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語音是語言的特徵之一，因而也是語言教學的基礎。每種語言都有自己

的語音特徵。不同的語音特徵造成了人們學習第二語言的困難。對外漢語教

學非常注重在研究外國學生漢語語音研究方面的習得以及其偏誤分析。在成

人的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母語的干擾始終會存在。要排除掉第二語言學習

者從母語中所帶來的根深蒂固的語音、聲調習慣（如母語中有聲調的話），

是語音教學中長期而且艱鉅的任務。為了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很多針對漢語

作為第二語言學習之外國學習者的研究員、華語老師或語言學家都進行有關

漢語語音的研究。聲調一向都是外籍學生學習漢語之難點（王韞佳 1995；

趙金銘 1999；關鍵 2000 等人）。研究外籍學生中介語聲調時，很多研究者

都從偏誤角度去探討，再從各方面找出導致偏誤的原因（進行對比分析）。 

 

第一節 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偏誤的研究 

新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開始於 1950 年代。到現在已經走了五十多

年的歷程並且獲得不少的成果。近二十多年來，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的蓬勃發

展，不僅在發展速度、規模和層次上有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在師資隊伍、

教學、科研和教材建設諸多方面已都取得令人鼓舞的成就。 

一、 對外漢語聲調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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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聲調的有無，可以把世界上的語言分為聲調語言和非聲調語言。所

謂非聲調語言，即「不是音節沒有高低降升的音高變化，只是這種變化只能

起改變語氣作用，並不能區別意義」（林燾、王理嘉 1997：123），若其具有

區別意義功能的，即是聲調語言。 

以往對留學生漢語聲調學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母語為非聲調語言的

學習者身上，如美、日、韓學生等等。以美國學生為研究對象的有余藹芹

（1988）《聲調教學的商榷》、沈曉楠（1989）《關於美國人學習漢語聲調》、

王韞佳（1995）《也談美國人學習漢語聲調》、李東輝（1997）《美國大學生

華語聲調習得順序出探》等研究。以日、韓籍學生為研究對象的有朱川（1997）

《外國學生漢語語音學習對策》、何平（1997）《談論日本學生的初級漢語語

音教學》、劉藝（1998）《日韓學生的漢語聲調分析》、王幼敏（1999）《日本

人學漢語發音錯誤分析及思考》、田園（2003）《從日本留學生的漢語聲調偏

誤分析談對日學生聲調教學》。 

對母語為聲調語言的研究有趙金銘（1999）《從一些聲調語言的聲調說

到漢語聲調》、曾金金（1999）《東南亞學生華語聲調聽辨分析》、關英偉（2000）

《越南留學生漢語學習中的語音難點和偏誤分析》、蔡整瑩及曹文（2002）

《泰國學生漢語語音偏誤分析》、吳門吉、胡明光（2004）《越南學生漢語聲

調偏誤逆因》，袁焱等人（2004）《越南學生漢語習得中的語音偏誤標記研

究》。其中，曾金金（1999）論文裡的研究包含在台的越南學生學習漢語聲

調之聽辨分析，關英偉（2000）、袁焱等人（2004）研究越南留學生漢語聲

母、韻母和聲調之學習難點，吳門吉、胡明光（2004）專門討論造成越南學

生漢語聲調偏誤的原因。 

二、 母語為非聲調語言的學生漢語聲調偏誤 

（一） 美籍學生漢語聲調偏誤 

余藹芹（1988）在研究美籍學生時發現：普通話第三聲（上聲）是最難

掌握的一個聲調，一半的偏誤是把它念成第二聲（陽平），不管單獨用還是

與別的聲調組合用，或不管初級班的學生還是中級、高級班的學生都會有這

樣的偏誤。第一聲（陰平）和第四聲（去聲）比較容易掌握。他把美國學生

的漢語聲調難易度排序為：第一聲最容易掌握，其次是第四聲和第二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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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最難。沈曉楠（1989）進行調查了八個美國學生漢語聲調發音後得到不

同的發現：陰、陽、上、去、輕五個聲調中，去聲的偏誤比率最高，陰平其

次，陽平、上聲和輕聲的偏誤率相差無幾，偏誤類型主要是在調域而不是在

調型方面，即低調域用於高調域，或反之，高平調（陰平）高度為 5-5 發成

2-2 或 3-3 等。王韞嘉（1995）調查六個美國學生後得到結果：美籍學生陰

平的正確率最高，去聲其次，上聲再次，陽平最低。陰平和去聲的正確率較

為接近，陽平和上聲較為接近。其中，陰平讀為升、降、曲折調都有。陽平

主要是被讀為調值與半上聲相同的低平調，另外也有一些被讀成調值與陰平

相同的高平調。上聲偏誤在於掌握變調不太好。去聲偏誤表現為音高範圍比

較窄，起點偏低，終點過高。李東輝（1997）在探討美國大學生對華語語音

系統中的各聲調習得順序調查中，發現：陽平在發聲測試當中偏誤率最低，

因此發聲難度也是最低；陰平和上聲的發聲難度次之；去聲是四聲當中發聲

難度最高的。四位研究者對於漢語聲調學習的難易度排序如表下： 

表 1：美國學生漢語聲調難易度排列 

研究者（年度） 難→易 

余藹芹（1988） 3 4 2 1 

沈曉楠（1989） 4 1 2 3 

王韞嘉（1995） 2 3 4 1 

李東輝（1997） 4 3 1 2 

 

（二） 日韓學生漢語聲調偏誤 

王幼敏（1999）指出：在日本人學習漢語發音的過程中，聲調是最不穩

定、最不容易掌握、最容易被遺忘的因素。朱川（1997）對於日韓學生漢語

聲調偏誤分析中指出：日籍學習者聲調從易到難的排序為：1→4→3→2（陰

平→去聲→上聲→陽平）；韓籍學生漢語聲調最難掌握的為上聲，其他聲調

並沒有提到。王幼敏（1999）的研究中顯示：日本學生上聲最困難，去聲是

日本學生的通病，陽平排後面，比較容易掌握的是陰平。田園（2002）調查

了 13 位在中國留學的日本學生漢語聲調從易到難的排序順序為：1→4→2

→3（陰平→去聲→陽平→上聲）。 

宋時黃（2003）在其碩士論文裡提出：韓國學生漢語聲調可懂度，上聲

低於其他聲調；在漢語聲調聽辨正確率上，陽平遠低於其他聲調。陽平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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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在可懂度上與聽辨上的確是韓國學生困難的聲調。 

為什麼上聲或陽平或去聲或陰平對這些外籍學生帶來不少困難呢？對

於這個問題就有不同的解釋。 

余藹芹（1988）對於聲調難易度解釋如下：從調值來看，漢語第三聲是

四個聲調裡頭最複雜的一個。從發音原理上說，無形中是兩個簡單的聲調合

併為一，發音時要先降下在往上揚。對於為何第三聲發錯為陽平，他認為：

從發音原理上看，兩者（第三聲與第二聲）都包含有升調的曲線，調型相似，

當然很容易相混。另外，三聲在三聲之前要發成後半上（與第二聲發音非常

相似），如果這條件掌握不好，就很容易誤以為上聲與所有的聲調結合時都

發成後半上。在音理上，第二聲是單純的升調，比第三聲的低降中升調簡單，

比較容易掌握，捨難就易是很自然的傾向。Lehiste（1970）指出英語中音高

與重音相聯，高調被操英語者視為重音（轉載自沈曉楠 1989）。沈曉楠表明

她完全接受 Lehiste（1970）的看法並認為：漢語中的高聲調（陰平與去聲）

可被操英語者視為重讀音。英語中的輕讀音節通常最低，因此漢語低聲調（上

聲）可被操英語者視為輕讀音。所以，當學習漢語的美國學生聽到一些音節

比另一些高時，他們立即將這些音節理解為重讀音節。因此，對學習漢語的

美國學生來講，陰平和去聲比其他聲調更易於接受英語的干擾（沈曉楠

1989）。 

三、 母語為聲調語言的學生漢語聲調偏誤 

趙金銘 1999 年在《從一些聲調語言說到漢語聲調》一文中，分別考查

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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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母語為

聲調語言的學習者發漢語聲調較為正確，與漢語聲調較接近，說明母語的聲

調對學習漢語的聲調有正遷移作用，使他們能夠把握住聲調的高低；而母語

為語調語言的學習者，多用母語語調來處理漢語音節的聲調，往往還保留著

以整個的詞來處理高低升降變化的痕跡。 

蔡整瑩、曹文（2002）對於泰國學生進行調查漢語聲調學習問題的發現：

泰國學生學習漢語語音的時候，大多使用母語的聲調來替代漢語的聲調，所

以偏誤通常都是陰平上不去，陽平、去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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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學習的研究 

如前文所述，越語也是屬於聲調語言。越語中的每一個字都有一個聲

調。有關越南學生學習漢語聲調的研究有曾金金（1999）、關英偉（2000）、

袁焱等（2004）、吳門吉、胡明光（2004）等。其中，吳門吉、胡明光（2004）

更進一步地探討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偏誤以及其原因。對於研究越南學生語音

問題，特別是聲調方面，這幾年才剛剛開始，不過這些論文都很有參考的價

值。 

曾金金（1999）研究東南亞學生漢語聲調聽辨時發現：東南亞學生漢語

聲調聽辨測驗中，輕聲錯誤比例高居第一位，佔總錯誤的 25％，其次為第

一聲，錯誤比例為 24％，第二聲為 23％，第四聲為 16％，第三聲聽辨比例

最低，僅有 13％。不過，這五名越南學生的聽辨錯誤最多卻為陰平，佔錯

誤比例最多（34％），而且還很容易把第一聲聽成第四聲，佔總錯誤比例的

17％。 

關英偉（2000）在廣西師範大學（廣西，桂林）進行研究越南留學生的

漢語語音問題，其中有一項目，針對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學習加以探討，她發

現：越語雖然有五個聲調，但是聲調的調值與漢語的有很大的不同，調類的

系統也有很大的差異。她還強調說：漢語聲調對越南學生來說仍然是一個學

習的難點。雖然在學習漢語聲調時比歐美學生更容易先入為主，但是由於受

母語干擾的影響，把漢語的聲調分別用越語對號入座，糾正起來難度更大。 

袁焱等（2004）的研究中，結果顯示：越南語聲調對越南學生漢語語音

習得的負遷移作用主要表現在：陰平偏低（越南語平聲是半高調，即 4-4

調）、上聲升不到位（越南學生受母語中的問聲 2-1-2 的影響，上聲升的不

夠高）、去聲起點低（越語重聲為 2-1，越南學生受母語影響所以把漢語去

聲發為 2-1 或 3-2，起點偏低）。 

在研究越南學生學習漢語聲調時，曾金金（1999）、關英偉（2000）、吳

門吉、胡明光（2004）等人都發現：越南學生漢語去聲的聽辨也好，發音也

好，都非常有問題。吳門吉、胡明光（2004）想要探討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偏

誤成因。他們調查了 12 位越南學生（6 男，6 女）。這些越南學生學習漢語

的時間不盡相同，有四位學了四個月，兩位學了 10 個月，一位學了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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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學了兩年，還有另外兩位為碩士一年級學生。測驗語料為漢語單音節

詞和雙音節詞的 16 種聲調組合組，得到的結果從易到難排序為：陽平，陰

平，上聲，去聲。針對去聲偏誤最嚴重的現象，吳門吉、胡明光（2004）從

母語與目的語聲調對比角度來解釋，他們認為：越語六個聲調中沒有全降調

（51），調型後半部或升或降都很短促，沒有像漢語聲調那樣平滑均勻。越

南學生漢語聲調偏誤大部分也是來自母語干擾：陰平念為 44 或 442；去聲

念為陰平或與陰平聲相混淆；陽平念為 45 或 445；上聲後半部分調值達不

到第四高度等，都是與漢語某個音或相似的音互相影響。針對這個問題，關

英偉（2000）也認同上面兩位學者的看法：因為越語中沒有與漢語去聲相對

應的調值，越語有五個聲調1，可以說是以升調為主2（三個聲調都是升調），

越語只有一個降調，起點很低（31 或 21），漢語去聲是高降調，起點很高，

越南學生不容易掌握，所以他們很自然地用母語現有的一個降調來套在漢語

去聲學習。結果造成越南學生漢語去聲起點比較低，調域也比較窄，有傾向

靠近於陰平。 

上面所述的三個關於越南學生學習漢語聲調偏誤研究，雖然對越南漢語

教學工作很有幫助，不過還是不夠全面。這些研究有一些問題存在： 

 研究性質限制：上面所提到的一些研究只停留在單向研究（越南學生聽

辨測驗或發音測驗），沒有做到雙向研究（聽辨與發音測驗）。趙金銘

（1999）認為：學習漢語發音，必須先練習聽音，如果耳朵聽不出語音

的差別，口也發不出不同的語音。語言學習最終的目的是溝通，如果光

是研究學生聽辨的話，不知道學生的輸出，或是光研究其聲調發音，難

以解釋偏誤現象。 

 研究對象（越南學生）的數量、漢語水平等還有限制：曾金金（1999）

研究東南亞學生，其中，包括五名在台學習華語的越南學生；關英偉

（2000）研究中並沒有提到研究對象之選擇與分布；吳門吉、胡明光

（2004）研究中，學生數量為12個人，不過未提到屬於哪一個越語方言

區。因為，越南面積大，地形長，方言多，不同地方的越南學生所受之

方言影響也有差別。 

                                                 
1
 標準的越語有六個聲調，南方方言有五個聲調 

2
 南方方言聲調特點，北方方言卻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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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學生母語聲調知識不夠了解：因為越語方言多，所以在調查某個學生

群時，先要了解其母語情況並且說明清楚，以免套用南方方言聲調系統

來解釋越南北方學生聲調偏誤，或套用北方方言聲調系統來解釋越南南

方學生聲調偏誤的現象。對於學生母語不了解，就很難從母語干擾的角

度來解釋聲調的偏誤。 

 

 

第二節 對比分析、偏誤分析和中介語理論 

一、 對比分析 

這個理論是由 Robert Lado（1957）提出。他的對比研究是一種在語音、

語法和文化層次上對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進行嚴格的、逐一比較的體系。該

對比研究的理論基礎和焦點是語言遷移，目的是幫助外語教學解決第一語言

轉移(First Language Transfer)的問題。R.Lado 認為第一語言轉移對第二

語言習得有不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不好的一面就是我們常說的“負遷

移＂(Negative Transfer)，好的一面是“正遷移＂(Positive Transfer)。在

第二語言學習中，他認為學生們最難學的是與他們母語最不相同的地方，相

同的或類似的方面則是學生較容易掌握的。 

不過，對比分析的一個嚴重缺陷是它不是通過分析學生對第二語言的實

際使用來預測第二語言學習中的難易，這就不可避免地造成預測的不準確。

許多研究已經證明兩種語言近似的地方才是學生感覺最困難的地方（趙金銘

1997）。而且語言學習者並不總是採用將母語規則“轉移＂到第二語言上的

方式，有時他們也採取回避策略而避免使用母語中不存在的結構。 

60 年代，在對比分析剛出現時，很多人都認為，只要知道了母語和目的

語的異同，就可以預測出在目的語的學習中會出現什麼偏誤，而一旦產生偏

誤，也可以用對比分析的方法作出分析和解釋。後來，又發現外語學習中的

偏誤並不能完全地、準確地用對比分析的方法預測、解釋和分析，尤其是在

語法、語音和詞彙方面。後來的統計資料也證明了這種懷疑是不無道理的。



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偏誤分析 

 17

因此，到了 60 年代末，一種新的分析外語學習中的偏誤理論就應運而生了，

這就是中介語理論。 

二、 錯誤(mistake)與偏誤(error) 

偏誤分析首先須對語言偏誤進行定義。失誤或錯誤（mistake）是指偶然

產生的口誤或筆誤，是說話人在緊張或走神而臨時沒有正確使用已知的語言

系統所導致的。這種錯誤沒有規律，也不能反映說話人的語言能力，任何人

使用母語或外語都可能發生錯誤，但如果說話人意識到馬上，就可以自己糾

正，下次不一定會犯同樣的錯誤（魯健驥 1999：12） 

偏誤（error）指的是學習外語的人在使用外語進行交際時，所使用的形

式與所學外語的標準形式之間有系統性的差距，表現在語言的各個層面上，

如語音、語法、詞彙、篇章、語用等等。我們把這種系統性的差距叫做“偏

誤＂。總的來說，“錯誤＂（mistake）是說母語時也可能出現的。但“偏

誤＂則是學習外語的人才會有，是多發的、有規律的。學習外語的人只有經

過反覆糾正偏誤，他所使用的外語才能逐步接近該語言的標準形式（魯健驥

1999：12）。 

由此可見，“偏誤＂屬於第二語言習得範疇，是有規律可循的，只有學

習第二語言的人才會產生偏誤。換句話說，“偏誤＂是指由於目的語掌握不

好而產生的一種規律性錯誤，它偏離了目的語的軌道，反映了說話者的語言

能力和水平。外籍學生在學習漢語時，錯誤和偏誤兩者都可能發生。不過從

事漢語教學者的工作，就是要盡量了解學生的偏誤。 

三、 偏誤分析與偏誤類型 

（一） 偏誤分析 

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是一種對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中的偏誤進行

分析研究，從而了解第二語言習得過程的方法。偏誤分析的興起，主要是由

於對比分析只重視母語與目標語之間異同的比較，而對在目標語學習過程

中，目標語本身內部結構的複雜而造成的偏誤，無法提供科學的解釋。 

魯健驥（1999）曾說到：所謂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就是發現外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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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發生偏誤的規律的過程，這包括偏誤是怎麼樣產生的，在不同的學習階

段會產生什麼樣的偏誤等等。偏誤分析的意義在於能夠使外語教學更為有

效、更為有針對性。 

（二） 偏誤類型 

傅氏梅（2002）在《論越南學生對漢語聲母的聽覺與發音偏誤》一文中，

按照偏誤之性質將其分成下面幾種： 

偏誤可以從不同的角度進行分類。（1）有的語言教育家根據偏誤的嚴重

性將其分為整體性偏誤和局部性偏誤；（2）有的根據中介語的發展過程，把

偏誤分為前系統偏誤、系統偏誤和後系統偏誤等；（3）有的則根據學習者的

母語與目的語之間的關係，把偏誤分為語內偏誤（指由於對目的語規則掌握

不全面或因錯誤推斷而造成的偏誤）和語際偏誤（指由於第一語言的干擾造

成的偏誤）；（4）也有的學者從偏誤的本質來探討，將其分為兩類：理解偏

誤和表達偏誤；（5）也有人把偏誤分成三類：偶然性偏誤、對比性偏誤、非

對比性的偏誤等等幾種偏誤種類（頁 9）。 

在語音偏誤分析中，理解偏誤和表達偏誤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外

國人學漢語時，常先了解語言的規則、特徵、形式之後再進行表達。在理解

過程中，學習者有可能誤解目的語的某一個項目或語言規則而產生偏誤，進

而導致表達上的偏誤。不過，表達偏誤的成因，不一定只由理解偏誤造成，

可能綜合很多因素。就語音的聽和說而言，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是不可分開

的。學習者先從聽開始，就是先了解語音系統的特徵、結構、規則等等，再

來把自己已經理解的內容表達出來，表達動作就是發音的過程。研究者認

為，所謂理解偏誤，就是因學習者在聽的過程中，對各種各樣的因素掌握不

正確所造成的；表達偏誤，就是學習者在發某個音或說某句話時，不準確的

語音表達所造成的。因此，本文在探討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偏誤時，採用「理

解偏誤和表達偏誤」進行研究越南學生漢語聲調的聽力與發音的難點表現。 

四、 對比分析、偏誤分析和中介語理論在漢語教學上的貢獻 

70 年代以前，語言對比分析主要研究母語對目的語的干擾所產生的錯

誤，到 70 年代，偏誤分析主要研究在外語習得過程中，由於外語語言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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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複雜因素而引起的偏誤，它是建立在外語習得理論基礎上的。偏誤分

析理論認為，外語習得和母語習得過程一樣，學習外語學生的偏誤反映了他

們對外語規則的習得過程，這是一種正常現象。它和 70 年代以前對比分析

理論認為要儘量避免偏誤的看法是不同的。偏誤分析得出的結論是，習得者

在習得過程中所犯的錯誤不完全是母語干擾的問題，也不是對比分析完全能

預測的。偏誤分析可以發現除了母語干擾外的其他一些類型的錯誤，並提供

學習者在習得過程中實際所犯錯的情況，而能有針對性地進行教學。偏誤分

析是對學習者的實際語言偏誤進行分析，因而不會像對比分析那樣碰到諸如

語言的對應性和對比標準的問題。然而，儘管偏誤分析可以找出一些與母語

干擾無關的錯誤，但是並不能完全反映學習者在目的語的習得中遇到的所有

困難和問題。在偏誤分析過程中，要對學習者的偏誤進行分類和解釋，沒有

對比分析的幫助幾乎也是不可能的。由此可見，對比分析和偏誤分析各有所

長，並不能互相取代，但可以互相補充，並統一在中介語研究的框架中，對

學習者習得目的語的偏誤進行分析研究。 

對比分析、偏誤分析和中介語的關係極為密切。在習得第二語言的過程

中，發生偏誤是不可避免的。有人認為，對比分析、偏誤分析和中介語是一

個目標的三個方向（美國 S.N.Sridhar，引自張起旺 1999）。這個目標是通過

對比分析、偏誤分析和中介語研究，揭示第二語言的習得規律和習得過程，

使學習者掌握所學的目的語。偏誤分析是對比分析的發展和深化。偏誤分析

是在中介語理論指導下形成並發展起來的，偏誤分析的目的是通過對學生在

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的偏誤現象分析，揭示第二語言的習得規律，了解學生

的學習過程、學習步驟和學習策略。偏誤分析是研究中介語理論的基礎，偏

誤分析要以中介語理論為指導，中介語理論要以偏誤分析來論證。中介語理

論的建立，最終取決於偏誤分析研究的成果。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分析學生學習漢語語音、詞彙、語法和語用等方面

的錯誤，對教學是有啟發作用的。外國學習者學習漢語所犯的偏誤，正是他

們學習的難點，也是我們教學的重點，並且能部分地反映漢語和學習者母語

的區別，以及他們學習和習得漢語的情况。因此，學習者所犯的語言偏誤，

往往引起教師的重視，使老師在教學過程中注意收集、分析這些偏誤，並在

語言學、心理學以及偏誤分析理論的指導下進行分析研究，找出一些規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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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有效地指導教學。 

五、 中介語理論 

中介語是近三十年來第二語言習得領域中的一個重要話題。此理論是由

William Nemser（1971）最早提出的概念。Selinker 於 1972 年在其題為

Interlanguage 的論文中首次使用中介語（Interlanguage）這個術語。目前中

介語是用來解釋和分析外語習得的理論基礎。對於中介語這個術語的定義如

下： 

魯健驥（1999：22）：「中介語指的是由於學習外語的人在學習過程中，

對於目的語的規律所做的不正確的歸納與推論而產生一個語言系統。這一系

統既不同於學習者的母語，又區別於他所學的目的語。」 

呂必松（1993）：中介語（interlanguage）是指第二語言學習者特有的目的

語系統，這種語言系統在語音、詞彙、語法、文化和交際等方面，既不同於

學習者第一語言，也不同於目的語，而是一種隨著學習的進展向目的語正確

的形式逐漸靠攏的動態語言系統。 

中介語的特點是：（一）中介語是學習者自己創造出來的一套語言系統；

（二）它是介於母語和目的語之間的語言系統；（三）這種語言系統不是固

定不變的，而是動態的，隨著學習的進展越來越接近目的語。 

中介語的產生是多方面心理因素影響的結果。Selinker（1972）認為「中

介語」是通過以下五個方面而產生： 

（1） 語言轉移：「中介語」中的一些語言規則、語言現象是從學生的第一語

言轉移過來的。 

（2） 對第二語言規則的過度概括化：學生由於掌握目的語知識的不足，把

它所學的不充分的、有限的目的語知識，套在新的語言現象上，結果

產生偏誤。這種偏誤在心理學上叫做「過度泛化」（overgeneralization）。 

（3） 語言訓練的轉移：有些「中介語」現象是由於教師的訓練方式所造成。 

（4） 學習第二語言的策略：通常學生善於使用比較簡單、易記、易學的方

法 

（5） 交際策略：如避免使用某些難音、某些難用的詞或語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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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介語系統來說，主要是（1）、（2）、（3）三項因素影響的結果。至於

語音偏誤來說，還是以母語的負遷移為主（魯健驥 1999）。 

母語的負遷移有兩種情況：用母語的音來代替目的語的音，或用母語中

近似的音來模擬目的語的音。越南學生在習得漢語聲調時，兩種情況都會發

生。因為越語跟漢語一樣都是聲調語言，而且越語聲調是因為受漢語影響才

產生的（見 2.2.1）。從歷史的角度來看，越語聲調系統源自漢語聲調系統。

因此，越語聲調跟漢語聲調就有一些類似之處，但兩者又不完全相同，因而

給越南學生帶來不少麻煩（請見第四章漢越聲調對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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