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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包括五個部分：（一）研究背景：介紹目前越南漢語教與學的現況；

（二）研究動機和目標：語音學習，特別是聲調學習在語言學習上具有極大

的重要性，因此本人想通過論文進行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偏誤分析並提出聲調

教學建議；（三）研究範圍：研究越南學生單音節與雙音節的聲調偏誤分析

和其母語聲調的負遷移；（四）名詞定義；（五）研究方法和步驟：研究方法

為橫斷研究；具體方法：使用問卷調查、聽力測驗和聲學測驗。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數最多的語言，也是聯合國六種工作語言之一。漢

語的方塊文字不僅具有音樂性節奏，而且富含東方特有的文化色彩與魅力，

吸引著許多外籍人士學習。由於人種和地理上的接近，越南文化受中國文化

的影響深遠（公元前 111 年至公元 939 年）1。長達一千多年的時間，越南

人所讀的是中國書，其社會倫理、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皆是中國文化的模

式。所以說，越南的華語教學很久以前就有了。當時華語教學是為了讓人民

學好佛經。到了 11 世紀，越南建立了科舉制度，漢語教學成了國學，培養

了許多人才。雖然漢語教學由於中越邊境戰爭停滯了一段時期（西元 1979

年至 1990 年），但是現在已經重新蓬勃起來了（陳吉雄 1999）。 

五、六十年代因為越南還有戰爭，所以越南政府派了大批優秀的學生到

                                                 

1 Nguyễn Tài Cẩn 2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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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地學習。1953 年 9 月份派 257 名學生到廣西（桂林中國語文專修學

校）留學。1954 年越南正式把漢語列為主要外語之一，地位與俄語相等，

高於英語、法語。不僅在高等（專科）和大學設有中文系，而且在高中漢語

也被視為重要的必修科（潘其南 1998）。1979 年邊境戰爭導致中國和越南的

關係中斷了 10 年（1979-1989）。越南的漢語教學因而衰微。直到 1990 年雙

方恢復正常的關係，漢語教學才得以復甦。 

越南自 1990 年以來進行改革、實施開放政策，經濟快速發展、穩定並

持續增長。目前越南跟歐、美、非國家結交並在經濟文化上有著良好的合作

關係。中國大陸、台灣2、韓國、香港等地區皆是越南的合作伙伴。現在，

來自廣東、福建、潮洲等地的華人約 100 萬，佔越南全國人口 1.25%。為了

尋找自己的根，很多越南華僑也把子弟送到學校學漢語，華人學習華語的人

數越來越多。自從越南開放到現在，越南政府對華人政策有很多變化。對於

語言政策，越南政府規定：在華人集中的地區，華人子弟可以學習華語，可

以成立各種用漢語表達的文化藝術組織（阮祿 1995）。學習漢語對華人來說

不但可以找到自己的根，而且對華人子弟就業也有很多的幫助。再說，越南

政府的語言政策越來越開放，所以胡志明市目前開了很多漢語中心和補習

班。八九成的華人家長都會把孩子送到補習中心學華文華語。華人子弟就更

有機會了解自己的文化、風俗習慣和一些禮節傳統。學習漢語對華人來說，

不只是可以找到自己的根，而且在越南當地失業比較嚴重之環境中，若精通

華語，在求職中一定會有助益。所以，雖然要花很多時間與金錢，但是華人

還是鼓勵自己子弟學習華語。學習華語對華人子弟而言，一方面更加了解自

己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工作選擇機會。 

正因為如此，從 90 年代開始，越南許多大學陸陸續續開設了中文系和

中文專業，僅首都河內目前就有十多所大學設有中文系或中文專業。坊間還

有許多漢語培訓中心和補習班，以滿足人們「業餘」學習漢語的需求。目前

漢語在越南很受歡迎，排名第二，僅次於英語。 

不過，漢語教學在越南還沒有得到適當的重視。目前越南政府面臨著一

                                                 
2 越南勞動報報導：頭五個在越南投資的國家之內，只有韓國不是使用漢語國家，剩下 4

個（台灣、新加坡、香港、中國大陸）都是操漢語國家，其中向越南投資的金額以及案

子最多是台灣（越南勞動報 2003 年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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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困難：教師隊伍數量少、質量低。雖然越南有兩個專門培訓漢語老師的

大學（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語大學和胡志明市師範大學），但是漢語教師的

專業精通還不夠達到社會所需要的標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漢語教師

獲得漢語專業博士學位。越南的漢語教學遇到無數困難和不利的條件，師

資、教材、設備都大大缺乏。這十年來又是世界漢語教學、外語教學迅速邁

進的時間，因此，目前越南漢語教學必須急起直追才能趕上世界漢語教學和

外語教學先進水平。 

為了迎接新世紀、新的經濟局面、新的中國和擴展對外交流，越南目前

需要大量精通華語人才。但目前越南政府未給予漢語教學工作適當的關照，

造成漢越語研究在教與學過程中遇到不少困難與障礙。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本論文的研究動機起源於三個方面：（一）語言教學中語音學習之重要

性；（二）聲調在學習漢語所扮演的重要地位。 

本人大學畢業後就留在母校（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外語大學，漢語言

文化系）擔任漢語初級班的講師。剛開始學漢語的時候，學生得要學習漢語

發音。在教學過程中，本人發現初級班的越南學生最有問題的是語音方面，

其中聲調錯誤特別明顯。學生常常搞錯了漢語聲調，如陰平和去聲分不清

楚，或把越語的聲調套進漢語音節裡面，這種現象尤以初級學生為甚。對於

母語有聲調的學生來說，比較能理解和接受漢語的聲調，老師不用從零開始

建立聲調概念。不過，他們的聲調系統可能不完全跟漢語聲調系統一樣。負

遷移現象表現於學習者會直接用母語的聲調系統及聲調的發音規律來學習

漢語的聲調。換句話說，在語音習得過程中，人們會自然地以母語音系的聽

感和發音習慣來學習目的語音系，從而形成了一種動態性的中介語系統，對

目的語的語音偏誤也由此產生。 

對於漢語學習者來說，一開始聲調學不好以後就很難改，到高級階段根

本就很難糾正（僵化現象）。就母語為越語的學習者來說，漢語的聲調學習

雖然存在著一些跟其他國家學生一樣的偏誤，在偏誤分布及一些疑難問題上

越南學生還是有自己的特色。研究者因本身經驗，很希望透過這本論文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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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對於漢語聲調之掌握，也希望找出對越南學生有效的聲調教學方法。 

一、 語音學習之重要性 

語音學習的重要性可以概括為：「一失音成千苦恨」（一開始沒學好，一

輩子改不過來）（趙元任 1959）。 

語音就是語言的外殼，沒有語音，語言不會被感知。學習一種語言如果

語音不好就很難起到傳達信息的作用。漢語的特點是每個詞都有形、音、義

三個構成的因素。W.F.麥基（1990）在【語言教學分析】一書中指出：「在

學生練習口語表達之前，重要的是使他們形成正確的發音。這點最好在一開

始就達到，因為學生每學一個詞都會加深他的發音習慣。如果一旦形成了錯

誤的發音，將極難糾正。即使能糾正，也是很費時間的。如果最初他們就能

正確發音，那麼整個教學過程中他說的每句話將有助於形成良好的發音習慣

（頁 494）」。在對外漢語教學方面，發音教學階段是語音教學關鍵的時段。

「這種工作啦，只要開始兩三個禮拜就應該把所有的困難都給戰勝。因為兩

三個禮拜要是不給它弄清楚啦，以後你再學到文法、再增加詞彙的時候啊，

你就把這些錯的老用了，所以不能不在最初的時候把這些習慣弄好（趙元任

1959：151）」。 

二、 漢語聲調特點為學習漢語的一大難點 

漢語屬於漢藏語系，是一個有聲調的語言。其聲調語音系統中雖然是一

種不能獨立存在的一部分，它只能依附在音節之上（現代音系學稱之為“超

音段音位＂）。漢語裡，相同的聲母和韻母拼成的音節，因為聲調不同，意

義也不同。語音的準確性在相當大的程度上取決於聲調是否正確。 

學習漢語的人都知道，漢語最有特色、最精華，同時也給學習者帶來很

多困難的就是聲調。「在漢語普通話聲調教學過程中，我們發現本國學生（各

方言區的學生）掌握聲調（單字調）比較容易，基本上都能準確地念出陰、

陽、上、去這四個單字調，而外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熟練掌握普通話這兩

個聲調比較困難，即使經過很長時間反覆操練，部分同學脫離課堂這一特殊

環境，仍不能準確地念出這四個單字調（朱川 1995：179～180）」。對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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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生，不管其母語是聲調語言還是非聲調語言，漢語聲調始終仍是學習的

一個大難點。 

對於母語為聲調語言的學生，魯健驥表示：「漢語聲調對母語非聲調語

的學生是有特殊困難的。他們往往把語聲調與他們母語的語調混淆，如把漢

語陳述句句中和疑問句句尾的第一、二、三聲音節都發成近似英語的升調，

而把句尾重讀的第一、二、三聲音節發成近似英語的降聲。」或者魏雪梅

（2000）也對非聲調語言的留學生做出結論：「沒有聲調意識、有聲調意識

卻不能把握聲調調值。母語非聲調語言之學生在學習漢語聲調比母語是聲調

語言的學生雖然來得困難，但是這點不能代表母語是聲調語言的學生在習得

漢語聲調時不會發聲偏誤。」 

對於母語是聲調語言的學生，「理解和接受漢語的聲調比較順利」（魯健

驥 1999：24）。不過，雖然已有聲調的概念，他們就很容易會受母語聲調之

干擾（負遷移）。 

趙金銘（1999）研究從母語為聲調語言和母語為語調語言的學習者的聲

調偏誤情況中，發現：母語為聲調語言的學生掌握漢語平、升、曲、降等調

型都不難，難點在於掌握相對音高模式不準，比音節大的單位如詞組，會常

常發錯。蔡整瑩、曹文（2002）對泰國學生調查了漢語聲調學習問題，結果

聲調偏誤為：陰平不夠高；陽平和去聲因有較長的預備段而使整個音節增

長；上聲則總以 2-1-1 形式出現。曾金金（1999）、關英偉（2000）、吳門吉、

胡明光（2004）等在其研究中也發現越南學生四聲與一聲掌握不好，很容易

被混淆。越南學生也把母語聲調發音模式套到漢語聲調模式。 

總的來說，漢語聲調學習對非聲調母語學生或有聲調母語的學生來講都

相當困難。「漢語聲調成為外籍學生的難點」（趙金銘 1999：360）。 

 

第三節 研究目標 

本論文希望能夠達到下面的研究目標： 

 通過實驗語音學進行越語和漢語聲調系統對比分析。 

 分析越南學生漢語中介聲調表現（調型、調域、調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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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調感知與聲調發音的關連性。 

 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聲調偏誤的比較。 

 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聲調難易度排序。 

 針對越南學生的聲調教學建議。 

 

 

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論文主要是分析越南學生漢語中介語聲調偏誤並提出教學建議。研究

語料包括： 

漢語單音節與雙音節組合，單音節包括漢語四個聲調，雙音節包括十六

種的各聲調組合，每種選三個測試字（詞）。 

研究對象一律都是在台灣學華語的越南北方學生。希望在語言環境相

同、母語一樣、以及學問背景相似中，可找出一些越南學生聲調學習之共同

點。 

越南學生錄的字詞表聲音檔，經過華語老師的審聽，並且透過語音分析

軟體 CSLTM（Computerized Speech Lab）3來分析盼能找出越南學生漢語聲調

之偏誤，並以中介語的理論來解釋其偏誤的原因。 

 

第五節 名詞定義 

一、 漢語（普通話） 

漢語即台灣的「國語」，或中國大陸的「普通話」。在本文中若偏向漢語

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時，有時稱「漢語」為「華語」或「華文」。 

二、 越南語和越南學生 

                                                 
3 Kay Elemetrics Corp. Model 4300B Software Version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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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語（簡稱為越語） 

越南語（或越語）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正式語言，大約有 6千 4百

萬人正在世界各地使用（Do The Dung 等人 1998）。越語有三大方言：北部

方言、中部方言和南部方言。本論文所說的越語就是以北方方言，首都河內

地區為標準語言。 

 越南學生 

本研究的越南學生是指在台學習漢語的越南北部地區的學生。 

三、 漢越音 

漢越音是越南式的漢字讀音（Nguyễn Tài Cẩn 2000:18）。 

當還沒有與漢語接觸之前，越南沒有可以用來記錄言語的符號系統。因

此，當漢字進入越南之後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越南正式使用的文字系統。當時

的越南人已經創造出一種獨特的讀音來念那些漢字，後來慢慢演變成現在的

漢越音。 

 

第六節 術語定義 

一、 聲調 

 趙元任（1959：55）：「聲調」這個名詞就代表利用嗓音的高低來辨別字

的異同的音位。 

 王燾、林理嘉（1992：123）：語言學之所以要研究音高、音強、音長這

些超音段成分，固然因為它們是語言中不可缺少的物理因素，但更重要

是因為它們往往和音質成分一樣有區別意義作用。……。這種區別音節

的意義的音高就是“聲調＂。 

 杜青（1999：231）：聲調是音節中固有的，能區別意義的聲音的高低升

降與曲直就叫做聲調。由於一個漢字就是一個音節，所以可以稱之為字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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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紅梅、武傳濤（2003：90）：聲調是貫穿於整個音節的具有區別意義作

用的讀音上的高低升降變化。……。聲調是由音高來決定的。音高的不

同就是由於發音時控制聲帶的緊鬆程度不同造成的。 

 

簡單地說，聲調就是字調，是貫穿整個音節，利用嗓音的高低來辨別字

的異同的音位。 

二、 調型、調值、調類以及調域 

《語言文字學常用辭典》4對於調型、調值、調類以及調域定義如下： 

（一） 調型（tone pattern） 

調型又稱調形。聲調之高低、升降、平曲及長短具體形式，通常有平、

升、降、降升和升降幾種，根據具體的音高高度又可以細分為高平、低降和

低降升等。北京話的陰平調為高平，陽平調為高升，上聲為低降升，去聲調

為高降。 

（二） 調值（tonal pitch value） 

調值就是聲調的相對音高值。由於音高是隨時間而變化的，所以調值通

常用一個聲調的首、尾和轉折點的音高值來表示。如北京話的四個聲調的調

值用五度制來表示分別為 5-5、3-5、2-1-4、5-1。 

（三） 調類（toneme） 

調類又稱調位。聲調的種類和名稱，是根據調型和調值歸納出來的。在

中古代漢語裡，有平、上、去、入四個調類，又叫四聲；現在漢語裡有陰平、

陽平；上聲、去聲等四個聲調。越語有平聲、玄聲、問聲、跌聲、銳聲和重

聲等六個調類。 

（四） 調域（register） 

調域是聲調的音高主要決定於基音的頻率。從聲調的最低音到最高音是基頻

                                                 
4
 蔡富有、郭龍生主編（2001）《語言文字學常用辭典》，北京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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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範圍，也就是聲調的調域（林燾、王理嘉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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