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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語學習者最初遇到的問題是語音，語音除了聲、韻這兩大部分外，還有很

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聲調。聲調也會影響與人交談時的效果。

學習一門語言時，必須要有大量的語言輸入才會有更多的語言輸出，語言環

境對語言學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身處目的語國家的學生受到目的語語言環境

的影響會不自覺模仿並學習他所處的語言環境中的語言。

本研究針對在臺就讀的香港學生進行語音調查，將其按時間分為來台半年、

來台一年、來台兩年和來台三年這四組，并對比台灣的語言環境對這四組受試者

的聲調偏誤的影響狀況。

通過語音分析與觀察可以找出在臺香港學生在單字調和語流中的華語聲調

偏誤現象、重點偏誤的調型，并對比來臺時間不同的香港學生的聲調偏誤狀況有

何差別差別。

關鍵字：聲調 華語 香港學生 台灣 語流 目的語 母語 負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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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the CSL students will meet is the Chinese pronunciation, it

contains three parts,one is initials the other iss finals,and this thesis is focus on the

Chinese tone. Chinese tone has a dominant influence o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When you learn a new language, Input i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of output, so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is very importa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students who ar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may imitate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native speakers automatically.

This study went on a Chinese pronunciation survey towards Hong Kong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in Taiwa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their time in Taiwan. After the division,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owards the four groups.

Through this article, I found out the Chinese tone error types that the Hong Kong

students always make mistakes on,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different

groups.

Keyword: Tone, Chinese, Hong Kong students, Taiwanese, target language,

mother language, negative trans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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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華語學習者最初遇到的問題是語音，語音除了聲、韻這兩大部分外，還有很

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聲調。聲調也會影響與人交談時的效果。

趙元任（1915）的《語言問題》一書中提出：華語是一種聲調語言，是利用

嗓音的高低作為辨別字的異同的音位，也就是聲調。華語是一種聲調語言，除了

聲母、韻母以外，聲調也是一個區別意義的一個重要條件。

對於母語為語調語言或者是聲調與華語不同的漢語學習者來說，聲調是他們

學習的一大難點。香港學生以粵語為母語。粵語雖然是有聲調的語言但是其聲調

系統與華語不同,有八到十個聲調，華語算上輕聲也才五個聲調。兩種語言的調

值也不盡相同，所以粵語為母語的香港學生反而容易受到母語的聲調系統影響，

產生負遷移。例如，用粵語的聲調套用在華語上，或者是對於粵語所沒有的聲調

比較不容易掌握。

語言環境是語言學習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美國心裡學家斯金納曾經提出語

言不是先天所有而是後天習得的，是後天形成的一套習慣，強調外部條件在第一

語言習得過程中的作用。語言是人類的一種行為，同人類的其他行為一樣，語言

也是通過刺激—反應—強化的模式而獲得的。第二語言的習得也一樣會受到語言

環境的影響。有大量的語言輸入才會有更多的語言輸出，語言環境對語言學習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身處目的語國家的學生受到目的語語言環境的影響會不自覺

模仿並學習他所處的語言環境中的語言。

在臺就讀的香港學生在臺灣這個華語環境的影響下，有可能通過大量的語言

輸入會改正他原有的一些語音偏誤。但是由於臺灣本地人的華語會受到台語的影

響，所以也可能會對香港學生的語音習得產生負面的影響。

本研究將針對在臺就讀的香港學生進行語音調查，且將其按時間分為來臺半

年、來臺一年、來臺兩年和來臺三年這四組，並對比臺灣的語言環境對著四組的

聲調偏誤的影響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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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筆者希望能夠通過語音分析與觀察可以：

一、找出在臺香港學生的華語聲調偏誤現象；香港學生華語聲調由於受到粵

語的影響，會產生許多偏誤現象，對此前人也已經做了許多研究。馮惟鋼（1999）

表示香港學生會存在輕聲和兒化掌握不好；一聲和四聲不分二聲和三聲不分；讀

三聲時聲音拖的過長且末尾拐彎下降等問題。而本文主要針對來臺就學的香港學

生，在受到臺灣這個語言環境的影響之後，華語聲調的偏誤與之前有何差異。

二、 對比來臺時間不同的香港學生的聲調偏誤狀況差別；來臺時間長短的

不同，臺灣語言環境對香港學生的華語聲調影響的程度也會不同。本文假設臺灣

的華語語言環境會對香港學生的聲調偏誤產生影響，希望藉由對比分析，找出來

臺時間不同的香港學生其聲調偏誤的差異性。

三、詞語的聲調組成成分是否對其聲調發音有影響；通過不同聲調的組合，

來測試其主要的聲調偏誤集中在哪些組合上，以便準確的找出偏誤率最高的組

合，而不僅僅是找出偏誤率最高的聲調。最後通過篇章，找出其在語流中的聲調

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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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聲調：

聲調是指音節在發音過程中的高低變化以及抑揚頓挫（趙元任，1915）。華

語是聲調語言，早在南北朝時期沈約等人就發現了漢語是有聲調的，他把聲調分

成了平上去入四類（葉德明，2005）。清代《康熙字典》首卷「等韻」說明中提

到分四聲法：「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欸遠道，入聲短促

急收藏。」到了近代許多學者用浪紋計測來測量聲調的調值（林濤、王理嘉，1995）。

現代測量聲調的儀器有許多且都已頻率為單位。華語的聲調和聲母的清濁有重要

的關係，傳統的音韻學把聲母分為四類：全清、次清、全濁和次濁。聲母的清濁

會影響到聲調的調值（趙元任，1915）。由清聲母形成的調類是陰調，由濁聲母

形成的調類為陽調。平、上、去、入四聲可以根據聲母的清濁分為：陰平、陽平、

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北京話上聲和去聲都不分陰調和陽調，

原來的陽上和陽去一起合併到去聲之中，而入聲字在北京話中完全消失，陰入和

陽入併入陰平和陽平之中，所以現代漢語的四聲變成了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

二、聲調語言與非聲調語言：

聲調語言（英文稱為 tonal language 或 tone language）指的是依聲調的

不同而表達出不同之語義。「非聲調語言」聲調之相異只是表達出不同語氣。人

類所用的語言，可以分為「聲調語言」、與「非聲調語言」（趙元任，1915）。

林濤和王理嘉（1995）認為根據有沒有聲調可以把世上的語言分為聲調語言和非

聲調語言。非聲調語言並不是指音節沒有高低升降變化，只是這種變化不改變語

義，只改變語氣。世界上也有許多語言是有聲調的語言，期中漢藏語系最突出的

一個特點就是有聲調。聲調語言又分為兩種，一種是高低型的，一種是旋律型的。

高低型聲調語言是根據音的高低來區別意義而旋律型聲調語言除了音的高低以

外還更具其升降變化來區分聲調，聽起來具有音樂性。華語即具有旋律性的聲調

語言。

三、調值：

調值即聲調的音值，它由聲帶震動的頻率即音高決定。在一定的時間內顫動

次數越多，聲音就越高；聲帶越松，在一定時間內顫動的次數越少，聲音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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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濤、王理嘉，1995）。調值形成的曲線多種多樣，有平、升、降、升降、降

升、升降升、降升降等多種形式。而且高低可以不一樣。但是在同一種語言中的

調值是有限的。在已知的語言中，平調高低不同最多不超過五種。在華語裡，音

節的高低升降能區別意義。對於聲調的高低升降，華語一般採用五度標調法來表

示，也就是把聲調的高低分成五度，1度最低，5度最高（趙元任，1915）。

四、調域：

林濤和王理嘉（1995）認為調域是主要由基音的頻率決定的聲調的高低與長

短的寬窄。基頻變化的範圍是由聲調的最低音到聲調的最高音，在五度標調法中

可以看出音高與長短的音域，在此音域之內的即是調域。調域的高低寬窄因人而

異，男生在 100-200 赫茲之間，女生在 150 到 300 赫茲之間，即使是相同的人，

由於語氣情感的不同，調域的高低寬窄也會不同。

五、偏誤分析：

偏誤的定義是第二語言學習者在使用所學目的語的時候對目的語的正確用

法有所偏離，也就是指以目的語為標準表現出來的錯誤或不完善之處。這種錯誤

是成系統的、有規律的，反應了說話人的語言能力，語言的偏誤與錯誤的差別在

於錯誤是指說話的人過分緊張、疲勞或者是缺乏足夠的訓練而產生的操作失誤，

偏誤是指因為缺少相關的語言知識所產生的不正確的語言形式，是由語言能力缺

失所致。而偏誤分析是指對第二語言學習者在學習目的語的過程中所犯的偏誤進

行分析，從而得到學習者的偏誤類型、規律以及產生的原因。受到 Chomsky 理論

的影響，許多學者將語言習得的焦點從語言之間的結構對比轉向學習者在習得過

程中所犯的偏誤分析，透過偏誤語料的收集，瞭解哪些偏誤與母語的干擾有關，

哪些屬於語言習得中的共通現象。(Corder 1967，Schuman and Stenson 1975，

Sridhar 1976，Richards 1974)。

六、變調：

林濤、王理嘉（1995）認為變調又稱為連續變調、連接變調，指將聲調變化

的方法用在字詞音節並合上的處理。華語中有許多二字以上的連讀變調，兩個字

在一起連讀時不論他是一個詞或者是一個意群，都可能產生連讀變調。他們的基

本調型還是兩個原調的相連序列，由於受到連讀的影響，前後兩調或變短或變低。

連讀變調是聲調在語流中產生的音變現象，只會發生在相連的音節之間。張本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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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楊若薇（2000）認為連讀變調可以幫助區分語義或語法，有的連讀變調只能使

用于個別語素。連讀變調是聲調語言中非常常見的語流音變現象，有的語言連讀

變調非常的複雜有的則會比較簡單一點。連讀變調可以發生在雙音節或三音節、

四音節甚至更多音節之中。但是基本上都會以雙音節連讀變調為基準。雙音節的

連讀變調可以分為：前變型、後變型與全變型。

七、音節

林濤和王理嘉（1995）認為音節是構成語音序列的單位，也是語音中最自然

的語音結構單位。在一個句子中，我們可以根據音的本質成分變化將其切割成幾

個音段，而從聽覺上最容易分辨的音段就是音節。華語中的漢字就是單音節的代

表。

八、第二語言學習的僵化現象

第二語言學習的僵化現象，指的是在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中，不正確的語言

特徵永久性地留在學習者的仲介語中，成為學習者理解或產出語言的一種方式。

這在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非常的常見（吳宗濟，2008）。

九、Praat 語音分析軟體

Praat 是一款語音學專業軟體，主要功能是對數字化的語音訊號進行分析、

標註、處理和合成，同時生成語圖和文字報表。 Praat 可用於合成語音或聲音、

統計分析語言學資料、輔助語音教學測試，等等。對語音訊號的分析與標注是

Praat 的基本功能。在 Praat 中錄音或讀取音頻檔後，可以顯示以下幾種語圖類

型：三維語圖（spectrogram）、頻譜切片（spectral slices）、音高（即基頻）

曲線（pitch contour）、共振峰曲線（formant contour）、音強曲線（intensity

contour）。這些語圖都可以繪成精確的向量圖，除了語圖外，Praat 還可以通

過對訊息資料的處理獲得各種文字資訊。例如音高、音長、第一或第二共振峰頻

頻率的數值等，使用者可以對 praat 的語音數據進行標註，包括音音段切分和文

字注釋，標注的結果還可以獨立保存和交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Praat%E8%AF%AD%E9%9F%B3%E5%AD%A6%E8%B

D%AF%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B0%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9F%E8%AE%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8%A8%80%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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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是根據所研究的主題，收集了有關華語語音聲調、外籍生語音

聲調學習偏誤、香港學生語音學習偏誤等相關文獻，經過整理分析後呈現，以此

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和參考的依據。本章總共分為四個小節，第一節是華語聲

調與變調，第二節是外籍學生的聲調偏誤，第三節是香港學生的聲調偏誤。

第一節 華語聲調與變調

本小節先探討華語聲調的定義、分類、變調等基本概念，希望通過分析和參

考各研究者的看法，歸納總結出一套自己的標準，用統一的標準來設計錄音語料，

並且用這一標準來分析最終的結果。

一、華語聲調的定義

在討論後續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弄清楚什麼是聲調，什麼又是華語的聲調，

華語的聲調是如何演變至今的，粵語是保留較完整古代語音體系的語言，弄清華

語聲調的演變過程，有利於粵語母語者將自己的聲調體系與華語聲調體系做對

比。也只有弄清楚這些，明確的定義了華語聲調為何，我們才能進行下一步的研

究。

趙元任（1959）認為聲調是利用嗓音的高低來辨別字的異同的音位。聲調是

音節裡頭帶音的部分的聲音高低。世界上的語言分為聲調語言和非聲調語言，聲

調語言就是如趙元任先生所講的用嗓音的高低即音高來區別意義的語言。華語就

是聲調語言。

朱川（2013）認為聲調在華語中具有區別意義的作用，聲調的不同主要決定

於音高的不同。華語單字調有四個聲調：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按照五度標

調法，陰平高而平調值是 55，陽平從中往上升高調值是 35，上聲是曲折調，先

降後升調值是 214，去聲是降調由高往低走調值是 51。聲調的高低是相對的，例

如男聲比女聲低，但是調型大體相同。

張本楠和楊若薇（2003）認為聲調是能夠起辨義作用的音高和音長，它附著

在每一個音節上面。孤立來看每一個華語音節都會有一個穩定的聲調，每一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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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字典基本上都會標註每個漢字的聲調。這些單音節的聲調有兩個特點：1、它

是單獨的字的聲調；2、他的發音是穩定的，具有靜態性。華語中所有字音只有

四種本調即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在語音學中通常會用五度標記法來標示這

四個本調。除了這四個基本聲調以外，華語還有輕聲。華語屬於有聲調語言，聲

調起著區別意義的作用。

馮志純（2003）指出聲調是音節的高低升降變化，華語一般一個漢字就是一

個音節，所以聲調也叫做字調。音節的高低升降由聲帶的鬆緊度決定，聲帶緊發

音高，聲帶松發音低。聲調的音高是相對的，且其音高變化是滑動的而不是跳動

的。

以上幾位研究者指出，現代華語的單字調具有固定的調值，用五度標調法表

示的話分別是：陰平「55」，陽平「35」，上聲「214」，去聲「51」。而華語

聲調並不是從最開始就是如此，他是有一個演變過程的。

林濤和王理嘉（1995）認為南北朝的沈約等人發現華語聲調並且將其分為平、

上、去、入四類，奠定了華語聲調分類的基礎。華語的聲調和聲母的清濁有重要

的關係，傳統的音韻學把聲母分為四類：全清、次清、全濁和次濁。聲母的清濁

會影響到聲調的調值。由清聲母形成的調類是陰調，由濁聲母形成的調類為陽調。

平、上、去、入四聲可以根據聲母的清濁分為：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

陽去、陰入、陽入。北京話上聲和去聲都不分陰調和陽調，原來的陽上和陽去一

起合併到去聲之中，而入聲字在北京話中完全消失，陰入和陽入併入陰平和陽平

之中，所以現代華語的四聲變成了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

葉德明（2005）認為從物理的角度來看，聲調就是音高和音長在空氣中的頻

率與音波的長短變化，古代的中國音韻學將華語聲調劃分為平、上、去、入四聲。

到了元代，人們以北京音的聲調為主，調類變成了現在通用的四聲：陰平、陽平、

上聲以及去聲。粵語中還保留有許多入聲字，而古漢語中的入聲字卻被併入其他

四聲當中，所以粵語區的學生還應該注意這一點。

二、華語聲調的調值與五度標調法

華語的單字調雖然會在句子中隨著語調有所改變，但是其仍具有固定的調

值，且在句子中也大都是規則變化。一般來說，標註華語單字調的方法是五度標

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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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元任（1930）提出對於華語的字調，不管它的絕對平率高低，調域的寬窄，人

聲的區別，情緒鬆緊，都能把它一致化變成五個等級，分別是低、半低、中、半

高、高。

馮志純（2003）認為調值就是聲調的高低升降變化，也就是聲調的實際讀法。

調值一般用五度標記法來描寫。五度標記法是用五度豎標來標記調值的相對音高

的方法。具體做法是用一條豎線做標尺，自上而下分為高、半高、中、半低、低

五度。然後用斜線折線與橫線按聲調讀法標明他們的升降起止度數。

張本楠和楊若薇（2003）提出調值也稱調型或調形，指語音的高低、升降、

曲折和長短的聲音走向。單音節字的本調有穩定的調值和調形。「五度標調法」

是將人們說話時的音域分為五個等級，由低到高分別是 1、2、3、4、5度。最高

為五度，最低為一度。根據這個標記法，陰平是發音最高的聲調被稱為高平調，

調值是 5度到 5度；陽平被稱為中升調，調值是 3度到 5度；上聲被稱為降升調，

調值是 2度到 1度到 4度；去聲是高降調，調值是 5度到 1度。

林濤和王理嘉（1995）指出聲音的音高由基音的頻率決定，從聲調的最低音

到最高音是基頻的變化範圍，即調域。記錄聲調基頻的變化只能得到在特定語言

環境裡的聲調絕對頻率值，不能直接用來說明聲調的本質特點，描繪聲調最有效

的辦法就是五度標調法。五度標調法把調域分為五度，用四等分的豎線代表，共

五個點，自下而上分別代表 1、2、3、4、5。五度制中的調值是相對的不是絕對

的。

葉德明（2005）認為華語聲調中所表現出來的高、低、長、短就是聲調的調

值。音高的頻率代表聲調的高低，時間的長短代表聲調的長度。聲調的高度是相

對的。趙元任的五度標記法是最有說服力的測量調值的方法。

本次的錄音材料分析即採用五度標調法的標準來進行，用五度標準來分析受

試者的調值以及調域是否達到標準，與標準差在哪里。

三、華語聲調的調類

華語聲調由古代的平、上、去、入四聲演變至今變成的陰平、陽平、上聲和

去聲。

馮志純（2003）提到調類是按照調值來區分的聲調類別，相同調值的聲調為

同一調類，有幾種調值就會有幾種調類。我國的古漢語中有平、上、去、入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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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二現代漢語系統是從古漢語中演變而來的，現代華語的調類為陰平、陽平、

上聲和去聲四種。

朱川（2013）提出華語單字調有四個：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即第一聲、

第二聲、第三聲以及第四聲。陰平發音高而平，調值為 55；陽平發音時從中往

高升，調值是 35；上聲是曲折調，發音時必須先往下降且起點不能太高，而後

再往上升，調值是 214；去聲是高降調，發音時由高處降到低處，調值是 51。

林濤和王理嘉（1995）認為華語聲調的調類分為四種，和古代漢語及其他方

言相比，現代華語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1、平聲分為陰平和陽平；2、全濁併入

去聲；3、入聲消失分別歸入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

四、華語的語調與連讀變調

在瞭解了華語聲調的調值與調類之後，我們還應該明確單字調在進入語流後

會出現變調，許多學生在課堂學習單字調的時候可以掌握的很好，可是一旦進入

句子，就會出現怪腔怪調，這就是因為沒有掌握好語流音變的原因。趙金銘和孟

子敏（1997）提出外國人學習漢語時普遍覺得最難的就是聲調，其中上聲是最難

掌握的。因為在語流中，上聲在多數情況下要發生變化，或變前半上，或留下後

半上。

張本楠和楊若薇（2003）認為變調指的是音節與音節相連且互相影響而產生

的音變；另一種是因為說話時不同的語氣、感情而產生變化，即語調。單音字的

本調穩定，但是變調卻不一樣。單音節字的聲調隨著不同的語音結構和語言環境

改變。改變的結果有以下幾種：1、保持原有的字調不變；2、發生部分變調；3、

發生全部的變調，即失去原有字的本調，讀另外一種聲調；4、聲調融合，與別

的聲調連成一體，沒有自己獨立的聲調。本調是變調的基礎，變調是在與本調的

比較中存在的。華語的變調可以分為自由變調和不自由變調；字組變調和語句變

調；單音節、雙音節與多音節上聲變調；去聲音節及一、不變調；重疊式形容詞

和動詞的變調；輕聲音節；重讀音節；一字多調域相對音高等。

林濤和王理嘉（1995）認為我們在說話的時候總是一個音接著另一個音，各

個音連續不斷的形成了一段段的語流。語流內的音緊密相連使得音之間的發音部

位以及發音方法不斷改變，產生明顯的變化，這種語音變化就稱之為語流音變。

更常見的語流音變是發生在音節之間的，稱之為連讀音變。聲調語言中兩個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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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個以上的音節連在一起的時候，音節的調值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就是連讀

變調。連讀變調是在語流中產生的。連讀變調是語流音變中極為常見的語流音變

現象，它可以發生在兩個音、三個音節、四個音節和多個音節之中，但是都以兩

個音節的連讀變調為基礎。雙音節的變調可以分為：前變型、後變型和全變型。

三音節、四音節以及多音節的變調比雙音節複雜許多，它們的變調多受到語義和

語法結構的影響。

葉德明（2005）認為在語流中很難保持每一個字的原有聲調，聲調的改變是

受到同化和異化的影響。最常出現的變調情況是上聲變調，其次是一、不變調以

及一、七、八、不變調，還有常見的陽平與去聲與其他高調同時出現時可能在同

化作用的情況下變成高調。變調的情形要視說話者的語氣、語調、語速、情緒等

的影響。

馮志純（2003）提到音節和音節相連，會讓相連的聲調相互制約，使一些音

節改變其原本的調值，即變調。有些變調非常的明顯，如上聲變調、一、七、八、

不變調等。也有些非常不明顯，例如：兩個陰平的音節相連，前一個音會比較接

近 44,；兩個陽平連接在一起，前一個音上升的幅度會比較小，接近 34；兩個去

聲相連，前一個的聲調只降到一半，大約是 53。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連讀變調需

要依據結構和語義兩個方面處理。

吳宗濟（2004）提出華語除了單字調以外，還有在連讀時受到語音規律的制

約而構成的連讀變調。語句的形式雖然千變萬化，期中能讓人們聽懂的成分除了

音色以外，還有基本調型的作用。掌握好基本調型以及他們的可能變體就可以正

確瞭解句子意思，而不需找出不同的句調形式。所以研究句調必須先弄清楚字調

和連續變調。聲調語言與語調語言不一樣，它不具備一套語調模式。如果先設想

華語有一套語調模式，而單字調的變化認為是受了語調的影響，這就會看不出主

從關係，把本來是受連讀變調規律而改變的調形，看成語調的一種調式。這樣會

導致有過多語調模式無法全部歸納成簡明的規則。華語中的所有聲調變化都是以

單字調和二字調連讀變調為基礎的。在口語中這些基本調型起了些許變化，但是

都是有規律可循的。這些基本調性就是句調的基本單元。華語中的句調由單字調、

二字調（包括輕聲）作為基本單元，這些基本單元雖然會受到語句中語法和語氣

等的影響，但是基本上不會改變它們原有的模式，即調型。當然語句中的語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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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改變原來的變調規律；而語氣會影響到語句的局部調型（拱度），使得整句

的調閥或調域有所改變。普通話中的句調歸納起來總共有以下幾條規則：1、平

述句句尾拱度驟降；2、疑問句在沒有疑問助詞的情況下，句尾的調閥可以驟升，

如有助詞，句尾則驟降；3、加強句一般調閥會抬高，調域擴展；4、加速句句中

非關鍵性的字或詞的調域會變小以至於趨於平坦。

朱川（1997）提出學生學習完單字調之後，傳統上在語流中的聲調問題就只

提變調，只安排兩個上聲相連時的變調、一不變調以及非末尾字全上變半上等練

習，實踐證明這些遠遠不夠。他們還需要掌握各種連調模式才能夠真正的念出正

確的語音。語流中聲調配合存在有限的模式，終於真正掌握了連調模式，才能有

效的克服詞句中的聲調障礙，教學時應該要使字調記憶和連調模式並重。連調有

模式包括了二字調、三字調和多字調，在語言教學過程中應該有界限而不是無邊

界的把所有東西都塞給學生。連調教學應該以二字調為主，因為二字調囊括了語

流中各種單字調的連接方法，其他字調都是以二字調為基礎的。

現有的華語語音課本中的變調部分多以特殊變調教學為主，很少以單字調與

二字調的組合模型為設計理念，就如吳宗濟和朱川所認為的，只有掌握的二字調

的基本調型才能進一步掌握變調和語流音變，所以本次錄音材料的設計，將所有

二字調的調型都設計進去，且結合短句和短文以及自由闡述來測試受試者的變調

掌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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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籍學生的聲調偏誤

外籍生的母語有無聲調會對其學習華語聲調產生正、負遷移。本小節主要探

討的是不同母語學生學習華語聲調偏誤的異同，通過這些分析來釐清母語對華語

聲調學習的遷移作用，以及歸納聲調偏誤的區域性。除此之外本小節還包括了一

些特殊變調的聲調偏誤現象研究。

不同母語的學生在學習華語的時候存在著不一樣的偏誤現象：

朱川（1997）認為日本學生在學習四聲的時候最容易出錯的是陰平，在發陽

平的時候，他們會將其讀成平調，上升的趨勢不夠明顯，調值通常會變成 34 上

升不到位；或者是把陽平念成 55，把陽平調讀成高平調；另外日本學生還可能

把陽平讀成靠近上聲的形式，有下降的趨勢，他們很容易把「泉」、「柔」等字

念為 324，把陽平調讀成曲折調；還有一種情況是將其調值念成 224，上升前先

出現了穩定階段。

而母語為英語的學習者陰平和去聲發的很好，而上聲偏誤率最高，陽平聲次

之。他們的上聲偏誤主要是曲折調變升調；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比前一種狀況

多了一個過長的穩定段，將「本」、「哪」等字念成 224 或 334。歐美學生常常

將上聲念成調域比陽平窄的類似陽平的音。而他們在念二聲的時候也是在上升前

會有一段過長的穩定段，且整個調域變窄（朱川，1997）。

韓國學生偏誤率最高的聲調也是上聲，發音人在發音是聽起來像升調，靠近

陽平。在上升之前都有一個低平段，有的上聲字甚至連穩定段都沒有，直接變成

了升調，所以他們的上聲發音偏誤與歐美學生基本相同。另外研究發現韓國學生

在發去聲的時候調值 44 的平調字出現頻繁，其中陽平、去聲念成 44 的較為明顯，

也有去聲字被念為 44 的情況（朱川，1997）。

李佳倩（2010）提出美國中級華語學習者在單音節詞的聲調掌握方面上聲的

偏誤率最高，容易被念成陽平，這可能是由於半上過度泛化而產生的，而去聲則

掌握的較好。雙音節詞的偏誤率比單音節詞的偏誤率高得多，其中雙音節詞的無

論首字還是末字偏誤率最高的都是上聲。總體來看，美國學生聲調偏誤率最高的

是上聲，其次是陽平，然後是去聲，最後是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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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燕（2008）認為華語和越南語都屬於聲調語言，越南語對越南籍的華語

學習者學習華語有正遷移現象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負遷移。越南學生沒有歐美學生

的洋腔洋調但是很容易產生語言學習的化石化，直至高級還改不過來。越南語的

聲調有六個分別是：橫聲、銳聲、玄聲、問聲、跌聲以及重聲（333、45、322、

323、325、31）。在對越南籍華語學習者進行聲調分析以後，發現對華語聲調學

習產生負遷移的主要是：橫聲、銳聲、問聲和重聲。越南籍學生在讀陰平的時候

完全是借用母語的橫聲，聲調止點平率略低，但是基本到位；陽平調主要是模仿

銳聲，上聲的幅度有所加大，但還是不到華語的標準值；上聲僅為半上，沒有曲

折上揚的過程；去聲的調型與重聲類似，只在絕對音高上有差異。所以越南學生

學習華語聲調的難點主要有：一、擴大調域；二、上聲的發音；三、去聲的發音。

廖淑慧和廖南雁（2010）提出法語是非聲調且無重音的語言，在對法國華語

學習者進行四聲測驗的時候發現，受試者雙音節詞語的偏誤率比單音節詞語多出

許多，且法語為母語者普遍比較無法掌握陽平與上聲且容易將上聲聽成陽平，這

個現象與其華語程度無關。

陳氏金鸞（2004）認為華語初級班的越南學生，聲調偏誤特別明顯，常常會

出現陰平和去聲分不清楚，或者是把越語的聲調套進華語中。初級階段的學生如

果開始的時候華語的聲調沒有學好，那麼到了高級階段很容易出現僵化現象。通

過問卷調查，越南學生覺得最難的聲調是去聲，其次是陰平，他們覺得上聲不難，

陽平最簡單。聲調偏誤測試中得出的結果是：三組學生都出現陰平的偏誤；陽平

雖讓偏誤數量和陰平一樣，但只有第一組出現這個偏誤；去聲的偏誤數量僅次於

陰平與陽平；上聲完全沒有發生偏誤。從此份調查可以看出對他們來說陰平最難，

上聲最容易。再根據各組內部統計以及整體統計，越南學生單音節聲調偏誤順序

是去聲＞陰平＞陽平＞上聲。而雙音節的偏誤類型比較複雜，越南學生經常把陰

平聽成去聲，且這種情況多出現在雙音節詞。

金東垠（2005）表示研究韓籍學生的雙音節與四音節得出對於韓國學生來說

陰平比較簡單；上聲也不算很難，但是由於受到之前的曲折調教學的影響，讓學

生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升」而不是「低」上，讓它聽起來比較像陽平；陽平對於

韓國學生來說比較難發音，因為他們常常因為太緊張或者是起調太高而很難升那

麼高；去聲對韓國學生來說也很難，因為他們在發這個聲調的時候很容易把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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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很長。

從上述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同母語區的學生就有不同的華語聲調偏誤現

象，而同一母語區的學生所產生的偏誤類型基本相同。所以在研究學生學習華語

學習偏誤時以其所講的母語來劃分研究具有標誌性。

第三節 香港學生的聲調偏誤

香港地區以粵語為母語，華語並不是在社會上的主要流通語言，所以香港學

生在說華語時和其他母語區的學生一樣會出現許多偏誤。粵語是有聲調語言，但

是其聲調系統與華語聲調系統不一樣，所以也存在系統性的偏誤問題。對此，前

人有許多研究可以借鑒：

張勵妍和劉懷真（2007）認為香港人的華語聲調最重要的問題體現在語流中，

變調、兒化、輕聲現象基本上都被忽略了，陰平和去聲非常容易混淆。

張本楠和楊若薇（2014）提到華語和粵語皆為聲調語言，聲調起著辨意作用，

粵語為母語的人士在學習華語時，出現問題最多的是聲調偏誤，許多人常常因為

聲調偏誤過多，導致無法用華語正常與人進行交流,所以聲調正確是以粵語為母

語者在學習華語時首先要掌握的正音內容。粵語人士最容易說錯的聲調偏誤主要

表現在：將陰平讀成降調，例如：將高速（gāo sù ）念成（gào sù ）;將

去聲念成平調，例如：再見（zài jiàn）讀成（zāi jiàn）;將上聲讀成升

調，例如：美麗（měi lì ）讀成（méi lì）。產生以上這些偏誤的原因是

受到粵語聲調的影響。因為粵語聲調沒有類似普通話的上聲和去聲，它的高平調

陰平，常常又可以讀成降調，所以很多人會混淆陰平和去聲。粵語沒有曲折調，

所以容易將上聲讀成升調。

李娥珍和田小琳（2013）也認為陰平和去聲是粵方言地區人士學習華語的一

大難點，連讀時尤為明顯。且粵語為母語者陽平和上聲也容易混淆，易把上聲讀

成升調。

于星垣（2008）同樣提出香港人士說華語語音偏誤的所有表現形式中，最普

遍的是陰平和去聲混淆，陰平錯讀為去聲較多出現在陰平連讀的雙音節詞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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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幾位研究者皆認為香港人士最易出錯的聲調偏誤為陰平和去聲，且上聲

容易讀成陽平，所以本研究在設計語料的時候，特別強調陰平和去聲以及變調輕

聲，來測驗在臺的香港學生，在臺灣的語言環境下，他們固有的聲調偏誤會不會

有所改善。

香港學生的聲調偏誤多為母語負遷移作用所產生，以下附上華語與粵語聲調

的對比圖（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BF%E5%80%BC），可

以更直觀的看出二者的差別和互相的影響狀況：

華語 調類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調值 55 35 214 51

粵語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上陰

入

下陰

入

陽入

調值 55 21 35 13 33 22 55 33 22

表 3-1 華語與粵語聲調對比圖

從上表就可以看出，古漢語聲調中的入聲消失了，歸入到現代華語的四聲當

中，表面看來粵語的聲調數量比較多，而且有入聲，似乎比較難掌握，但是由於

古漢語的入聲歸入四聲是沒有什麼規律可循，所以這也給粵語區的人學習華語聲

調帶來了一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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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的第一節主要介紹了幾位學者對於華語聲調以及變調的研究，包括聲調

的定義、調值和五度標調法、調類和語調。這些概念對於本文後續的研究非常的

有幫助。聲調的定義使得研究有可靠的依據和概念，而本研究的錄音材料選取必

須根據各位學者對調值調類和變調輕聲等內容的研究分析來定立，有了理論依據

才可以有現實創作。

第二節主要是對目前現有的一些研究外國學生語音偏誤的文章進行閱讀分

析，葉德明（2005）提出目的語語言環境對學生的華語學習有非常大的幫助，這

正幫助證明瞭本研究的主題，臺灣的語言環境可以影響香港學生的聲調發音，且

可以產生正遷移。

第三節主要探討的是香港學生容易出現的偏誤問題有哪些，通過這一分析，

有助於語料的設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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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构
圖 3-1 研究流程架構圖

確定研究背景與動機

提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蒐集與整理相關文獻資料

設計受試者錄音材料與背景問卷

試錄及檢測錄音材料 背景問卷分析篩選受試者

受試者正式錄音

Praat 語音分析軟體分析錄音 筆者人耳聽辨分析錄音

分析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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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研究重點分為單音節、雙音節以及短文三個部分。強調香港人常常

分不清楚陰平、去聲。為了調查不同時間來臺的香港學生的聲調偏誤差異，本研

究將研究對象分為四組，進而觀察半年組、一年組、兩年組和三年組的聲調偏誤

差異。本研究重點在於對比找出來臺時間不同的香港學生的聲調偏誤類型、難度

順序以及四組的差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研究對象分為四組，分別為來臺半年組、一年組、兩年組和三年組，

每組各 5人共 20 人，半年組的受試者皆來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先部，一年組、

兩年組及三年組的受試者分別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一年級、二年

級以及三年級的學生，研究對象皆是通過填寫背景問卷后刪除不符合之受試者選

出適合的研究對象。背景問卷包含基本資料、家庭使用語言、學校使用語言、與

朋友交談時使用的語言、父母是否會說華語、來台之前是否學過華語、來台學華

語的目的以及來台就讀時間等部分，背景問卷將會附于附錄中。

二、錄音材料

本研究的錄音材料分為單音節、雙音節、短文三個部分。單音節部分主要用

來測試受試者的調值與調域穩定度，錄音材料中的單字共二十個，每個聲調各五

個且橫向排列的單字為同聲韻但不同聲調的單字，且每個縱向的單字聲調不是按

一聲、二聲、三聲以及四聲排列的，而是打亂了排列，單音節錄音材料單字參考

于星桓（2008）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中的詞彙以及朱川（2013）外國學生漢語語

音學習對策中的學生常錯聲調單字。

雙音節部分主要用於測試與其他聲調結合時會出現哪些偏誤，並找出偏誤率

最高的組合。本部分雙音節詞彙每個聲調組合各有 3組詞彙，共有 16 個聲調組

合，總詞彙量達 48 組。這些聲調組合中每個聲調皆有成為雙音節詞彙前字和後

字的機會，可藉此研究每個聲調作為其他聲調前後字時的偏誤率及偏誤類型的差

別，找出最易產生偏誤的聲調組合。本次錄音材料雙音節詞彙部分的詞彙選擇參

考林濤、王理嘉（1995）語音學教程以及朱川（2013）的外國學生漢語語音學習

對策中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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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部分主要用於測試受試者的聲調在語流的作用下會出現哪些偏誤；林濤

和王理嘉（1995）提出我們在說話的時候總是一個音接著另一個音，各個音連續

不斷的形成了一段段的語流。語流音變是以兩個音節的連讀變調為基礎，且其變

調的方式受到語義和語法的影響，吳宗濟（2004）也提出華語中的所有聲調變化

都是以單字調及二字調的連讀變調為基礎的，句調是以單字調以及二字調為基本

單元，所以此次篇章短文的部分也是從文章中按照語義和語法來截取短文中的詞

彙或按語義語法截取語音片段為分析對象。

三、研究進行

在取得研究對象的同意後，用錄音筆錄下錄音材料，而後用語音分析軟體

praat 對所收集到的錄音材料進行分析。分析過程將記錄下每位研究對象的單字

調、雙字調及語流中的詞彙的調域及調值變化。記錄下所有數據，然後對數據進

行整合以及對比分析。得出分析結果。

四、分析方法

用語音分析軟體 praat 分析數據，並且研究者本人以聽辨方式加以輔助。

第三節 研究假設

一、半年組學生的聲調偏誤率會比一年組學生的更高，一年組的聲調偏誤率

會比兩年組的高，以此類推。來臺時間越久的學生，輸入的正確華語聲調會比來

臺時間較短的學生多，通過長時間在母語環境的薰陶，來臺時間久的學生的聲調

應該會比之前更加穩定正確；而來臺時間較短的學生，聲調可能比較不穩定，偏

誤率比來臺時間較久的學生高。

二、四組學生都有存在香港人原有的偏誤，只是來臺時間較久的學生比來臺

時間較短的學生偏誤更少。粵語為母語者也常常容易把陰平讀成去聲、或者是陽

平、上聲分不清楚。來臺時間較短的學生在這些方面的偏誤會比較多，而來臺時

間較久，正確輸入較多，其偏誤會慢慢減少。

三、四組學生都可能受到臺灣國語的影響。臺灣人受到臺語的影響，說華語

的時候會有一些不標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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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臺香港學生聲調偏誤分析

經研究分析發現，在臺就讀香港學生的聲調偏誤狀況，與本文前面所假設的

情況出入不大。總體來看，按來臺時間長短排列，香港學生的聲調偏誤率呈下降

趨勢，來臺時間越短的香港學生聲調偏誤率越高，而來臺時間較長的香港學生則

聲調偏誤率越低。下表為各組受試者的個人總偏誤率以及各組的總偏誤率表格，

表格中半年組的五位受試者分別將其編號為 A1、A2、A3、A4、A5，一年組的五

位受試者分別將其編號為 B1、B2、B3、B4、B5，兩年組的五位受試者分別為 C1、

C2、C3、C4、C5，三年組的五位受試者分別將其編號為 D1、D2、D3、D4、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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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個人偏誤率及總偏誤率表格

組別 個人偏誤率 各組總偏誤率

半年組 A1 46.7%

38.5%

A2 36.3%

A3 48.9%

A4 31.9%

A5 28.9%

一年組 B1 23.7%

29.8%

B2 33.3%

B3 30.4%

B4 36.3%

B5 25.2%

兩年組 C1 15.6%

16%

C2 10.4%

C3 14.1%

C4 22.25

C5 17.8%

三年組 D1 8.1%

12.1%

D2 13.3%

D3 11.9%

D4 14.8%

D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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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來臺半年組的總偏誤率是 38.5%，其個體偏誤率大約分佈

在 30%-40%之間。來臺一年組的總偏誤率是 29.8%，其個體偏誤率大約分佈在

20%-30%之間。來臺兩年組的總偏誤率是 16%,其個體偏誤率大約分佈在 10%-20%

之間。來臺三年組的總偏誤率是 12.1%,其個體偏誤率大約分佈在 8%-15%之間。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來臺半年組與一年組間聲調偏誤率相差 8.7%，而來臺

一年組和兩年組間相差 13.8%,但來臺兩年組和三年組間的差距卻變得非常小，

只有 3.9%。

由此可以推測來臺兩年後，香港學生的漢語聲調學習達到一定程度，進步的

速度變緩，語言學習形成天花板效應；

除此之外，所有學生皆存在著香港人原有的聲調偏誤，但來臺時間越長的小

組原有聲調偏誤越少；四組學生的聲調皆有不同程度的受到臺灣不標準國語的影

響，出現臺灣人會有的聲調偏誤。在語料分析過程中，除了上述描述外，也有了

一些新的發現，將在下文詳細分析。

本章節所有聲調語音分析皆是通過 praat 語音分析軟體進行，並兼以人耳聽

辨加以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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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單音節詞彙分析

本節將分析闡述半年組、一年組、兩年組和三年組的在臺就讀香港學生在

單音節詞彙部分的聲調偏誤類型及偏誤率。

一、來臺半年組香港學生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狀況分析

來臺半年組的五個香港學生皆為在臺灣師範大學僑先部學習的學生，他們來

臺時間皆未滿半年。半年組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率為 38.5%。本次錄音前，先

給他們看過題目確認無不認識的單字或是詞彙，繼而進行錄音。其單音節聲調偏

誤狀況顯示如下表：

應讀聲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誤讀次數 誤讀次數 誤讀次數 誤 讀 次

數

誤 讀 次

數

偏誤

率

陰平 55-51 衣 溫 媽 蛙 安

0 2 2 2 2 32%

陽平 35-21 姨 聞 麻 華 魂

1 2 3 2 0 32%

上聲 214-35 以 穩 馬 傻 喊

214-51 2 4 2 4 2 56%

去聲 51-55 億 問 罵 蹋 外

51-21 1 2 2 3 1 36%

表 4-2 來臺半年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狀況表格

上述表格顯示，半年組偏誤最嚴重的聲調類型是上聲，偏誤率高達 56%;其

次是去聲 36%;陰平和陽平皆為 32%，總體偏誤率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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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的部分，除了「衣」字沒有出現偏誤外，其餘四個字都有兩位受試者

出現偏誤。偏誤類型為把高平調陰平 55 念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

將「蛙」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其 praat 語音分析圖示如下：

圖 4-1 「蛙」字 praat 聲調語圖

注：上圖中下方橫軸上的兩個數字分別為起始時間（9.25）和結束時間（9.59），

左邊縱軸上的兩個數字為語音分析軟體所分析聲音的音頻範圍，下方數字為最低頻率

（50）上方數字為最高頻率（300），圖片最上方之漢字為此語圖所分析之漢字，本論

文中出現的 praat 聲調語圖適用此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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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平的部分，除了「魂」字無人出現偏誤，其餘的字皆有 1-3 個受試者出

現聲調偏誤。偏誤類型為將升調的陽平 35 將偏誤成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例如有受試者將「麻」偏誤成為類似上聲的低降調，其受試者的 praat 語圖如下：

圖 4-2 「麻」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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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的部分，每個字都有受試者出現聲調偏誤，偏誤率很高。偏誤類型包

括了將曲折調上聲 214 念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例如有受試者將「以」偏誤成中

升調，其 praat 語圖如下：

圖 4-3 「以」字 praat 聲調語圖

另有受試者將上聲 214 念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將「喊」偏誤成高降

調，其 praat 語圖顯示如下：

圖 4-4 「喊」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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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聲的部分，也是每個字都有受試者出現偏誤，只是偏誤率沒有上聲高，

去聲的偏誤類型包括了將高降調 51 念成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例如有受試者將

「憶」偏誤成為高平調。其 praat 語圖顯示如下：

圖 4-5 「憶」字 praat 聲調語圖

以及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問」偏誤成類似去聲的

低降調，受試者 praat 語圖如下：

圖 4-6 「問」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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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臺一年組香港學生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狀況分析

來臺一年組的五位香港學生皆為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一年級學生，

他們的單音節詞彙偏誤明顯比半年組少，偏誤率為 29.8%。在錄音前同樣先讓受

試者確認錄音語料中無不認識的單字或詞彙，繼而進行錄音。本組的單音節詞彙

聲調偏誤狀況顯示如下表：

應讀聲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偏誤

率

陰平 55-51 衣 溫 媽 蛙 安

0 0 0 0 1 4%

陽平 35-214 姨 聞 麻 華 魂

0 2 0 0 0 8%

上聲 214-35 以 穩 馬 傻 喊

214-51 1 3 1 3 3 44%

去聲 51-55 億 問 罵 蹋 外

1 1 1 3 0 24%

表 4-3 來臺一年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狀況表格

上述表格顯示，一年組的五個受試者單字調偏誤率最高的仍然是上聲，其偏

誤率高達 44%。其次是去聲，偏誤率為 24%。陰平和陽平的偏誤率相對於半年組

來說變低非常多，其中陰平的偏誤率還是極低的僅為 4%，相對半年組下降了 28%。

陽平的偏誤率僅為 8%，相對半年組也下降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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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的部分，只有一位受試者在「安」字的聲調部分出現偏誤，其他的字

都無出現偏誤現象，其偏誤類型為將高平調陰平 55 念成高降調去聲 51，其聲調

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7 「安」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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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平的部分，有兩位受試者在「聞」字的部分出現偏誤，偏誤類型為將升

調陽平 35 念成類似上聲的曲折調，其聲調偏誤語圖如下：

圖 4-8 「聞」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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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的部分偏誤率依然很高，每個字都有受試者出現偏誤，偏誤類型有三

種，一種是將曲折調上聲 214 念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例如有受試者將「傻」的

下降部分幾乎省略，後半部分上升拖得太長，變成了類似陽平的中升調，其聲調

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9 「傻」字 praat 聲調語圖

一種是將曲折調 214 念成高降調 51，類似去聲。同半年組一樣，所有受試

者皆無後半上，例如有受試者將「喊」偏誤成了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

語圖顯示如下：

圖 4-10 「喊」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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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聲的部分，除了「外」字，其他字都出現了聲調偏誤現象，是偏誤率第

二高的聲調，其聲調偏誤類型是將高降調的去聲 51 念成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例

如有受試者將「蹋」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11 「蹋」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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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臺兩年組香港學生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狀況分析

來臺兩年組的五位香港學生是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二年級學生，

他們的單音節詞彙偏誤同樣比一年組少，偏誤率為 16%，比一年組的偏誤率少了

13.8%。在錄音前同樣先讓受試者確認錄音語料中無不認識的單字或詞彙，繼而

進行錄音。本組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狀況如下表：

應讀聲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偏誤

率

陰平 55-214 衣 溫 媽 蛙 安

0 0 1 0 0 4%

陽平 35-21 姨 聞 麻 華 魂

0 1 0 1 0 8%

上聲 214-35 以 穩 馬 傻 喊

214-51 0 1 1 3 1 24%

去聲 51-55 億 問 罵 蹋 外

0 0 0 3 0 12%

表 4-4 來臺兩年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狀況表格

上述表格顯示，兩年組的五個受試者單字調偏誤率相對一年組有較大的下

降，但偏誤率最高的仍是上聲。兩年組上聲偏誤率為 24%，雖然比一年組的下降

了 20%但卻依然是其最容易產生偏誤的聲調。其次是去聲，偏誤率為 12%。陰平

和陽平的偏誤率相對於半年組來說變低非常多，其中陰平的偏誤率為 4%，陽平

的偏誤率為 8%，這兩個聲調的偏誤率與一年組的相同沒有升高也沒有降低，維

持在一個低偏誤率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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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的部分，有一位受試者在「媽」字的聲調部分出現偏誤，其他的字都

無出現偏誤現象，其偏誤類型與半年組有所不同，為將高平調陰平 55 念成類似

上聲的曲折調。其受試者 praat 語圖所示如下：

圖 4-12 「媽」字 praat 聲調語圖

陽平的部分，「聞」字與「華」字皆有一位受試者出現聲調偏誤。其偏誤

類型是將中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

「華」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13 「華」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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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的部分，除了「以」以外的其他四個字都出現了聲調偏誤，偏誤類型

為將曲折調 214 念成升調陽平，如有受試者將「傻」字上聲後半升調拖太長，使

其偏誤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14 「傻」字 praat 聲調語圖

也有受試者將曲折調上聲 214「喊」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其聲調

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15 「喊」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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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聲的部分，有三位受試者將「蹋」字的聲調念錯，偏誤類型為將高降調

去聲 51 念成高平調陰平 55，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16 「蹋」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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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來臺三年組香港學生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狀況分析

來臺三年組的五位香港學生是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三年級學生，他

們的單音節詞彙偏誤同樣比兩年組少，偏誤率為 12.1%，僅比兩年組的偏誤率少

3.9%。在錄音前同樣先讓受試者確認錄音語料中無不認識的單字或詞彙，繼而進

行錄音。本組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狀況如下表：

應讀聲

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誤讀次

數

偏誤率

陰平 衣 溫 媽 蛙 安

0 0 0 0 0 0%

陽平 35-21 姨 聞 麻 華 魂

0 0 2 3 0 20%

上聲 214-35 以 穩 馬 傻 喊

214-51 0 2 0 4 1 28%

去聲 億 問 罵 蹋 外

51-55 0 0 0 1 0 4%

表 4-5 來臺三年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狀況表格

上述表格顯示，三年組的五個受試者單字調偏誤率相對兩年組來說差距不

大，單字調總偏誤率只相差 3.9%。但偏誤率最高的仍是上聲，偏誤率為 28%。三

年組陽平偏誤率突然上升，偏誤率為 20%。去聲的偏誤率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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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組的受試者在單字調陰平的部分沒有受試者出現聲調偏誤。

陽平的部分，「麻」和「華」分別有兩個和三個受試者出現聲調偏誤。聲調

偏誤的類型一樣為將升調陽平 35 念成類似上聲前半上的曲折調，其聲調偏誤語

圖顯示如下：

圖 4-17 「華」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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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的部分，「穩」、「傻」、「喊」皆有受試者出現偏誤，「傻」字的

偏誤次數最多，有四位受試者出現聲調偏誤。偏誤類型為將曲折調上聲 214 念成

升調陽平 35，例如有受試者將「穩」偏誤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其聲調偏誤語

圖顯示如下：

圖 4-18 「穩」字 praat 聲調語圖

另有受試者將曲折調上聲 214 的「喊」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其聲

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19 「喊」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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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聲的部分，只有一位受試者在「蹋」字的聲調部分出現偏誤，其偏誤類

型為將高降調的去聲 51 念成高平調的陰平 55，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20 「蹋」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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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組單音節詞彙偏誤對比及其產生偏誤的原因

在分組分析完每組在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狀況之後，本章節將闡述四組在單

音節詞彙部分的聲調偏誤狀況的對比。下表為四組的單音節詞彙聲調偏誤率的對

比狀況：

組別\聲調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半年 32% 32% 56% 36%

一年 4% 8% 44% 24%

兩年 4% 8% 24% 12%

三年 0% 20% 28% 4%

總偏誤率 10% 17% 38% 19%

表 4-6 四組受試者單音節詞彙偏誤率對比

根據上述表格，先從縱向分析，每個聲調的偏誤率基本都呈遞減狀態，並且

在兩年的時候出現天花板效應，兩年到三年間的偏誤率相差不大。

單音節詞彙的陰平部分的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呈遞減的趨勢，半年組

偏誤率為 32%，一年組的偏誤率為 4%,兩年組同樣為 4%,三年組的偏誤率已經降

到 0%，無人出現失誤。這個現象符合本文最初的推測，由於在臺灣的語言環境

下，受到臺灣語言環境的正向遷移，來臺越久陰平的聲調偏誤率越低。

陽平的部分，半年組的聲調偏誤率為 32%，一年組的偏誤率為 8%，兩年組的

偏誤率同樣為 8%，但是到了三年組偏誤率卻突然升至 20%。筆者分析其原因有三

個方面：

1、半年組的偏誤率會這麼高是受到了母語負遷移的影響，王理嘉（1998）

在粵港人學習普通話讀本一書中提出，粵語與華語聲調對應如下表：

詩天

通風

時田

同逢

使草

古短

老米

五有

是進

婦稻

試蓋

放到

事共

飯盜

識筆

竹北

八國

百客

食白

續服

廣州

話

陰平

53 55

陽平

21

陰上

35

陽上

13

同陽上

或陽去

陰去

33

陽去

22

上陰

入 5

下陰

入 33

陽入

22 2

普通

話

陰平

55

陽平

35

上聲 214 去聲 51 分別讀作陰陽上去

表 4-7 粵語與華語聲調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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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華語陽平 35 在廣州話中基本都為陽平 21，類似華語上聲的

前半上，所以在受到母語負遷移的影響，這次的的單音節詞語音分析中，半年組，

一年組，兩年組，三年組在陽平的偏誤部分，其偏誤類型都是將升調陽平 35 偏

誤成為低降調，類似上聲前半上的 21。

2、一年組和兩年組在陽平偏誤上明顯下降，筆者通過回訪調查發現，由於

一年組及兩年組受試者皆為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的學生，而臺師大應用

華語文學系在一年級開設有華語語音學相關課程，受試者在這段時間比較重視語

音的學習，所以華語發音進步許多，所以在一年級的時候受試者各方面的語音準

確度皆有大幅度提高。

3、目的語環境的負遷移也是產生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駱家鵬（2006）提

出臺語的陽平本調調值為 24，變調為 33，相較於華語的陽平 35 音域更低、更平。

臺灣人的華語發音受到臺語的影響，產生所謂的臺灣國語，聲調趨於低平，調域

也較窄，在聽覺上華語陽平更趨近與低降調，鄧丹、石鋒及呂士楠（2006）提出

陽平調在大陸的普通話中是中升調 35，但是在臺灣的國語中卻普遍反映出是低

升調 23。低升調聽覺上比較趨平，且臺灣國語的聲調時長偏短，粵語中的陽平

35 多數都念為 21，,香港學生華語聲調本就不好，容易在聽覺上產生偏誤，所以

大多數學生會將陽平 35 偏誤成 21。來臺三年組的學生，由於來臺時間久，受到

臺灣語言環境影響就會越來越多，且由於語音學的課程已經修習完成，比較不那

麼注重發音，所以造成的陽平的偏誤率在兩年組到三年組的時候突然上升。

上聲在四組中皆是偏誤率最高的聲調。其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年組也基本呈

現遞減的狀態，半年組的偏誤率為 56%，一年組的偏誤率為 44%。兩年組的偏誤

率為 24%。而三年組的偏誤率為 28%，三年組的偏誤率雖然略高於兩年組，但基

於研究數據較少，這裡相差的只有一人，可能是由於個人學習能力引起。

上聲的部分筆者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20 位受試者中沒有一人有念出上

聲的後半上，鄧丹、石鋒、呂士楠（2006）對比普通話與臺灣的國語繪出對比表

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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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普通話 55 35 212 51

臺灣國語 44 23 211/21 51

表 4-8 普通話與臺灣國語聲調對應表

普通話中的上聲是降升調，但臺灣國語中上聲的後半段「升」的特徵不是特

別的明顯，其中男生易將其念成 211 而女生多將其念為 21，二者皆無「升」的

部分。顧百里（1989）認為臺灣的國語中上聲沒有後半部分升，通常會將其念為

低降調。香港學生來臺就讀，生活在臺灣的語言環境中，受到臺灣的國語影響其

上聲的呈現方式也是沒有後半上的上聲，且長度交大陸的普通話來的短。

去聲的部分，也是呈現一個完美的遞減，符合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在目的

語環境中，受到目的語的正遷移，香港學生的去聲聲調偏誤率越來越低。半年組

的偏誤率高達 36%,但一年組的相比半年組下降了 12%,其偏誤率為 24%。兩年組

的受試者比一年組的受試者的偏誤率同樣下降了 12%，其偏誤率為 12%。三年組

相比二年組的偏誤率雖然下降不多，只降了 8%,但仍然呈現下降狀態，其偏誤率

為 4%。

在縱向分析之後，筆者將從橫向分析單音節詞彙的聲調偏誤狀況。從總偏誤

率來看，最常被念錯的聲調是上聲，它的總偏誤率為 38%；其次是去聲，其總偏

誤率為 19%；接著是陽平，其總偏誤率為 17%；最後是陰平，其總偏誤率為 10%。

半年組、一年組和兩年組的聲調偏誤率排序皆為上聲偏誤率最多，其次為去

聲，接著是陽平，最後為陰平，與總偏誤誤率的排序相同。但三年組的陽平偏誤

率卻急劇上升，變成偏誤率第二的聲調，其三個方面的原因已於上文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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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在單音節詞彙方面，最容易出現偏誤的聲調

是上聲，其偏誤率高居不下，筆者分析其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曲折調本身就是一個很難掌握的聲調，華語四聲中其他的三生皆是單向

的聲調，陰平為高平調，陽平為中升調，去聲為高降調，這三個聲調皆不需要轉

折，但上聲是需要先降後升的曲折調，對發音器官的要求也比較高。

二、粵語中沒有曲折調，下表為粵語的聲調調值表格（萬波，2008）：

調號 1 2 3 4 5 6 7 8 9

調名 陰平 陰上 陰去 陽平 陽上 陽去
上

陰入

下

陰入
陽入

聲調輪廓 ˥, ˥˧ ˧˥ ˧ ˨˩, ˩ ˩˧ ˨ ˥ ˧ ˨

調值 55/53 35 33 21/11 13 22 55 33 22

表 4-9 粵語聲調調值表格

從上述表格可以得知，香港學生在自己的母語中無曲折調，無法對其目的語

上聲的學習造成正向遷移，一切都要重新學起，這也是上聲偏誤率高居不下的原

因。

上聲偏誤的類型為將曲折調 214 念成類似陽平的升調 35，娥珍和天小琳

（2013）、張本楠和楊若薇（2014）等學者皆認為粵語沒有曲折調所以容易將華

語中的上聲念成類似陽平的升調，金東垠（2005）表示受到華語語音聲調的曲折

調教學的影響，很多老師讓學生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升」而不是「低」上，讓它

聽起來比較像陽平，李佳倩（2010）也提出美國中級華語學習者在單音節詞的聲

調掌握方面上聲的偏誤率最高，容易被念成陽平，可能是由於半上過度泛化而產

生的。此外這次研究中也有受試者將上聲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 51，這種偏

誤類型很少有學者提到。且受試者幾乎都會忽略上聲的後半上,其受試者 praat

語圖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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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以」字 praat 聲調語圖

其次是去聲，偏誤類型為將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高平調陰平 55，張本楠和

楊若薇（2014）提出粵語人士最容易說錯的聲調偏誤主要表現在將陰平讀成降調，

將去聲念成平調；于星垣（2008）同樣提出香港人士說華語語音偏誤的所有表現

形式中，最普遍的是陰平和去聲混淆。如本研究中有受試者將「憶」念成類似陰

平的高頻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如下：

圖 4-22 「憶」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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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小部分受試者將高降調 51 念成低降調類似上聲前半上的 21，這是少有

學者提到的偏誤類型。例如有受試者將「問」字念成接近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21，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23 「問」字 praat 聲調語圖

接著是陽平，偏誤類型為將升調的 35 念成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21。李

娥珍和田小琳（2013）認為粵語為母語者陽平和上聲也容易混淆，王理嘉（1998）

提出華語陽平 35 在廣州話中基本都為陽平 21，類似華語上聲的前半上。本次研

究中有受試者將「麻」字偏誤成為接近低降調 21 的聲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

示如下：

圖 4-24 「麻」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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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平的偏誤率到三年組時反而大大升高。此情況不僅出現在單音節詞部分，

雙音節詞與短文甚至是自由闡述的部分都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其原因如在半年組

分析中闡述的一樣有三個方面：

1、受到了母語負遷移的影響，王理嘉（1998）提出華語陽平 35 在廣州話中

基本都為陽平 21，類似華語上聲的前半上，所以在受到母語負遷移的影響，這

次的的單音節詞語音分析中，半年組，一年組，兩年組，三年組在陽平的偏誤部

分，其偏誤類型都是將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低降調，類似上聲前半上的 21。

2、目的語環境的負遷移也是產生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駱家鵬（2006）提

出臺語的陽平本調調值為 24，變調為 33，相較於華語的陽平 35 音域更低、更平。

臺灣人的華語發音受到臺語的影響，產生所謂的臺灣國語，聲調趨於低平，調域

也較窄，在聽覺上華語陽平更趨近與低降調，鄧丹、石鋒及呂士楠（2006）提出

陽平調在大陸的普通話中是中升調 35，但是在臺灣的國語中卻普遍反映出是低

升調 23。低升調聽覺上比較趨平，且臺灣國語的聲調時長偏短，粵語中的陽平

35 多數都念為 21，,香港學生華語聲調本就不穩，容易在聽覺上產生偏誤，所以

大多數學生會將陽平 35 偏誤成 21。

最後是陰平，原本預設會是偏誤率較高的聲調，在單音節詞部分卻變成了偏

誤率最低的聲調，其原因筆者認為是：

一、陰平是高平調無需轉折，相對於升調陽平、曲折調上聲和高降調去聲來

說較為簡單，對發音器官要求較小。

二、粵語中的陰平也有 55 這一調值，所以偏誤率較低。文獻探討中提到的

香港學生容易將陰平和去聲混淆的原因是，粵語的陰平還有另一個念法既降調

53，所以香港學生受到母語影響會覺得去聲和陰平沒有差別，粵語沒有單獨的降

調聲調而是被歸於陰平，所以受試者去聲的偏誤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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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聲的偏誤類型大部分為將高平調 55 念成高降調 51，張本楠和楊若薇

（2014）認為粵語人士最容易說錯的聲調偏誤主要表現在將去聲念成平調，李娥

珍和田小琳（2013）也認為陰平和去聲是粵方言地區人士學習華語的一大難點。

本研究的受試者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25 「安」字 praat 聲調語圖

也有部分受試者將其念成低降調，類似上聲前半上的 21，這種偏誤類型好

友學者提到。其受試者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26 「蛙」字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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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雙音節詞彙分析

本節將分析雙音節詞彙的聲調偏誤類型，其次將分析雙音節詞彙的聲調偏誤

率，找出聲調組合的偏誤率排序，以便提出教學意見及教學順序。雙音節詞彙的

偏誤率在語流中，由於前後字的影響可能會與單音節詞不同；其次本節也將比較

每個聲調在為雙音節詞彙前字以及後字時的偏誤現象與其在單音節詞彙部分的

偏誤的差別。

一、雙音節詞彙的聲調偏誤類型分析

本小節將分析半年組、一年組、兩年組以及三年組受試者的雙音節詞彙聲調

偏誤類型。下表是將半年組、一年組、兩年組及三年組的受試者的陰平為前字時

的雙音節詞聲調偏誤類型匯合的雙音節詞彙聲調偏誤類型總表：

應讀聲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陰平+陰平 前字 55-51 參觀 飛機 公斤

後字 55-51 0 1 0 0 1 0

陰平+陽平 前字 55-51 安排 剛才 公園

後字 35-21 1 1 1 3 1 8

陰平+上聲 前字 55-51 操場 精彩 開始

後字 214-35

214-55

1 4 0 0 2 0

陰平+去聲 前字 55-51

55-35

安靜 車站 高興

後字 0 0 8 0 4 0

表 4-10 陰平為前字的雙音節聲調偏誤類型總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陰平+陰平」這一組合中，陰平做為陰平的前字時，

其聲調偏誤的類型與單字調一樣，是將高平調 55 偏誤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于

星桓（2008）提出陰平錯讀為去聲較多出現在陰平連讀的雙音節詞語中，李娥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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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小琳（2013）也認為陰平和去聲是粵方言地區人士學習華語的一大難點，連

讀時有為明顯。本研究中有受試者念「公斤」一詞時，其中本該是高平調 55 的

「公」字被念成了類似去聲的下降趨勢明顯的高降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

下：

圖 4-27 「公」斤 praat 聲調語圖

在「陰平+陽平」這一組合中，陰平作為陽平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也是

將高平調的陰平 55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剛才」的「剛」

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28 「剛」才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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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陰平+上聲」這一組合中，陰平作為上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仍為

將高平調的陰平 55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開始」的「開」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29 「開」始 praat 聲調語圖

在「陰平+去聲」中，陰平作為去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為將高平調的陰平

55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如有受試者將「車站」的「車」偏誤成為類似

去聲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30 「車」站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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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完前字後下面將來分析後字的部分，在「陰平+陰平」這一組合中，陰

平為後字時其聲調偏誤類型與前字一樣，也是將高平調 55 誤念成類似去聲的高

降調，例如有一受試者將「參觀」的「觀」字念成了降調的音，雖然不到 51，

但是可以明顯的看出且聽出其下降的趨勢：

圖 4-31 參「觀」praat 聲調偏誤語圖

在「陰平+陽平」的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陰平的後字，其聲調偏誤類型皆

為將中聲調 35 念成了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其 praat 語圖如下所示，受試

者將「公園」的「園」字念成了低降調顯示如下圖：

圖 4-32 公「園」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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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陰平+上聲」這一組合中，上聲作為陰平的後字最易出現的偏誤的類型

是將曲折調 214 念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例如有受試者將「操場」的「場」字誤

念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如下：

圖 4-33 操「場」praat 聲調語圖

另有受試者將曲折調 214 其念成類似去聲的高平調，其顯示的 praat 聲調

語圖如下：

圖 4-34 操「場」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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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陰平+去聲」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陰平的後字沒有出現偏誤現象。

下表為陽平為前字時四組受試者的雙音節詞彙聲調偏誤類型總表：

表 4-11 陽平為前字的雙音節聲調偏誤類型總表

應讀聲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陽平+陰平 前字 35-21 房間 離開 年輕

後字 55-51 1 1 2 3 2 1

陽平+陽平 前字 從前 回答 明年

後字 35-21

35-51

35-55

0 1 0 4 0 1

陽平+上聲 前字 35-51 詞典 結果 牛奶

後字 214-51 2 5 0 0 0 0

陽平+去聲 前字 35-55

35-21

城市 遲到 結束

後字 51-55 0 0 4 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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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在「陽平+陰平」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陰平的前字，其

聲調偏誤類型也是陽平最易出現的偏誤類型為將中升調 35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

半上的低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離開」的「離」字念成了降調類的音，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35 「離」開 praat 聲調語圖

在「陽平+陽平」的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陽平的前字沒有受試者出現聲調

偏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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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平+上聲」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上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是將中

升調 35 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詞典」的「詞」念成高降

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36 「詞」典 praat 聲調語圖

在「陽平+去聲」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去聲的前字其偏誤類型除了與陽平

作為陰平前字時一樣的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外，還有受試者將中升

調 35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37 「遲」到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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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完前字的部分，下面將來分析表格中的後字，在「陽平+陰平」這一組

合中，陰平作為陽平的後字，其偏誤類型為將高平調 55 偏誤為類似去聲的高降

調，例如有受試者將「房間」的「間」偏誤成為高降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

如下：

圖 4-38 房「間」praat 聲調語圖

在「陽平+陽平」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陽平的後字，大多數出現偏誤的受

試者的偏誤類型為將中升調 35 偏誤成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例如有受試者

將「回答」的「答」偏誤成為低降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39 回「答」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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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組合中，也有受試者將中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

如有受試者將「回答」的「答」字偏誤成為高降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40 回「答」praat 聲調語圖

也有受試者將後字陽平 35「明年」中的「年」字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

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41 明「年」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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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平+上聲」這一組合中，上聲作為陽平的後字，其偏誤類型為將曲折

調 214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詞典」的「典」字偏誤成

為高降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42 詞「典」praat 聲調語圖

在「陽平+去聲」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陽平的後字，其偏誤類型為將高降

調去聲 51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例如有受試者將「結束」的「束」字偏

誤成為高平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43 結「束」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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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上聲為前字時四組受試者的雙音節詞偏誤類型總表：

應讀聲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上聲+陰平 前字 廣播 火車 演出

後字 55-51 0 7 0 4 0 2

上聲+陽平 前字 214-35 檢查 解決 起床

後字 35-21 0 4 1 0 0 1

上聲+上聲 前字 表演 可以 口語

後字 214-51 0 0 0 1 0 0

上聲+去聲 前字 比較 反對 感冒

後字 0 0 0 0 0 0

表 4-12 上聲為前字的雙音節聲調偏誤類型總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上聲作為前字只有在與陽平結合時，僅一位受試者出現

了偏誤現象，其偏誤類型為將由曲折調音變而來的低降調 21 偏誤成為類似陽平

的中升調，這一受試者將「解決」的「解」偏誤成為中聲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

顯示如下：

圖 4-44 「解」決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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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完前字的部分，下面將分析後字的偏誤類型。在「上聲+陰平」這一組

合中，陰平作為上聲的後字，其偏誤類型為將高平調 55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

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廣播」的「播」偏誤成為高降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

示如下：

圖 4-45 廣「播」praat 聲調語圖

在「上聲+陽平」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上聲的後字，其偏誤類型為將中升

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檢查」的「查」

字偏誤成為低降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46 檢「查」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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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聲+上聲」這一組合中，上聲作為上聲的後字，只有一位受試者在「可

以」一詞總出現偏誤，其偏誤類型為將「以」字的曲折調 214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

的高降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47 可「以」praat 聲調語圖

「上聲+去聲」這一組合沒有受試者出現偏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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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去聲為前字四組受試者的雙音節詞聲調偏誤類型總表：

應讀聲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誤讀

前字

次數

誤讀

後字

次數

去聲+陰平 前字 51-55 半天 大家 汽車

後字 55-51

55-214

2 1 3 3 1 4

去聲+陽平 前字 51-55 大學 例如 去年

後字 35-21 5 7 0 2 2 4

去聲+上聲 前字 51-55 辦法 電影 道理

後字 3 0 3 1 2 0

去聲+去聲 前字 51-55 變化 飯店 放假

後字 51-55

51-21

8 2 4 2 7 1

表 4-13 上聲為前字的雙音節聲調偏誤類型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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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在「去聲+陰平」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陰平的前字，其

偏誤類型為將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類似陽平的高平調，這種偏誤類型是去聲最

常出現的，例如有受試者將「大家」的「大」字念成高平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

顯示如下：

圖 4-48 「大」家 praat 聲調語圖

在「去聲+陽平」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陽平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同樣

為將高降調的去聲 55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例如有受試者將「大學」的

「大」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49 「大」學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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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聲+上聲」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上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仍為

將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例如有受試者將「電影」的「電」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50 「電」影 praat 聲調語圖

在「去聲+去聲」的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去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同

為將高降調的去聲 51 偏誤成為勒死陰平的高平調，例如有受試者將「變化」的

「變」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51 「變」化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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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完去聲作為前字的偏誤類型後，下面將分析後字的聲調偏誤類型。在

「去聲+陰平」這一組合中，陰平作為去聲的後字，其偏誤類型有兩種，一種是

將高平調陰平 55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大家」的「家」

念成高降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52 大「家」praat 聲調語圖

除了上述的偏誤類型外，還有一位受試者將高平調陰平 55 偏誤成為類似上

聲的曲折調，此受試者將「汽車」的「車」字念成了曲折調，轉折及下降趨勢明

顯且音長與後半部分上升的時長差不多，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53 汽「車」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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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聲+陽平」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去聲的後字，其偏誤類型是將中升

調陽平 35 偏誤成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去年」的「年」

字念成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54 去「年」praat 聲調語圖

在「去聲+上聲」這一組合中，上聲作為去聲的後字，沒有產生會造成歧義

的偏誤，只是與單音節詞一樣，幾乎所有受試者都沒有念出上聲的後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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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聲+去聲」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去聲的後字，其偏誤類型有兩種，

一種是將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例如有受試者將「變化」

的「化」字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55 變「化」praat 聲調語圖

除了上述偏誤類型外，有的受試者將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類似上聲前半上

的低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放假」的「假」偏誤成為低降調，當然「假」字本

就為破音字，不排除受試者是因為破音字關係念成了這個字的另外一個音，既上

聲。其 praat 聲調語圖顯示如下：

圖 4-56 放「假」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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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分前後字雙音節聲調組合模型分析

分析完雙音節詞聲調的偏誤類型後，筆者將先分析不分前後字的四個聲調的

所有組合模型，找出其最容易產生偏誤的聲調組合是什麼及其原因，再將偏誤率

依次排序，以便華語教學使用。

以下為雙音節詞彙不分前後字的總偏誤率表格：

組別\聲調 陰平+陰平 陰平+陽平 陰平+上聲 陰平+去聲

半年 6.7% 53.3% 26.7% 26.7%

一年 6.7% 20% 6.7% 26.7%

兩年 0% 13.3% 6.7% 20%

三年 0% 13.3% 0% 6.7%

總偏誤率 3.3% 25% 10% 20%

組別\聲調 陽平+陰平 陽平+陽平 陽平+上聲 陽平+去聲

半年 46.7% 26.7% 6.7% 13.3%

一年 0% 0% 20% 20%

兩年 13.3% 6.7% 13.3% 26.7%

三年 6.7% 6.7% 0% 6.7%

總偏誤率 16.7% 10% 10% 16.7%

組別\聲調 上聲+陰平 上聲+陽平 上聲+上聲 上聲+去聲

半年 53.3% 20% 6.7% 0%

一年 26.7% 13.3% 0% 0%

兩年 13.3% 6.7% 0% 0%

三年 0% 0% 0% 0%

總偏誤率 23.3% 10% 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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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聲調 去聲+陰平 去聲+陽平 去聲+上聲 去聲+去聲

半年 73.3% 20% 13.3% 80%

一年 13.3% 53.3% 40% 60%

兩年 0% 26.7% 0% 0%

三年 0% 20% 0% 6.7%

總偏誤率 21.7% 30% 13.3% 36.7%

表 4-14 雙音節詞彙不分前後字的總偏誤率表格

根據上述表格，可以看出：

每個聲調組合的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年組除了與陽平相關的部分外，由於

受到臺灣這個目的語語言環境的正向影響，基本呈遞減的狀態；兩年組和三年組

的偏誤率相差不多，雙音節詞和單音節詞一樣，受試者在兩年的時候出現了天花

板效應；陽平的部分則是在兩年組或是三年組的時候突然遞增，原因與單音節詞

部分一樣，因為母語的負遷移、目的語語言環境的影響以及受試者所接受的語音

教學所影響。

本部分主要是將聲調組合的偏誤率按高低排序，以便找出最容易出現偏誤

的組合並且分析組合排序的產生原因，其與臺灣語言環境，受試者母語遷移以及

教學之間的關係。

從上表可以看出，不分前後字聲調偏誤率最高的組合是「去聲+去聲」，其

聲調總偏誤率高達 36.7%，半年組的偏誤率甚至高達 80%，一年組的偏誤率也是

高達 60%，但到了兩年組這一組合的偏誤率開始降低到變成 0%,而三年組也只有

一人出現偏誤，偏誤率僅為 6.7%。

偏誤率排第二的聲調組合是「去聲+陽平」，總偏誤率高達 30%，半年組的

偏誤率為 20%，相對於半年組降低了 10%。一年組的偏誤率卻突然升至 53.3%，

兩年組的偏誤率又降到 26.7%，而三年組的偏誤率則與兩年組的相差不多，偏誤

率為 20%。除了一年組偏誤率突然增加外其他都呈下降趨勢，且兩年組與三年組

趨於平穩。

偏誤率排第三的聲調組合是「陰平+陽平」，總偏誤率 25%，整體呈現遞減

的狀態，半年組的偏誤率為 53.3%，第二年驟降到 20%，第三年與第四年則偏誤

率趨於平穩，第三年的偏誤率為 13.3%，第四年與第三年一樣為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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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率排第四的聲調組合是「上聲+陰平」，總偏誤率為 23.3%，從半年組

到三年組的偏誤率呈現遞減的狀態。半年組的偏誤率為 53.3%，一年組的偏誤率

為 26.7%，相對於第一年降低了 26.6%。兩年組的偏誤率降到 13.3%，相對與一

年組也降低了 13.4%。三年組的偏誤率則降為 0%，沒有受試者出現偏誤。可見通

過在目的語語言環境中學習，聲調偏誤率在逐漸遞減。

偏誤率排第五的聲調組合為「去聲+陰平」，其總偏誤率為 21.7%，偏誤率

從半年組到三年組依舊呈現逐漸遞減的狀態，第二年到第三年趨於平穩。半年組

的偏誤率高達 73.3%，一年組的偏誤率則急速的降到了 13.3%，相對於半年組降

低了 60%，兩年組和三年組的偏誤率皆為 0%，偏誤問題基本解決，發音接近平穩。

偏誤率排第六的聲調組合為「陰平+去聲」，其總偏誤率為 20%，偏誤率依

舊是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呈現下降趨勢。半年組和一年組的偏誤率皆為 26.7%，兩

年組的偏誤率則降為 20%，到第三年，其偏誤率則降到了 6.7%。

偏誤率排第七的聲調組合為「陽平+陰平」及「陽平+去聲」，其總偏誤率

皆為 16.7%，由於是陽平為前字的組合，其偏誤率皆在兩年組的時候突然增長，

這一原因將在陽平為前字的聲調偏誤率分析部分分析。

偏誤率排第八的聲調組合為「去聲+上聲」其總偏誤率為 13.3%。半年組的

偏誤率為 13.3%，但一年組的偏誤率突然上升至 40%，到兩年組則又降為 0%，三

年組與兩年組一樣，偏誤率也為 0%，沒有受試者出現偏誤。

偏誤率排第九的聲調組合為「陰平+上聲」、「陽平+陽平」、「陽平+上聲」

以及「上聲+陽平」，這些聲調組合的總偏誤率皆為 10%。「陰平+上聲」以及「上

聲+陽平」這兩個聲調組合的偏誤率從半年組至三年組皆呈下降趨勢，但以陽平

為前字的兩個聲調組合「陽平+陽平」以及「陽平+上聲」與單音節詞陽平一樣，

其聲調偏誤率皆在兩年組和三年組的時候突然上升。

偏誤率排第十的聲調組合為「陰平+陰平」，其總偏誤率為 3.3%，偏誤率

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呈現遞減狀態，半年組與一年組的偏誤率皆為 6.7%，兩年組

和三年組的偏誤率則為 0%。

偏誤率排十一的聲調組合為「上聲+上聲」。總偏誤率為 1.7%，只有半年

組的一位受試者出現偏誤，其偏誤率為 6.7%，其他三組皆無受試者出現偏誤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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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率排十二的聲調組合為「上聲+去聲」。總偏誤率為 0%，沒有受試者出

現偏誤。

從上文的分析排序可以看出，除了陽平外，受到臺灣的目的語語言環境的正

遷移作用，每個聲調組合的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基本呈遞減狀態，且半年到

兩年組的偏誤率遞減明顯，但由於在兩年的時候華語聲調學習已經進入天花板效

應，所以兩年組和三年組的偏誤率常常相差不大。

三、分前後字雙音節聲調組合模型偏誤率分析

本節將分前後字分析每一個聲調作為前字和後字時的偏誤狀況。找出每個聲

調當前字和後字時最易出現偏誤的聲調組合。以及最易出錯的前字、後字及聲調

組合。

1、 四聲為雙音節前字的偏誤分析

本小節將分析陰平、陽平、上聲以及去聲作為前字分別與其他聲調組合時所

產生的偏誤狀況。

首先，我們先來分析當陰平作為前字與其他聲調組合時其偏誤狀況，下表為

陰平為雙音節詞前字的偏誤率表格：

組別\聲調 陰平+陰平 陰平+陽平 陰平+上聲 陰平+去聲

半年 6.7% 20% 20% 26.7%

一年 6.7% 0% 0% 26.7%

兩年 0% 0% 0% 20%

三年 0% 0% 0% 6.7%

總偏誤率 3.3% 5% 5% 20%

表 4-15 陰平為雙音節詞彙前字的各組偏誤率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陰平與其他四聲的組合由於目的語語言環境的影響及華

語學習的成效，其聲調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年組皆呈遞減的狀態；而從橫向上來

看，「陰平+去聲」這一組合的陰平偏誤率是四個組合總最高的，達到了 20%，

其中半年組同一年組的陰平偏誤率都達到了 26.7%，兩年組的偏誤為 20%，三年

組的偏誤率則降到了 6.7%。整體呈下降趨勢，于星桓（2008）提出粵語為母語

者最易將陰平與去聲混淆，當兩者放在一起在語流中出現時其偏誤率就更高了。

偏誤率並列第二的組合是「陰平+陽平」以及「陰平+上聲」，其偏誤率皆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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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率最低的組合則是「陰平+陰平」，總偏誤率為 3.3%。

接著我們來分析雙音節詞總陽平為前字時的偏誤表現，下表為陽平為雙音

節詞前字的偏誤率表格：

組別\聲調 陽平+陰平 陽平+陽平 陽平+上聲 陽平+去聲

半年 13.3% 0% 6.7% 13.3%

一年 0% 0% 6.7% 0%

兩年 13.3% 0% 0% 20%

三年 6.7% 0% 0% 6.7%

總偏誤率 8.3%% 0% 3.3%% 10%

表 4-16 陽平為雙音節詞彙前字的各組偏誤率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陽平為前字的偏誤率在「陽平+陰平」與「陽平+去聲」

這兩個組合到兩年組的時候突然上升，其原因與單音節詞的陽平部分一樣，皆是

因為粵語母語的負遷移，臺灣這一目的語語言環境的臺灣國語的負負面影響以及

受試者的語音學習時間三個方面的原因。

橫向上來看，「陽平+去聲」的組合中前字陽平的偏誤率最高，總偏誤率達

10%。其次是「陽平+陰平」中，陽平的偏誤率為 8.3%，偏誤率排第三的是「陽

平+上聲」這一組合，其前字陽平的聲調偏誤率為 3.3%。最後是陽「陽平+陽平」

這一組合，其前字陽平的偏誤率低至 0%，沒有受試者出現偏誤現象。

分析完陽平為前字的雙音節詞，下面我們將來分析上聲為前字時的偏誤表

現，下表為上聲為雙音節詞前字的偏誤率表格：

組別\聲調 上聲+陰平 上聲+陽平 上聲+上聲 上聲+去聲

半年 0% 0% 0% 0%

一年 6.7% 0% 0% 0%

兩年 0% 6.7% 0% 0%

三年 0% 0% 0% 0%

總偏誤率 1.7% 1.7% 0% 0%

表 4-17 上聲為雙音節詞彙前字的各組偏誤率表格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上聲為前字的偏誤率基本為 0%，只有兩個人出現偏

誤狀況，上聲為前字的偏誤率之所以會這麼低是因為其前字時只需要念出前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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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既只需要念低降調 21，這對於香港學生來說比較簡單。因為粵語裏有低

降調 21 這個調值，受到母語的正遷移作用（王理嘉，1998），上聲作為前字的

偏誤率非常的低。

去聲為前字的雙音節詞的整體偏誤率排在第一，下表為去聲為雙音節詞前

字的偏誤率表格：

組別\聲調 去聲+陰平 去聲+陽平 去聲+上聲 去聲+去聲

半年 33.3% 13.3% 6.7% 60%

一年 6.7% 33.3% 40% 60%

兩年 0% 0% 0% 0%

三年 0% 0% 0% 6.7%

總偏誤率 10% 11.7% 11.7% 31.7%

表 4-18 去聲為雙音節詞彙前字的各組偏誤率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除了在與陽平搭配的時候由於受到陽平的影響，一年組

的偏誤率有所上升，其他組合偏誤率基本都是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呈遞減狀態。從

橫向上看，去聲在與去聲組合時，當前字的偏誤率最高，達到 31.7%，兩個去聲

相連時，前一個的聲調只降到一般，大約是 53(馮志純，2003），香港學生在聽

覺上就會將第一個去聲趨平，更靠近陰平，而粵語中的 55 和 53 是指同一個聲調，

以至於偏誤率升高許多。其次是與陽平和上聲搭配時其當前字的偏誤率為

11.7%。最後是去聲與陰平組合時，其當前字的偏誤率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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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聲為雙音節後字的偏誤分析

本小節將針對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作為雙音節後字時所產生的偏誤狀況

進行偏誤分析。

下表為陰平作為雙音節詞後字時，與四聲組合所產生的偏誤率表格：

組別\聲調 陰平+陰平 陽平+陰平 上聲+陰平 去聲+陰平

半年 0% 33.3% 53.3% 40%

一年 0% 0% 20% 13.3%

兩年 0% 0% 13.3% 0%

三年 0% 0% 0% 0%

總偏誤率 0% 8.3% 21.7% 13.3%

表 4-19 陰平為雙音節詞彙後字的各組偏誤率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陰平+陰平」這一組合中，陰平為後字的偏誤率為 0%，

沒有受試者出現偏誤。其他的三個組中，陰平為後字的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年組

皆呈現遞減的狀態，來臺越久其偏誤率約低。從橫向上來看，陰平作為後字偏誤

率最高的組合是「上聲+陰平」這一組合，說明跟在上聲後面陰平最容易出現偏

誤，其偏誤率為 21.7%。其次是「去聲+陰平」這一組合，陰平作為去聲的後字

時也教容易出現偏誤，其偏誤率為 13.3%。排在第三的是「陽平+陰平」的組合，

陰平接在陽平後面時，其偏誤率為 8.3%。排在隨後的是「陰平+陰平」這一組合，

偏誤率為 0%。

分析完陰平為雙音節詞後字的偏誤狀況之後，下麵來分析陽平作為雙音節

後字的偏誤狀況，下表為陽平作為雙音節詞後字的偏誤狀況：

組別\聲調 陰平+陽平 陽平+陽平 上聲+陽平 去聲+陽平

半年 33.3% 26.7% 20% 13.3%

一年 20% 0% 13.3% 26.7%

兩年 13.3% 6.7% 0% 26.7%

三年 13.3% 6.7% 0% 20%

總偏誤率 20% 10% 8.3% 21.7%

表 4-20 陽平為雙音節詞彙後字的各組偏誤率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陽平與四聲的組合基本從半年到三年組呈現遞減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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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半年到兩年的過程中下降幅度較大，但兩年之後就比較穩定。橫向來看，「去

聲+陽平」這一組合，陽平作為去聲的後字時，其偏誤率是最高的，達到 21.7%。

其次是「陰平+陽平」，陽平作為陰平的後字時其偏誤率為 20%。接著是「陽平+

陽平」這一組合，陽平作為陽平的後字時，其偏誤率為 10%，最後是「上聲+陽

平」，其偏誤率為 8.3%。

接下來要分析的是上聲作為雙音節詞後字的偏誤狀況，下表是反應上聲作

為雙音節詞後字時的偏誤狀況的表格：

組別\聲調 陰平+上聲 陽平+上聲 上聲+上聲 去聲+上聲

半年 13.3% 0% 6.7% 6.7%

一年 6.7% 20% 0% 0%

兩年 6.7% 13.3% 0% 0%

三年 0% 0% 0% 0%

總偏誤率 6.7% 8.3% 1.7% 1.7%

表 4-21 上聲為雙音節詞彙後字的各組偏誤率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上聲作為後字的總偏誤率不高。其聲調偏誤率皆從半年

組到三年組呈現下降的趨勢。從橫向上看，「陽平+上聲」這一組合，上聲在作

為陽平的後字時，其偏誤率最高，達到 8.3%。其次是「陰平+上聲」這一組合，

上聲作為陰平的後字時，其偏誤率為 6.7%。上聲作為上聲和去聲的後字時，其

偏誤率皆為 1.7%。

最後要分析的是去聲作為雙音節詞後字時，其偏誤狀況如何。下表是去聲

為雙音節詞後字，與四聲結合是其偏誤表現的表格：

組別\聲調 陰平+去聲 陽平+去聲 上聲+去聲 去聲+去聲

半年 0% 0% 0% 26.7%

一年 0% 20% 0% 6.7%

兩年 0% 6.7% 0% 0%

三年 0% 0% 0% 0%

總偏誤率 0% 6.7% 0% 8.3%

表 4-22 去聲為雙音節詞彙後字的各組偏誤率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陰平+去聲」以及「上聲+去聲」這兩個組合總，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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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偏誤率皆為 0%，沒有受試者出現偏誤。從橫向來看，去聲作為後字偏誤率

最高的組合是「去聲+去聲」，去聲當去聲的後字時其偏誤率為 8.3%。其次是「陽

平+去聲」，去聲當陽平的後字時，其偏誤率為 6.7%。去聲當陰平和上升的後字

時，其偏誤率皆為 0%。

四、小結

本節主要分析了四聲作為雙音節詞彙前後字時的偏誤類型，總的偏誤率排

序，以及前字及後字的偏誤率表現。

四聲作為雙音節詞的前後字時，其偏誤類型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前後/偏誤聲
調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雙音節前字 55-51
55-35

35-21
35-51

214-35 51-55

雙音節後字 55-51
55-21

35-21
35-51
35-55

214-35
214-51
214-55

51-55
51-21

表 4-23 四聲作為雙音節詞彙前、後字的偏誤類型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陰平作為雙音節的前字時偏誤類型有兩種，一種是將高

平調陰平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這也是陰平的主要偏誤類型，張本楠和楊若

薇（2014）、李娥珍和田小琳（2013）以及于星垣（2008）等眾多學者皆有闡述

陰平與去聲混淆是粵語母語者最容易犯的聲調偏誤。另一種是將高平調陰平偏誤

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陰平作為雙音節詞後字時，其聲調偏誤類型也有兩種，一

種同當前字時一樣，將高平調陰平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另一種是將高平調

陰平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陽平作為雙音節前字時的偏誤類型有兩種，主要是同單音節詞彙一樣將中

升調陽平偏誤成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因為在華語中念陽平 35 的漢字在粵

語中基本都是念成低降調 21（王理嘉，1998）受到母語的負遷移影響這種偏誤

類型是粵語母語者最常犯的。另一種是將中升調陽平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

陽平作為雙音節詞後字時，其聲調偏誤類型為有三種，前面兩種與陽平作為雙音

節詞彙前字時的偏誤類型相同，第三種偏誤為將中升調陽平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

高平調。

上聲作為雙音節詞前字時的因為僅需念前半上所以聲調偏誤類型只有一

種，既將曲折調上聲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李娥珍和田小琳（2013）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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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粵語母語者很容易將上聲偏誤成升調；上聲作為雙音節詞後字時共有三種偏誤

類型，除了將其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外，還有受試者將其偏誤成類似去聲

的高降調以及類似陰平的高平調。

去聲作為雙音節詞前字時，偏誤類型為將高降調去聲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

高平調；去聲作為雙音節詞的後字時其偏誤類型有兩種，第一種與其為前字時相

同，第二種是將高降調去聲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在偏誤率方面，四聲作為雙音節詞彙的前後字時，其偏誤率排序顯示如下

表：

偏誤第一 偏誤第二 偏誤第三 偏誤第四

雙音節前字 去聲 陰平 陽平 上聲

雙音節後字 陽平 陰平 上聲 去聲

表 4-24 四聲作為雙音節前後字偏誤率排序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四聲作為雙音節前字時，偏誤率最高的是去聲，其次是

陰平，第三名是陽平，上聲排在最後；而四聲作為雙音節詞後字時，偏誤率最高

的是陽平，其次是陰平，第三名是上聲，去聲排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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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篇章分析

本章節主要是受試者的聲調偏誤在篇章部分的表現，第一部分將會先分析篇

章詞彙的聲調偏誤類型，並將其與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對比，找出相同點及不同

點；第二部分將著重分析半年組、一年組、兩年組以及三年組的每一個篇章詞彙

的聲調的偏誤率及其隨著來臺時間的改變而產生的變化，並對比每個聲調的偏誤

與其在單音節詞彙以及雙音節詞彙時的聲調偏誤現象的差別。

一、篇章詞彙的聲調偏誤類型分析

這一部分將著重分析篇章詞彙的聲調偏誤類型及其原因以及一些特殊的偏

誤現象。下表為半年組、一年組、兩年組及三年組所有受試者的篇章詞彙陰平為

前字的聲調偏誤表格：

應讀聲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前字誤

讀

後字誤

讀

前字誤

讀

後字誤

讀

陰平+陰平 前字 55-51 冬天 當他

後字 55-51 0 0 1 2

陰平+陽平 前字 55-51 非常 商人

後字 35-21 1 3 2 1

陰平+上聲 前字 他想 擁有

後字 0 0 0 0

陰平+去聲 前字 55-51 因為 出售

後字 51-55 0 7 3 0

表 4-25 四組受試者篇章詞彙陰平為前字的偏誤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語流中的篇章詞彙「陰平+陰平」這一組合，陰平作為陰

平的前字時，其偏誤類型為將高平調陰平 55 偏誤成為高降調去聲 51，例如有受

試者將「當他」的「當」偏誤成為類似去聲 51 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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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 「當」他 praat 聲調語圖

在「陰平+陽平」這一組合在語流中，陰平作為陽平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

型仍是將高平調的陰平 55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商人」

的「商」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58 「商」人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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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上聲」這一組合在語流中，陰平作為上聲的前字，沒有受試者出現

聲調偏誤現象。

「陰平+去聲」這一組合在語流中，陰平作為去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

仍是將高平調陰平 55 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出售」的「出」

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59 「出」售 praat 聲調語圖

分析完前字，下面將來分析後字的部分，在「陰平+陰平」這一組合中，陰

平在語流中作為陰平的後字，其偏誤類型一樣是將高平調陰平 55 偏誤成為類似

高降調去聲 51 的聲調，其偏誤語圖如下：

圖 4-60 當「他」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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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陰平+陽平」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陰平的後字其偏誤類型是將中升調

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後半上的低降調 21，例如有受試者將「商人」的「人」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後半上的低降調 21，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61 商「人」praat 聲調語圖

在語流中「陰平+去聲」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陰平的後字，其偏誤類型為

將高降調的去聲 51，偏誤成為類似高平調陽平 55，例如有受試者將「因為」的

「為」偏誤成為類似高平調陰平 55 的聲調，其聲調偏誤語圖如下所示：

圖 4-62 因「為」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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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半年組、一年組、兩年組及三年組所有受試者的篇章詞彙陽平為前字

的聲調偏誤表格：

應讀聲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前字誤

讀

後字誤

讀

前字誤

讀

後字誤

讀

陽平+陰平 前字 35-21 成功 集中

後字 55-51 3 0 3 1

陽平+陽平 前字 35-21 別人 難題

後字 35-21 2 1 3 6

陽平+上聲 前字 35-51 沒有 寒冷

後字 214-35 1 2 0 1

陽平+去聲 前字 35-21 時候 調製

後字 51-55 1 1 1 0

表 4-26 四組受試者篇章詞彙陽平為前字的偏誤表格

從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在「陽平+陰平」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陰平的前字時

其偏誤類型為將中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21，例如有受

試者將「成功」的「成」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21，其聲調偏誤語

圖顯示如下：

圖 4-63 「成」功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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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流中「陽平+陽平」這一組合，陽平作為陽平的前字時，其偏誤類型同

樣為將中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別

人」的「別」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64 「別」人 praat 聲調語圖

在「陽平+上聲」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上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是將

中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沒有」的「沒」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65 「沒」有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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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平+去聲」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去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仍是

將中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調製」

的「調」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66 「調」製 praat 聲調語圖

分析完陽平為前字的偏誤類型後，下面將來分析後字的部分。在「陽平+

陰平」這一組合中，陰平作為陽平的後字其聲調偏誤類型為將高平調陰平 55 偏

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集中」的「中」字偏誤成為類似去

聲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67 集「中」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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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平+陽平」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陽平的後字，其偏誤類型也為將中

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21，例如有受試者將「難題」的

「題」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21，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68 難「題」praat 聲調語圖

在「陽平+上聲」這一組合中，上聲作為陽平的後字，其偏誤類型是將曲折

調上聲 214 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35，例如有受試者將「沒有」的「有」

偏誤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35，這一偏誤的產生與上聲變調以及語流音變有關，

「沒有」一詞後面接的是「錢」字，而這位受試者將本是中升調陽平 35 的「錢」

字偏誤成了類似上聲後半上的 21，所以受試者因兩個上聲連載一起而根據上聲

變調，自然地將「沒有」的「有」字偏誤成了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35，其聲調偏

誤語圖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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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9 沒「有」praat 聲調語圖

在「陽平+去聲」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陽平的後字，其聲調偏誤類型為將

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例如有受試者將「時候」的「候」

偏誤成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70 時「候」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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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四組所有受試者的篇章詞彙上聲為前字的聲調偏誤表格：

應讀聲調 原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誤讀次

數

百分比

例

誤讀次

數

百分比

例

上聲+陰平 前字 214-35 給了 你知道

後字 55-51 2 0 0 3

上聲+陽平 前字 214-55 偶然 解決

後字 35-55

35-51

0 1 1 5

上聲+上聲 前字 只有 破產史

後字 214-35 0 0 0 2

上聲+去聲 前字 214-35 講述 你會

後字 51-35

51-55

1 3 0 1

表 4-27 四組受試者篇章詞彙上聲為前字的偏誤表格

從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在語流中「上聲+陰平」這一組合，上聲作為陰平的

前字時，其聲調偏誤類型為將變調後的低降調上聲 21 偏誤成為類似中升調的陽

平 35，例如有受試者將「給了」的「給」偏誤成了類似陽平的中升調，其聲調

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71 「給」了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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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聲+陽平」這一組合中，上聲作為陽平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為將

上聲變調後的低降調上聲 21 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例如有受試者將「解

決」的「解」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72 「解」決 praat 聲調語圖

在「上聲+上聲」這一組合中，上聲作為上聲的前字沒有受試者出現聲調偏

誤現象。

在「上聲+去聲」這一組合中，上聲作為去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為將

上聲變調後的低降調上聲 21 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例如有受試者將「講

述」的「講」字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35，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73 「講」述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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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完前字的部分，下面將來分析與上聲組合的後字的偏誤類型。在「上

聲+陰平」這一組合中，陰平作為上聲的後字，其聲調偏誤類型為將高平調陰平

55 偏誤成類似高降調去聲 51，例如有受試者將「你知道」的「知」偏誤成為類

似高降調去聲 51 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74 你「知」道 praat 聲調語圖

在「上聲+陽平」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上聲的後字，其聲調偏誤類型是將

中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高平調陰平 55 的聲調，例如有受試者將「解決」的

「決」偏誤成為類似高平調的陰平 55，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75 解「決」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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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受試者將中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例如有受試者將

「解決」的「決」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76 解「決」praat 聲調語圖

在「上聲+上聲」這一組合中 ，上聲作為上聲的後字，其聲調偏誤類型為將

曲折調上聲 214 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35，例如有受試者將「破產史」的

「史」偏誤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35，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77 破產「史」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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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聲+去聲」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上聲的後字，其聲調偏誤類型為將

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35，例如有受試者將「講述」的「述」

字偏誤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35，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78 講「述」praat 聲調語圖

在這一組合中，還有受試者將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例

如有受試者將「你會」的「會」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

示如下：

圖 4-79 你「會」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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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四組所有受試者的篇章詞彙上聲為前字的聲調偏誤表格：

應讀聲調 偏誤聲調 例子

誤讀次

數

百分比

例

誤讀次

數

百分比

例

去聲+陰平 前字 51-55 爸媽 一天

後字 55-21 11 3 2 0

去聲+陽平 前字 51-21 掙錢 那時

後字 35-21 1 20 3 5

去聲+上聲 前字 51-55 自己 破產

後字 1 0 2 0

去聲+去聲 前字 51-55 是向 最後

後字 51-55 2 4 4 1

表 4-28 四組受試者篇章詞彙去聲為前字的偏誤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去聲+陰平」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陰平的前字，其

聲調偏誤類型是將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 55，例如有受試者

將「爸媽」的「爸」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 55，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80 「爸」媽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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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聲+陽平」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陽平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為將高

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後半上的低降調 21，例如有受試者將「那時」的

「那」偏誤成類似上聲後半上的低降調 21，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81 「那」時 praat 聲調語圖

在「去聲+上聲」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上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類型是將

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 55，例如有受試者將「破產」的「破」

偏誤成類似陰平的高平調 55.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82 「破」產 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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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聲+去聲」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去聲的前字其聲調偏誤的類型是將

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 55，例如有受試者將「是向」的「是」

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 55，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83 「是」向 praat 聲調語圖

分析完前字，接下來分析後字的部分。在「去聲+陰平」這一組合中，陰平

作為去聲的後字，其偏誤類型為將高平調陰平 55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

降調 21，例如有受試者將「爸媽」的「媽」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21，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84 爸「媽」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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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聲+陽平」這一組合中，陽平作為去聲的後字其聲調偏誤類型為將中

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21，在這一組合中「掙錢」的「錢」

字所有受試者都出現了偏誤現象，偏誤類型皆為將中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為類似

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21，偏誤率這麼高的原因將在本章小結部分做總結，下圖

為「掙錢」的「錢」字的聲調偏誤語圖：

圖 4-85 賺「錢」praat 聲調語圖

在「去聲+上聲」這一組合中，上聲作為去聲的後字，沒有出現聲調偏誤現

象。

在「去聲+去聲」這一組合中，去聲作為去聲的後字，其偏誤類型是將高降

調去聲 51 偏誤成類似陰平的高平調 55，例如有受試者將「是向」的「向」偏誤

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其聲調偏誤語圖顯示如下：

圖 4-86 是「向」praat 聲調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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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分前後字篇章詞彙聲調組合模型分析

首先，筆者先分析不分前後字的四個聲調的篇章詞彙所有組合模型，將其按

偏誤率的先後順序排序，找出其最容易錯的聲調組合併闡述其原因。以下表格為

不分前後字篇章詞彙聲調組合模型的總偏誤率表格：

組別\聲調 陰平+陰平 陰平+陽平 陰平+上聲 陰平+去聲

半年 10% 30% 0% 60%

一年 10% 30% 0% 40%

兩年 0% 0% 0% 0%

三年 0% 10% 0% 0%

總偏誤率 5% 17.5% 0% 25%

組別\聲調 陽平+陰平 陽平+陽平 陽平+上聲 陽平+去聲

半年 50% 40% 20% 10%

一年 10% 40% 0% 20%

兩年 10% 40% 10% 0%

三年 30% 30% 10% 0%

總偏誤率 25% 37.5% 10% 7.5%

組別\聲調 上聲+陰平 上聲+陽平 上聲+上聲 上聲+去聲

半年 20% 20% 10% 20%

一年 30% 20% 10% 20%

兩年 0% 10% 0% 10%

三年 0% 20% 0% 0%

總偏誤率 12.5% 17.5% 5% 12.5%

 



99

組別\聲調 去聲+陰平 去聲+陽平 去聲+上聲 去聲+去聲

半年 40% 100% 10% 40%

一年 40% 50% 10% 30%

兩年 50% 60% 10% 30%

三年 10% 50% 0% 0%

總偏誤率 35% 65% 7.5% 25%

表 4-29 篇章詞彙不分前後字的總偏誤率表格

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出，總偏誤率最高的篇章詞彙聲調組合是「去聲+陽平」，

其偏誤率高達 65%，其中半年組的偏誤率甚至達到了 100%,即每個受試者在這一

聲調組合中皆出現了聲調偏誤。從半年組到三年組這一過程中，聲調偏誤逐漸遞

減，但是即使到三年組，其聲調偏誤率還是居高不下，維持在 50%。

總偏誤率排在第二的聲調組合是「陽平+陽平」，其總偏誤率為 37.5%。半

年組，一年組以及兩年組的偏誤率都是 40%,三年組的偏誤率降到了 30%。總體來

看，其偏誤率一直維持在較高的地方。

偏誤率排在第三的篇章詞彙聲調組合是「去聲+陰平」，其總偏誤率為 35%，

其整體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呈現遞減的狀態，且兩年組到三年組的偏誤率下降的最

為明顯，聲調偏誤率從 50%降到了 10%。

偏誤率排在第四的篇章詞彙聲調組合為「陰平+去聲」、「陽平+陰平」以

及「去聲+去聲」，其總偏誤率皆為 25%。「陰平+去聲」這一聲調組合的偏誤率

從半年組的 60%到一年組時降為 40%,而兩年組和三年組的偏誤率皆降到了 0%；

「陽平+陰平」這一聲調組合的偏誤率從半年組到兩年組也是呈下降的趨勢，但

是在三年組時，其偏誤率突然從 10%上升到了 30%；「去聲+去聲」這一聲調組合

的偏誤率也是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呈現遞減的狀態。

偏誤率排在第五的篇章詞彙聲調組合為「陰平+陽平」以及「上聲+陽平」

兩者的總偏誤率皆為 17.5%。「陰平+陽平」這一組合的偏誤率從半年組到兩年

組呈現遞減狀態，偏誤率從 30%降到 0%，但是在三年組的時候其偏誤率又上升到

了 10%。「上聲+陽平」這一組合的偏誤率一樣從半年到兩年的時候呈現遞減狀

態，偏誤率從 20%下降到 10%，但是在三年組的時候其偏誤率又上升到了 20%。

偏誤率排在第六的篇章詞彙聲調組合為「上聲+陰平」以及「上聲+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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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偏誤率皆為 12.5%。「上聲+陰平」這一聲調組合的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

年組基本呈下降趨勢，聲調偏誤率從 20%,降到了 0%；「上聲+去聲」這一聲調組

合的偏誤率一樣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呈下降趨勢，其偏誤率從半年組的 20%下降到

了三年組的 0%。

偏誤率排在第七的篇章詞彙聲調組合是「陽平+上聲」，其總偏誤率為 10%。

這一聲調組合的聲調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一年組呈下降趨勢，但是從一年組到兩年

組卻呈現上聲趨勢，從 0%上升到了 10%，且三年組的偏誤率耶始終維持在 10%。

偏誤率排在第八的篇章詞彙聲調組合是「陽平+去聲」以及「去聲+上聲」，

二者的總偏誤率皆為 7.5%。「陽平+去聲」這一聲調組合的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

年組呈遞減狀態，但半年組到一年組的偏誤率有所升高；「去聲+上聲」這一聲

調組合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呈遞減狀態，偏誤率從 10%下降至 0%。

偏誤率排在第九的篇章詞彙聲調組合是【陰平+陰平】以及【上聲+上聲】，

二者的總偏誤率皆為 5%。【陰平+陰平】這一聲調組合的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年

組呈下降去是，偏誤率從 10%下降至 0%。【上聲+上聲】這一聲調組合的偏誤率

同樣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呈現下降趨勢，偏誤率同樣從半年組的 10%下降到三年組

的 0%。

偏誤率排在第十的篇章詞彙聲調組合為「陰平+上聲」，其聲調偏誤率為

0%。從半年組到三年組，所有的受試者接沒有在這一聲調組合出錢偏誤現象。

從上述排序可以看出，「去聲+陽平」這一組合無論是在雙音節詞彙或是

篇章詞彙中，其偏誤率都高居不下，在雙音節詞彙中其偏誤率排第二，而到了篇

章之中，其偏誤率上升到了第一。

「陽平+陽平」這一組合在雙音節詞彙時偏誤率排在第九，而到了篇章之中

卻上聲到了第二。

「去聲+陰平」這一組合在雙音節詞彙與在篇章之中的偏誤率排名相差不

多。

以上是在篇章詞彙聲調偏誤中排名前三的聲調組合，接下來將來分析排在

篇章詞彙聲調偏誤率最後三名的組合。這三個聲調組合分別是「陰平+陰平」、

「上聲+上聲」以及「陰平+上聲」。「陰平+陰平」和「上聲+上聲」這兩個分別

有相同聲調組合組成的篇章詞彙在雙音節部分也是排在最後三名，說明香港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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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這兩個由相同聲調組合而成的詞彙掌握的很好，而「陰平+上聲」這一聲

調組合在雙音節詞彙部分其偏誤率也是排在靠後的第九名。

三、 分前後字篇章詞彙聲調組合模型分析

本節將分前後字分析每一個聲調在篇章中作為詞彙的前字和後字時的偏誤

狀況。找出每個聲調在篇章詞彙中當前字和後字時最易出現偏誤的聲調組合。以

及最易出現偏誤的前字、後字及聲調組合，並將其與雙音節詞彙的聲調的偏誤狀

況進行對比。

1、四聲為篇章詞彙前字的偏誤分析

本小節將分析陰平、陽平、上聲以及去聲作為篇章詞彙的前字分別與其他

聲調組合時所產生的偏誤狀況。

首先，我們先來分析當陰平為篇章詞彙前字與其他聲調組合時其偏誤狀況，

下表為陰平為篇章詞彙前字時的偏誤狀況：

組別\聲調 陰平+陰平 陰平+陽平 陰平+上聲 陰平+去聲

半年 10% 10% 0% 20%

一年 0% 20% 0% 10%

兩年 0% 0% 0% 0%

三年 0% 0% 0% 0%

總偏誤率 2.5% 7.5% 0% 7.5%

表 4-30 陰平為篇章詞彙前字偏誤狀況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篇章詞彙中，陰平與四聲組合而成的聲調組合時偏誤率

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基本呈現下降趨勢，前字陰平偏誤最高的聲調這是「陰平+陽

平」以及「陰平+去聲」，二者的總偏誤率皆為 7.5%；偏誤率排第二的組合為「陰

平+陰平」，高平調陰平當前字時，與同聲調組合成詞時，其偏誤率為 2.5%；偏

誤率排在最後的「陰平+上聲」這一組合，總偏誤率為 0%，沒有受試者出現偏誤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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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篇章中陽平為前字時與其他四聲組合成詞的偏誤率狀況顯示如下表：

組別\聲調 陽平+陰平 陽平+陽平 陽平+上聲 陽平+去聲

半年 50% 20% 10% 10%

一年 0% 10% 0% 10%

兩年 10% 20% 0% 0%

三年 30% 20% 10% 0%

總偏誤率 22.5% 17.5% 5% 5%

表 4-31 陽平為篇章詞彙前字偏誤狀況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陽平為前字時與陰平、陽平、上聲組合成詞，其偏誤率

皆在兩年或三年的時候上升，原因與單音節部分所講的陽平偏誤率上升的原因一

樣，而陽平與去聲組合成詞時由於總偏誤率較低，偏誤率從半年到三年總體呈現

下降趨勢。陽平為前字與四聲組合成詞時，偏誤率最高的組合為「陽平+陰平」，

中升調陽平為高平調陰平的前字時，其偏誤率為 22.5%；其次是「陽平+陽平」，

當中升調陽平與相同聲調組合時，其為前字的偏誤率為 17.5%；陽平為上聲和去

聲前字時，其偏誤率皆為 5%。

在篇章中上聲為前字與其他四聲組合成詞時，其偏誤率表現如下表：

組別\聲調 上聲+陰平 上聲+陽平 上聲+上聲 上聲+去聲

半年 10% 0% 0% 10%

一年 10% 10% 0% 0%

兩年 0% 0% 0% 0%

三年 0% 0% 0% 0%

總偏誤率 5% 2.5% 0% 2.5%

表 4-32 上聲為篇章詞彙前字偏誤狀況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上聲為前字與陰平、上聲、去聲組合時，其偏誤率從半

年組到三年組呈下降趨勢。但上聲為前字與陽平組成「上聲+陽平」這一組合時，

其偏誤率卻在一年的時候突然上升。從橫向來看，上聲為前字時偏誤率最高的聲

調組合是「上聲+陰平」，其總偏誤率為 5%；其次是「上聲+陽平」與「上聲+去

聲」，曲折調上聲為前字與中升調陽平以及高降調去聲組合時，其偏誤率皆為

2.5%；偏誤率最低的組合是「上聲+上聲」，偏誤率為 0%，且都有做到要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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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中去聲為前字與四聲組合成詞的聲調偏誤狀況顯示如下表：

組別\聲調 去聲+陰平 去聲+陽平 去聲+上聲 去聲+去聲

半年 30% 30% 10% 20%

一年 40% 0% 10% 20%

兩年 50% 10% 10% 20%

三年 10% 0% 0% 0%

總偏誤率 32.5% 10% 7.5% 15%

表 4-33 去聲為篇章詞彙前字偏誤狀況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去聲為前字時與陽平、上聲、去聲組合時，其偏誤率從

半年組到三年組呈現下降趨勢，但去聲為前字與陰平組合成「去聲+陰平」時，

其偏誤率卻在從半年組到兩年組呈現直線上升的狀況，知道三年組的時候才下

降。從橫向上看，去聲為篇章詞彙前字時，偏誤率最高的組合是「去聲+陰平」，

其總偏誤率高達 32.5%；其次是「去聲+去聲」這一組合，其偏誤率為 15%；偏誤

率排第三的組合是「去聲+陽平」，偏誤率為 7.5%；最後是「去聲+上聲」這一

組合，其總偏誤率為 7.5%。

分析完各個聲調當前字時與其他四聲組成詞彙的偏誤狀況後，筆者將從總

體來看偏誤狀況，下表為四聲為單音節，雙音節前字以及篇章詞彙前字時的偏誤

狀況排序：

偏誤第一 偏誤第二 偏誤第三 偏誤第四

單音節 上聲 去聲 陽平 陰平

雙音節前字 去聲 陰平 陽平 上聲

篇章詞彙前字 去聲 陽平 陰平 上聲

表 4-34 單音節、雙音節前字及篇章詞彙前字聲調偏誤率排序

從上表可以看出，篇章詞彙前字聲調偏誤率最高的聲調是去聲，其次是陽

平，第三名為陰平，最後是上聲，其排序與雙音節詞彙前字的聲調偏誤率排序基

本相同，只是雙音節前字的聲調偏誤第二名為陰平，第三名為陽平，二者對調了。

從每個聲調來看，陰平當前字時偏誤率最高的組合是「陰平+陽平」及「陰平+

去聲」；陽平當前字時，偏誤率最高的是「陽平+陰平」；上聲當前字時，偏誤

率最高的組合是「上聲+陰平」，去聲當前字時，偏誤率最高的組合是「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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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四者除了陰平是與陽平的組合偏誤率最高外，其餘三者皆是當陰平為後

字時，其偏誤率最高。

2、四聲為篇章詞彙後字的偏誤分析

本小節將分析陰平、陽平、上聲以及去聲作為篇章詞彙的後字時與其他四聲

結合成詞時，其偏誤狀況的分析及闡述。分析完每個聲調作為後字時的偏誤狀況

後，將其與單音節詞以及雙音節詞後字的偏誤狀況進行對比，分析其差別。

首先，我們將分析陰平作為篇章詞彙後字與其他四聲結合是所產生的偏誤狀

況，下表即為陰平為篇章詞彙後字時的偏誤率表格：

組別\聲調 陰平+陰平 陽平+陰平 上聲+陰平 去聲+陰平

半年 10% 0% 10% 10%

一年 10% 10% 20% 10%

兩年 0% 0% 0% 10%

三年 0% 0% 0% 0%

總偏誤率 5% 2.5% 7.5% 7.5%

表 4-35 陰平為篇章詞彙後字偏誤狀況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陰平為篇章詞彙後字時，其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年組基

本呈現下降趨勢。從橫向上看，陰平為篇章詞彙後字時，偏誤率最高的組合是「上

聲+陰平」以及「去聲+陰平」，二者的總偏誤率皆為 7.5%。其次是「陰平+陰平」，

當高平調陰平作為同為高平調陰平的後字時，其偏誤率為 5%。陰平為後字時偏

誤率排第三的是「陽平+陰平」，其偏誤率為 2.5%。

陽平作為篇章詞彙後字與其他四聲結合成詞時，其偏誤率表現如下表：

組別\聲調 陰平+陽平 陽平+陽平 上聲+陽平 去聲+陽平

半年 20% 20% 20% 90%

一年 10% 30% 10% 50%

兩年 0% 20% 10% 60%

三年 10% 30% 20% 50%

總偏誤率 10% 25% 15% 62.5%

表 4-36 陽平為篇章詞彙後字偏誤狀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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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陽平為後字時，其偏誤率都在兩年組或是三年組的時候

同單字調一樣出現了上升的現象。從橫向上來看，陽平作為篇章詞彙後字時偏誤

率最高的組合是「去聲+陽平」，其偏誤率高達 62.5%；其次是「陽平+陽平」，

陽平作為同是中聲調的陽平的後字，其偏誤率為 25%；偏誤率排在第三的組合是

「上聲+陽平」，當中升調陽平作為曲折調上聲的後字時，其總偏誤率為 15%；

最後是「陰平+陽平」這一組合，當中升調陽平作為高平調陰平的後字時，其總

偏誤率為 10%。

篇章詞彙中，上聲作為後字與四聲結合成詞時，其偏誤率表現顯示如下表：

組別\聲調 陰平+上聲 陽平+上聲 上聲+上聲 去聲+上聲

半年 0% 20% 10% 0%

一年 0% 0% 10% 0%

兩年 0% 10% 0% 0%

三年 0% 0% 0% 0%

總偏誤率 0% 7.5% 5% 0%

表 4-37 上聲為篇章詞彙後字偏誤狀況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上聲為篇章詞彙後字時，與陰平及去聲組成的組合「陰

平+上聲」及「去聲+上聲」的偏誤率皆為 0%，沒有受試者出現偏誤，。而上聲

為後字時，與陽平組成的篇章詞彙「陽平+上聲」後，其偏誤率在兩年的時候突

然上升。在「上聲+上聲」這一組合總，上聲作為後字的偏誤率從半年組到三年

組呈現下降趨勢。從橫向來看，上聲為後字時與陽平組和時偏誤率最高，達到

7.5%；其次是「上聲+上聲」上聲做為同為曲折調的上聲的後字時，總偏誤率為

5%；最後是「陰平+上聲」以及「去聲+上聲」上聲作為陰平及去聲的後字時，其

總偏誤率皆為 0%，沒有受試者出現偏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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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詞彙中，去聲作為後字與四聲結合成詞時，其偏誤表現顯示如下表：

組別\聲調 陰平+去聲 陽平+去聲 上聲+去聲 去聲+去聲

半年 40% 0% 10% 30%

一年 30% 10% 20% 10%

兩年 0% 0% 10% 10%

三年 0% 0% 0% 0%

總偏誤率 17.5% 2.5% 10% 12.5%

表 4-38 去聲為篇章詞彙後字偏誤狀況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從整體來看去聲為篇章詞彙後字時其聲調偏誤率從半年

組到三年組呈現遞減的狀態。橫向上來看，偏誤率最高的是「陰平+去聲」，去

聲作為後字與陰平結合時，其偏誤率最高，達到 17.5%；其次是「去聲+去聲」，

去聲作為篇章詞彙後字時與同是高降調的去聲組合成詞時，其偏誤率達到了

12.5%；偏誤率排第三的是「上聲+去聲」，去聲作為篇章詞彙後字與上聲結合時，

其偏誤率為 10%；最後是「陽平+去聲」，去聲作為篇章詞彙後字與陽平結合成

詞時，其偏誤率為 2.5%。

分析完每個聲調作為篇章詞彙後字時的偏誤狀況後，本文接下來將分析四

聲作為後字偏誤的排序，下表為四聲作為單音節詞，雙音節詞後字以及篇章詞彙

後字時的偏誤率排序：

偏誤最高 偏誤第二 偏誤第三 偏誤第四

單音節 上聲 去聲 陽平 陰平

雙音節後 陽平 陰平 上聲 去聲

篇章詞後 陽平 去聲 陰平 上聲

表 4-39 單音節、雙音節后字及篇章詞彙后字聲調偏誤率排序

從上表可以看出，四聲當篇章詞彙後字時的偏誤率排序與其當雙音節後字

時的偏誤率排序差異不大，除了去聲在當雙音節後字時偏誤率排第四，在當篇章

詞彙後字時卻與單音節詞一樣排在了第二位以外，其他的排序接沒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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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節主要分析了四聲作為篇章詞彙的前後字時，其聲調偏誤類型以及聲調偏

誤率排序，從語流中看四聲的偏誤狀況並對比半年組、一年組、兩年組以及三年

組的不同偏誤表現。

下表為四聲作為篇章詞彙的前後字，在語流中偏誤類型表現：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篇章詞彙前字 55-51 35-21
35-51

214-35
214-55

51-55
51-21

篇章詞彙後字 55-51
55-21

35-21
35-51
35-55

214-35 51-55
51-35

表 4-40 四聲作為篇章詞彙的前後字的偏誤類型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陰平作為篇章詞彙的前字時，其偏誤類型為將高平調陰

平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陰平作為篇章詞彙的後字時，除了其當篇章詞彙

前字時的偏誤類型外，還有另一種偏誤類型，既將高平調陰平偏誤成為類似上聲

前半上的低降調。

陽平作為篇章詞彙的前字時其偏誤類型有兩種，一種是將中升調陽平偏誤

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平調，另一種是將其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陽平

作為篇章詞彙的後字時，除了上述兩種偏誤外，還有受試者將其偏誤成為類似陰

平的高平調。

上聲作為篇章詞彙的前字時，其聲調偏誤類型有兩種，一種是將曲折調上

聲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另一種是將其偏誤成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上聲作

為篇章詞彙的後字時，其聲調偏誤類型只有一種，既將曲折調上聲偏誤成為類似

陽平的中升調。

去聲作為篇章詞彙的前字時，其偏誤類型有兩種，一種是將高降調去聲偏

誤成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另一種是將其偏誤成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去聲作

為篇章詞彙的後字時，其偏誤類型也有兩種，一種一樣是將高降調去聲偏誤成為

類似陰平的高平調，另一種則是將其偏誤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四聲作為篇章詞彙的前後字時，其偏誤率表現如下表所示：

偏誤第一 偏誤第二 偏誤第三 偏誤第四

篇章前字 去聲 陽平 陰平 上聲

篇章後字 陽平 去聲 陰平 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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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四聲作為篇章詞彙的前後字的偏誤率表格

從上表可以看出，四聲作為篇章詞彙前字時其偏誤率第一的是去聲，其次

是陽平，第三名是陰平，最後一名為上聲；四聲作為篇章詞彙後字時，偏誤第一

的是陽平，其次是去聲第三名為陰平，最後一名為上聲。

同單音節詞彙與雙音節詞彙一樣，四聲中除了陽平以外，其他聲調的偏誤

率從半年組到三年組接呈現遞減的狀態，在臺學習時間越長，受試者的聲調偏誤

率越低；陽平由於受到粵語母語的負遷移，以及臺灣國語的影響，其偏誤率從半

年組到三年組呈現上聲的趨勢。

篇章詞彙中，受試者通過在臺灣學習，在目的語語言環境中生活，華語聲

調逐漸進步，從半年組到一年組，一年組到兩年組的聲調偏誤下降趨勢很大，習

得正確聲調，改正偏誤速度快，但是到兩年組的時候達到一定程度後聲調偏誤下

降趨勢減緩、進步變慢，在兩年時形成天花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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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在臺香港學生的華語聲調偏誤類型及偏誤率

研究在臺學習的香港學生的單音節詞彙、雙音節詞彙以及篇章詞彙的聲調偏

誤結果顯示，其聲調類型顯示如下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單音節 55-51

55-21

35-21 214-35

214-51

51-55

51-21

雙音節前字 55-51

55-35

35-21

35-51

214-35 51-55

雙音節後字 55-51

55-21

35-21

35-51

35-55

214-35

214-51

214-55

51-55

51-21

篇章詞彙前字 55-51 35-21

35-51

214-35

214-55

51-55

51-21

篇章詞彙後字 55-51

55-21

35-21

35-51

35-55

214-35 51-55

51-35

表 6-1 單、雙音節及篇章詞彙的聲調偏誤類型總表

從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在單音節詞彙的部分陰平的偏誤類型最主要的是將高

平調陰平 55 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調，也有部分受試者將高平調陰平 55 偏誤

成為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而陰平在語流中，除了有上述的偏誤外，有極少

部分受試者會將高平調陰平 55 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陽平在單音節詞彙的部分偏誤類型只有將中升調 35 偏誤成為類似上聲前半

上的低降調這一種，且這種聲調偏誤類型也是陽平的主要聲調偏誤類型。但是在

與其他聲調結合後，部分受試者會將中升調陽平 35 偏誤成類似去聲的高降調，

另有極少數受試者將其偏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陽平容易偏誤成上類似上聲

 



110

前半上的低降調，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華語中的中升調陽平 35 在粵語

中絕大部分為低降調，受到母語的負遷移作用受試者易將陽平偏誤成類似上聲前

半上的低降調。二是學生臺灣這個目的語環境中受到臺灣國語的影響，使陽平的

聲調調域偏窄偏平，具體的原因前面已經做了闡述，在此便不再贅述，陽平的部

分還有一個特殊現象，在篇章部分，所有的受試者皆將‘賺錢’的‘錢’偏誤成

了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降調。

上聲在單音節詞彙的部分的偏誤類型有兩種，最主要的是將曲折調上聲 214

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其次是有少數受試者將其偏誤成為類似去聲的高降

調，在語流中上聲除了有上述兩種偏誤類型外，還有極少數受試者會將其偏誤成

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上聲最容易偏誤成類似陽平的中升調的原因，從 praat

聲調語圖來看，是因為受試者掌握不好曲折調的降和升的時長，許多受試者會將

上聲的部分拉的很長，而前半部下降的部分非常短，甚至消失；由於受到臺灣語

言環境的影響，受試者習得的單字調上聲以及語尾上聲皆無後半上。

去聲在單音節詞彙部分的偏誤類型有兩種，最主要的一種是將高降調去聲偏

誤成為類似陰平的高平調，也有少部分受試者會將其偏誤成類似上聲前半上的低

降調。而在語流中，又多了一種偏誤類型，有極少數受試者會將高降調去聲 51

偏誤成為類似陽平的中升調。

下表為四個聲調在單字調以及語流中的偏誤率表格：

偏誤第一 偏誤第二 偏誤第三 偏誤第四

單音節 上聲 去聲 陽平 陰平

雙音節前字 去聲 陰平 陽平 上聲

雙音節後字 陽平 陰平 上聲 去聲

篇章前字 去聲 陽平 陰平 上聲

篇章後字 陽平 去聲 陰平 上聲

表 6-2 單、雙音節及篇章詞彙的聲調偏誤率總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聲調偏誤率方面，陰平由於是高平調，沒有曲折也無需

升降，對發音器官的要求小，容易模仿，所以其偏誤率不高，是四聲裡面比較簡

單的一個聲調。所以在單字調方面，陰平的偏誤率排在最後，但是在語流中卻有

所提前，在雙音節以及篇章詞彙中陰平作為前後字的偏誤率升到第二和第三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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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單字調陽平的偏誤率排在第三，而在語流中陽平作為後字的偏誤率遠遠高於

其作為前字的偏誤率。

上聲作為曲折調，其發音難度最大。單字調總偏誤率最高的是上聲，但是在

語流中其偏誤率卻極低。上聲在雙音節詞彙以及篇章的前字以及是篇章詞彙的後

字中其偏誤率皆排在最後一名，且在雙音節詞匯的後字偏誤率也排在靠後的第三

名。雙音節詞前字部分甚至只出現了兩次偏誤。

去聲在單音節詞中排第二，它的偏誤率比陰平高很多，所以研究假設中提到

的受試者的陰平與去聲不分的部分，主要是容易將去聲偏誤成陰平。語流的部分，

去聲在篇章詞彙的偏誤率高居不下，且作為前字的偏誤率比作為後字的偏誤率

高。

二、不同時間長短的在臺香港學生聲調偏誤差異

從第四章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來臺時間越長的受試者，除了陽平以外的其他聲

調皆由於學習以及受到台灣這個目的語語言環境的正向幫助，其聲調偏誤率越來

越低，但是陽平的偏誤率的變化卻是完全相反的，來臺越久的受試者，其陽平的

偏誤率卻變得比來臺時間短的受試者高，其原因如前面所分析的，是由於目的語

環境的負面影響引起的。

在來臺半年組到兩年組時候，受試者的偏誤率下降迅速，但是受試者在來

臺兩年的時候出現了學習的天花板效應，偏誤率在兩年組和三年組之間的差距卻

並不大，或者根本沒有變化。

第二節 研究限制及未來發展方向
本研究由於時間限制，研究對象不夠多，導致數據量過小，無法分析出更

加精確的華語聲調偏誤表現與更加精準的數值。

關於內容方面，論文設計之初，筆者還做了變調以及無文本的自由闡述的

語音收集，想要系統的分析聲調以及變調。但是由於時間的限制及為了縮小研究

範圍專注分析四聲的偏誤狀況，筆者決定先不分析變調的部分，專注分析四聲的

偏誤狀況。

對於論文的未來發展，筆者希望在未來全方位分析聲調與變調，並找出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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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學生或以粵語為母語者的聲調教學重點，找到解決這些聲調問題的教學方

法，並且能產出聲調教學的相關教材或課程，通過試教去完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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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附錄 1 錄音語料
一、單音節詞彙

衣 姨 以 億

穩 聞 溫 問

麻 媽 罵 馬

蹋 傻 蛙 華

魂 外 安 喊

二、雙音節詞彙

1+1 1+4 4+4 4+1

參觀 安靜 變化 半天

飛機 車站 飯店 大家

公斤 高興 放假 汽車

1+3 3+1 4+2 2+4

操場 廣播 大學 城市

精彩 火車 例如 遲到

開始 演出 去年 結束

1+2 2+1 4+3 3+4

安排 房間 辦法 比較

剛才 離開 電影 反對

公園 年輕 道理 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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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2 2+3 3+3

從前 檢查 詞典 表演

回答 解決 結果 可以

明年 起床 牛奶 口語

三、篇章詞彙

在達瑞八歲的時候，有一天他想去看電影。因為沒有錢，他想是向爸媽要

錢，還是自已掙錢。最後他選擇了後者。他自己調製了一種汽水，向過路

的

行人出售。可那時正是寒冷的冬天，沒有人買，只有兩個人例外 ──他的

爸爸和媽媽。他偶然有一個和非常成功的商人談話的機會。當他對商人講

述了

自己的“破產史”後，商人給了他兩個重要的建議：一是嘗試為別人解決

一個難題；二是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你會的和你擁有的東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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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背景调查问卷样本

在臺就讀香港學生生調偏誤調查學生背景資料

親愛的同學：

首先，感謝你們願意參加本次的錄音，使本研究能夠順利進行。本問卷所涉及到的問題僅供

研究所用,請填寫真實的情況與看法。非常感謝您的幫忙：）

基本資料

1、在家裡最常使用的語言是：

A、粵語 B、華語 C、英語 D、其他

2、父母會說華語嗎：

A、父親會 B、母親會 C、父母都會 D、父母都不會

3、在香港的學校使用的語言是（可複選）：

A、粵語 B、華語 C、英語 D、其他

4、在香港是與朋友交流多用：

A、粵語 B、華語 C、英語 D、其他

5、來臺前有專門學過華語嗎：

A、學過一年以內 B、學過一年以上 C、從小就會說華語 D、沒特別學過

6、來臺學習的目的是：

A、學華語 B、旅遊 C、升學 D、其他

7、目前來臺多久了：

编号： 年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