隊將會進行最後審核再寄發給客戶。

「本以為要48小時才交收，實際24小時內便收到

了，而且幫我找到不少盲點位置，準確地幫忙解決
額外問題 ，總括收費性價比高。」
--Qelvin Law

學科領域:
 Arts & Humanities



Medicine



Biosciences



Physical Sciences



Business &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Computer Science & Mathematics



Graduate school admissions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Undergraduate school admis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