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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華語發音教學與自我正音個案研究─以

越南籍初級學習者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字： 線上平台、華語發音、華語教學、自我正音、越籍學習者 

 

    筆者身為臺師大華研所之研究生，有許多輔導從其他國家到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讀書的外籍生的機會；而本研究的對象即是一位來自北越河內，就讀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的越南籍學生。在一對一輔導的過程中，發現該生

在發舌尖前音[ts]/z、[ts
h
]/c、[s]/s 與舌尖後音[tʂ]/zh、[tʂ

h
]/ch、[ʂ]/sh 時，舌

位皆偏後，聽起來略帶有 e[ɤ]之尾音，與之前的研究略有不同。因此，筆者

便從學生的興趣為出發點，以 ChineseVid 平台上之「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

第一集」為教學材料，加上能讓學生進行舌位調整之筆者自編課程共 11 課，

透過 MyCT 線上平台的即時評分功能，實施為期十週的發音訓練課程。 

    本研究運用了以下兩個專業的線上平台。其一為 ChineseVid，是

Voicetube 從 2012 年著手建構的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提供了影片播放、

句子範讀、學生錄音、音檔比對與下載等功能；其二為 My Chinese Tutor，

是由艾爾科技公司研發，使用自動語音分析系統的線上中文口說自動檢測平

台；可針對發音、語調、流利度、音量等四面向來比對學生與老師的發音，

給予 0 至 100 的即時評分與偏誤描述，也提供發音部位的 3D 動畫供學生參

考。 

    從研究結果顯示，影響研究對象產生發音偏誤之因素有二，即聲調與頻

率。以舌尖前音[ts]/z/ㄗ為例，受試者在各聲調的發音表現上並不一致；而

高頻使用之舌尖後音[ʂ]/sh/ㄕ，則在各聲調的發音都有不錯的表現。於教學

應用上，建議教師們在設計課程前，可先測出學生擅長的聲調字來搭配正音

練習，並同時提高目標音的使用率；待其偏誤現象逐漸矯正後，再進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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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熟悉的聲調字，或許會更有效果。此外，由於本實驗對象之華語程度約

為 ACTFL 之 Novice 級，太長的句子對其認知負荷過重；因此，在選擇材

料時，不能單以學生感興趣的真實材料為出發點，還要秉持「i+1」之二語

習得理論精神，就學生程度適時地轉化教學材料，並搭配適切的練習，才能

達到更有效的教學。 

 

 



 

 

 An Online Case Study of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Self-correction Strategies for a Novice 

Vietnamese Learner 

Abstract 

 

Keywords：Mandarin teaching, Mandarin Pronunciation, self-correction, online 

pronunciation training, Vietnamese learner 

 

Study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there wer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me to be a tutor to CSL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students. One of the CSL students from Hanoi (Hà nội), 

Vietnam, has become the case study subject and will be referred to as VS hereaft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search, the author noticed that VS’s error wa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researchers’ result: VS’s tongue have stretched backward when 

VS pronounced [ts]/z, [ts
h
]/c, [s]/s and [tʂ]/zh, [tʂ

h
]/ch, [ʂ]/sh. After that, the 

author chose VS’s favorite singer, Jay Chou’s interview clip on ChineseVid 

Website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 selecting vocabulary, phrases and sentences to 

be used for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and designed pronunciation lessons 

through MyCT (An online speaking training platform called ”My Chinese 

Tutor”) for a ten-week long training, which aimed to correct VS’s errors in 

speaking sounds.  

    The two platforms, ChineseVid and MyC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study. ChineseVid is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 team of Voicetube, which offers 

the features of film playing, sentence demonstration, recording, and sound track 

downloading. MyCT is established by L Labs, an educational softwar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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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uses “Automatic Speech Analysis System” (ASAS© ) to analyze learners’ 

Chinese speech and produc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pronunciation, 

pitch, timing, and emphasis. After performing the task, students receive not only 

scores, but also specific feedback on how to improve. ASAS©  can give pinpoint 

advice on how to improve the pronunciation of individual sounds. 

    Through this ten-week training,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ones 

and frequency we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VS’s pronunciation. 

Teachers should find out students’ pronunciation performance among different 

tones before designing lessons. In the meantime, to raise the frequency of target 

sounds might be helpful to improve students’ pronunciation. Furthermore, as a 

novice learner, VS cannot pronounce well when reading long sentences. This 

agrees with the input hypotheses “i+1” that Stephen Krashen proposed. In other 

words, only when the materials meet learner’s cognitive load will they keep 

trying, instead of feeling frustrated. Therefore, how to transform materials 

properly w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efore we star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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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筆者身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以下簡稱「臺師大

華研所」）的研究生，有相當多機會能夠輔導從其他國家到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以下簡稱「臺師大」）讀書的外籍學生。從馬藹萱（2010）的考察顯示，

由於臺灣位於亞洲地區樞紐，不僅佔有地利之便，跟東亞地區的文化亦有相

當的交流，因此，對於大部分的亞洲學生來說，來臺求學，不僅容易與原居

地區保持較為便利的聯繫，環境的包容性也相對較高；再加上臺灣的學術水

準、生活品質和民主發展素質佳，皆是吸引東亞地區學生來臺留學的優勢。     

    根據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全國大專院校境外生統計資料網近 5 個

學年度的統計資料顯示（整理如下圖一-1），從 106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

來台留學的越南籍學生從 3884 人倍增至 7058 人，其中華語生也從 2541 人

倍增至 4072 人。而從陳瑞祥雲（2016）的研究指出，來台求學的學生雖大

多以英語為主要的學習媒介，但在生活溝通的需求上，對華語的學習也有高

度的需求。例如臺師大的國際事務處，就有華語輔導系統可供外籍學生申請；

而國語教學中心和華語文教學系所，也都有提供相關的華語輔導服務。筆者

便是透過此輔導服務，結識了本研究對象。 

 

圖 一-1 在臺留學之越南籍學生人數統計圖 

922 1096 
1512 

2541 

4072 

1528 1490 1295 1343 

2986 
2450 2586 2807 

3884 

7058 

103（2014-2015） 104（2015-2016） 105（2016-2017） 106（2017-2018） 107（2018-2019） 

https://ois.moe.gov.tw/WEB/fs/html/StatisticSearchD.html  

(資料取於2019年12月22日) 

華語生 非華語生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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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 標準語音的重要性 

標準語音之重要性，在於能順暢的與人溝通，讓人明白自己想要表達的

意思，像是：不能將「老師」說成「老鼠」，不能將「水餃」說成「睡覺」。

雖然一時說錯可以笑笑了事、誤會解開了就好，但是一旦形成了錯誤的發音，

將極難糾正；即使能糾正，也是很費時間的（W.F. 麥基，1990）。趙元任

先生（1980）在其《語言問題》一書中便提到，學習外國語時，發音的部分

最難，也最要緊；王若江女士（2012）也說：「標準語音是一個圭臬，沒有

規矩無法成方圓。」雖說，「標準」是相對性的，如同英語和美語，有著區

域性的差異，但總還是有一定的標準。身為華語教學者，在指導學生語音時，

就應該在一開始幫學生建立起標準的發音，除了能讓學生在溝通上不致造成

誤會與困窘，避免難以改正的語音石化現象（fossilization），也能以此為基

礎，進一步學習詞彙、語法等。 

 

二、 華語與越語語音系統之對比 

  在闡述受試者的語音偏誤之前，筆者先就華語及越語的語音系統，參考

葉德明（2010）、馮玄玉（2013）與阮氏玲（2015）等著作，列舉華語與越

語在語音上的特色如下： 

  （一）華語語音特色： 

    1. 單音節，但以雙音節詞為主要表情達意的語言單位。 

    2. 在 21 個聲母中，清音多、濁音少；以送氣與不送氣的對立為主要特

徵。與越語聲母相較，無舌面中音、小舌音、喉音等。 

    3. 鼻音及兒化之韻尾尾音響亮。 

    4. 四聲分明可區別漢字意義；但除了字調外，在詞調與句調中，可能

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產生連音變化、上聲變調等，更有輕、重音用以彰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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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重點。 

 

    （二）越語語音特色： 

    1. 有多達 2500 個音節，在越南文字母中使用了變音字母和變音符號。 

    2. 在 22 個聲母中，有多達 21 個不送氣音，送氣音只有 1 個；以清濁

對立為主要特徵。與華語聲母相較，無塞擦音、捲舌音等。 

    3. 複元音中，二合元音及三合元音豐富。 

    4. 有 6 個聲調；其調值還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 

  由於本研究之焦點集中在受試者於華語聲母上之偏誤，故進一步參考高

春燕、何會仙（2010）在華、越語聲母上之對比，整理了華語與越語聲母的

對照表如下： 

表 一-1 華語與越語系統之聲母對照表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名稱 雙唇 唇齒 舌尖

前 

舌尖 舌尖

後 

舌面

前 

舌面

中 

舌根 聲門 

上阻 上唇 上齒 齒背 上齒

齦 

前硬顎 硬顎 軟顎 喉 

下阻 下唇 下唇 舌尖 舌尖

後 

舌面

前 

舌面 舌面後 

塞

音 

不

送

氣 

清

音 

漢 b[b]   d[t]    g[k]  

越 p[p]   t[t]  tr[ʈ] ch[c] k/c/q[k]  

濁

音 

漢          

越 b[ɓ]   đ[d]      

送

氣 

清

音 

漢 p[ph]   t[th]    k[kh]  

越    th[th]      

塞

擦

音 

不

送

氣 

清

音 

漢   z[ts]  zh[tʂ] j[tɕ]    

越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E%8A%E9%9F%B3%E5%AD%97%E6%AF%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8A%E9%9F%B3%E7%AC%A6%E8%9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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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氣 

清

音 

漢   c[tsh]  ch[tʂh
] q[tɕh

]    

越          

擦

音 

清音 
漢  f[f] s[s]  sh[ʂ] x[ɕ]  h[x]  

越  ph[f] x[s]  s[ʂ]   kh[χ] h[h] 

濁音 
漢     r[ʐ]     

越  v[v] d/gi[z]     g[ɤ]  

鼻

音 
濁音 

漢 m[m]   n[n]      

越 m[m]   n[n]   nh[ɲ] ng[ŋ]  

邊

音 
濁音 

漢    l[l]      

越    l[l]      

顫

音 
濁音 

漢          

越    r[r]      

 

三、 在漢語聲母上的偏誤方式略有不同 

根據阮越進（2011）及裴氏越河（2013）所整理的文獻（林玲英，2005；

李湘平，2006；陳心怡，2007；趙思達、劉冬冰，2007），越南學生在舌尖

前音與舌尖後音的偏誤現象多為： 

1. 發送氣音較有困難，如將 c[ts
h
] 發成 z[ts]、將 ch[tʂh

]發成 zh[tʂ]等。 

2. 送氣塞擦音與清擦音之間的混淆，如 ch[tʂh
]、sh[ʂ]不分，c[tsh]、s[s]

不分等。 

3. 容易把塞擦音發成擦音，如將 z[ts]發成 s[s]、zh[tʂ]發成 sh[ʂ]等。 

4. 發舌尖後音 zh[tʂ]、ch[tʂh
]、sh[ʂ]時，舌尖不夠後面。 

然而，從筆者與研究對象於幾週的教學互動觀察下發現，研究對象在發

舌尖前音 z[ts]、c[ts
h
]、s[s]與舌尖後音 zh[tʂ]、ch[tʂh

]、sh[ʂ]時，舌位皆偏後，

聽起來略帶有 e[ɤ]之尾音，與上述文獻不同。適逢修習漢語實驗語音學課程

時，臺師大的曾金金教授運用線上中文口說自動檢測平台（MyCT），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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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Vid 影片教學平台，讓中文二語學習者進行自我正音練習以及透過

Youtube 影片進行華語學習。故而以本研究對象感興趣的周杰倫成長紀實影

片第一集的影片內容，設計了一系列自我正音課程，以分析受試者的發音正

確度。 

四、 針對越南學生華語正音課程的缺乏 

    筆者在尋求受試者發音偏誤的相關教學研究時，於台灣碩博士論文加值

系統1（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華藝

線上圖書館2（Airiti Library）、師範院校聯合博碩士論文系統3及中國知網

CNKI
4等網站，結合「越南」、「越南學生」、「越南學習者」、「漢語語

音」、「華語語音」、「正音」、「發音訓練」等關鍵詞進行文獻搜尋，發

現蒐集到的華語語音教學類文獻，大多是針對聲調進行相關的研究，如吳門

吉、胡明光（2004）、陳氏金鸞（2005）、林均芳（2013）、劉慧娟（2015）、

阮氏如靜（2016）、阮功松（2016）、黃雅菁（2017）、徐振峰（2019）、

邱瓊誼（2018）等。其他較全面性的語音教學文獻則只有鄭尊仁（2007）的

「華語語音課程設計」，但並未針對越南籍學習者；另外則是陳心怡（2007）

的「越南籍新住民華語語音偏誤及教學策略研究」，以母語為南越胡志明市

語的外籍配偶為個案，運用對比分析進行華越語音韻對比來預測可能難點，

再以自編字表進行華語語音測試及偏誤分析，最後列出對應的教學策略。 

    由上述文獻蒐集結果顯示，除了華語聲調，針對越南籍的華語語音訓練

或正音的相關研究並不多；再者，網路資源的豐富性與日俱增，科技的進步

也是日新月異，故筆者欲針對此越籍學習者設計線上的華語語音課程，並利

用自動檢測平台協助其自我正音，期能改正其語音偏誤，並提供給有相關需

                                            

1 https://etds.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2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 

3 http://etds.lib.ntnu.edu.tw/ 

4 http://new.big5.oversea.cnki.net/index/ 

 

https://etds.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
http://etds.lib.ntnu.edu.tw/
http://new.big5.oversea.cnki.ne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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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教學者或學習者參考使用。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初衷，在於協助一來臺師大攻讀碩士的越籍學生改正其語音偏

誤；而由前一節的論述可知，目前針對越籍學習者在華語發音上的正音課程

並不多，也尚未能有效利用線上資源來協助其自我正音。因此，筆者針對此

越籍學習者的需求，設計了相關的線上華語正音課程，進行連續十週的語音

訓練，同時利用一自動檢測平台協助其自我正音；此外，透過前後測的專業

審聽，及每一次課程的教學觀察與省思，來檢視這樣的課程是否有效。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1. 以實驗語音學的角度，利用人工審聽和語音分析軟體來分析此越籍

學習者產出的華語聲母語音偏誤。 

2. 針對此越籍學習者較顯著的語音偏誤，製作線上正音課程並討論其

成效，供教學者或越籍學習者參考。 

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擬列出研究問題如下： 

1. 此越籍學習者在發華語聲母時，較顯著的語音偏誤為何? 

2. 透過線上課程之訓練，受試者於顯著偏誤之華語聲母上的學習成效

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 初級學習者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初 級 程 度 ， 約 為 美 國 外 語 教 學 協 會 指 標

（ACTFLProficiency Guidelines）之 Novice 級。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是美國唯

一一個專門致力於在各級教育層面上推動外語教學與學習的全國性組織，主

要參加人員為來自美國各地的語言教師。其指標共分為 10 級，分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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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 

 

圖一-2 ACTFL 外語能力指標 

(https://www.languagetesting.com/actfl-proficiency-scale) 

 

二、 ChineseVid 平台 

    ChineseVid 為 Voicetube 網站於 2012 年著手建構之華語學習平台，期

將成功的英語學習模式複製到華語學習上，來因應全球性的華語學習熱潮。

平台上之影片依照語言能力等級分為初級(Elementary)、中級(Intermediate)、

高級(Advanced)與優異級(Superior)；依照內容分成新聞類(News)、歌曲類

(Songs)、電影類(Movies)和電視劇類(TV Drama)等。 

 

三、 MyCT 平台 

    「MyCT – 我的華語家教」為艾爾科技公司於 2003 年所研發的線上中

文自動檢測平台。其採用「自動語音分析系統」(ASAS○C Automatic Speech 

Analysis System )，可針對發音、語調、流利度及音量等四個面向，將學習

 

https://www.languagetesting.com/actfl-proficiency-scale


線上華語發音教學與自我正音個案研究─以越南籍初級學習者為例 

8 

 

者的口語輸入和華語教師進行對比來給予 0 ~ 100 分的成績與偏誤說明。 

 

四、 Praat 軟體 

    語音學軟體，原名 Praat: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通常簡稱 Praat，

是一款跨平台的多功能語音學專業軟體，由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人文學院語

音科學研究所的主席保羅·博爾斯馬（Paul Boersma）教授和大衛·威寧克

（David Weenink）助教授所編寫。主要用於對數位化的語音信號進行分析、

標註、處理及合成等實驗，同時生成各種語圖和文字報表。在 Praat 中錄音

或讀取音頻文件後，可以按用戶要求顯示三維語圖（spectrogram）、頻譜切

片（spectral slices）、音高曲線（pitch contour）、共振峰曲線（formant contour）

與音強曲線（intensity contour）等多種語圖，被廣泛使用在語音學的研究中。 

 

五、 oCAM 軟體 

    oCam 是一款功能實用的螢幕錄影軟體，提供「螢幕畫面擷取」與「螢

幕錄影」兩大功能，可以錄製電腦螢幕上播放的任何畫面包括影片、遊戲；

錄影時除了可支援全螢幕錄影與自訂範圍錄影，也可同時錄下電腦發出的聲

音或從麥克風收音，還可支援雙螢幕與鍵盤快速鍵的快捷操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8%E5%B9%B3%E5%8F%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9%9F%B3%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AF%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5%AD%9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F%AD%E9%9F%B3%E5%88%86%E6%9E%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5%AD%97%E4%BF%A1%E5%8F%B7%E5%A4%84%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9%9F%B3%E5%90%88%E6%88%9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F%AD%E5%9B%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9%E7%BB%B4%E8%AF%AD%E5%9B%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91%E8%B0%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6%8C%AF%E5%B3%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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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中介語理論 

一、 中介語概念 

    在 1970 年以前，語言學習者的偏誤多數被歸咎於受到母語干擾，其說

出的語言被視為「深受母語干擾的第二語言」。直到美國的語言學家 Larry 

Selinker (1972) 提出的中介語理論 (interlanguage)，才主張這些「錯誤」的

語言也有自己獨立的語音、語法和辭彙等規則體系，為學習者從母語(L1)

到習得第二語言(L2)為止，其間經歷的一系列語言過渡階段中所產生的「語

言」。即使是高程度的語言學習者、居住在第二語言區的非母語使用者

( Non-native speaker，NNS )，甚至是非母語之外的外語教師( NNSEFL 

teacher ) 都會面對中介語的問題。然而，Selinker (1972) 認為這些學習者偏

誤是可預測性的；王建勤 ( 1994 ) 則認為，中介語的產生，是學習者在學

習過程中對目標語規則進行不正確的歸納與推論。因此，若能研究學習者

的中介語模式，便能幫助語言教師預測學生在學習上可能會犯的錯誤並進

而防範，對語言學習無異是一大助益。 

 

二、 支配中介語的因素 

Selinker (1972) 認為，支配中介語的因素有五個： 

(一) 語際遷移 ( language transfer )： 

    語際遷移是中介語產生的首要因素，指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的過程中，

受到母語結構或用法上的影響。可能是因為學習者對目標語的語法尚未完全

掌握，也可能是不自覺地運用母語規則來推論。例如：越南學生容易把漢語

[tʂ]讀成[tɕ]，即是受到越南語方言的影響；在越南青華省以北的方言中，越

語 ch[c]被讀成[tɕ]，因此，北越的學生在對漢語聲母[tʂ]的習得中，就容易

受到母語方言的影響。（傅氏梅、張維佳，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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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目標語的過度概括化 ( overgeneral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 

       除了上述的語際遷移，Selinker 認為另一個導致中介語大量產生 

的因素便是對目標語規則的過度概括化。例如：外國學生在學習中文

的「和」字時，經常讀到的字音為[xɤ]，於是，在遇到「暖和、唱和、

和麵」等詞彙時，也容易讀成[xɤ]音，這便是將「和[xɤ]」的字音過度

泛化的結果。 

        (三) 訓練遷移 ( transfer of training )： 

        Selinker (1972)認為，教學者或教材對目的語不充分的講解或不

當的教學方式，也是導致中介語產生的因素之一。例如：發華語聲母

的舌尖前音[ts]、[ts
h
]、[s]時的發音部位，是運用舌尖前側去觸碰上齒

背；而發舌尖後音[tʂ]、[ch]、[sh]時，則是用舌尖後側去觸碰前硬顎。

若是初學華語的學生，不夠了解這兩組音所運用的發音部位，就容易

發生互相混淆的偏誤情形。 

        (四) 學習策略 (strategies of learning )： 

        學習策略是指學習者採用認知 (cognitive) 、後設認知

(meta-cognitive) 等策略發展積累語言規則，或是為了能運用自如所採

取的手段。尤其是省略、簡化，或是設法轉換成最容易記憶的一種系

統，都是學習者最普遍使用的一種學習策略，也易導致中介語的產生。

例如：某些台灣學生在學英文單字 whale 時，會利用「鯨魚會游泳」

中「會游」的諧音來記住 whale 的發音；然而「游[you]的尾音為圓唇

音，不似英語[l]的發音須將舌尖捲曲向上。因此，若只是為了記憶方

便，卻沒有進一步比對其發音的差異，就容易產生語音偏誤。 

        (五) 交際策略 (strategies of communication)： 

        交際策略指的是學習者因其對目標語的知識有限，但為了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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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溝通而採取迴避 ( avoidance ) 或換說 ( paraphrase) 等策略。像

是避開生難詞彙，或只使用固定的句型。例如學英文的學生若不太會

發捲舌音，就可能將 “Can I use the computer?” 中，”computer”的 er[ɚ]

音省略，導致聽的人不容易理解，他想要借用的是電腦。此種交際策

略亦是中介語產生的一大因素。 

    其中，王建勤 ( 1994) 認為，就中介語語音系統來說，主要是受到母語

的負遷移、對目標語知識的所學有限，以及教師或教材對目標語語言現象的

不充分講解與不適當訓練等因素影響；而又以母語的負遷移影響最鉅。 

 

三、 中介語的研究方法 

    中介語的研究是一項長期性的系統工程，需要盡可能多數的人力或單位

投入。在王建勤 ( 1997 ) 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習得研究》一書中指出，

研究中介語的基本方法為觀察與實驗，並對觀察和實驗的結果進行比較、分

析與描寫。 

    (一)觀察 

    觀察是指對研究對象的各項背景進行全面性的了解，包括國籍、母語和

其學過的語言、性別、年齡、學歷、語言習得類型、學習目的語的動機和習

慣，以及目的語的輸入與輸出情形等。目的語輸入的情形包含其使用的教材、

課堂中的學習方式與課外的語言接觸頻率等；而目的語的輸出則包括是否能

正確的表達和偏誤類型等，即研究對象的語言表現。只有透過全面性的觀察，

才能為研究提供較可靠的依據。 

    (二)實驗 

    若是對研究者的中介語發展有某種假設，就可以根據假設進行計畫性的

實驗；而通過研究對象的觀察所得到的初步結論也需要透過實驗進一步驗證。

實驗內容的範圍可大可小；可以是全面性的，也可以是局部性的。但因為全

面性實驗涉及的因素太多，不易控制，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特別是在開始

的階段，通常只能進行局部性的實驗；本研究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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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較 

    比較就是對觀察和實驗的結果進行比較，分為橫向比較及縱向比較。橫

向比較包括個體與個體間的比較、或是群體和群體間的比較；而縱向比較則

是指同一個個體或同一個群體，在不同階段中學習與習得情況的比較。本研

究進行的是縱向的比較。 

    (四)分析 

    分析是指對觀察、實驗和比較的結果進行各種主客觀條件在語言中的習

得作用，以及產生偏誤的原因等。 

    (五)描寫 

    描寫包含即時描寫、階段性描寫和系統描寫等三個層次。即時描寫就是

隨時記錄觀察、實驗、比較和分析的結果並進行整理；階段性描寫就是對某

一個階段(如數週、一學期、一學年、學完某一冊書等)觀察、實驗、比較和

分析的結果進行系統整理；而系統性描寫則是整理出漢語的中介語系統及其

發展規律，對漢語中介語的總體和群體現象進行全面性描寫。本研究即為階

段性描寫。 

 

四、 中介語的分析方法 

    在研究中介語的過程中，最常運用的兩個方法為對比分析法

( Contracstive Analysis )與偏誤分析法( Error Analysis )。其中，對比分析源自

Fries (1945)，由 Lado (1957) 發揚光大。然而，對比分析只能找出目標語和

母語之間的差異，卻無法預測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偏誤，亦無法解

釋偏誤原因。因此，Corder (1967) 提出了偏誤分析的觀念，並於 1972 年起

受到學界的重視。尤其到 Selinker (1972) 提出中介語的理論後，使得偏誤分

析方法變得更加完整。綜合Sridhar (1976) 和朱其智、周小兵(2007) 的說法，

偏誤分析有以下六個步驟： 

    1. 偏誤語料的蒐集：學習者的偏誤資料，可以是口語的或書面的；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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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方向則分為縱向( longitudi-sectional )及橫向( cross-sectional )的。縱向指的

是針對某語法或詞彙錯誤大量地收集學習者偏誤，而橫向的則是廣泛收集特

定學習者在特定時段內發生的學習偏誤。其中，蒐集方法又可分為自然的與

非自然。自然的蒐集方法可能是透過輕鬆地交談，或是蒐集學習者的日記和

筆記；而非自然的方法即為透過練習或測試來蒐集語料。 

    2. 偏誤的辨識：Brown (1980) 認為"錯誤"是指在使用語言時的胡猜亂

想和口誤，是沒有正確使用已知的語言系統所致；任何人在使用母語或外語

時都會發生錯誤。而偏誤(error)則是指中介語和目標語規律之間的差距，有

規律可循。只有學習外語的人才會發生偏誤，而偏誤分析的語料亦由此而

來。 

    3. 偏誤的糾正：在確認偏誤後，要在不違背作者的原意之下，以最接

近學生中文程度做偏誤點的選擇，進行符合漢語規則和語感的最簡化的糾

正。 

    4. 偏誤的分類：我們可以透過語感和語法知識將所蒐集到的偏誤進行

形式上的分類，並對每一類型的偏誤作規則描述。一般來說可以分為五類：

誤加( additional error )、遺漏( omissipm error )、錯序 (sequential error )、誤

代( substitution error )和雜揉( mix-up error )等。 

    5. 偏誤的解釋：偏誤原因的探究通常是偏誤分析中最難的部分；但也

只有找到學習者的偏誤原因及產生的來源，才有可能進行更有效的教學。偏

誤產生的可能因素已於第二點中說明，在此不重複贅述。 

    6. 偏誤的評估：偏誤評估則是依照偏誤的嚴重程度進行鑑定；若被視

為整體且經常出現的偏誤要仔細評估，進而制定相對應的教學措施。 

 

五、 中介語理論之應用 

  曾金金（2008）於「華語語音資料庫及數位學習應用」一書中所發展之

系統包含了三種語料庫：MT 語料庫、IL 語料庫、TL 語料庫；而其中 IL 語

料庫即是中介語語料庫。學習者在使用平台時，IL 語料庫能有助於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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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自身發音偏誤（主要針對中介語偏誤的類型，提供不同的聽辨及口說練

習建議，並教導學生如何修正其發音的方法。）於本研究中，筆者亦利用

MyCT 平台之自動語音分析系統，對比教師與學習者輸入之語音，進一步分

析學習者語料中的發音、語調、流利度及音量等面向，有助於學習者修正偏

誤。 

第二節 越籍華語學習者在聲母上的偏誤 

根據阮越進（2011）及裴氏越河（2013）所整理的文獻（林玲英，2005；

李湘平，2006；陳心怡，2007；趙思達、劉冬冰，2007），可將越南學生

學習漢語聲母之發音偏誤歸納如下： 

(1) 不送氣與送氣互相混淆，如：b[p]與 p[p
h
]、z[ts]與 c[ts

h
]、j[tɕ]與 q[tɕh

]

以及 zh[tʂ]與 ch[tʂh
]等。 

(2) 送氣塞擦音與清擦音之間的混淆，如：q[tɕh
]與 x[ɕ]、ch[tʂh

]與 sh[ʂ]、

c[tsh]與 s[s]等。 

(3) 以濁代清，以濁音[b]、[dz]、[g]代替清音 b[p]、z[ts]、g[k]。 

(4) 容易把塞擦音發成擦音，如將 z[ts]發成 s[s]、zh[tʂ]發成 sh[ʂ]等。 

(5) 舌尖鼻音[n]與舌尖邊音[l]的混淆。 

(6) 發舌尖後音 zh[tʂ]、ch[tʂh
]、sh[ʂ]時，舌尖不夠後面。 

(7) 發 k[k
h
]音有困難。 

   

第三節 語音教學策略 

    教學是一門藝術，需要教學者不斷精進、保持靈活，其最終目的就是要

幫助學習者獲得學習的效果。這一節我們將從文獻上針對本研究的問題，蒐

集和語音相關的教學策略。彭曾安、陳光磊（2006）提出了下列數項常見的

發音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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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帶音法：用一個學生已經學會的發音來帶出另一個在發音部位和發

音方法相近的新音素。例如：漢語韻母[y]/ü/ㄩ，唯一圓唇的的舌面元音，

若學生發得不好，可讓學生先發出舌位同為前、高卻不圓唇的[i]/i/一音，接

著將音延長，同時將嘴唇往前伸，作成一個圓圈，如此就可以帶出圓唇音

[y]/ü/ㄩ了。 

    2. 借助體態或實物：例如要讓學生體會送氣與不送氣的差別，可拿薄

紙放在嘴前發出[p]/b/ㄅ、[p
h
]/p/ㄆ等音；要讓學生分辨清音與濁音，可在發

華語聲母[ʂ]/sh/ㄕ、[ʐ]/r/ㄖ等音時，以手觸摸自己的聲帶感受其振動與否；

而要感受發舌尖後音時的舌位，則可以讓學生橫向咬筆等。 

    3. 描述法：即通過描述發音的部位和方法，使學生了解正確的發音方

式。過程中需搭配圖表或動畫；像是 MyCT 平台就提供了 3D 動畫清楚顯

示口腔內部的發音器官在發音時的運作方式。若能同時以生動的表情或誇

張的聲音來加深學生的印象就更好了。 

    4. 對比法：可分為漢外對比與漢內對比兩部分。例如漢語雙唇音[p]/b/

ㄅ為清音，但發成濁音時，以接近中文「北」這個音的越南話的意思是「七」；

故若能讓學生分清楚清、濁音的分別，就更能掌握中文「北」這個音了。

而漢內對比指的則是漢語內部的對比，如：送氣與不送氣、舌尖前與舌尖

後等來搭配詞語練習。 

    5. 誇張法：包括嘴型與聲音(音長、音高、響度等)的誇張，其目的在

於在教學的一開始就讓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來幫助學生理解發音部位的

運作方法並進而模仿。 

此外，馮玄玉（2013）也從漢越聲母系統考察的角度，針對越南學生

在漢語聲母上的發音偏誤，提出下列幾點課程設計上的建議： 

1. 在教材設計上，應綜合考慮漢語聲母系統和越語系統的差異、漢語

聲母系統內部的發音規律，以及針對越南學生常見的偏誤，從其較容易發

音的聲母開始，再逐漸編排其不易掌握或常見的偏誤音。 

2. 教材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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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維持學生對語音學習的興趣，增加多樣性的教學素材，例如加上視

頻、設計有趣的語音演練場景等。 

(2)將漢語常用的字詞語音結合常見的偏誤統計來建立易難類推關係。

目的在於使學生能更好地掌握高頻字詞的語音，在與人溝通時能更加得心

應手，也更有信心。 

(3)除了初期的語音集中教學之外，在往後的學習中，也要經常做語音

的複習與鍛鍊，才能使學生保有正確發音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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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教育行動研究法中的問題研究、線上自動檢測

平台，再結合教師的教學省思。而本章的內容則包含了四個部分：第一節先

介紹教育行動研究法在本研究的運用；第二節說明研究流程，包含整個架構

與三個階段的說明；第三節介紹本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包括其背景、華語

程度與學習態度；第四節說明研究材料的設計，包含自然語料的蒐集方式及

前後測的語料設計；第五節則是介紹研究的時程、方式與工具。  

 

第一節 教育行動研究法 

    教育行動研究法是指有計劃、有步驟地對教育實踐中產生的問題，由教

育實踐工作者和專業研究者相結合，將問題發展成研究主題進行系統的研究，

邊研究邊行動，以解決實際問題和提高認識為目的的一種科學研究方法。在

本論文當中，研究者便是針對學生的華語語音偏誤，進行正音的教師個人 

研究。其特點如下： 

    (一) 結合理論與實踐：教學者本身便是問題的研究者，針對學生的語

音偏誤進行文獻蒐集，進而設計正音課程，在行動中進行研究。 

    (二) 研究的對象及問題具有特殊性，以本研究而言，便是針對一初級

的越南籍學生發生的華語語音偏誤。 

    (三) 具有動態性及可操作性的特點：本研究從聲學分析開始，接著運

用教學平台進行正音教學；在長達十週的訓練課程中，邊記錄邊修正，期達

到改正學生語音偏誤的目的。 

    (四) 具有教育性：透過本研究的實施，不僅改善了學生的語音偏誤，

提高了教師的教育素質，也能將研究結果應用在相關的教學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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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論文的研究大致上分成三階段：文獻蒐集、語音實驗與課程訓練、實

驗資料的分析與整理等。第一階段的文獻蒐集，是基於實驗對象的語音偏誤，

做相關的理論與教學策略等文獻探討；第二階段的語音實驗，為針對實驗對

象的語音偏誤做資料的蒐集，並進一步設計改善發音的訓練課程；而第三階

段的資料分析與整理，則是透過研究對象的偏誤情形做連續性的觀察，進而

探討實驗的效果與可改進的方向。以下針對本研究過程做更詳細的說明。 

  研究之起源，來自於輔導研究對象時，發現與前人研究略有不同的發音

偏誤，從而決定了研究主題、目的和問題，進而擬定研究計畫。接著，先蒐

集並整理國內外的相關文獻，包含中介語理論和越籍學習者在漢語聲母的偏

誤研究；同時從研究對象的興趣點出發，結合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

(ChineseVid)資源來設計研究語料。在讓研究對象充分了解此計畫可能帶來

的效益之後，和其約定發音前測時間。 

  前測完成後，筆者列出受試者於華語聲母所產出的偏誤；接著，針對其

顯著偏誤情形，蒐集專家學者所提出的教學策略與方法，並設計一系列的線

上中文口說自動檢測平台(MyCT)語音實驗課程。課程製作完成後，和研究

對象進行連續十週的華語聲母發音訓練，接著再進行後測。在實驗過程中，

MyCT 平台的即時互動能讓受試者察覺自己發音的準確與否──若是標準，

受試著可強化自己運用發音部位的印象；若是不準確，可及時修正並前後比

較。同時，筆者也將整個訓練過程錄音錄影，透過教師省思札記進行連續性

的觀察記錄。實驗結束後，安排後測和人工審聽，結合 Pratt 語圖做全面性

的分析與探討；最後，提出研究結果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研究過程與步驟以流程圖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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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研究過程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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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一位來自越南北越河內的女學生，今年 23 歲，為非

華裔的越南本地人，以越語為母語。於 2015 年 9 月來臺就讀臺師大國際人

力資源發展研究所一年級，住在公館校區的女生宿舍。來臺進修前，已經在

本國學過 2~3 個月的中文，每週三堂課，每堂課 1.5 小時，用的教材是北京

大學出版社於 2004 年出版的《博雅漢語─初級‧起步篇 I》。其中兩堂課

著重在文法，由越南籍的老師指導；另一堂則為口說課，由一位中國雲南籍

的老師教授。據學生表示，正式學習華語的時間雖然很短，卻已經對中文產

生莫大的興趣；短期目標則是希望能通過 TOCFL 的入門級考試。為方便陳

述，在本研究裡將簡稱此學生為 F 生。F 生的學習態度積極，不僅主動要求

我為她多安排一位輔導老師，且總是提早到指定地點上課，從不缺席；若是

因為準備研究所的報告需要暫停一次，也會提早和輔導老師們約定補課的時

間，即便是週六早晨仍能準時赴約。面對如此積極的學生，筆者自然想盡力

協助其學好中文。 

 

第四節 研究材料設計 

  筆者的研究對象表示，由於中國和臺灣的電視影集在越南地區相當受歡

迎，上網看中文5影集已經成為她主要的休閒愛好之一，加上華語男歌手周

杰倫是她的偶像，都是讓她選擇來臺進修及學中文的最大動力。因此，本研

究運用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ChineseVid)上的〈周杰倫成長影片紀實的第

一集-本事〉作為研究材料，設計包含 21 個漢語聲母(initial/onset)所編輯而

成的 86 個字、50 個詞及 15 個句子，作為觀察語音偏誤改變的情況。 

 

                                            

5本文所使用之「漢語」、「中文」、「華語」，皆指臺灣通稱的「國語」與中國大陸通

用的「普通話」。（鍾榮富，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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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訪談內容 

  為了解受試者的母語背景、華語學習經驗和動機，並同時自然地蒐集其

語音偏誤的語料，筆者透過錄音的方式向受試者訪談以下 10 個問題，包含：

國籍、年齡、出生成長地區、來臺前的華語學習經驗、來臺與在臺攻讀的系

所、來臺後的生活與適應情形、學習華語的動機、初步想達成的目標、如何

得知周杰倫以及喜歡的程度等。 

 

二、 測試語料 

  聲母發音前、後測使用相同語料，包括 86 個字、50 個詞彙及 15 個句

子。語料皆以漢字呈現，先讓受試者嘗試寫出漢語拼音，若拼音有誤，筆者

會讀給受試者聽以協助修正；如此不但可以增加受試者學習的機會，亦可避

免學生在受測時因為有不認識的漢字而讀不出來。語料表如下： 

表 三-1 聲母發音前、後測語料─字（空白） 

          

沒 怕 本 朋 不 法 票 報 們 標 

          

北 拜 父 玻 忙 字 再 四 奏 此 

          

散 做 宿 點 哪 裡 對 題 來 到 

          

地 你 了 大 得 錄 他 兩 女 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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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上 中 這 人 程 生 日 直 主 

          

持 沉 水 受 產 春 少 說 進 小 

          

家 學 去 七 記 就 鮮 睛 界 全 

          

薦 像 劇 群 熊 個 光 喝 苦 管 

          

果 功 塊 課 話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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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2 聲母發音前、後測語料─字（受試者填寫） 

 

表 三-2 聲母發音前、後測語料─詞（空白） 

     

需要 新鮮感 個性 沒有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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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 本事 世界 進入 小朋友 

     

地盤 螢光棒 這麼 一字不落 辦法 

     

面紙 享受 票房 隨著 再一次 

     

四歲 沉默 別人 推薦 苦頭 

     

好像 演奏 學琴 儘管 全程 

     

禮拜 記性 琴鍵 回去 如果 

     

懶散 臨時 風雨無阻 直到 戛然而止 

     

七年 電話 選秀 主持 就此 

     

報名 玻璃 大樓 錄音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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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3 聲母發音前、後測語料─詞（受試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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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 聲母發音前、後測語料─句子（空白） 

 

1. 音樂，就像喝水一樣，每天都需要的。 

 

2. 你的故事，我們幫你下了兩個字的標題，叫本事。 

 

3.歡迎來到周杰倫世界巡迴演唱會北京站。 

 

4.全場六萬人，揮舞著手中的螢光棒。 

 

5.他現在想要上台唱歌，已經是一種享受！ 

 

6.隨著演唱會的腳步，他成功的攻下一塊塊音樂版圖。 

 

7.穿得那麼正式，好像要去演奏會一樣。 

 

8.每個周末，杰倫總是由媽媽陪著來學琴。 

 

9.儘管不懂音樂也不會彈琴，周媽媽總是全程坐在一旁。 

 

10.回去，他也從來沒有說他不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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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真的，如果他沒有這麼嚴格，我就會很懶散。 

 

12.直到 14歲那年，父母親離異，鋼琴課也戛然而止。 

 

13.主持人看出這個大男生，似乎有那麼一點兒才華。 

 

14.就在這棟玻璃帷幕大樓裡，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 

 

15.也展開以錄音室為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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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4 聲母發音前、後測語料─句子（受試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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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實施 

一、 研究時間、工具 

    本研究進行了華語聲母(initial/onset)發音前測、聲母發音訓練及聲母發

音後測。研究順序為：先進行聲母發音前測，接著透過筆者分析，針對受試

者較顯著的偏誤問題設計課程並進行連續十週的正音訓練，最後再執行後測；

除了將受試者於十週課程間的發音表現，以及於 MyCT 平台上的得分做詳

盡的紀錄之外，也將前、後測的語音檔交由人工審聽作為對照。測驗與課程

訓練的地點皆位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語音實驗室(臺師大

博愛樓 10 樓 1017 室)。 

  研究樣本為越籍碩士研究生 1 位。前、後測使用相同語料，皆以漢字呈

現。施測前，先讓受試者嘗試寫出漢語拼音，若拼音有誤，筆者會讀給受試

者聽以協助修正；確定無誤後，再請受試者看著語料表按照順序讀出來。錄

音 的 工 具 使 用 TASCAM MD (MiniDisc Recorder/Player) ， 型 號

MD-801R/MD-801P。錄完音後，輸入至電腦轉成 MP3 檔，再經由剪輯進行

語音人工審聽和 Praat 語圖分析。至於聲母發音訓練課程，在取得了線上中

文口說自動檢測平台(MyCT)課程的授權碼後，筆者和受試者安排了連續十

週的課程訓練，並全程使用 oCAM 軟體錄影。 

  詳細的施測與課程訓練的時間、地點及工具等，整理如表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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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4 華語聲母發音施測與課程訓練的時間、地點及工具 

 前測 課程訓練 後測 

時間 2016 年 4 月 13 日 2016 年 4 月 13 日 

2016 年 4 月 27 日 

2016 年 5 月 4 日 

2016 年 5 月 11 日 

2016 年 5 月 18 日 

2016 年 5 月 25 日 

2016 年 6 月 1 日 

2016 年 6 月 8 日 

2016 年 6 月 15 日 

2016 年 6 月 22 日 

2016 年 6 月 22 日 

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 10 樓 1017 語音實驗室 

工具 錄音設備： 

TASCAM MD 

麥克風： 

Sony指向性麥克風 

錄音軟體： 

OCAM 

麥克風： 

Sony指向性麥克風 

錄音設備： 

TASCAM MD 

麥克風： 

Sony指向性麥克風 

 

二、 華語聲母發音測試審聽 

    本研究針對受試者的發音前測與後測進行人工審聽。審聽人共有 3 位，

都是臺灣籍的華語母語者，皆具有語音學的學習背景、對外華語的教學經驗，

也都通過臺灣教育部的對外華語教學認證考試「華語口語與表達」一科。以

下便針對此 3 位審聽人 T 生、H 生與 Z 生做進一步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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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 T生畢業於輔仁大學國語文學系，現為臺師大華研所的碩士生，

不僅在臺師大接待過日本早稻田遊學團，於輔仁大學與淡江大學的語言中心

擔任過短期遊學團及暑期營隊的教師，也在民間機構任教；其實體授課與視

訊教學的經驗累計超過 2 年。第二位 H 生畢業於臺師大華研所，目前為逢

甲大學華語中心的正式教師；在修業的過程中，不僅擔任過華語家教，也曾

經在美國各大學聯合漢語中心（ACC）、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分別擔任過暑期密集項目教師與華語教師，累計的華語教學經驗超

過 3 年。最後一位 Z 生則是畢業於台灣大學中文系，目前亦就讀於臺師大

華研所；於修業期間輔導外籍學生累計超過 100 小時，擔任過臺灣華語文教

學學會的助理，協助期刊的編輯工作，目前為華研所教授的研究助理，協助

各項研究工作超過兩年。三位審聽人審聽內容是以電子郵件往返傳送；審聽

內容包含 21 個華語聲母，共計 86 個字，50 個詞彙，及 15 個句子。為了讓

審聽人在審聽時不受到這三部分相互干擾，因而採分次寄送，每次間隔一天

以上。給予審聽人的審聽說明、審聽時間及審聽表整理如下： 

    (一)審聽說明 

    各位敬愛的審聽人好： 

審聽內容分為字、詞、句三個部分，但審聽目標都是某字的聲母。為了不使這三

部分的審聽相互干擾，所以此次寄出的只有字的部分，待您將審聽結果寄回給我

之後，再陸續寄給您詞和句子的部分。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您隨時與我聯繫。 

    (二)審聽時間 

    表三-5 審聽時間紀錄表 

審聽時間 字 詞 句 

審聽人 T 2018 年 4 月 9 日 4 月 11 日 4 月 13 日 

審聽人 H 2018 年 4 月 12 日 4 月 14 日 4 月 21 日 

審聽人 Z 2018 年 4 月 14 日 4 月 17 日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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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審聽紀錄表 

 

圖 三-5 審聽紀錄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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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6 審聽紀錄表(詞) 

 

圖 三-7 審聽紀錄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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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音訓練 

  根據研究對象於前測時所發生的語音偏誤，筆者整理如下表三-6： 

表 三-6 受試者前測之聲母偏誤情形 

發音部位 聲母 發音偏誤描述 

雙唇音 [p
h
]/ p/ㄆ 送氣不夠 

舌尖前音 [ts]/ z/ㄗ 送氣 

舌尖前音 [ts]/ z/ㄗ、[ts
h
]/ c/ㄘ、[s]/ s/厶 舌位偏後，略帶 e[ɤ]之尾音 

舌尖後音 [tʂ]/ zh/ㄓ 送氣 

舌尖後音 [tʂ]/ zh/ㄓ、[tʂh
]/ ch/ㄔ、[ʂ]/ sh/ㄕ 舌位偏後，略帶 e[ɤ]之尾音 

舌面前音 [tɕ]/ j/ㄐ 送氣 

   

  其中，受試者較顯著的發音偏誤為舌尖前音[ts]/ z/ㄗ、[ts
h
]/ c/ㄘ、[s]/ s/

厶與舌尖後音[tʂ]/ zh/ㄓ、[tʂh
]/ ch/ㄔ、[ʂ]/ sh/ㄕ；F 生發此兩組音時，舌位

皆偏後，聽起來略帶 e[ɤ]之尾音。故筆者針對此發音偏誤，將《周杰倫成長

紀實影片第一集：本事》內容分成五大部分，加上筆者自編的發音訓練內容

共 11 課，透過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ChineseVid)與線上中文口說自動檢測

平台(MyCT)，輔以先前文獻中有效的正音策略來實施教學。期能使研究對

象透過平台的即時回饋功能與教師指導，發此兩組音的時能更接近母語者。

而以上提及的兩個網路輔助學習平台與聲母發音訓練內容，將於第四章作完

整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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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教材與自編訓練課程 

本實驗教材是以《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集：本事》為文本，分成 I、II、

III、IV、V 等五個部份，透過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ChineseVid)播放影片、

句子範讀與錄音聽辨，再針對每個部份各提取 10 個生詞和 3 個句子作為訓

練目標，並輔以加強漢語聲母中的舌尖前音[ts]/z/ㄗ、[ts
h
]/c/ㄘ和[s]/s/厶與舌

尖後音[tʂ]/zh/ㄓ、[tʂh
]/ch/ㄔ、[ʂ]/sh/ㄕ，搭配舌位靠前的舌面前音[tɕ]/ j/ㄐ、

[tɕh
]/ q/ㄑ、[ɕ]/ x/ㄒ與單元音[i]/ i/一等練習之語詞和句子，製成線上中文口

說自動檢測平台(MyCT)之訓練課程共十一課。所有編寫的詞彙和句子都具

有意義，並盡量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相連結。期待藉由此正音練習與線上平台

的即時回饋，讓學習者調整舌位，使受試者的發音能更接近母語者。 

 

第一節 平台介紹與課程簡介 

一、 華語影片輔助學習平台：ChineseVid 

  Voicetube(https://tw.voicetube.com)為一以「看影片學英語」理念起家的

自學網站，在網路上受到廣大英語學習者的好評；因此，該網站於 2012 年

開始著手建構另一華語學習平台 ChineseVid(http://chinese.voicetube.com/)，

期將成功的學習模式複製到華語學習上，來因應全球性的華語學習熱潮。該

平台的開發，結合了曾金金教授的研究計畫6，以專業的角度分級分類7，在

網站上嵌入了許多適合學習華語的 Youtube 影片；而平台又以英語作為操作

介面，使用者只要用已有的 Facebook 帳號直接連結或申請一免費帳號便可

登入使用，並提供中英文字幕切換或隱藏(可選正體字或簡化字)、附漢語拼

                                            

6教育部 103年「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波士頓地區 

7依照語言能力等級分為初級(Elementary)、中級(Intermediate)、高級(Advanced)與優

異級(Superior)；依照影片內容分成新聞類(News)、歌曲類(Songs)、電影類(Movies)和

電視劇類(TV Drama)等。 

 

https://tw.voicetube.com/
http://chinese.voice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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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影片全文、線上翻譯、儲存生詞、針對句子反覆聆聽、錄音比對和學習

後測驗等功能，著實提供了對華語有興趣的學習者極為便利的自學平台。 

 

二、 線上中文口說自動檢測平台：MyCT 

  「MyCT – 我的華語家教」( My Chinese Tutor 是一個由艾爾科技公司

所研發的線上中文自動檢測平台。MyCT 採用「自動語音分析系統」(ASAS○C

Automatic Speech Analysis System )，針對發音、語調、流利度及音量等四個

面向，將學習者的口語輸入和華語教師進行對比來給予 0 ~ 100 分的成績與

偏誤說明。由於此檢測平台所使用的檔案格式較為特殊，因此，教師們必須

將錄製好的教材內容交由製造商，經由專業的編輯人員進行語音和文字檔的

編修來建置線上課程；課程設立後，製造商會提供符應的授權碼，於平台上

輸入後即可使用該課程。 

 

三、 華語聲母發音訓練各課簡介 

  (一) 第一課：清擦音練習 

  本課程以 4 個[ɕ]/x/ㄒ+[ʂ]/sh/ㄕ，和 2 個[ʂ]/sh/ㄕ+[ɕ]/x/ㄒ等 6 個詞，做

華語的清擦音練習，希望藉由重複相同的控制氣流的方法及調整舌位的練習，

可以讓您專注於舌頭的運用及其對應的音，進而使發音更標準；另外再輔以

6 個句子，讓您檢視自己的發音在語流中的掌握程度。 

  (二)第二課：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集(PART I) 

  本課程選取影片中第一部分之 10 個詞和 3 個句子做為練習的目標，希

望透過此正音練習，能讓您對於影片中的對話更琅琅上口喔！ 

  (三)第三課：搭配舌前單元音之華語舌尖前後音練習 

  本課程以[i]/i/一搭配[tʂ]/zh/ㄓ、[tʂh
]/ch/ㄔ、[ʂ]/sh/ㄕ與[ts]/z/ㄗ、[ts

h
]/c/ㄘ和

[s]/s/厶等音，編出 12 個有意義的詞做捲舌音和非捲舌音的區辨，希望透過舌位

的控制來幫助您發出更標準的音；此外，再輔以 8 個句子，讓您檢視自己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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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流中的掌握程度。 

      (四)第四課：華語雙唇音送氣與否之辨別與練習 

    本課程以 8 個最小對比的詞來訓練您對不送氣音[p]/b/ㄅ和送氣音[p
h
]/ 

p/ㄆ的判讀，再搭配 8 個短句練習，幫助您認識華語雙唇音於送氣與否所組

成的詞所代表的不同涵義，並透過句子練習檢視自己的發音在語流中的掌握

程度。 

  (五)第五課：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集(PART II) 

    本課程選取影片中第二部分之 10 個詞和 3 個句子做為練習的目標，希

望透過此正音練習，能讓您對於影片中的對話更琅琅上口喔！ 

  (六)第六課：舌面前音搭配舌尖後音練習 

  本課程以舌位靠前的[tɕ]/j/ㄐ、[tɕh
]/q/ㄑ、[ɕ]/x/ㄒ搭配[tʂ]/zh/ㄓ，和[tʂ]/ 

zh/ㄓ、[tʂh
]/ch/ㄔ、[ʂ]/sh/ㄕ搭配[tɕ]/j/ㄐ等音編寫出 8 個有意義的詞，讓您

同時鍛鍊舌位與氣流控制的方法來發出更準確的音；再輔以 8 個句子，讓您

檢視自己的發音在語流中的掌握程度。 

  (七)第七課：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集(PARTII) 

  本課程選取影片中第三部分之 10 個詞和 3 個句子做為練習的目標，希

望透過此正音練習，能讓您對於影片中的對話更琅琅上口喔！ 

  (八)第八課：舌面前音搭配舌尖前音練習 

    本課程以[tɕ]/j/ㄐ 、[tɕh
]/q/ㄑ、[ɕ]/x/ㄒ搭配[ts]/z/ㄗ，和[ts]/z/ㄗ、[ts

h
]/c/

ㄘ、[s]/s/厶搭配[tɕ]/j/ㄐ等音編寫出 8 個有意義的詞，讓您同時鍛鍊舌位與

氣流控制的方法來發出更準確的音；再輔以 8 個句子，讓您檢視自己的發音

在語流中的掌握程度。 

  (九)第九課：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集(PART IV) 

  本課程選取影片中第四部分之 10 個詞和 3 個句子做為練習的目標，希

望透過此正音練習，能讓您對於影片中的對話更琅琅上口喔！ 

  (十)第十課：舌面前音搭配舌尖前音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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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以[tɕ]/j/ㄐ、[tɕh
]/q/ㄑ、[ɕ]/x/ㄒ搭配[ts

h
]/c/ㄘ，和[ts]/z/ㄗ、[ts

h
]/c/

ㄘ、[s]/s/厶搭配[tɕh
]/q/ㄑ等音編寫出 8 個有意義的詞，讓您同時鍛鍊舌位與

氣流控制的方法來發出更準確的音；再輔以 8 個句子，讓您檢視自己的發音

在語流中的掌握程度。 

  (十一)第十一課：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集(PART V) 

  本課程選取影片中第五部分之 10 個詞和 3 個句子做為練習的目標，希

望透過此正音練習，能讓您對於影片中的對話更琅琅上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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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活動安排 

    下圖四-1 至四-7 為使用 ChineseVid 網站上，周杰倫訪談影片的教學活

動；圖四-8 至四-19 等，為使用 MyCT 平台時的教學活動。各教學活動之介

紹如下： 

    (一)ChineseVid 網站：影片教學 

 

圖 四-1 Chinesevid 網站影片播放 

 

  

     圖 四-2 影片內容教學        圖 四-3 運用影片、圖片解釋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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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4 影片內容分句播放、受試者錄音 

 

 

   

 

 

 

 

 

 

 

 

圖 四-5 受試者錄音與網站音檔比較、錄音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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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6 發音口形示範 圖 四-7 發音調整前後比較 

     

    (二)MyCT 教學平台之正音教學活動 

 

 

 

 

 

 

 

 

 

 

 

圖 四-8 MyCT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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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9 選取課程 

 

圖 四-10 課程內容範讀 

 

圖 四-11 單句練習 

 

圖 四-12 受試者語詞錄音成績 

圖 四-13 發音診斷 圖 四-14 發音部位動畫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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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5 發音指導前成績 

 

 

圖 四-16 發音指導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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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7 語調成績 

 

 

圖 四-18 流利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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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9 音量成績 

 

第三節 教師指導與學生表現 

  本研究的教學材料，從學生的興趣為出發點，選用華語影音輔助學習平

台 ChineseVid 上之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為藍本，再根據學生的發音偏誤自

編課程，運用線上中文口說自動檢測平台 MyCT 加以訓練。其中，ChineseVid

網站將周杰倫的訪問影片切分成 161 個句子，筆者再按照語意段落粗分為五

個篇章，每個篇章約 29 至 36 個句子；而自編訓練課程則是從這五個篇章中

各提取學生易發生偏誤的 10 個生詞及 3 個句子，再穿插可讓學生調整舌位

的語詞和句子共 11 課。本節將針對這一系列共 10 週的訓練課程，記錄學生

的發音表現，與筆者在教學時的各種觀察。 

    本研究針對實驗對象進行漢語聲母(initial/onset)前測、MyCT 發音訓練

及漢語聲母後測共三部份；筆者主要關注的偏誤情形，在於學生發舌尖前音

[ts]/ z/ㄗ、[ts
h
]/ c/ㄘ、[s]/ s/厶與舌尖後音[tʂ]/ zh/ㄓ、[tʂh

]/ ch/ㄔ、[ʂ]/ sh/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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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舌位皆偏後，聽起來略帶[ɤ]e 之尾音。 

 

一、 前測（2017 年 4 月 13 日） 

  (一)測驗材料 

  本測驗材料以ChineseVid網站上之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集為藍本，

篩選出包含 21 個華語聲母共 86 個字、50 個詞彙及 15 個句子。 

  (二)教師指導 

  教師陪伴未達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初級之學生，填妥測驗材料之

漢語拼音。 

  (三)學生偏誤情形 

  筆者從受試者的錄音檔中，挑出偏誤問題顯著的聲母如下： 

表 四-1 受試者前測-偏誤顯著之聲母 

發音部位 聲母 發音偏誤描述 

舌尖前音 [ts]/ z/ㄗ、[ts
h
]/ c/ㄘ、[s]/ s/厶 舌位偏後，略帶 e[ɤ]之尾音 

舌尖後音 [tʂ]/ zh/ㄓ、[tʂh
]/ ch/ㄔ、[ʂ]/ sh/ㄕ 舌位偏後，略帶 e[ɤ]之尾音 

 

二、 第一次教學（4 月 13 日） 

  (一)教學內容 

  本次教學內容為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篇，內容如下： 

音樂對你來說是什麼？ 

嗯......音樂，就像喝水一樣，每天都需要的。 

電影呢？ 

電影是......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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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自己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最大優點？創造力。 

缺點呢？ 

缺點就是，個性比較沒有耐性。 

對自己長相最滿意的是哪裡？ 

還好，鼻子吧！鼻子比較像媽媽吧！ 

哈哈！沒有啦…。 

最不喜歡哪裡？ 

眼睛有點小，但是 OK啦！我覺得因為媽媽眼睛也蠻小的，但是就是看起來，比較

有東方的味道嘛！ 

你最害怕的是什麼？ 

最害怕的......沒有。 

那麼，你覺得你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誰？ 

面子，喔！我覺得面子。 

成功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成功，就是好勝，因為好勝所以成功。 

你的故事，我們幫你下了兩個字的標題，叫本事。 

哎呦！蠻酷的！蠻酷的！ 

你覺得 OK嗎？ 

蠻好的！蠻好的！ 

所以好啦！那你最大的本事是什麼？ 

歡迎來到周杰倫世界巡迴演唱會北京站。 

就像進入一個異次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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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一身羽翎和華麗盔甲的周杰倫， 

從舞台下方緩緩升起， 

全場為之沸騰。 

演唱會喔！就跟歌迷的互動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啦！ 

就是可以幫自己的，自己家的這些小朋友嘛， 

南拳媽媽、當然還有自己朋友畊宏呀！ 

  (二)教師指導 

  由於學生程度約為 ACTFL 之 Novice 級，又根據方麗娜（2004）對於

詞彙的教學策略建議，應結合語法、語篇和文化等三方面進行教學與探討，

故筆者以篇章內容為情境，著重有意義的詞語搭配，並適時帶入母語者的習

慣用法等，期能在大量的目標語輸入下，提升學生的聽說能力。 

 

  (三)學生表現 

表 四-2 受試者於第一次教學之發音表現 

發音部位 易偏誤聲母 發音表現 

舌尖 

前 

音 

[ts]/ z/ㄗ 創「造」力、面「子」：送氣 

[ts
h
]/ c/ㄘ 缺帶空韻的字。 

[s]/ s/厶 什麼意「思」?：念得很好。 

舌尖 

後 

音 

[tʂ]/ zh/ㄓ 不「知」道。：念得很好。 

[tʂh
]/ ch/ㄔ 缺帶空韻的字。 

[ʂ]/ sh/ㄕ 「是」→舌位偏後，略帶 e[ɤ]之尾音。 

其他偏誤 1. 語代：「我沒有注意。」→「我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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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舌尖音發成捲舌音：「從 cong2」→chong2。 

(四)教師觀察與省思 

  1. 此次課程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說得較少，故部分易偏誤的發音未能察

覺或判斷。 

    2. 學生易偏誤的發音，若為常用語如：「我不知道。」「什麼意思？」等，

發音則較正確而穩定。 

 

三、 第二次教學（4 月 27 日） 

  (一)教學內容 

  本次的教學內容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以展唇[ɕ]/x/ㄒ和不圓唇[ʂ]/ 

sh/ㄕ音為主，由筆者自編的詞、句如下： 

     西施、吸食、西式、喜事、實習、世襲 

西施是古代的美女。 

千萬不可吸食毒品。 

我在西式餐廳打工。 

     我有一件天大的喜事要告訴你。 

我要到美國去實習。 

     日本天皇是世襲而來的。 

  第二個部分則是從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篇中提取的 10 個生詞及 3

個句子的正音課程，內容如下： 

需要、新鮮感、個性、沒有、眼睛、害怕、本事、世界、進入、小朋友 

音樂，就像喝水一樣，每天都需要的。 

你的故事，我們幫你下了兩個字的標題，叫本事。 

歡迎來到周杰倫世界巡迴演唱會北京站。 

  (二)教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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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期以舌位靠前之[ɕ]/x/ㄒ音，加上手勢來幫助學生發[ʂ]/sh/ㄕ音時舌

位稍微向前，避免帶出 e[ɤ]之尾音；此外，對於不該送氣的[tɕ]/ j/ㄐ、[tʂ]/zh/

ㄓ和[ts]/z/ㄗ等音，除了讓學生將手心放在嘴巴前面感受送氣與否之外，也

由教師搭配送氣音範讀，來加強學生的聽辨能力。而當[ts]/z/ㄗ和[tʂ]/zh/ㄓ

混淆時，教師會要求學生將上下齒咬緊，並利用作圖引導學生將舌尖向前、

接觸上齒背來發音。(葉德明，2010，p.125) 

  (三)學生表現 

  表 四-3 受試者於第二次教學之發音表現 

發音部位 易偏誤聲母 發音表現 

舌尖 

前 

音 

[ts]/ z/ㄗ 「字」→舌位偏後，略帶 e[ɤ]之尾音。 

[ts
h
]/ c/ㄘ 缺帶空韻的字。 

[s]/ s/厶 缺帶空韻的字。 

舌尖 

後 

音 

[tʂ]/ zh/ㄓ 缺帶空韻的字。 

[tʂh
]/ ch/ㄔ 缺帶空韻的字。 

[ʂ]/ sh/ㄕ 「食、式、事、實、世」→舌位偏後，略帶

e[ɤ]之尾音。 

其他偏誤 1.聲調：西施 shi4 是古代的美女、需要 yao1 的 

2.連續去聲：世界 jie1、就 jiu1 像(符合「連音現象」) 

3.因發去聲用力而送氣：「就」像 

4.母語負遷移：世界 jie4→+[A]a、周杰 jie2→+[A]a 倫  

(四)教師觀察與省思 

  1. 在句子中，聲調會受到前、後音聲調的影響，尤其是一、四聲。 

2. 然而，在華語聲調的變調現象中，連續去聲詞因去聲「前高後低」

的調性而產生聲調逆同化的影響，易出現明顯前高、提升後低的現象，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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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將「就像」一詞讀成[55：51：]，乃屬連音現象，應不可算為發音偏

誤。（葉德明，2010：72-73） 

    3. 當不送氣音(如[tɕ]/ j/ㄐ)遇到四聲時，學生會因為要用力而送氣。 

    4. 在發「界、杰」等音時，會受到母語負遷移的影響，下顎會無意識

地往下掉，在韻尾多出[A]a、[ɤ]e 等音。 

 

四、 第三次教學（5 月 4 日） 

  (一)教學內容 

  由於 ChineseVid 的線上功能已完備，包含句子的聽讀、錄音與比較，

故本次課程便直接在網站上練習第一篇的內容。 

 

  (二)教師指導 

    由於 ChineseVid 網站可以播放影片，並針對影片內容中的句子進行聽

讀與錄音，故此次教學除了讓學生重溫影片內容之外，重點都放在「聽」自

己的發音上；期透過對自己發音偏誤的覺察，並對比老師發音時的嘴形、舌

位等，以提高學生在運用發音器官時的準確度。 

  (三)學生表現 

  表 四-4 受試者於第三次教學之發音表現 

發音部位 易偏誤聲母 發音表現 

舌尖 

前 

音 

[ts]/ z/ㄗ 兩個「字」：zi4 → zi5 

[ts
h
]/ c/ㄘ 缺帶空韻的字。 

[s]/ s/厶 缺帶空韻的字。 

舌尖 

後 

[tʂ]/ zh/ㄓ 「周」杰倫，沒有送氣。 

北京「站」→送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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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tʂh
]/ ch/ㄔ 缺帶空韻的字。 

[ʂ]/ sh/ㄕ 「是」什麼、故「事」、「世」界等詞，發

音標準。 

電影「是」、缺點就「是」→帶[ɤ]e 之尾音 

其他偏誤 1. 語序：「大家都這樣說。」→「大家都說這樣。」 

2. 聲調：音樂 yue1、每天 tian43、電影是 shi43、新 xin4 鮮

感、幫 bang4 你、兩個字 zi5 

3. 連續去聲：就像 xiang43、缺點就是 shi43、個性 xing43 

4.母語負遷移：世界 jie4→+[A]a 

  (四)教師觀察與省思 

  1. 由於今天已經是第三次練習周杰倫的訪談內容第一篇，故學生在不

送氣音如[tɕ]/j/ㄐ、[tʂ]/zh/ㄓ等音的氣流控制，及舌尖後音[ʂ]/sh/ㄕ的發音上

進步很多；[ʂ]/sh/ㄕ音只有在句中停頓時出現帶[ɤ]e 之尾音，如「電影是…」、

「缺點就是…」。此外，不是太長的句子也可以讀得很流暢。 

    2. 當不送氣音(如[tʂ]/zh/ㄓ)遇到四聲時，會因為要用力而送氣。如：「北

京站」。相反地，當學生將「兩個字」讀成「兩個 zi5」時，就讀得很標準。 

    3. 在聲調上，在句中停頓時的尾音，會因為拉長而轉變聲調。如：每

天 tian43、電影是 shi43。 

    4. 連續去聲詞對學生的負擔較大，易將其中的字發成平聲，或多出其

他聲調的音。如：就像 xiang43、缺點就是 shi43、個性 xing43 等。 

    5. 太長的句子，對於程度約在 ACTFL 之 Novice 級的學生來說負擔太

大；雖然 ChineseVid 網站上的句子範讀可以調整語速，但原速與慢速間相

差甚大，慢速時聽起來不太自然，學生亦不喜模仿。 

    6. 由於周杰倫深受學生喜愛，在辛苦的練習間可談論其相關的新聞可

讓學生感到開心、放鬆；然而，在發音上，周杰倫的咬字實在不太清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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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本無法自行模仿他說的句子，需要教師協助。 

    7. 筆者發現，此受試者對於舌面前音[tɕ]/j/ㄐ、[tɕh
]/q/ㄑ、[ɕ]/x/ㄒ等在

聽辨及是否送氣上都掌握得相當不錯；經了解，受試者在越南學中文時，負

責教授口說的老師會自行錄製課程放在 YouTube 上，學生須在家模仿老師

的發音並錄製成作業繳交給老師，老師再根據學生的發音偏誤進行指導。受

試者表示，此練習對她的發音有非常大的幫助，老師美妙的中文發音也讓她

非常嚮往與喜愛。 

 

五、 第四次教學（5 月 11 日） 

(一) 教學內容 

    本次的教學內容有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直接在 ChineseVid 網站上

練習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二篇，內容如下： 

我的地盤，聽我的。 

OK喔！我的地盤喔！ 

現在再來一次，我的地盤，聽我的。 

在台上的感覺是什麼？ 

就很興奮啊！對！很興奮！然後很想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就是讓大家看到我有進步， 

每一場演唱會不一樣。 

揮舞著手中的螢光棒 

全場六萬人 

就這麼跟著台上的周杰倫 

從第一首歌一字不落的唱到最後一首安可曲。 

在台北第一次上台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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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個上台前的緊張，是我是沒辦法形容的。 

我只能看的到說：杜哥你有沒有面紙， 

我說幹嘛！ 

他就拿手給我看 

他整個手全部都是手汗， 

但是他現在想要上台唱歌 

已經是一種享受！ 

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從台北、北京、上海、香港、東京、新加坡到洛杉磯 

「周杰倫」三個字就是票房保證。 

隨著演唱會的腳步，他成功的攻下一塊塊音樂版圖 

也席捲了整個華語歌壇。 

每一年都要進步才來開演唱會 

希望下一次演唱會 

可以是明年好不好？ 

好。 

那~~你們都會來嗎？ 

會。 

    第二個部分則是運用舌前不圓唇單元音[i]/i/一，和舌尖後音[tʂ]/zh/ㄓ、

[tʂh
]/ch/ㄔ、[ʂ]/sh/ㄕ與舌尖前音[ts]/z/ㄗ、[ts

h
]/c/ㄘ、[s]/s/厶等交互練習，由

筆者自編的詞、句如下： 

一枝、一枝筆、一隻、一隻雞、一匙、一匙米、醫師、遺失、質疑、遲疑、失意 

我遺失了一枝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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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買一隻雞。 

他是一位醫師。 

他很遲疑，不敢做決定。 

他丟了工作，很失意。 

一字、一次、依次、疑似、一絲、意思、紫衣、詞意、司儀、肆意 

我一字一字地念。 

他一次一次地說。 

那位司儀的聲音很好聽。 

    第三個部分則是由不送氣的雙唇音[p]/b/ㄅ和送氣的雙唇音[p
h
]/p/ㄆ交

互練習，由筆者自編的詞、句如下： 

伯伯、婆婆；蝙蝠、篇幅；辮子、騙子；簿子、舖子 

這位伯伯很熱心。 

這位婆婆很有名。 

蝙蝠住在山洞裡。 

文章好，不在乎篇幅大小。 

我綁了辮子。 

他是個騙子。 

姐姐買了簿子。 

爸爸開了舖子。 

    第四部分則是從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二篇中提取的 10 個生詞及 3 個

句子的正音課程，內容如下： 

地盤、螢光棒、這麼、一字不落、辦法、面紙、享受、票房、隨著、再一次 

全場六萬人，揮舞著手中的螢光棒。 

他現在想要上台唱歌，已經是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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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演唱會的腳步，他成功的攻下一塊塊音樂版圖。 

(二) 教師指導 

    這一次的教學活動，主要是希望藉由舌前不圓唇單元音[i]/i/一，和舌尖

後音[tʂ]/zh/ㄓ、[tʂh
]/ch/ㄔ、[ʂ]/sh/ㄕ與舌尖前音[ts]/z/ㄗ、[ts

h
]/c/ㄘ、[s]/s/

厶等的交互練習，來幫助學生在發舌尖前後音時舌位稍微向前，避免帶出

e[ɤ]之尾音。因此，調整嘴形、牙齒咬合度、舌位(手勢)等並搭配辨音的重

複應用，是本次課程的主要指導方式。 

    (三)學生表現 

   表 四-5 受試者於第四次教學之發音表現 

語音學分類 易偏誤聲母 發音表現 

舌 

尖 

前 

音 

[ts]/ z/ㄗ 一「字」不落：發音標準。 

「紫」衣→帶[ɤ]e 之尾音 

[ts
h
]/ c/ㄘ 依「次」：發音標準。 

「詞」意、一「次」一「次」→帶[ɤ]e 之尾

音 

[s]/ s/厶 疑「似」、一「絲」、意「思」、「司」儀：

發音標準。 

「肆」意→帶[ɤ]e 之尾音 

舌 

尖 

後 

音 

[tʂ]/ zh/ㄓ 「質」疑、「這」位伯伯→送氣 

「知」道、不「知」道、面「紙」、一「枝」、

一「枝」筆、一「隻」：發音標準。 

一「隻」雞→帶[ɤ]e 之尾音 

[tʂh
]/ ch/ㄔ 一「匙」→帶[ɤ]e 之尾音 

一「匙」米、「遲」疑：發音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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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ʂ]/ sh/ㄕ 「是」什麼、「時」候、「是」我、應該「是」、

已經「是」、醫「師」、遺「失」、「失」

意：發音標準。 

句子表現 「這位婆婆很有名」發音標準。 

「他想要買一隻雞」發音標準。 

「全場六萬人」發音標準。 

「他是個騙子」發音標準。 

「他是一位醫師」：「是」帶[ɤ]e 尾音；「師」發音標準。 

「他一次一次的說」發音標準。 

「但是他現在想要上台唱歌」發音標準。 

「已經是ㄧ種享受」：「是」帶[ɤ]e 尾音。 

「隨著演唱會的腳步」：「腳」送氣。 

其他偏誤 1. 舌尖前音不到位：一「字」、一「次」、「再」一「次」、

「從」、不「在」乎 

2. 聲調：上 shang1 海、辦 bang1 法、一 yi2 枝筆、他是個騙

pian1 子、爸爸開 kai4 了舖子、蝙蝠住在山洞 dong1 裡、

他成功 gong4 的攻 gong4 下 

3. 連續去聲：肆「意 yi4 → yi1」 

4. 因發去聲用力而送氣：姐姐買了「簿」子、「爸」爸開了

舖子 

5.母語負遷移：我 wo3→+[A]a (4 次)、他一次一次的「說

shuo1→+[A]a」 

(四) 教師觀察與省思 

    1. 從表四-5 可以觀察到，經由上一堂課的鍛鍊，學生在讀詞和短句時，

舌尖前、後音的發音上都進步很多，少有偏誤；然而，由於此次的訓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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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頗多，到課程接近尾聲時，學生會因為疲憊而放鬆自己對發音器官的控

制，出現較多偏誤。但此時教師就不再嚴格糾音了。 

    2. 讀句子時，當不送氣音(如[p]/b/ㄅ)遇到四聲時，會因為要用力而送

氣。如：姐姐買了「簿」子、「爸」爸開了舖子等。 

    3. 在聲調上，一、四聲的混淆顯著，如：「上 shang1」海、「辦 bang1」

法、、他是個「騙 pian1」子、爸爸「開 kai4」了舖子、蝙蝠住在山「洞 dong1」

裡、他成「功 gong4」的「攻 gong4」下等。 

    4. 在連續去聲詞的表現上，也是用陰平來替代去聲字，如「肆意 yi1」。 

5. 較長的句子要注意的發音較多，學生就比較容易發生顧此失彼的狀

況。 

 

六、 第五次教學（5 月 18 日） 

(一) 教學內容 

    本次的教學內容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直接在 ChineseVid 網站上

練習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三篇，內容如下： 

好好好，不可以有大野狼的聲音 

好，再一次哦！ 

從小杰倫就對聲音特別敏銳 

四歲時，媽媽送他到這裡上音樂課， 

也成為杰倫音樂的啟蒙 

杰倫對五線譜上的小豆芽很有興趣 

但在班上，他永遠是最沉默的一個。 

我每次問什麼問題他都不回答，都別人搶著回答。 

我說杰倫！杰倫！我一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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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老師是問你喔！ 

然後他眼睛會看我 

然後他就會笑 

還是不回答 

小時候這麼拗 

我就有時候被他氣死了 

氣歸氣 

戴老師仍然看出他的潛力 

還熱心的把杰倫推薦給在音樂班教鋼琴的先生。 

他是一個榮譽感很強的小朋友 

我覺得他吃得了苦頭 

那時候直覺是這樣子。 

第一次來上課的時候 

杰倫媽媽帶著小杰倫來 

穿著一個小西裝外套 

欸！我說我從來沒有看過 

小朋友來上課 

只不過來上鋼琴課 

穿得那麼正式 

好像要去演奏會一樣。 

每個周末，杰倫總是由媽媽陪著來學琴。 

儘管不懂音樂也不會彈琴 

周媽媽總是全程坐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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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頭勤作筆記 

    第二個部分則是運用不送氣的[tʂ]/zh/ㄓ和[tɕ]/j/ㄐ等音，搭配舌面前音

[tɕ]/j/ㄐ、[tɕh
]/q/ㄑ、[ɕ]/x/ㄒ與舌尖後音[tʂ]/zh/ㄓ、[tʂh

]/ch/ㄔ、[ʂ]/sh/ㄕ做

交互練習，由筆者自編的詞、句如下： 

雞隻、機智、幾隻雞、豈止、氣質、悉知 

他用機智解決了危機。 

你買了幾隻雞？ 

豈止是 U-bike，連捷運也不能使用悠遊卡了！ 

她是一位氣質美女。 

一隻雞、知己、雉雞、吃雞、時機、市集 

他是我的知己。 

雉雞是一種鳥類。 

現在是買房的時機。 

我們可以在市集裡買到很多小東西。 

(二) 教師指導 

    由於上一次練習的內容很多，這一次又剛好要看新的課文，故在課堂的

前 20 分鐘左右，大多是筆者在解釋生詞。而此次的練習內容則以舌尖後音

與舌面前音為主，舌尖前音只有遇到「勤作筆記」的「作」時，學生一直發

得不夠到位；後來，教師以讀「租」→「作」的順序讓學生感受自己舌尖觸

碰上齒背的感覺，學生才發出到位的音。 

    (三)學生表現 

表 四-6 受試者於第五次教學之發音表現 

語音學分類 易偏誤聲母 發音表現 

舌 

尖 

[ts]/ z/ㄗ 缺帶空韻的字。 

[ts
h
]/ c/ㄘ 缺帶空韻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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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音 

[s]/ s/厶 「四」歲：發音標準。 

舌 

尖 

後 

音 

[tʂ]/ zh/ㄓ 雞「隻」、機「智」、豈「止」、氣「質」、

悉「知」、一「隻」雞、「知」己、「雉」

雞：發音標準。 

幾「隻」雞→帶[ɤ]e 之尾音 

[tʂh
]/ ch/ㄔ 「吃」雞：發音標準。 

[ʂ]/ sh/ㄕ 「時」機、「市」集：發音標準。 

句子表現 「好像要去演奏會一樣」→「奏」送氣。 

「周媽媽總是全程坐在一旁」→「坐」送氣。 

「儘管不懂音樂也不會彈琴」發音標準。 

「他用機智解決了危機」發音標準。 

「你買了幾隻雞？」發音標準。 

「豈止是 U-bike」發音標準。 

「她是ㄧ位氣質美女」發音標準；但聲調有誤。 

「他是我的知己」發音標準。 

「雉雞是ㄧ種鳥類」： 

第一次讀，發音標準，但「一」念成去聲； 

第二次讀，聲調正確，但「雉」送氣了； 

第三次讀，聲調正確、「雉」不送氣，但「是」帶[ɤ]e 尾音。 

「現在是買房的時機」： 

學生怕「在」會送氣，故去聲讀得不夠明顯。 

「我們可以在市集裡，買到很多小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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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讀，「可」送氣不夠； 

第二次讀，「我」尾帶[A]a 音； 

第三次讀，「多」讀成去聲； 

第四次讀，「市」讀成陰平調。 

其他偏誤 1. 語序：「很愛說話。」→「說很多。」「國小」→「小國」 

2. 省略：「不聽話。」→「不聽。」 

3. 舌尖前音不到位：埋頭勤「作」筆記 

4. 聲調：每個週末，杰倫總是由「媽 ma4」媽陪著來學琴；

「氣 qi1」質；「她 ta4」是ㄧ位「氣 qi1」質美女；很「多

duo4」小東西。 

5. 連續去聲：現「在 zai1」是。 

6 母語負遷移：別(bie2→+[A]a)人、解決 jue2→+[A]a、 

              我 wo3→+[A]a 

 

(四) 教師觀察與省思 

    1. 由於這一次的練習量比上一堂課少了很多，學生會覺得句子比較短，

讀起來比較容易。 

    2. 雖然前二十分鐘左右大多是筆者在解釋影片內容，但也可從和學生

的對話中，發現幾個語序有誤或語詞省略的偏誤。 

    3. 在聲調上，句子較長時，一、四聲的混淆還是會發生，如：「她 ta4」

是ㄧ位「氣 qi1」質美女；我們可以在「市 shi1」集裡，買到很多小「東 dong4」

西。 

    4. 學生這一次在[ts]/z/ㄗ、[tʂ]/zh/ㄓ、[tɕ]/j/ㄐ等音的送氣控制上表現得

相當好；唯有在遇到去聲字詞時，會因為怕送氣而讀不好去聲，或是為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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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去聲字而送氣。 

    5. 這一堂課中，舌尖後音練習得較多，尤其是[tʂ]/zh/ㄓ，但學生只有

發生過兩次帶[ ɤ]e 的尾音；顯示前三堂課中，搭配聽辨與對比來不斷提醒

學生調整自己使用發音器官的方式，對學生是有所幫助的。 

 

七、 第六次教學（5 月 25 日） 

(一) 教學內容 

    由於「MyCT – 我的華語家教」是一個由艾爾科技公司所研發的線上中

文自動檢測平台，可以針對發音、語調、流利度及音量等四個面向，將學習

者的口語輸入和華語教師進行對比來給予 0 ~ 100 分的成績與偏誤說明。筆

者將自編的練習課程，以及從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中選出的詞、句，共編為

11 課交由廠商製作後已上線，故此次課程便是讓學生使用此平台來檢視自

己在前三課的表現。此三課包含： [ɕ]/x/ㄒ與[ʂ]/sh/ㄕ的交互練習，周杰倫

成長紀實影片第一篇中提取的 10 個生詞及 3 個句子，以及舌前不圓唇單元

音[i]/i/一與舌尖前、後音之交互練習。 

(二) 教師指導 

    由於 MyCT 平台可以直接讓學生比較自己和老師的發音；而當使用者

的發音低於 80 分時，有診斷該音位發音的文字敘述可參考，還可以點選發

音部位的動畫示範來進行自我調整。因此，這一堂課便著重在讓學生聽辨自

己的發音，進而調整嘴形、牙齒咬合度及舌位等；反覆練習中，學生可以透

過即時的回饋精進自己的發音，也因看見自己的進步而喜悅。 

    (三)學生表現 

 

表 四-7 受試者於第六次教學之發音表現 (MyCT 評分) 

語音學分類 易偏誤聲母 發音表現 

舌尖 [ts]/ z/ㄗ 一「字(78)」→帶[ɤ]e 之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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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音 

[ts
h
]/ c/ㄘ 一「次(40)」→送氣不夠 

[s]/ s/厶 「司(80→84)」儀：牙齒舌尖不夠到位。 

舌尖 

後 

音 

[tʂ]/ zh/ㄓ 一枝(74)、一枝(99)筆、一隻(87)、一隻(94)

雞 

[tʂh
]/ ch/ㄔ 一匙(91)、一匙(100)米； 

「遲(79)」疑→帶[ɤ]e 之尾音 

[ʂ]/ sh/ㄕ 西施(94)、吸食(80)、西式(93)、喜事(66)、

實(82)習、世(25)襲、本事(98)、醫師(94)、

失(89)意； 

「世(64→80)」界→第一次帶[ɤ]e 之尾音 

句子表現 「西施(91)是(99)古代的美女。」 

「千萬不可吸食(84)毒品。」 

「我在(62)西式(67)餐廳打工。」 

「我有一件(0)天大的喜事(14)要告訴你。」 

「我要到美國去實(100)習。」 

「日(24)本天皇是(66)世(53)襲而來的。」：「日」帶[ɤ]e 尾

音 

「音樂就(89)像喝水一樣，每天都需要的。」 

「你的故事(89)，我們幫你下了兩個字(65)的標題，叫本事

(91)。」：「字」帶[ɤ]e 尾音 

「歡迎來到周(100)杰(54)倫世(100)界(94)巡迴演唱會北京

(74)站(100)。」 

「我遺失(100)了一枝(83)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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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買一隻(64)雞(74)。」：「隻」帶[ɤ]e 尾音 

「他是(74)一位醫師(94)。」：「是」帶[ɤ]e 尾音 

「他很遲(39)疑，不敢做(44)決(100)定。」：音量表單(見附

錄)顯示，「遲疑」兩個字都沒有收到音。 

「他丟了工作(100)，很失(80)意。」：「失」帶[ɤ]e 尾音 

「我一字(100)一字(65)地念。」 

「他一次(75)一次(89)地說。」 

「那位司(100)儀的聲音很好聽。」 

其他偏誤 1. 陽平聲上揚不夠：我要到美國去實「習」、歡迎來到周「杰」

倫世界「巡」迴演唱會北京站、我「遺」失了一枝筆。 

2. 上聲不完整，如：西施是古代的美「女」。 

3. 前半上不夠低，如「我」要到美國去實習、「眼」睛。 

4. 送氣掌握得不好，如句子「千萬不可吸食毒品。」中的「千、

可」送氣不夠；「不」卻送氣。 

5. 複韻母[ei]、[au]、[ou]等念得不完整：如「沒(67)有(79)」、

「小(0)朋友(60)」、「喝水(62)」。 

6. 聲調：「我在西式餐廳 ting5 打工 gong4」、「你的故事，

我們幫下了兩個字的(de2)標(biao4)題，叫本事」。 

7.母語負遷移：「北(57)」京站 

    (四) 教師觀察與省思 

    1. 第一次接觸 MyCT 平台，學生覺得螢幕上的漢語拼音有點小，讀起

來有點吃力。 

    2. 學生知道自己念出來的詞、句要接受評分，心中難免緊張，所以有

時念得小心翼翼，導致聲調不太穩定或音量不平均，也是得分較低的原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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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跟前幾次上課不同，在此次課程中，學生受到母語影響的發音出

現在「北」的雙唇音[b]上；經向學生了解，接近中文「北」這個音的越南

話的意思是「七」，搭配前、後音的不同，還可造出「七月」[th ɑŋ2  pei3]、

「七年」[pei3 num1 ]等詞。因此，筆者進一步帶學生觀察與聽辨，華語和

越南語發此聲母時在雙唇運用上以及聲音的不同；相對來說，如此發音相近

又有意義的高頻字，非常適合用來做發音的對比教學。 

 

八、 第七次教學（6 月 1 日） 

(一) 教學內容 

    本次的教學內容有兩大部分。第一個部分的課程延續上一堂課，繼續使

用 MyCT 平台來檢視學生在第四到七課的表現。內容包含：雙唇音[p]/b/ㄅ

與 [p
h
]/p/ㄆ的交互練習，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二篇中提取的 10 個生詞及

3 個句子，以及清塞擦音[tʂ]/zh/ㄓ、[tɕ]/j/ㄐ等搭配舌面前音[tɕ]/j/ㄐ、[tɕh
]/q/

ㄑ、[ɕ]/x/ㄒ與舌尖後音[tʂ]/zh/ㄓ、[tʂh
]/ch/ㄔ、[ʂ]/sh/ㄕ等的交互練習，最後

是從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三篇中提取的10個生詞及 3個句子的正音課程，

內容如下： 

四歲、沉默、別人、推薦、苦頭、好像、演奏、學琴、儘管、全程 

穿得那麼正式，好像要去演奏會一樣。 

每個周末，杰倫總是由媽媽陪著來學琴。 

儘管不懂音樂也不會彈琴，周媽媽總是全程坐在一旁。 

    接著，則是在ChineseVid網站上繼續練習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四篇，

內容如下： 

有一點冷清的感覺 

沒有看到人，只看到水在流動… 

欸~對了！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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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禮拜要求的 

下禮拜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有用心彈 

我說你記性很好 

杰倫就不好意思瞄一下他媽媽 

都是媽媽在家裡提醒他 

就在泛黃的琴鍵上 

師生倆從蕭邦的小曲子 

到迪亞貝利的四手聯彈 

再彈到巴哈、德布西、莫札特的世界名曲 

十個寒暑從指間匆匆流逝 

有時杰倫當然也難免會錯 

錯了我就手指就扣一下 

就敲下去了 

回去 

他也從來沒有說他不想學 

他也沒有說他想換個老師 

他其實很嚴格的 

但是我覺得嚴師出什麼…高徒 

對，所以嚴格是對的 

真的，如果他沒有這麼嚴格，我就會很懶散 

另外一個是怕被媽媽罵 

如果臨時說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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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一定肯定把我打死 

十年的鋼琴課 

杰倫和媽媽從來都是風雨無阻 

直到杰倫 14歲那年 

父母親離異 

鋼琴課也戛然而止 

(二) 教師指導 

    延續上一堂課的練習方式，這一堂課繼續讓學生在 MyCT 上聽辨自己

的發音，進而調整嘴形、牙齒咬合度及舌位；影片的部分，著重在詞語的理

解與應用。 

    (三)學生表現 

 

表 四-8 受試者於第七次教學之發音表現 (MyCT 評分) 

語音學分類 易偏誤聲母 發音表現 

舌尖 

前 

音 

[ts]/ z/ㄗ 辮「子(74→97→99)」、一「字(63)」不落：

舌尖不夠到位、送氣等。 

騙子(100)、簿子(98)、舖子(100)  

[ts
h
]/ c/ㄘ 再一「次(63→100)」：送氣不夠。 

[s]/ s/厶 四(17→20)歲(46→100)：舌尖不夠到位。 

舌尖 

後 

音 

[tʂ]/ zh/ㄓ 面「紙(63)」、機「智(76→55)」、「知(29

→50)」己：帶[ɤ]e 之尾音。 

幾隻(100)雞、氣質(78)、豈止(61)； 

「雉(24→64)」雞：捲舌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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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ʂh
]/ ch/ㄔ 缺帶空韻的字。 

[ʂ]/ sh/ㄕ 時(99)機、市(59)集 

句子表現 「這(100)位婆(100)婆(100)很有名。」 

「文章好，不在(100)乎篇(100)幅大小。」 

「我綁了辮子(99)。」 

「他是(84)個騙(97)子(99)。」 

「爸爸開了舖(93)子(100)。」 

「全場六萬人，揮舞著(54)手中(71)的螢光棒。」 

「他現在(73)想要上台唱歌，已經(71)是(94)一種(100)享

受。」：「在」的舌尖不夠到位；「經」送氣。 

「隨著(84)演唱會的腳(78)步，他成功的攻下一塊塊音樂版

圖。」 

「他用機(60)智(17)解(54)決(76)了危機。」 

「你買了幾(100)隻(64)雞(96)?」 

「她是(95)一位氣質(69)美女。」 

「豈止(96)是(97)U-bike，連捷(67)運也不能使(88)用悠遊卡

了！」：「捷」送氣、尾帶[A]a 音。 

「他是(95)我的知(67)己(90)。」 

「雉(95)雞(99)是(91)一種(100)鳥類。」 

「現在(95)是(93)買房的時(17)機(94)。」 

「我們可以在(100)市(92)集(100)裡買到很多小東西。」 

「穿得那麼正(100)式(100)，好像要去演奏(100)會一樣。」 

「每個週(24)末，杰(64)倫總(100)是(17)由媽媽陪(28)著(52)

來學琴。」：「週」送氣、「杰」尾帶[A]a 音、「陪」送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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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 

「儘(82)管不懂音樂也不會彈琴，周(100)媽媽總(100)是(96)

全程坐(100)在一旁。」 

其他偏誤 1. 陽平聲上揚不夠：他是「一」位氣質美女、我們可以在市

「集」裡買到很多小東西。 

2. 展唇、圓唇掌握得不好，如「解決」中的「決」圓唇不夠。 

3. 複韻母[ei]、[au]念得不完整：如「美(62)女」、「買到(74)」。 

4. 聲調：「爸爸開 kai4 了舖子」、「辦 ban1 法」、「已經

是一 yi1 種享受」、「她是一位氣 qi1 質美女」、「穿 chuan4

得那麼正 zheng1 式，好像要 yao1 去演奏會一樣」、「儘

管不 bu1 懂音樂也不會彈琴，周媽 ma4 媽…」。 

5. 母語負遷移：「捷 jie2→+[A]a」運、「杰 jie2→+[A]a」倫。 

    (四) 教師觀察與省思 

    1. 從得分上顯示，結合舌尖後音[tʂ]/zh/ㄓ與舌面前音[tɕ]/j/ㄐ的語詞，

受試者表現得不太穩定。像是「機智」、「知己」、「雉雞」等詞，[tʂ]/zh/

ㄓ進步了、[tɕ]/j/ㄐ就退步，或者反過來；如此在控制牙齒不送氣的同時，

又要調整舌位的語詞練習，對受試者來說是不容易的。 

    2. 舌尖後音[ʂ]/sh/ㄕ在本次練習的語詞中出現兩次、在句子中出現了 12

次，一共 14 次；其中有 11 次為 90 分以上(含 100 分)，1 次 88 分，只有兩

次得到低分，顯示學生在該發音上有非常明顯的進步。 

 

九、 第八次教學（6 月 8 日） 

(一) 教學內容 

    由於 MyCT 平台一直無法收到學生的聲音，重新啟動、教師試錄也都

無法正常運作，我們只好到 ChineseVid 網站上繼續練習周杰倫成長紀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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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第五篇，內容如下： 

七年後的一個冬夜 

甘老師才再接到，周爸爸打來的電話 

他說…欸！我打電話是跟你講說 

杰倫出了一張 CD 

他說他自己作了一些曲子 

自己唱了一些曲子 

是比較流行的風格的 

我說，哈~流行的…我嚇一跳！ 

甘老師從來不曾想過 

這一顆鋼琴種子 

有一天基因突變 

沒有茁壯成鋼琴演奏家 

卻成了當代華語歌壇的–流行天王 

這是 1號周杰倫所寫的這首男人 

1997年 8月 

一次電視的選秀節目上 

主持人吳宗憲看出這個大男生 

似乎有那麼一點兒才華 

把他找進自己的唱片公司 

做創作人 

也就此改變了杰倫的人生 

那個選秀......而且是一個學妹幫我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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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都沒想過 

就進這行了 

所以很多東西其實是一個運氣、一個轉折點， 

遇到一個伯樂這樣子 

就在這棟玻璃帷幕大樓裡 

杰倫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也展開以錄音室為家的日子。 

(二) 教師指導 

    由於今天反覆操作 MyCT 都無法順利錄音，只能就周杰倫的訪談內容

進行討論，詞語釋義等教學。 

    (三)學生表現 

表 四-9 受試者於第八次教學之發音表現 

語音學分類 易偏誤聲母 發音表現 

舌尖 

前 

音 

[ts]/ z/ㄗ 英文名「字」：發音標準。 

[ts
h
]/ c/ㄘ 缺帶空韻的字。 

[s]/ s/厶 缺帶空韻的字。 

舌尖 

後 

音 

[tʂ]/ zh/ㄓ 「知」道：發音標準。 

[tʂh
]/ ch/ㄔ 缺帶空韻的字。 

[ʂ]/ sh/ㄕ 老「師」、帷幕「是」…：發音標準。 

(四) 教師觀察與省思 

    英文名「字」、「知」道、老「師」、帷幕「是」…等音，皆為受試者

在討論影片的過程中自然說到的常用語，發音聽起來非常自然、沒有偏誤，

或許彰顯了語言學習時，使用頻率的重要性；筆者將於第五章作進一步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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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九次教學（6 月 15 日） 

(一) 教學內容 

    在這一次的課程，我們繼續使用 MyCT 平台來檢視學生在第八到十課

的表現。第八課的內容為運用舌前不圓唇單元音[i]/i/一和舌面前音[tɕ]/j/ㄐ、

[tɕh
]/q/ㄑ、[ɕ]/x/ㄒ等搭配[ts]/z/ㄗ，以及舌尖前音[ts]/z/ㄗ、[ts

h
]/c/ㄘ、[s]/s/

厶等搭配[tɕ]/j/ㄐ的交互練習，由筆者自編的詞、句如下： 

椅子、義子、集資、棄子、喜孜孜 

這把椅子是個古董。 

他收了一個義子。 

他們一起集資買股票。 

她喜孜孜地宣布喜事。 

自己、刺激、司機、四級 

我自己一個人到台灣來。 

坐雲霄飛車很刺激。 

這位司機很熱情。 

剛剛發生了四級地震。 

    第九課則是從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四篇中提取的 10 個生詞及 3 個句

子的正音課程，內容如下： 

禮拜、記性、琴鍵、回去、如果、懶散、臨時、風雨無阻、直到、戛然而止 

回去，他也從來沒有說他不想學。 

真的，如果他沒有這麼嚴格，我就會很懶散。 

直到 14歲那年，父母親離異，鋼琴課也戛然而止。 

    而第十課則是以舌面前音[tɕ]/j/ㄐ、[tɕh
]/q/ㄑ、[ɕ]/x/ㄒ等搭配[ts

h
]/c/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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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舌尖前音[ts]/z/ㄗ、[ts
h
]/c/ㄘ、[s]/s/厶等搭配[tɕh

]/q/ㄑ的交互練習，由筆者

自編的詞、句如下： 

幾次、計次、七次、席次 

他試了幾次，都沒有成功。 

這個停車場不是計時收費，而是計次收費的。 

他寫了七次，才把這個字記起來。 

這次選舉，執政黨贏得了不少席次。 

紫氣、瓷器、死棋、四起 

紫氣指的是紫色的雲氣，有吉祥、好運的意思。 

瓷器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特產。 

他本來以為這是一條妙計，沒想到竟是一步死棋。 

最近盜賊四起，家家戶戶都很不安心。 

(二) 教師指導 

    由於 MyCT 平台已能正常運作，這一堂課便繼續讓學生在 MyCT 上聽

辨自己的發音，進而調整嘴形、牙齒咬合度及舌位等。 

    (三)學生表現 

     

表 四-10 受試者於第九次教學之發音表現 (MyCT 評分) 

語音學分類 易偏誤聲母 發音表現 

舌尖 

前 

音 

[ts]/ z/ㄗ 椅「子(70)」：舌尖不夠到位。 

喜孜(15→2→21)孜(69→43→69)：送氣、帶

捲舌音、齒間不夠靠近。 

「紫(17→28)」氣：送氣 

義「子(17)」、「自(17)」己：帶[ɤ]e 之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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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90) 

[ts
h
]/ c/ㄘ 「刺(17)」激、幾「次(56→90)」、席「次(71)」、

瓷(17→38→98)器：帶[ɤ]e 之尾音。 

計次(95)、七次(91)、瓷(98)器 

[s]/ s/厶 「司(72)」機：略帶[ɤ]e 之尾音。 

四(100)級 

舌尖 

後 

音 

[tʂ]/ zh/ㄓ 「直(29→55)」到：帶[ɤ]e 之尾音。 

戛然而止(94) 

[tʂh
]/ ch/ㄔ 缺帶空韻的字。 

[ʂ]/ sh/ㄕ 臨「時(50)」：帶[ɤ]e 之尾音。 

句子表現 「這把椅子(17)是(93)個古董。」：「子」帶[ɤ]e 尾音。 

「他收了一個義子(79)。」：「子」齒間不夠靠近。 

「他們一起集(100)資(100)買股票(62)。」：「票」送氣不夠。 

「她喜孜(91)孜(100)地宣布喜事(90)。」 

「我自(71)己(100)一個人到台灣來。」 

「坐雲霄飛車很刺(28)激(100)。」 

「這位司(75)機(99)很熱情。」 

「剛剛發生了四(25)級(82)地震。」：「四」帶[ɤ]e 尾音。 

「回去，他也從來沒有說他不想學。」(88) 

「真的，如果他沒有這麼嚴格，我就會很懶散。」(92) 

「直(71)到 14(93)歲那年，父母親離異，鋼琴課也戛(100)然

而(66)止(23)。」(85)：「親(0)」拼音錯誤(qing)、「鋼(80)」

讀得像 gan1、「止(23)」音沒有收到。 

「他試(74→89)了幾(0→100)次(12→91)，都沒有成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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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幾」送氣。 

「這個停車場不是計時收費，而是計次收費的。」(2 分；試

了好幾次，系統都沒有等學生念完，就給出很低分。) 

「他寫了七次(22)，才把這個字(94)記(0)起來。」：「次(22)」

帶[ɤ]e 尾音；「記(0)讀成 ji1，系統沒有收到音。 

「這次(10)選舉，執(16)政黨贏得了不少席次(29)。」(11)：

學生累了，各種偏誤都出現了。如「這」送氣且\捲舌不夠、

「次」帶[ɤ]e 尾音等。 

「紫氣指的是紫色的雲氣，有吉祥、好運的意思。」：學生

累了，且系統沒有等學生念完，就給出很低分。) 

「瓷(17)器是(76)中國古代重要的特產。」(79) 

其他偏誤 1. 捲舌韻母[ɚ]er 捲舌不夠，如「而(20)」。 

2. 複韻母[ei]、[ou]念得不完整：「回(76)去，他也從來沒有

(65)說他不想學。」 

3. 聲調：「他不 bu1 想學。」、「這 zhe1 個」、「收費 fei1」、

「計 ji1 次」。 

4. 母語負遷移：「我(15)」、「坐(49)」雲霄飛車、如「果(9)」

等，尾帶[A]a 音；「他不想學(67)。」，尾帶[ɤ]e 音。 

     

(四) 教師觀察與省思 

    這幾次課程觀察下來發現，學生剛來時容易念不好；但練習一段時間後，

就會越念越好。但若練習時間拉得太長，學生累了，各種偏誤也會開始增加，

包括將去聲都讀成陰平，送氣控制、捲舌控制等都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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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十次教學（6 月 22 日） 

(一) 教學內容 

    最後一次課程，我們依然使用 MyCT 平台來檢視學生在第十課剩餘的

字詞，以及第十一課的表現；即從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五篇中提取的 10

個生詞及 3 個句子的正音課程，內容如下： 

七年、電話、選秀、主持、就此、報名、玻璃、大樓、錄音、日子 

主持人看出這個大男生，似乎有那麼一點兒才華。 

就在這棟玻璃帷幕大樓裡，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 

也展開以錄音室為家的日子。 

(二) 教師指導 

    這一次的課程內容所剩不多，我們繼續使用 MyCT 平台來檢視學生第

十課最後一組詞、句，以及第十一課的表現。 

    (三)學生表現 

    表 四-11 受試者於第十次教學之發音表現 (MyCT 評分) 

語音學分類 易偏誤聲母 發音表現 

舌尖 

前 

音 

[ts]/ z/ㄗ 日子(100→99→98) 

[ts
h
]/ c/ㄘ 就此(71)：送氣不夠。 

[s]/ s/厶 四(95)起 

舌尖 

後 

音 

[tʂ]/ zh/ㄓ 缺帶空韻的字。 

[tʂh
]/ ch/ㄔ 主持(92) 

[ʂ]/ sh/ㄕ 缺帶空韻的字。 

句子表現 「最近(95)盜賊四(94)起，家家戶戶都很不安心。(91) 

「主持(30→68)人看出這個大男生，似(71→75)乎有那麼一點

兒才華。」(80→88)：「持(30)」第一次沒有收到音、「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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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ɤ]e 尾音。 

「就在這棟玻璃帷幕大樓裡，開始(98)了他的創作生涯，」(91) 

「也展開以錄音室(93→17)為家的日(35→40)子(75→64)。」

(14→75) 

其他偏誤 1. 聲調：「最 zui1 近 jin1 盜賊四 si1 起」、「就 jiu1 此」、

「看 kan1 出」、「就 jiu1 在」。 

    (四) 教師觀察與省思 

    這一次的課程內容所剩不多，學生在語詞上的表現佳，送氣控制、嘴型

舌位等，只要稍加提醒，就能獲得 90 以上的分數；然而，影片中節選的句

子較長，學生經常念不完，挫折感高；故教師應讓學生分段讀，以降低她的

焦慮感。 

 

十二、 後測（6 月 22 日） 

    (一)測驗材料 

  同前測材料，為以 ChineseVid 網站上之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集為

藍本，篩選出的包含 21 個華語聲母共 86 個字、50 個詞彙及 15 個句子。 

  (二)教師指導 

  教師陪伴學生填妥測驗材料之漢語拼音。 

  (三)學生於前、後測之進步情形 

  筆者針對研究對象較顯著之偏誤，即舌尖前音[ts]/z/ㄗ、[ts
h
]/c/ㄘ、[s]/s/

厶與舌尖後音[tʂ]/zh/ㄓ、[tʂh
]/ch/ㄔ、[ʂ]/sh/ㄕ，將審聽人的評分整理如下表

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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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2 受試者於前、後測之進步情形 

舌尖前音[ts]/ z/ㄗ 審聽人評分(平均分數) 

長

度 
內容 前測 後測 

進/退步

情形 

字 字 3.3 3.0 -0.3 

詞 一字不落 2.0 1.7 -0.3 

句 1 
你的故事，我們幫你下了兩個字的標

題，叫本事。 
3.0 3.0 ±0 

句 2 也展開以錄音室為家的日子。 4.0 4.0 ±0 

舌尖前音[ts
h
]/ c/ㄘ 審聽人評分(平均分數) 

長

度 
內容 前測 後測 

進/退步

情形 

字 此 2.0 3.0 +1.0 

詞 再一次 2.3 2.0 -0.3 

舌尖前音[s]/ s/厶 審聽人評分(平均分數) 

長

度 
內容 前測 後測 

進/退步

情形 

字 四 2.7 3.0 +0.3 

句 1 
直到十四歲那年，父母親離異，鋼琴課

也戛然而止。 
4.0 3.7 -0.3 

句 2 主持人看出這個大男生，似乎有那麼一 4.0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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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兒才華。 

舌尖後音[tʂ]/ zh/ㄓ 審聽人評分(平均分數) 

長

度 
內容 前測 後測 

進/退步

情形 

字 直 2.3 2.3 ±0 

詞 1 直到 2.0 2.0 ±0 

詞 2 面紙 2.0 2.0 ±0 

句 1 
直到十四歲那年，父母親離異，鋼琴課

也戛然而止。 
2.3 2.7 +0.4 

句 1 
直到十四歲那年，父母親離異，鋼琴課

也戛然而止。 
2.3 2.0 -0.3 

舌尖後音[tʂh
]/ ch/ㄔ 審聽人評分(平均分數) 

長

度 
內容 前測 後測 

進/退步

情形 

字 持 2.3 2.7 +0.4 

詞 主持 1.3 1.3 ±0 

句 
主持人看出這個大男生，似乎有那麼一

點兒才華。 
1.7 2.0 +0.3 

舌尖後音[ʂ]/ sh/ㄕ 審聽人評分(平均分數) 

長 內容 前測 後測 
進/退步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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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字 是 2.3 2.7 +0.4 

詞 1 世界 1.7 2.7 +1.0 

詞 2 臨時 2.3 2.0 -0.3 

詞 3 本事 1.7 2.0 +0.3 

句 1 
你的故事，我們幫你下了兩個字的標

題，叫本事。 
2.0 3.7 +1.7 

句 1 
你的故事，我們幫你下了兩個字的標

題，叫本事。 
1.7 2.3 +0.6 

句 2 
歡迎來到周杰倫世界巡迴演唱會北京

站。 
1.0 2.3 +1.3 

句 3 
他現在想要上台唱歌，已經是一種享

受！ 
2.0 2.3 +0.3 

句 4 穿得那麼正式，好像要去演奏會一樣。 2.3 1.7 -0.6 

句 5 每個週末，杰倫總是由媽媽陪著來學琴。 2.0 2.0 ±0 

句 6 
儘管不懂音樂也不會彈琴，周媽媽總是

全程坐在一 
2.0 2.0 ±0 

句 7 
直到十四歲那年，父母親離異，鋼琴課

也戛然而止。 
1.7 2.3 +0.6 

句 8 
就在這棟玻璃帷幕大樓裡，開始了他的

創作生涯， 
2.0 2.7 +0.7 

句 9 也展開以錄音室為家的日子。 1.7 2.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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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將闡述第四章的研究結果與相關討論。 

 

第一節 學生前後測偏誤分析 

    本研究的前後測以審聽人評分為主，將評分向度「很不好、不太好、還

可以、非常好」轉換為 1~4 分，以平均得分呈現；發音訓練過程的發音表

現則是用 MyCT 平台的評分呈現，滿分為 100 分。統計資料如下： 

    

一、 舌尖前音 

    本研究對象的舌尖前音於前測時的發音偏誤為舌位偏後，聽起來略帶有

e[ɤ]之尾音，其前、後測與教學過程的發音表現如下圖8： 

    (一) [ts]/z/ㄗ 

 

圖 五-1 舌尖前音[ts]/ z/ㄗ的發音表現 

    從圖五-1 顯示，受試者的舌尖前音[ts]/z/ㄗ在讀去聲時，前、後測的表

現上退步了 0.2 分；而在 MyCT 平台的練習過程中也顯得不穩定。 

    (二) [ts
h
]/c/ㄘ 

                                            

8 圖中的橙色部分，為研究對象於 MyCT 平台上得分偏低的紀錄，以及拿掉該低分的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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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 舌尖前音[ts
h
]/c/ㄘ的發音表現 

    從圖五-2 顯示，受試者的舌尖前音[ts
h
]/c/ㄘ在讀上聲時，前、後測的表

現上進步了 1 分；讀去聲時，前、後測的表現上則退步了 0.3 分。而在 MyCT

平台的練習過程中表現得很不穩定，經常出現偏低的極端分數。 

    (三) [s]/s/厶 

 

圖 五-3 舌尖前音[s]/s/厶的發音表現 

    從圖五-3 顯示，受試者的舌尖前音[s]/s/厶在讀去聲時，前、後測的表

現上退步了 0.24 分；但是，在 MyCT 平台的練習過程中卻是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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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舌尖後音 

    本研究對象的舌尖後音於前測時的發音偏誤亦為舌位偏後，聽起來略帶

有 e[ɤ]之尾音，其前、後測與教學過程的發音表現如下圖： 

    (一) [tʂ]/zh/ㄓ 

 

圖 五-4 舌尖後音[tʂ]/zh/ㄓ的發音表現 

    從圖五-4 顯示，受試者的尖後音[tʂ]/zh/ㄓ在讀陽平時，雖然在練習過程

中表現得不盡理想，但在前、後測的表現上卻進步了 0.13 分；而在讀上聲

時，前、後測的表現上雖然退步了 0.15 分，但是在 MyCT 平台的練習過程

中卻是進步的。 

    (二) [tʂh
]/ch/ㄔ 

 

圖 五-5 舌尖後音[tʂh
]/ch/ㄔ的發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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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五-5 顯示，受試者的尖後音[tʂh
]/ch/ㄔ在讀陽平時，雖然在練習過

程中表現得不盡理想，但在前、後測的表現上進步了 0.23 分。 

    (三) [ʂ]/sh/ㄕ 

 

圖 五-6 舌尖後音[ʂ]/sh/ㄕ的發音表現 

    從圖五-6 顯示，受試者的尖後音[ʂ]/sh/ㄕ在「是」一字上，雖然在練習

過程中有進有退，但在前、後測的表現上卻進步了 0.17 分。 

 

第二節 其他偏誤紀錄 

    在教學的過程中，筆者觀察到此越南籍學生在語音上還有其他的偏誤情

形，在此將其分為聲母、韻母及重音三個面向，提供給後續研究做為參考。 

一、 聲母 

    學生在其他聲母上的偏誤，筆者將其按照發音部位、聲帶運作及氣流的

形式等進行分類： 

(一) 舌尖塞擦音[ts]/z/ㄗ的發音介於[ts]/z/ㄗ和[tʂ]/zh/ㄓ之間； 

    [ts
h
]/c/ㄘ的發音介於[ts

h
]/c/ㄘ和[tʂh

]/ch/ㄔ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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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前音的發音方式，應是用舌尖前的部位去接觸上齒背；而受試者則

是用舌尖去觸碰，導致其發音聽起來介於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之間。 

 

表 五-1 舌尖塞擦音[ts]/z/ㄗ和[ts
h
]/c/ㄘ的偏誤記錄 

日期 偏誤字 

第四次教學(5 月 11 日) 一「字」、一「次」、「再」一「次」、

「從」、不「在」乎； 

第五次教學(5 月 18 日) 埋頭勤「作」筆記 

 

(二) 將雙唇清塞音[p]/b/ㄅ發成濁音 

表 五-2 華語聲母於聲帶運作上的偏誤記錄 

日期 偏誤描述 

第六次教學 

(5 月 25 日) 

「北(57)」京站→濁音。 

 

 

(三) 將不送氣音[p]/b/ㄅ、[tɕ]/j/ㄐ等送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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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週的教學過程中，[p]/b/ㄅ的送氣偏誤出現過 3 次；[tɕ]/j/ㄐ的

送氣偏誤則出現過 11 次。 

 

表 五-3 華語聲母於送氣不送氣的偏誤記錄 

日期 發音表現 

前測(4 月 13 日) [tɕ]/ j/ㄐ不送氣發成送氣 

第一次教學(4 月 13 日) 眼「睛」→[tɕ]/ j/ㄐ不送氣發成送氣 

第二次教學(4 月 27 日) 眼「睛」、「就」像→不送氣發成送氣 

第三次教學(5 月 04 日) 1.「就像、比較、就是」等詞，沒有送氣。 

2.「北京」→不送氣發成送氣 

第四次教學(5 月 11 日) 1.「緊張、已經、睡覺、北京、東京、新加

坡、洛杉磯」等詞，沒有送氣。 

2.姐姐買了「簿」子、「爸」爸開了舖子→

不送氣發成送氣。 

第五次教學(5 月 18 日) 1.「儘管、機智、捷運、一隻雞、知己、雉

雞、吃雞、時機、市集」等詞，沒有送氣。 

2.「推薦、雞隻、幾隻」→不送氣發成送氣 

第六次教學(5 月 25 日) 1.世界(100)、進(100)入、一隻雞(100) 等詞，

沒有送氣。 

2.眼睛(0)、世「界(53)」、「叫(64)」本事 

→不送氣發成送氣。 

3.句子「千萬不可吸食毒品。」中的「千、

可」送氣不夠；「不」不送氣發成送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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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教學(6 月 01 日) 機(66→100)智、幾(100)隻雞(74) 、知己(100

→80)、雉雞(100→66)、時機(100)、市集

(100)、推薦(68→100)、儘(66)管 

第八次教學(6 月 08 日) 1.「記」得、「寄」信、琴「鍵」→沒有送

氣； 

2.「盡」興，不送氣發成送氣。 

第九次教學(6 月 15 日) 1.集(97)資、自己(84)、刺激(91)、司機(100)、

四級(100)、記(100)性、琴鍵(100)、幾(100)

次、計(100)次等詞，沒有送氣。 

2.「戛(64)」然而止：不送氣發成送氣。 

第十次教學(6 月 22 日) 就(100)此 

後測(6 月 22 日) 少有送氣情形。 

     

 

二、 韻母 

學生在其他韻母上的偏誤，筆者將其按照舌位、複韻母及捲舌元音等表

現方式進行分類： 

(一) 舌位的偏誤有二： 

    1. 發元音[o]/o/ㄛ時，舌位會持續向前、向下帶出[A]/a/ㄚ音；以「我」

字為例的聲譜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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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7 舌位偏誤─「我」字之聲譜圖 

 

 

圖 五-8 標準[A]/a/ㄚ音聲譜圖(F1:875Hz；F2:1484Hz) 

 

2. 發元音[ɛ]/e/ㄝ時，舌位會持續向下(F1 上升)、向後(F2 下降)帶出

[A]/a/ㄚ音；以「捷運」一詞為例的聲譜圖如下： 

F2:922Hz 

F1:260Hz 

F2:1718Hz 

F1:812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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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9 舌位偏誤─「捷運」一詞之聲譜圖 

(F1:892Hz；F2:1397Hz) 

 

此二種舌位偏誤的紀錄如下表五-4： 

表 五-4 華語韻母於舌位上的偏誤記錄 

日期 偏誤描述 

第二次教學(4 月 27 日) 世界 jie4→jie[A]/a 4 

第三次教學(5 月 04 日) 世界 jie4→jie[A]/a 4 

第四次教學(5 月 11 日) 我 wo3→wo[A]/a 3 (4 次)、 

他一次一次的「說 shuo 1」→shuo[A]/a 1 

第五次教學(5 月 18 日) 別(bie2→bie[A]/a2)人、解決 jue2→jue[A]/a 

2、 

我 wo3→wo[A]/a 3 

第七次教學(6 月 01 日) 「捷」運、「杰」倫：jie2→jie[A]/a 2。 

F1 升 

F2 降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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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教學(6 月 22 日) 「我(15)wo3」、「坐(49)zuo3」雲霄飛車、

如「果(9)guo3」，發成 wo[A]/a3、zuo[A]/a 4、

guo[A]/a 3 等音。 

 

(二) 將複元音發成單元音 

在十週的教學過程中，受試者將[ei]/ei/ㄟ發成[ɛ]/e/ㄝ音出現過 4 次；將

[ou]/ou/ㄡ發成[o]/o/ㄛ音有出現過 2 次；讀[au]/ao/ㄠ時則是未發完[u]/u/ㄨ音

也出現過 2 次。其偏誤紀錄如下表五-5： 

表 五-5 華語複元音之偏誤記錄 

日期 偏誤描述 

第六次教學(5 月 25 日) 「沒(67)有(79)」、「小(0)朋友(60)」、「喝

水(62)」：沒 mei2→me2、有 you3→yo3、小

xiao3→未發完[u]/u/ㄨ音、友 you3→yo3。 

第七次教學(6 月 01 日) 「美(62)女」、「買到(74)」：美 mei3→me3、

到 dao4→未發完[u]/u/ㄨ音。 

第九次教學(6 月 15 日) 「回(76)去，他也從來沒有(65)說他不想

學。」：回 hui2→hue2、有 you3→yo3。 

 

(三) 捲舌元音[ər]/er/ㄦ捲舌不夠 

表 五-6 華語捲舌元音之偏誤記錄 

日期 偏誤描述 

第九次教學 

(6 月 15 日) 

戛然「而(20)」止：F1 為 738Hz，F2 為 1883Hz； 

而卷舌元音之標準語圖：F1 為 603.1Hz，F2 為 1484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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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音之 F1 及 F2 都比標準來的高，顯示其發音時，

舌位下降也向前。 

 

圖 五-10 舌位偏誤─「而」一字之聲譜圖 

 

圖 五-11 標準[ər]/er/ㄦ音聲譜圖 

 

三、 聲調受語調影響 

    從筆者的教學記錄中發現，受試者的聲調會受到語調影響，將雙音節詞

的前去聲字發成高平調，整理如下表五-7：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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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7 受試者於前重音字之偏誤 

日期 偏誤描述 

第四次教學(5 月 11 日) 他是個「騙 pian1 子」。 

第五次教學(5 月 18 日) 
她是ㄧ位「氣 qi1 質」美女。 

雉雞是「ㄧ yi1 種」鳥類。 

第六次教學(5 月 25 日) 
我遺失了「一 yi1 枝」筆。 

我想要買「一 yi1 隻」雞。 

他很遲疑，「不 bu1 敢」做決定。 

第七次教學(6 月 01 日) 
他現在想要上台唱歌，已經是「一 yi1

種」享受。 

穿得那麼「正 zheng1 式」，好像「要 yao1

去」演奏會一樣。 

儘管「不 bu1 懂」音樂也不會彈琴，…  

第九次教學(6 月 15 日) 回去，他也從來不會說他「不 bu1 想」學。

「這 zhe1 個」停車場不是計時收費，而是「計

ji1 次」收費的。 

第十次教學(6 月 22 日) 
「最 zui1 近」盜賊「四 si1 起」… 

主持人「看 kan1 出」這個大男生… 

「就 jiu1 在」這棟玻璃帷幕大樓裡… 

 

    表五-8 為受試者進行 MyCT 平台的正音課程中所錄的句子，顯示其後

重音字的去聲調較不易出現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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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8 受試者於後重音字之表現 

   

   

  

 

在自然的語流中，句子的語調往往依循著「先升後降」的原則；由於學

生對華語的去聲調掌握還不完全，將雙音節詞中的前去聲字發成高平調的機

率佔 57.1%，超過一半；而後去聲字則較不受影響，發成高平調的機率只有

7.7%。綜合以上之去聲字在語流中位置的發音情形，整理如表五-9： 

表五-9 去聲字之偏誤分析 

去聲字 

位置 

受試者語料 聲調偏誤情形 

發成 

高平調 

無 

偏誤 

雙音節 音樂，「就」像喝水一樣。 ●(連音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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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前 

 

(總計共

出現 35

次。發成

高 平 調

的有 20

次，扣除

變 調 規

則 「 就

像 、 世

界 、

一…」等

六 個

詞 ， 佔

40%；無

偏 誤 的

有 15

次 ， 佔

42.9%。) 

歡迎來到周杰倫「世」界巡迴演唱會。 ●(連音變調) 

他是個「騙」子。 ●  

她是ㄧ位「氣」質美女。 ●  

「雉」雞是ㄧ種鳥類。  ● 

雉雞是「ㄧ」種鳥類。 ●(「一」之變調) 

我遺失了「一」枝筆。 ●(「一」之變調) 

我想要買「一」隻雞。 ●(「一」之變調) 

他很遲疑，「不」敢做決定。 ●  

他很遲疑，不敢「做」決定。  ● 

他「現」在想要「上」台「唱」歌，已經是

一種享受。 
 ● 

他現在想要上台唱歌，已經是「一」種享受。 ●(「一」之變調) 

穿得「那」麼正式，好像要去演奏會一樣。  ● 

穿得那麼「正」式，好像「要」去演奏會一

樣。 
●  

儘管「不」懂音樂也不會彈琴，… ●  

回去，他也從來不會說他「不」想學。 ●  

「這」個停車場不是計時收費，而是「計」

次收費的。 
●  

這個停車場不是「計」時收費，而是計次收

費的。 
 ● 

「最」近盜賊「四」起，… ●  

最近「盜」賊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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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看」出這個大男生… ●  

主持人看出「這」個「大」男生…  ● 

「就」在這棟玻璃帷幕大樓裡，… ●  

就在「這」棟玻璃帷幕「大」樓裡，…  ● 

音樂，「就」像喝水一樣，每天都需要的。  ● 

你的「故」事，我們幫你「下」了兩個字的

標題，叫本事。 
 ● 

他很遲疑，「不」敢做決定。 ●  

雙音節

詞後 

 

(總計共

出現 39

次。發成

高平調

的有 3

次，佔

7.7%；無

偏誤的

有 36

次，佔

92.3%。) 

音「樂」，就「像」喝水一樣。  ● 

歡迎來「到」周杰倫世「界」巡迴演「唱」

會。 
 ● 

她「是」ㄧ「位」氣質美女。  ● 

雉雞是ㄧ種鳥「類」。  ● 

我想「要」買一隻雞。  ● 

他很遲疑，不敢做決「定」。  ● 

他現在想「要」上台唱歌，已經是一種享

「受」。 
 ● 

穿得那麼正式，好「像」要去演「奏」會一

「樣」。 
 ● 

儘管不懂音「樂」也不「會」彈琴，…  ● 

回「去」，他也從來不「會」說他不想學。  ● 

這個停車場不「是」計時收「費」，而「是」

計次收「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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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棟玻璃帷「幕」大樓裡，…  ● 

我「在」西式餐廳打工。 ●  

我在西「式」餐廳打工。  ● 

我有一「件」天大的喜事… ●  

我有一件天「大」的喜「事」…  ● 

音「樂」，就像喝水一樣，每天都需要的。 ●  

音樂，就像喝水一「樣」，每天都需「要」

的。 
 ● 

你的故事，我們幫你下了兩個「字」的標題，

叫本「事」。 
 ● 

他「是」一「位」醫師。  ● 

他很遲疑，不敢做決「定」。  ● 

他丟了工「作」，很失「意」。  ● 

 

第三節 綜合討論 

  1. 本研究對象在發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時易帶 e[ɤ]之尾音，但若為常

用語如：英文名「字」、什麼意「思」、「知」道、我不「知」道、老「師」、

帷幕「是…」等音，發音則較正確而穩定。其中，英文名「字」與什麼意「思」

兩個舌尖前音，皆位於詞尾輕讀，學生毋須在發音部位上專注或用力。而「知」、

「師」皆為陰平聲之舌尖後音，雖在前後測無此音之評分，然而 F 生在說

「知」道、我不「知」道、老「師」時，輕鬆產出，亦毋須在發音部位上專

注或用力。最後則是「是」一音，不僅為高頻字，受試者在前後測與 MyCT

之課程訓練中，皆有不錯的表現（分數整理如下表五-10），顯示語音之使

用頻率對於發音正確度是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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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0 受試者於「是」一音之發音表現 

前、後測之平均分數 MyCT 平台之平均分數 

前測 後測 後測-前測 5 月 25 日 6 月 1 日 6 月 25 日 

2.08 2.25 進步 0.17 分 79.67 93.13 84.50 

 

  2. 從第一章的漢越語音系對比可知，在 22 個越南語聲母中有多達 21

個不送氣聲母，顯示越南學生對於不送氣之華語聲母，應是較容易掌握的。

然而，在本個案研究中卻顯示，受試者在不送氣音(如[b]/b、[ts]/z、[tʂ]/zh、

[tɕ]/j 等)遇到去聲調時，卻會因為要用力而送氣，此特點亦與先前之研究不

同。受試者於上述不送氣音之表現整理如下表五-11： 

表五-11 去聲調對不送氣音之影響 

不送氣音→送氣 學生語料 

[b]/b 姐姐買了「簿」子、「爸」爸開了舖子、千萬「不」

可吸食毒品。 

[ts]/z 兩個「字」、創「造」力、好像要去演「奏」會一樣、

周媽媽總是全程「坐」在一旁。 

[tʂ]/zh 北京「站」、「這」位伯伯、「雉」雞是ㄧ種鳥類、

「這」次選舉，執政黨贏得了不少席次。 

[tɕ]/ j 「就」像、推「薦」、世「界」、「叫」本事、「盡」

興 

 

  3. 學生發「北」這個音時，將清音[p]/b/ㄅ發成了濁音。根據傅氏梅、

張維佳（2004）對漢、越語的對比分析表示，b 這個音標符號，在漢語中用

來記錄清音[p]，在越語中卻用來記錄濁音[b]，為母語文字系統對目的語語

音的負遷移，是造成越南學生容易以濁代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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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根據 Le Xuan Thao 、 Pham Minh Tien 、 Vu Thj Ha（2012：7）所

著之「 越南語(一)」一書中所列，越南語之雙元音無[iE]/ie 有[ia]/ia，無[uo]/uo

有[ɔa]/oa、[ua]/ua 等音。故 F 生發[uo]/uo、[iE]/ie 等音時，可能受到母語負

遷移的影響，下顎無意識地往下掉，造成開口度過大，舌位處於中央偏低，

到韻尾成了[A]/a 音。 

 

  5. 本實驗的受試者讀舌尖後音[tʂ]/zh/ㄓ時易帶 e[ɤ]之尾音；讀舌面前音

[tɕ]/j/ㄐ時容易送氣。從 MyCT 評分與研究者的逐字稿紀錄顯示，結合此兩

種學生易產生發音偏誤的語詞，學生便表現得不太穩定；顯示學生要集中注

意力在前後都有可能發生語音偏誤的語詞，是相當不容易的。其前後兩次讀

詞的得分與偏誤描述如表五-12： 

表五-12 [tʂ]/zh/ㄓ搭配[tɕ]/j/ㄐ之詞組發音表現 

詞組發音表現 
MyCT 評分 進

步 

退

步 
發音偏誤描述 

第一次 第二次 

機智 
[tɕ]/j/ㄐ 66 100 ●  送氣→不送氣 

[tʂ]/zh/ㄓ 76 55  ● 唇化音 w 更加明顯 

知己 
[tʂ]/zh/ㄓ 29 50 ●  唇化音 w 減輕 

[tɕ]/j/ㄐ 100 80  ● 不送氣→送氣 

雉雞 
[tʂ]/zh/ㄓ 24 64 ●  唇化音 w 減輕 

[tɕ]/j/ㄐ 100 66  ● 不送氣→送氣 

 

  6. 由於越南語中沒有直接對應於華語高平調和高降調（去聲）的聲調

（林均芳，2013），因此，當受試者還未能完全掌握華語的去聲時，受到自

然語流中「語調先升後降」的影響，其聲調偏誤多出現在雙音節詞的前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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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上，會將去聲字發成高平調；而後去聲字則較不易失誤。 

 

  7.由於學生程度約為 ACTFL 之 Novice 級，較長的句子對其認知負荷過

重，當訓練內容偏多，在讀較長的句子時，就容易出現發音偏誤(以 6 月 15

日之發音表現為例，見圖五-12)。 

 

圖五-12 受試者於 6 月 15 日 MyCT 課程之發音表現 

    由此可知，當訓練材料太難時，不僅無法幫助學生改善發音偏誤，更可

能造成學生的挫折感、甚至引發焦慮。因此，身為教學者，應採行 Stephen 

Krashen（1985）所提出的 i+1 學習理論，在設計訓練課程時適當地轉化教

學材料，為學生搭起學習的鷹架，才得以維持學生學習的熱情。 

 



第六章 教學應用與建議 

101 

 

 

第六章 教學應用與建議 

  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為受試者於華語聲母發音中較顯著的偏誤，即舌

尖前音[ts]/z/ㄗ、[ts
h
]/c/ㄘ、[s]/s/厶與舌尖後音[tʂ]/zh/ㄓ、[tʂh

]/ch/ㄔ、[ʂ]/sh/

ㄕ；其發此兩組音時，舌位偏後，皆帶有 e[ɤ]之尾音。筆者透過以學生興趣

為出發點所選取之教學材料，以及針對此偏誤所編寫之正音課程，藉由兩教

學平台進行為期十週之正音訓練成果，於本章進行彙整，並提出教學應用與

建議。 

一、 影響聲母發音偏誤之因素 

  根據前、後測結果，受試者發舌尖前、後音時，於不同聲調之表現整理

如下表六-1： 

表六-1 受試者於本次研究之發音進步情形 

  由上表顯示，影響受試者聲母發音偏誤之因素有二： 

+：進步 

-：退步 

舌尖前音 

[ts]/ z/ㄗ [ts
h
]/ c/ㄘ [s]/ s/厶 

聲調 去聲 輕聲 上聲 去聲 去聲 

前後測

分數 
-0.2 滿分 +1.0 -0.3 -0.24 

+：進步 

-：退步 

舌尖後音 

[tʂ]/ zh/ㄓ [tʂh
]/ ch/ㄔ [ʂ]/ sh/ㄕ 

聲調 陽平 上聲 陽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前後測

分數 
+0.13 -0.15 +0.23 +0.15 +0.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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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聲調 

  以舌尖前音[ts]/z/ㄗ為例，受試者於去聲、陰平、上聲及輕聲調之發音

表現如下圖六-1 與六-2： 

 

圖 六-1 受試者的[ts]/z/ㄗ音於去聲、陰平與上聲調之表現 

 

 

圖 六-2 受試者的[ts]/z/ㄗ音於輕聲調之表現 

2. 頻率 

  以舌尖後音[ʂ]/sh/ㄕ為例，於第五章之綜合討論已提及，其高頻的性質

讓受試者在各聲調皆有不錯的表現(見表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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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研究之教學應用 

    1. 根據Polivanov（1931）所提出的phonological deafness現象，及Dupoux

和 Peperkamp（1999）等人的實驗可知，受試者的發音可能受其感知的限制

因而不穩定；而去聲調原本就是越南語學生在母語中缺乏的聲調(林均芳，

2013)。以舌尖前音[ts]/z/ㄗ、[ts
h
]/c/ㄘ（見圖六-3）、[s]/s/厶（見圖六-4）為

例，受試者於去聲調之表現皆不理想。故建議教師們在設計課程前，可先測

出學生擅長的聲調字來搭配正音練習，待其偏誤現象逐漸矯正後，再進而挑

戰其不熟悉的聲調字，或許會更有效果。 

 

圖 六-3 受試者的[ts
h
]/c/ㄘ音於去聲調之表現 

圖 六-4 受試者的[s]/s/厶音於去聲調之表現 

 

    2.舌尖後音[tʂ]/zh/ㄓ在上聲字調時退步了 0.15 分；其分數退步的發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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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直到 14 歲那年，父母親離異，鋼琴課也戛然而止。」的「止」字上。

由於學生程度約為 ACTFL 之 Novice 級，太長的句子對其認知負荷過重；

若從「i+1」學習理論（Stephen Krashen，1985）來思考轉化材料的方式，

我們可將上述句子改編成「直到 14 歲那年」和「鋼琴課也戛然而止」等兩

個短句，再拆成「直到、14 歲、戛然而止」等生詞讓學生練習；等到學生

將生詞、短句都掌握得宜時，再將原句當作延伸練習的自我挑戰用，或許對

學生來說會更有激勵的效果。 

圖六-5 受試者的[tʂ]/zh/ㄓ音於上聲調之表現 

 

   3.正音練習之安排技巧 

    從教師於每次訓練課程後的省思札記中發現，針對學生易產生偏誤的發

音，若為生活中的常用語，學生使用時發生偏誤的比例較低；此外，學生容

易發生偏誤的時間點，則較集中在每一次開始上課的幾分鐘內(發音部位較

放鬆)，以及課程的尾聲(發音部位已疲累)。由此可知，教師在設計課堂活動

時可參考以下原則： 

(1)提高學生練習目標字的使用率，例如參考 TOCFL 詞表，國小國語課

程中的中文詞彙，以及具有對話性質的華語連續劇及電影對白等。（楊惠

媚、陳浩然、潘依婷，2015） 

(2)偏誤聽辨：課堂的前 5 分鐘可進行學生發音檔的聽辨練習，讓學生

自行描述發音偏誤的情形，並嘗試發出正確的音。如此不僅可以提高學生

的感知能力，也能在正式課程前讓學生對自己的發音部位進行暖身運動。 

(3)學生反饋：每一段的發音訓練告一段落時，可讓學生說一說自己在

發音部位上調整的感覺、自己在此次訓練中最滿意的表現及有待加強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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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僅可以讓學生獲得適度的休息，也可作為教師調整訓練內容的參考。 

(4)聆聽正確發音：課程的最後，教師可以讓學生聽一聽自己今天表現

較佳的發音檔，讓學生留住自己發音較標準時的聲音記憶；也可以預告下

一次的課程內容，播放影片或示範的語音內容給學生多一點正向的輸入，

也能讓學生對下一次的課程在心理上有所準備。 

 

三、 其他偏誤之後續研究與建議 

    (一)聲母 

    1. 舌尖塞擦音[ts]/z/ㄗ的發音介於[ts]/z/ㄗ和[tʂ]/zh/ㄓ之間； 

      [ts
h
]/c/ㄘ的發音介於[ts

h
]/c/ㄘ和[tʂh

]/ch/ㄔ之間。 

    此次受試者在發舌尖塞擦音[ts]/z/ㄗ和[ts
h
]/c/ㄘ音時，經常發生用舌尖觸

碰上齒背，導致發音介於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間的偏誤，且多出現在去聲字

上；或許在後續研究上，可以嘗試以學生擅長的字調搭配去聲調編成雙音節

詞，如「集資、集字」或「此次、七次」等組合，看是否能讓學生保持以正

確的部位發音，而不受到字調的影響。 

 

    2. 將雙唇清塞音[p]/b/ㄅ發成濁音 

    此次受試者在聲帶運作上的偏誤，發生在「北」一字上，將雙唇清塞音

[p]/b/ㄅ發成濁音。傅氏梅（2001）在探討越南學生對漢語聲母的聽覺與發

音偏誤的文章中指出，由於聲母的清濁為越語聲母重要的區別性特徵，漢語

卻沒有，導致越南學生可能會運用越語中相近的音來替代漢語中的聲母。而

據筆者進一步的了解，接近中文「北」這個音的越南話的意思是「七」，搭

配前、後音的不同，還可造出「七月」[th ɑŋ2 pei3]、「七年」[pei3 num1 ]

等詞。因此，筆者進一步帶學生觀察與聽辨，華語和越南語發此聲母時在雙

唇部位的運用上以及聲帶振動上的差別；相對來說，如此發音相近又有意義

的高頻字，非常適合用來做發音的對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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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將不送氣音[p]/b/ㄅ、[tɕ]/j/ㄐ等送氣 

    在十週的教學過程中，[p]/b/ㄅ的送氣偏誤出現過 3 次；[tɕ]/j/ㄐ的送氣

偏誤則出現過 11 次。在語音學上，[p]/b 與[ph]/p、[tɕ]/j 與[tɕh
]/q 為成對的

不送氣與送氣音，若能運用文獻探討中，彭增安、陳光磊（2006）借助實

物之策略，讓學生以薄紙置於口前，於發上述音組時感受送氣音與不送氣

音之差異，或許可以提高學生在發音時的正確度。根據馮玄玉（2013）針

對越南學生送氣偏誤的糾正技巧中提到，可以準備白紙或蠟燭至於口前讓

學生觀察：發送氣音時，氣流要有衝力但不能延長；而發不送氣音時，口

腔不用力，但延長微弱的氣流。當學生掌握得較好時，再搭配去聲字練習，

來幫助學生在控制送氣程度的同時，不會受到聲調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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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周杰倫成長紀實影片第一集 

Youtube 影音出處 http://chinese.voicetube.com/videos/69 

(一)本事 I 

 

音樂對你來說是什麼？  

音(yīn) 樂(yuè) 對(duì) 你(nǐ) 來(lái) 說(shuō) 是(shì) 什(shí) 麼(me)  

 

嗯......音樂，就像喝水一樣，每天都需要的。  

嗯(ǹg) 音(yīn) 樂(yuè) 就(jiù) 像(xiàng) 喝(hē) 水(shuǐ) 一(yí) 樣

(yàng) 每(měi) 天(tiān) 都(dū) 需(xū) 要(yào) 的(de)  

 

電影呢？  

電(diàn) 影(yǐng) 呢(ní)  

 

電影是......新鮮感！  

電(diàn) 影(yǐng) 是(shì) 新(xīn) 鮮(xiān) 感(gǎn)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你(nǐ) 覺(jué) 得(dé) 自(zì) 己(jǐ) 最(zuì) 大(dà) 的(de) 優(yōu) 點

(diǎn) 是(shì) 什(shí) 麼(me)  

 

最大優點？創造力。  

最(zuì) 大(dà) 優(yōu) 點(diǎn) 創(chuàng) 造(zào) 力(lì)  

 

缺點呢？  

缺(quē) 點(diǎn) 呢(ne)  

 

缺點就是，個性比較沒有耐性。  

缺(quē) 點(diǎn) 就(jiù) 是(shì) 個(gè) 性(xìng) 比(bǐ) 較(jiào) 沒(méi) 

有(yǒu) 耐(nài) 性(xì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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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長相最滿意的是哪裡？  

對(duì) 自(zì) 己(jǐ) 長(zhǎng) 相(xiāng) 最(zuì) 滿(mǎn) 意(yì) 的(de) 

是(shì) 哪(nǎ) 裡(le)  

 

還好，鼻子吧！鼻子比較像媽媽吧！  

還(haí) 好(hǎo) 鼻(bí) 子(zi) 吧(ba) 鼻(bí) 子(zi) 比(bǐ) 較(jiào) 像

(xiàng) 媽(mā) 媽(ma) 吧(ba)  

 

哈哈！沒有啦…。  

哈(hā) 哈(hā) 沒(méi) 有(yǒu) 啦(la)  

 

最不喜歡哪裡？  

最(zuì) 不(bù) 喜(xǐ) 歡(huān) 哪(nǎ) 裡(lǐ)  

 

眼睛有點小，但是 OK 啦！我覺得因為媽媽眼睛也蠻小的，但是就是看

起來，比較有東方的味道嘛！  

眼(yǎn) 睛(jīng) 有(yǒu) 點(diǎn) 小(xiǎo) 但(dàn) 是(shì) 啦(la) 我

(wǒ) 覺(jué) 得(de) 因(yīn) 為(wèi) 媽(mā) 媽(ma) 眼(yǎn) 睛(jīng) 

也(yě) 蠻(mán) 小(xiǎo) 的(di) 但(dàn) 是(shì) 就(jiù) 是(shì) 看(kàn) 

起(qǐ) 來(lái) 比(bǐ) 較(jiào) 有(yǒu) 東(dōng) 方(fāng) 的(di) 味(wèi) 

道(dào) 嘛(ma)  

 

你最害怕的是什麼？  

你(nǐ) 最(zuì) 害(hài) 怕(pà) 的(di) 是(shì) 什(shé) 麼(me)  

 

最害怕的......沒有。  

最(zuì) 害(hài) 怕(pà) 的(di) 沒(méi) 有(yǒu)  

 

那麼，你覺得你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誰？  

那(nà) 麼(me) 你(nǐ) 覺(jué) 得(de) 你(nǐ) 最(zuì) 大(dà) 的(di) 競

(jìng) 爭(zhēng) 對(duì) 手(shǒu) 是(shì) 誰(shéi)  

 

面子，喔！我覺得面子。  

面(miàn) 子(zi) 喔(ō) 我(wǒ) 覺(jué) 得(de) 面(miàn) 子(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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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成(chéng) 功(gōng) 對(duì) 你(nǐ) 的(di) 意(yì) 義(yì) 是(shì) 什(shé) 

麼(me)  

 

成功，就是好勝，因為好勝所以成功。  

成(chéng) 功(gōng) 就(jiù) 是(shì) 好(hào) 勝(shèng) 因(yīn) 為(wèi) 

好(hào) 勝(shèng) 所(suǒ) 以(yǐ) 成(chéng) 功(gōng)  

 

你的故事，我們幫你下了兩個字的標題，叫本事。  

你(nǐ) 的(di) 故(gù) 事(shì) 我(wǒ) 們(men) 幫(bāng) 你(nǐ) 下(xià) 

了(le) 兩(liǎng) 個(ge) 字(zì) 的(de) 標(biāo) 題(tí) 叫(jiào) 本(běn) 

事(shì)  

 

哎呦！蠻酷的！蠻酷的！  

哎(āi) 呦(yōu) 蠻(mán) 酷(kù) 的(di) 蠻(mán) 酷(kù) 的(di)  

 

你覺得 OK 嗎？  

你(nǐ) 覺(jué) 得(de) 嗎(ma)  

 

蠻好的！蠻好的！  

蠻(mán) 好(hǎo) 的(de) 蠻(mán) 好(hǎo) 的(de)  

 

所以好啦！那你最大的本事是什麼？  

所(suǒ) 以(yǐ) 好(hǎo) 啦(la) 那(nà) 你(nǐ) 最(zuì) 大(dà) 的(di) 本

(běn) 事(shì) 是(shì) 什(shé) 麼(me)  

 

歡迎來到周杰倫世界巡迴演唱會北京站。  

歡(huān) 迎(yíng) 來(lái) 到(dào) 周(zhōu) 杰(jié) 倫(lún) 世(shì) 界

(jiè) 巡(xún) 迴(huí) 演(yǎn) 唱(chàng) 會(huì) 北(běi) 京(jīng) 站

(zhàn)  

 

就像進入一個異次元空間，  

就(jiù) 像(xiàng) 進(jìn) 入(rù) 一(yí) 個(ge) 異(yì) 次(cì) 元(yuán) 空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115 

 

(kōng) 間(jiān)  

 

穿戴一身羽翎和華麗盔甲的周杰倫，  

穿(chuān) 戴(dài) 一(yì) 身(shēn) 羽(yǔ) 翎(líng) 和(hé) 華(huá) 麗(lì) 

盔(kuī) 甲(jiǎ) 的(de) 周(zhōu) 杰(jié) 倫(lún)  

 

從舞台下方緩緩升起，  

從(cóng) 舞(wǔ) 台(tái) 下(xià) 方(fāng) 緩(huǎn) 緩(huǎn) 升(shēng) 

起(qǐ)  

 

全場為之沸騰。  

全(quán) 場(chǎng) 為(wéi) 之(zhī) 沸(fèi) 騰(téng)  

 

演唱會喔！就跟歌迷的互動  

演(yǎn) 唱(chàng) 會(huì) 喔(o) 就(jiù) 跟(gēn) 歌(gē) 迷(mí) 的(di) 

互(hù) 動(dòng)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啦！  

其(qí) 實(shí) 還(haí) 有(yǒu) 另(lìng) 外(wài) 一(yí) 個(ge) 原(yuán) 

因(yīn) 啦(la)  

 

就是可以幫自己的，自己家的這些小朋友嘛，  

就(jiù) 是(shì) 可(kě) 以(yǐ) 幫(bāng) 自(zì) 己(jǐ) 的(de) 自(zì) 己(jǐ) 

家(jiā) 的(de) 這(zhè) 些(xiē) 小(xiǎo) 朋(péng) 友(yǒu) 嘛(ma)  

 

南拳媽媽、當然還有自己朋友畊宏呀！  

南(nán) 拳(quán) 媽(mā) 媽(ma) 當(dāng) 然(rán) 還(haí) 有(yǒu) 自

(zì) 己(jǐ) 朋(péng) 友(yǒu) 畊(gēng) 宏(hóng) 呀(yā)  

 

(二)本事 II 

 

我的地盤，聽我的。  

我(wǒ) 的(de) 地(dì) 盤(pán) 聽(tīng) 我(wǒ) 的(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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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喔！我的地盤喔！  

喔(o) 我(wǒ) 的(de) 地(dì) 盤(pán) 喔(ō)  

 

現在再來一次，我的地盤，聽我的。  

現(xiàn) 在(zài) 再(zài) 來(lái) 一(yí) 次(cì) 我(wǒ) 的(de) 地(dì) 盤

(pán) 聽(tīng) 我(wǒ) 的(de)  

 

在台上的感覺是什麼？  

在(zài) 台(tái) 上(shàng) 的(de) 感(gǎn) 覺(jué) 是(shì) 什(shé) 麼(me)  

 

就很興奮啊！對！很興奮！然後很想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就(jiù) 很(hěn) 興(xīng) 奮(fèn) 啊(ā) 對(duì) 很(hěn) 興(xīng) 奮(fèn) 

然(rán) 後(hòu) 很(hěn) 想(xiǎng) 把(bǎ) 自(zì) 己(jǐ) 的(de) 本(běn) 

分(fèn) 做(zuò) 好(hǎo)  

 

就是讓大家看到我有進步  

就(jiù) 是(shì) 讓(ràng) 大(dà) 家(jiā) 看(kàn) 到(dào) 我(wǒ) 有(yǒu) 

進(jìn) 步(bù)  

 

每一場演唱會不一樣。  

每(měi) 一(yì) 場(chǎng) 演(yǎn) 唱(chàng) 會(huì) 不(bù) 一(yí) 樣

(yàng)  

 

揮舞著手中的螢光棒  

揮(huī) 舞(wǔ) 著(zhe) 手(shǒu) 中(zhōng) 的(de) 螢(yíng) 光(guāng) 

棒(bàng)  

 

全場六萬人  

全(quán) 場(chǎng) 六(liù) 萬(wàn) 人(rén)  

 

就這麼跟著台上的周杰倫  

就(jiù) 這(zhè) 麼(me) 跟(gēn) 著(zhe) 台(tái) 上(shàng) 的(de) 周

(zhōu) 杰(jié) 倫(l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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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首歌一字不落的唱到最後一首安可曲。  

從(cóng) 第(dì) 一(yī) 首(shǒu) 歌(gē) 一(yí) 字(zì) 不(bú) 落(là) 的

(de) 唱(chàng) 到(dào) 最(zuì) 後(hòu) 一(yì) 首(shǒu) 安(ān) 可(kě) 

曲(qǔ)  

 

在台北第一次上台的時候，  

在(zài) 台(tái) 北(běi) 第(dì) 一(yī) 次(cì) 上(shàng) 台(tái) 的(de) 時

(shí) 候(hòu)  

 

他那個上台前的緊張，是我是沒辦法形容的。  

他(tā) 那(nà) 個(ge) 上(shàng) 台(tái) 前(qián) 的(de) 緊(jǐn) 張

(zhāng) 是(shì) 我(wǒ) 是(shì) 沒(méi) 辦(bàn) 法(fǎ) 形(xíng) 容

(róng) 的(de)  

 

我只能看的到說：杜哥你有沒有面紙，  

我(wǒ) 只(zhǐ) 能(néng) 看(kàn) 的(de) 到(dào) 說(shuō) 杜(dù) 哥

(gē) 你(nǐ) 有(yǒu) 沒(méi) 有(yǒu) 面(miàn) 紙(zhǐ)  

 

我說幹嘛！  

我(wǒ) 說(shuō) 幹(gàn) 嘛(má)  

 

他就拿手給我看  

他(tā) 就(jiù) 拿(ná) 手(shǒu) 給(gěi) 我(wǒ) 看(kàn)  

 

他整個手全部都是手汗，  

他(tā) 整(zhěng) 個(ge) 手(shǒu) 全(quán) 部(bù) 都(dōu) 是(shì) 手

(shǒu) 汗(hàn)  

 

但是他現在想要上台唱歌  

但(dàn) 是(shì) 他(tā) 現(xiàn) 在(zài) 想(xiǎng) 要(yào) 上(shàng) 台

(tái) 唱(chàng) 歌(gē)  

 

已經是一種享受！  

已(yǐ) 經(jīng) 是(shì) 一(yì) 種(zhǒng) 享(xiǎng) 受(shò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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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你(nǐ) 們(mén) 準(zhǔn) 備(bèi) 好(hǎo) 了(le) 沒(méi) 有(yǒu)  

 

從台北、北京、上海、香港、東京、新加坡到洛杉磯  

從(cóng) 台(tái) 北(běi) 北(běi) 京(jīng) 上(shàng) 海(hǎi) 香(xiāng) 

港(gǎng) 東(dōng) 京(jīng) 新(xīn) 加(jiā) 坡(pō) 到(dào) 洛(luò) 杉

(shān) 磯(jī)  

 

「周杰倫」三個字就是票房保證。  

周(zhōu) 杰(jié) 倫(lún) 三(sān) 個(ge) 字(zì) 就(jiù) 是(shì) 票(piào) 

房(fáng) 保(bǎo) 證(zhèng)  

 

隨著演唱會的腳步，他成功的攻下一塊塊音樂版圖  

隨(suí) 著(zhe) 演(yǎn) 唱(chàng) 會(huì) 的(de) 腳(jiǎo) 步(bù) 他(tā) 

成(chéng) 功(gōng) 的(de) 攻(gōng) 下(xià) 一(yí) 塊(kuài) 塊(kuài) 

音(yīn) 樂(yuè) 版(bǎn) 圖(tú)  

 

也席捲了整個華語歌壇。  

也(yě) 席(xí) 捲(juǎn) 了(le) 整(zhěng) 個(ge) 華(huá) 語(yǔ) 歌(gē) 

壇(tán)  

 

每一年都要進步才來開演唱會  

每(měi) 一(yì) 年(nián) 都(dōu) 要(yào) 進(jìn) 步(bù) 才(cái) 來(lái) 

開(kāi) 演(yǎn) 唱(chàng) 會(huì)  

 

希望下一次演唱會  

希(xī) 望(wàng) 下(xià) 一(yí) 次(cì) 演(yǎn) 唱(chàng) 會(huì)  

 

可以是明年好不好？  

可(kě) 以(yǐ) 是(shì) 明(míng) 年(nián) 好(hǎo) 不(bù) 好(hǎo)  

 

好。  

好(h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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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們都會來嗎？  

那(nà) 你(nǐ) 們(mén) 都(dōu) 會(huì) 來(lái) 嗎(mā)  

 

會。  

會(huì)  

 

(三)本事 III 

好好好，不可以有大野狼的聲音  

好(hǎo) 好(hǎo) 好(hǎo) 不(bù) 可(kě) 以(yǐ) 有(yǒu) 大(dà) 野(yě) 狼

(láng) 的(de) 聲(shēng) 音(yīn)  

好，再一次哦！  

好(hǎo) 再(zài) 一(yí) 次(cì) 哦(ō) 

從小杰倫就對聲音特別敏銳  

從(cóng) 小(xiǎo) 杰(jié) 倫(lún) 就(jiù) 對(duì) 聲(shēng) 音(yīn) 特(tè) 

別(bié) 敏(mǐn) 銳(ruì)  

四歲時，媽媽送他到這裡上音樂課，  

四(sì) 歲(suì) 時(shí) 媽(mā) 媽(ma) 送(sòng) 他(tā) 到(dào) 這(zhè) 裡

(lǐ) 上(shàng) 音(yīn) 樂(yuè) 課(kè)  

也成為杰倫音樂的啟蒙  

也(yě) 成(chéng) 為(wéi) 杰(jié) 倫(lún) 音(yīn) 樂(yuè) 的(de) 啟(qǐ) 蒙

(méng)  

杰倫對五線譜上的小豆芽很有興趣  

杰(jié) 倫(lún) 對(duì) 五(wǔ) 線(xiàn) 譜(pǔ) 上(shàng) 的(de) 小(xiǎo) 

豆(dòu) 芽(yá) 很(hěn) 有(yǒu) 興(xìng) 趣(qù)  

但在班上，他永遠是最沉默的一個。  

但(dàn) 在(zài) 班(bān) 上(shàng) 他(tā) 永(yǒng) 遠(yuǎn) 是(shì) 最(zu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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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chén) 默(mò) 的(de) 一(yí) 個(ge)  

我每次問什麼問題他都不回答，都別人搶著回答。  

我(wǒ) 每(měi) 次(cì) 問(wèn) 什(shí) 麼(me) 問(wèn) 題(tí) 他(tā) 都

(dōu) 不(bù) 回(huí) 答(dá) 都(dōu) 別(bié) 人(rén) 搶(qiǎng) 著(zhe) 回

(huí) 答(dá)  

我說杰倫！杰倫！我一直叫  

我(wǒ) 說(shuō) 杰(jié) 倫(lún) 杰(jié) 倫(lún) 我(wǒ) 一(yì) 直(zhí) 叫

(jiào)  

我說老師是問你喔！  

我(wǒ) 說(shuō) 老(lǎo) 師(shī) 是(shì) 問(wèn) 你(nǐ) 喔(ō)  

然後他眼睛會看我  

然(rán) 後(hòu) 他(tā) 眼(yǎn) 睛(jīng) 會(huì) 看(kàn) 我(wǒ)  

然後他就會笑  

然(rán) 後(hòu) 他(tā) 就(jiù) 會(huì) 笑(xiào)  

還是不回答  

還(hái) 是(shì) 不(bù) 回(huí) 答(dá)  

小時候這麼拗  

小(xiǎo) 時(shí) 候(hòu) 這(zhè) 麼(me) 拗(niù)  

我就有時候被他氣死了  

我(wǒ) 就(jiù) 有(yǒu) 時(shí) 候(hòu) 被(bèi) 他(tā) 氣(qì) 死(sǐ) 了(le)  

氣歸氣  

氣(qì) 歸(guī) 氣(qì)  

戴老師仍然看出他的潛力  

戴(dài) 老(lǎo) 師(shī) 仍(réng) 然(rán) 看(kàn) 出(chū) 他(tā) 的(de) 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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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án) 力(lì)  

還熱心的把杰倫推薦給在音樂班教鋼琴的先生。  

還(hái) 熱(rè) 心(xīn) 的(de) 把(bǎ) 杰(jié) 倫(lún) 推(tuī) 薦(jiàn) 給(gěi) 

在(zài) 音(yīn) 樂(yuè) 班(bān) 教(jiāo) 鋼(gāng) 琴(qín) 的(de) 先(xiān) 

生(sheng)  

他是一個榮譽感很強的小朋友  

他(tā) 是(shì) 一(yí) 個(ge) 榮(róng) 譽(yù) 感(gǎn) 很(hěn) 強(qiáng) 的

(de) 小(xiǎo) 朋(péng) 友(yǒu)  

我覺得他吃得了苦頭  

我(wǒ) 覺(jué) 得(de) 他(tā) 吃(chī) 得(de) 了(liǎo) 苦(kǔ) 頭(tou)  

那時候直覺是這樣子。  

那(nà) 時(shí) 候(hòu) 直(zhí) 覺(jué) 是(shì) 這(zhè) 樣(yàng) 子(zi)  

第一次來上課的時候  

第(dì) 一(yī) 次(cì) 來(lái) 上(shàng) 課(kè) 的(de) 時(shí) 候(hòu)  

杰倫媽媽帶著小杰倫來  

杰(jié) 倫(lún) 媽(mā) 媽(ma) 帶(dài) 著(zhe) 小(xiǎo) 杰(jié) 倫(lún) 來

(lái)  

穿著一個小西裝外套  

穿(chuān) 著(zhe) 一(yí) 個(ge) 小(xiǎo) 西(xī) 裝(zhuāng) 外(wài) 套

(tào)  

欸！我說我從來沒有看過  

欸(èi) 我(wǒ) 說(shuō) 我(wǒ) 從(cóng) 來(lái) 沒(méi) 有(yǒu) 看(kàn) 

過(guò)  

小朋友來上課  

小(xiǎo) 朋(péng) 友(yǒu) 來(lái) 上(shàng) 課(k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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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來上鋼琴課  

只(zhī) 不(bú) 過(guò) 來(lái) 上(shàng) 鋼(gāng) 琴(qín) 課(kè)  

穿得那麼正式  

穿(chuān) 得(de) 那(nà) 麼(me) 正(zhèng) 式(shì)  

好像要去演奏會一樣。  

好(hǎo) 像(xiàng) 要(yào) 去(qù) 演(yǎn) 奏(zòu) 會(huì) 一(yí) 樣(yàng)  

每個周末，杰倫總是由媽媽陪著來學琴。  

每(měi) 個(ge) 周(zhōu) 末(mò) 杰(jié) 倫(lún) 總(zǒng) 是(shì) 由(yóu) 

媽(mā) 媽(ma) 陪(péi) 著(zhe) 來(lái) 學(xué) 琴(qín)  

儘管不懂音樂也不會彈琴  

儘(jǐn) 管(guǎn) 不(bù) 懂(dǒng) 音(yīn) 樂(yuè) 也(yě) 不(bú) 會(huì) 彈

(tán) 琴(qín)  

周媽媽總是全程坐在一旁  

周(zhōu) 媽(mā) 媽(ma) 總(zǒng) 是(shì) 全(quán) 程(chéng) 坐(zuò) 在

(zài) 一(yì) 旁(páng)  

埋頭勤作筆記  

埋(mái) 頭(tóu) 勤(qín) 作(zuò) 筆(bǐ) 記(jì)  

 

(四)本事 IV 

有一點冷清的感覺  

有(yǒu) 一(yì) 點(diǎn) 冷(lěng) 清(qīng) 的(de) 感(gǎn) 覺(jué)  

沒有看到人，只看到水在流動…  

沒(méi) 有(yǒu) 看(kàn) 到(dào) 人(rén) 只(zhǐ) 看(kàn) 到(dào) 水(shuǐ) 

在(zài) 流(liú) 動(dò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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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對了！對了！  

欸(èi) 對(duì) 了(le) 對(duì) 了(le)  

這禮拜要求的  

這(zhè) 禮(lǐ) 拜(bài) 要(yāo) 求(qiú) 的(de)  

下禮拜你可以看得出來  

下(xià) 禮(lǐ) 拜(bài) 你(nǐ) 可(kě) 以(yǐ) 看(kàn) 得(de) 出(chū) 來(lái)  

他有用心彈  

他(tā) 有(yǒu) 用(yòng) 心(xīn) 彈(tán)  

我說你記性很好  

我(wǒ) 說(shuō) 你(nǐ) 記(jì) 性(xìng) 很(hěn) 好(hǎo)  

杰倫就不好意思瞄一下他媽媽  

杰(jié) 倫(lún) 就(jiù) 不(bù) 好(hǎo) 意(yì) 思(si) 瞄(miāo) 一(yí) 下(xià) 

他(tā) 媽(mā) 媽(ma)  

都是媽媽在家裡提醒他  

都(dōu) 是(shì) 媽(mā) 媽(ma) 在(zài) 家(jiā) 裡(lǐ) 提(tí) 醒(xǐng) 他(tā)  

就在泛黃的琴鍵上  

就(jiù) 在(zài) 泛(fàn) 黃(huáng) 的(de) 琴(qín) 鍵(jiàn) 上(shàng)  

師生倆從蕭邦的小曲子  

師(shī) 生(shēng) 倆(liǎng) 從(cóng) 蕭(xiāo) 邦(bāng) 的(de) 小(xiǎo) 曲

(qǔ) 子(zi)  

到迪亞貝利的四手聯彈  

到(dào) 迪(dí) 亞(yǎ) 貝(bèi) 利(lì) 的(de) 四(sì) 手(shǒu) 聯(lián) 彈(tán)  

再彈到巴哈、德布西、莫札特的世界名曲  

再(zài) 彈(tán) 到(dào) 巴(bā) 哈(hā) 德(dé) 布(bù) 西(xī) 莫(mò) 札(zhá) 

特(tè) 的(de) 世(shì) 界(jiè) 名(míng) 曲(q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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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寒暑從指間匆匆流逝  

十(shí) 個(ge) 寒(hán) 暑(shǔ) 從(cóng) 指(zhǐ) 間(jiān) 匆(cōng) 匆(cōng) 

流(liú) 逝(shì)  

有時杰倫當然也難免會錯  

有(yǒu) 時(shí) 杰(jié) 倫(lún) 當(dāng) 然(rán) 也(yě) 難(nán) 免(miǎn) 

會(huì) 錯(cuò)  

錯了我就手指就扣一下  

錯(cuò) 了(le) 我(wǒ) 就(jiù) 手(shǒu) 指(zhǐ) 就(jiù) 扣(kòu) 一(yí) 下

(xià)  

就敲下去了  

就(jiù) 敲(qiāo) 下(xià) 去(qù) 了(le)  

回去  

回(huí) 去(qù)  

他也從來沒有說他不想學  

他(tā) 也(yě) 從(cóng) 來(lái) 沒(méi) 有(yǒu) 說(shuō) 他(tā) 不(bù) 想

(xiǎng) 學(xué)  

他也沒有說他想換個老師  

他(tā) 也(yě) 沒(méi) 有(yǒu) 說(shuō) 他(tā) 想(xiǎng) 換(huàn) 個(ge) 

老(lǎo) 師(shī)  

他其實很嚴格的  

他(tā) 其(qí) 實(shí) 很(hěn) 嚴(yán) 格(gé) 的(de)  

但是我覺得嚴師出什麼…高徒  

但(dàn) 是(shì) 我(wǒ) 覺(jué) 得(de) 嚴(yán) 師(shī) 出(chū) 什(shé) 麼

(me) 高(gāo) 徒(tú)  

對，所以嚴格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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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duì) 所(suǒ) 以(yǐ) 嚴(yán) 格(gé) 是(shì) 對(duì) 的(de)  

真的，如果他沒有這麼嚴格，我就會很懶散  

真(zhēn) 的(de) 如(rú) 果(guǒ) 他(tā) 沒(méi) 有(yǒu) 這(zhè) 麼(me) 嚴

(yán) 格(gé) 我(wǒ) 就(jiù) 會(huì) 很(hěn) 懶(lǎn) 散(sàn)  

另外一個是怕被媽媽罵  

另(lìng) 外(wài) 一(yí) 個(ge) 是(shì) 怕(pà) 被(bèi) 媽(mā) 媽(ma) 罵

(mà)  

如果臨時說不學  

如(rú) 果(guǒ) 臨(lín) 時(shí) 說(shuō) 不(bù) 學(xué)  

我媽一定肯定把我打死  

我(wǒ) 媽(mā) 一(yí) 定(dìng) 肯(kěn) 定(dìng) 把(bǎ) 我(wǒ) 打(dǎ) 死

(sǐ)  

十年的鋼琴課  

十(shí) 年(nián) 的(de) 鋼(gāng) 琴(qín) 課(kè)  

杰倫和媽媽從來都是風雨無阻  

杰(jié) 倫(lún) 和(hé) 媽(mā) 媽(ma) 從(cóng) 來(lái) 都(dōu) 是(shì) 風

(fēng) 雨(yǔ) 無(wú) 阻(zǔ)  

直到杰倫 14 歲那年  

直(zhí) 到(dào) 杰(jié) 倫(lún) 歲(suì) 那(nà) 年(nián)  

父母親離異  

父(fù) 母(mǔ) 親(qīn) 離(lí) 異(yì)  

鋼琴課也嘎然而止  

鋼(gāng) 琴(qín) 課(kè) 也(yě) 戛(jiá) 然(rán) 而(ér) 止(zhǐ)  

 

(五)本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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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後的一個冬夜  

七(qī) 年(nián) 後(hòu) 的(de) 一(yí) 個(ge) 冬(dōng) 夜(yè)  

甘老師才再接到，周爸爸打來的電話  

甘(gān) 老(lǎo) 師(shī) 才(cái) 再(zài) 接(jiē) 到(dào) 周(zhōu) 爸(bà) 爸

(ba) 打(dǎ) 來(lái) 的(de) 電(diàn) 話(huà)  

他說…欸！我打電話是跟你講說  

他(tā) 說(shuō) 欸(èi) 我(wǒ) 打(dǎ) 電(diàn) 話(huà) 是(shì) 跟(gēn) 你

(nǐ) 講(jiǎng) 說(shuō)  

杰倫出了一張 CD  

杰(jié) 倫(lún) 出(chū) 了(le) 一(yì) 張(zhāng)  

他說他自己作了一些曲子  

他(tā) 說(shuō) 他(tā) 自(zì) 己(jǐ) 作(zuò) 了(le) 一(yì) 些(xiē) 曲(qǔ) 子

(zi)  

自己唱了一些曲子  

自(zì) 己(jǐ) 唱(chàng) 了(le) 一(yì) 些(xiē) 曲(qǔ) 子(zi)  

是比較流行的風格的  

是(shì) 比(bǐ) 較(jiào) 流(liú) 行(xíng) 的(de) 風(fēng) 格(gé) 的(de)  

我說，哈~流行的…我嚇一跳！  

我(wǒ) 說(shuō) 哈(hā) 流(liú) 行(xíng) 的(de) 我(wǒ) 嚇(xià) 一(yí) 跳

(tiào)  

甘老師從來不曾想過  

甘(gān) 老(lǎo) 師(shī) 從(cóng) 來(lái) 不(bù) 曾(céng) 想(xiǎng) 過(guò)  

這一顆鋼琴種子  

這(zhè) 一(yì) 顆(kē) 鋼(gāng) 琴(qín) 種(zhǒng) 子(z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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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基因突變  

有(yǒu) 一(yì) 天(tiān) 基(jī) 因(yīn) 突(tú) 變(biàn)  

沒有茁壯成鋼琴演奏家  

沒(méi) 有(yǒu) 茁(zhuó) 壯(zhuàng) 成(chéng) 鋼(gāng) 琴(qín) 演(yǎn) 

奏(zòu) 家(jiā)  

卻成了當代華語歌壇的–流行天王  

卻(què) 成(chéng) 了(le) 當(dāng) 代(dài) 華(huá) 語(yǔ) 歌(gē) 壇(tán) 

的(de) 流(liú) 行(xíng) 天(tiān) 王(wáng)  

這是 1 號周杰倫所寫的這首男人  

這(zhè) 是(shì) 號(hào) 周(zhōu) 杰(jié) 倫(lún) 所(suǒ) 寫(xiě) 的(de) 這

(zhè) 首(shǒu) 男(nán) 人(rén)  

1997 年 8 月  

年(nián) 月(yuè)  

一次電視的選秀節目上  

一(yí) 次(cì) 電(diàn) 視(shì) 的(de) 選(xuǎn) 秀(xiù) 節(jié) 目(mù) 上

(shàng)  

主持人吳宗憲看出這個大男生  

主(zhǔ) 持(chí) 人(rén) 吳(wú) 宗(zōng) 憲(xiàn) 看(kàn) 出(chū) 這(zhè) 

個(ge) 大(dà) 男(nán) 生(shēng)  

似乎有那麼一點兒才華  

似(sì) 乎(hū) 有(yǒu) 那(nà) 麼(me) 一(yì) 點(diǎn) 兒(er) 才(cái) 華(huá)  

把他找進自己的唱片公司  

把(bǎ) 他(tā) 找(zhǎo) 進(jìn) 自(zì) 己(jǐ) 的(de) 唱(chàng) 片(piàn) 公

(gōng) 司(sī)  

做創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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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zuò) 創(chuàng) 作(zuò) 人(rén)  

也就此改變了杰倫的人生  

也(yě) 就(jiù) 此(cǐ) 改(gǎi) 變(biàn) 了(le) 杰(jié) 倫(lún) 的(de) 人(rén) 

生(shēng)  

那個選秀......而且是一個學妹幫我報名  

那(nà) 個(ge) 選(xuǎn) 秀(xiù) 而(ér) 且(qiě) 是(shì) 一(yí) 個(ge) 學

(xué) 妹(mèi) 幫(bāng) 我(wǒ) 報(bào) 名(míng)  

想都沒想過  

想(xiǎng) 都(dōu) 沒(méi) 想(xiǎng) 過(guò)  

就進這行了  

就(jiù) 進(jìn) 這(zhè) 行(háng) 了(le)  

所以很多東西其實是一個運氣、一個轉折點，  

所(suǒ) 以(yǐ) 很(hěn) 多(duō) 東(dōng) 西(xi) 其(qí) 實(shí) 是(shì) 一

(yí) 個(ge) 運(yùn) 氣(qì) 一(yí) 個(ge) 轉(zhuǎn) 折(zhé) 點(diǎn)  

遇到一個伯樂這樣子  

遇(yù) 到(dào) 一(yí) 個(ge) 伯(bó) 樂(lè) 這(zhè) 樣(yàng) 子(zi)  

就在這棟玻璃帷幕大樓裡  

就(jiù) 在(zài) 這(zhè) 棟(dòng) 玻(bō) 璃(lí) 帷(wéi) 幕(mù) 大(dà) 樓

(lóu) 裡(lǐ)  

杰倫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也展開以錄音室為家的日子。  

杰(jié) 倫(lún) 開(kāi) 始(shǐ) 了(le) 他(tā) 的(de) 創(chuàng) 作(zuò) 生

(shēng) 涯(yá) 也(yě) 展(zhǎn) 開(kāi) 以(yǐ) 錄(lù) 音(yīn) 室(shì) 為

(wéi) 家(jiā) 的(de) 日(rì) 子(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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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線上課程師生對話逐字稿範例 

第七次教學(6 月 1 日)：MyCT 平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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