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過對比分析、錯誤分析了解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偏誤情況以及提

出教學建議，因此要進行兩種測驗：（一）漢語聲調對比測驗以及（2）越南

學生漢語聲調偏誤測驗。 

 

第一節 漢越聲調對比測驗 

本研究除了參考前人已經研究出來漢越聲調的結果之外，還通過計算機

語音分析軟體來描寫漢越聲調系統。聲調對比實驗包括： 

一、 越語聲調測驗 

（1） 發音人 

發音人數量為 1 男，3 女，從小就在河內市長大；教育背景為：大

學以上。語言背景比較單一，母語都是越語。另外，為了避免漢語聲調

之影響，發音人一律都沒有學過或接觸過漢語。外語背景為英語和法語

（語調語言）。 

（2） 測試字 

越語聲調的測試音節為：a[a]、yi[i]、bao[bau]、la[la]、ma[ma]

×六個聲調＝30 個測試音節。 

二、 漢語聲調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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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語料來源自曾金金（200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2004

年度數位學習科技計畫：「全球華語文數位學習及教學之設計、開發與檢測」

的子計畫之一」（計畫編號：B930034）中所錄製的語料庫。 

（1） 發音人 

發音人數量為 1 男，1 女，母語皆為普通話背景。實驗對象包括一

男一女。他們的母語皆為普通話背景。男發音人畢業於北京廣播學院撥

音系，目前在中國中央廣播電台擔任廣播員，外文為英語四級。女發音

人在北京語言文化大學電教中心工作，是教材錄音員。 

（2） 測試字 

漢語聲調的測試音節為：a[a]、yi[i]、bao[bau]、la[la]、ma[ma]×4

個聲調＝20 個測試音節。 

希望兩種語言（越語和漢語）在相同的聲母、韻母的音節中會可以

很正確地比較兩種語言之間聲調差別的地方。 

 

第二節 漢語聲調偏誤測驗 

本研究以橫斷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7，再以問卷調查、訪問、兩種測驗（聽

辨測驗與發音測驗）為研究手段。 

語言教學實踐表明，語音偏誤主要表現在兩個方面：聽辨偏誤和發音偏

誤。這兩者有非常密切的關係。不過，從第二語言習得理論的角度上觀察，

聽辨感知和發音能力在學習過程中是有差異的，兩者之間存在著不一致的情

況。開始學習的第一個階段中，有時候聽得出音卻不一定能夠發出音來，或

許有一些發音沒問題，不過聽辨顯示有偏誤。宋時黃（2003）在其碩士論文

裡經過實驗後發現：韓國學生在發漢語送氣音 k/kh/的時候，100％為母語者

所接受。但聽辨漢語 k/kh/時，只有 33％的正確率，67％的韓國學生把 k/kh/

聽成不送氣 g/k/，這就是對送不送氣音的聽辨不夠敏感所致（頁 44）。通常

華語老師只注重學生發出來的音而忽略了聽音過程，為了能夠充分地分析學

                                                 
7
 橫斷研究法（cross-sectional study）指的是在同一時間裡研究不同年齡組的越南學生漢

語聲調學習情形，並對其進行比較。每一個年齡組的受試者稱作一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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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語音偏誤以及成因，本研究設計了兩種測驗：聽辨測驗和發音測驗。 

一、 研究對象 

為了避免越南語方言的影響，本文的研究對象一律都是在台灣學華語的

越南北方學習者8。希望在語言環境相同、母語一樣、以及教育背景相似的

情況下找出這類越南學生中介聲調之共同點。 

本研究實驗對象人數為 18 個來自北越，不包括華僑、華裔。來台後，都

在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學習華語，每天上課時數均為兩個小時。

18 個受試者分成三組： 

（一） 甲組：學習漢語時間大約從 9個月到 12 個月（上課時間 360 至 480

小時）。 

（二） 乙組：學習漢語時間大約從 19 個月到 24 個月（上課時間 760 至 960

小時）。 

（三） 丙組：皆是中文系畢業生，學習漢語時間超過 48 個月（上課時間超

過 1920 小時）。按照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的「華語文能

力測驗」（CPT：Chinese Proficiency Test）之分級標準，這三組可分

成初級、中級和高級程度的學生9。其測驗內容、方式、步驟完全一

樣。希望從測驗的結果看到不同程度的越南學習者漢語聲調的情況。 

二、 字詞表設計 

林燾、王理嘉（1995）、吳宗濟（2004）等人都認為：普通話的句調由單

字調、二字調10（包括輕聲）作為它的“建築材料＂，亦即基本單元。這些

                                                 
8
 越語有三大方言：北部方言、中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就聲調來說，北、中、南地區的越

語確實不一樣：北方方言有六個聲調，南部和中部方言都有五個聲調（Doan Thien Thuat 
2002）。不過所謂越語（國語）是以北方方言為標準，代表地區為河內市。 
9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的「華語文能力測驗」（CPT：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對外籍學生華語程度分級標準為：初等（適合在台灣學習 360-480 小時以上或具備 1500

個詞彙量之外籍人士）、中等（適合在台灣學習 480-960 小時以上或具備 5000 個詞彙量

之外籍人士）和高等（適合在台灣學習 960 小時以上或具備 8000 個詞彙量之外籍人士） 
10
 吳宗濟（2004：144）對於一字調、二字調的定義如下：（1）字調（單字調）在單獨時

有其固定調型。大家早已熟悉，普通話單字調的基本調型（不算輕聲）有四種，通行的

描寫法是高平、中升、低降升和高降。他同時以三對區別特徵來區分漢語的四聲：升/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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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單元的調型在語句中雖然受語法、語氣的影響而有所變動，但基本上不

改變他們原有的模式───調型。這些基本單元的調型一般都具備辨義的功

能，它們是句調的基礎，而不是句調的附屬體（吳宗濟 2004：143）。 

因為漢語二字調在說話時是主要成分，所以本論文會針對探討越南學生

漢語一字調和二字調聲調進行偏誤分析。一字調（單音節詞）包括單音節各

聲調的區別，二字調（雙音節詞）不同聲調的組合方式（4×4＝16 組），每

一類取三個樣本，總測試項目為 60 個【即（4×3）＋（16×3）＝60】。字表

選擇原則如下： 

 所選的測試項目均為有意義的字詞。 

 本論文只著重探討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偏誤分析（以一字調和二字調為

主），所以採取的材料盡量以越語系統裡面也有的聲母、韻母作為考量

的依據，以避免因為聲母、韻母而影響到聲調的聽辨和發音。聲母難度

等級乃依據傅氏梅（2002）在其碩士論文所總結、歸納出來的結果（請

參考附錄 7、附錄 8），把漢語聲母分成零級、一級、二級和三級，零

級是漢語和越語音系中發音部位、發音方法及其音值完全相同的音素，

如 m/m/、n/n/與 l/l/；一級包括漢語與越語音系都有成分，但在兩種

語言裡，他們使用的拼音符號形式不一樣，如 d/t/（漢語）與 t/t/（越

語）、b/p/（漢語）與 p/p/（越語）；二級包括漢語有，越語只有相近

的音素（即發音部位，發音方法接近），如漢語 x/\/（舌面、清擦音）

與越語 x/s/（舌尖齒背、清擦音）、漢語 zh/%/（舌尖後、清塞擦音）

與越語 tr//（舌尖齒齦、清塞音）；三級是漢語有，越語完全沒有，也

沒有相近的成分；或越語有，漢語完全沒有，也沒有相近的成分，如：

漢語的送氣音 ch/T/、q/F/，或越南語的顫音 r/r/等。本研究在挑選

字詞時，只使用零級跟一級的字詞（漢語和越語音系中發音部位、發音

方法及其音質完全相同的音素；漢語與越語音系都有的音，但在這兩種

語言裡使用的拼音符號不一樣）。 

漢越韻母對照表和難易度由研究者根據林燾、王理嘉（1995）所描

                                                                                                                                              
平/曲；高、低（頁 144～145）；（2）二字調指二字組合的連讀變調。普通話中凡兩個字

連在一起讀時，不論它是一個詞或是一個意群，都會造成連讀變調。它的調型基本上是

兩個原調型的相連序列，但受連讀影響使前後兩調或縮短或變低而構成十六種組合（不

含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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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漢語單韻母特徵，再根據 Mai Ngoc Chu、Vu Duc Ngheu、Hoang 

Trong Phien（2003）所描述的越語單韻母特徵為依據進行比較（請見附

錄 9、附錄 10）。在（附錄 10）中也把漢語單韻母難易度分成三級：

零級是漢語和越語音系中發音部位、發音方法及其音質完全相同的音

素，如漢語 i/i/與越語 i/i/、漢語 a/a/與越語 a/a/；一級包括漢語與

越語音系都有的音素，但在這兩種語言裡使用的拼音符號不一樣，如漢

語 e/e/與越語 ê/e/；漢語 ie 中的 e/E/與越語 e/E/；二級是漢語有，

越語只有相近的音素；或越語有，漢語只有相近的音素（即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接近），如越語 â//（後，不圓唇，短，半高）、漢語 e/E/、

後，不圓唇、半高；三級是漢語有，越語完全沒有；或越語有，漢語沒

有，也沒有相近的成分，如漢語的 ü/y/、e//；越語的 o//、ǎ//。
本研究之漢語聲調偏誤測驗只採用零級和一級的韻母。 

 測試字詞表選自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Mandarin Training 

Centre: MTC）所編的「實用視聽華語 I」（主編：葉德明教授；出版年：

1996 年）。因為本研究之受試者在 MTC 都學過這本教材，這樣可以避

免初級程度的學習者在看漢字時因沒有學過而引起緊張、口吃或以迴避

作為策略（Schachter 1974）11。宋時黃（2003）在其論文直接借用朱川

（1997）所設計的百字表，其中有一些字，因為受試者不認得所以發不

出這個音來，如：翁（不認得“翁＂字的佔 50％）；擁（不認得“擁＂

字的佔 67％）；葷（不認得“葷＂字的佔 67％）等等。所以本實驗所選

用的字詞表是受試者都學過的字詞。 

 「實用視聽華語 I」總共有生字、生詞 819 條，其中單字調有 337 條，

雙字調有 439 條。研究者先從生詞表挑出一字詞調、二字調的詞、進行

分類12（二字調分為 16 組）、再根據聲母、韻母難易度等級模式選出零

級和一級的單字調 12 個，雙字調 48 個作為測試語料（請見附錄五第二

部分）。 

 盡量避免挑選多音字、詞，以免發音測驗時會導致不一致的現象，如兩

岸讀音不同：法國（fa4guo2 和 fa3guo2）、星期（xing1qi2 和 xing1qi1）、

                                                 
11
 轉載於沈曉楠（1989）《關於美國人學習漢語聲調》《世界漢語教學》，第三期，頁 159 

12
 4+4 聲調組合組按照聲母和韻母零級和一級只有兩組，2+4 聲調組合組為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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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gong1fu1 和 gong1fu0）等等類似的字詞。 

測驗字詞表排列順序是按照課本的順序編排。聽辨測驗和發音測驗都用

同樣的字詞表，實驗順序為先進行聽辨測驗，再進行發音測驗。 

三、 漢語聲調聽辨與發音偏誤測驗 

（一） 聽辨測驗 

（1） 越南學生聽辨測驗語料來源 

就上面所設計出來的字詞表請一個母語者（學歷為碩士；母語為國語；

職業為華語老師）來念。每個字念兩次，每次間隔十秒，字序號都念出來。

錄音軟體為 Adobe Audition 1.5，播音軟體為 Gold Wave v5.08。錄音和播音

都用電腦操作。 

（2） 實施過程 

聽辨測驗進行方式為先聽字表，後填問卷。聽辨測驗每個字聽兩次，中

間間隔為 10 秒，受試者聽完一個詞之後就填寫他剛聽到的是第幾聲。 

問卷為越語版，共 19 題，主要為調查越南學生對漢語聲調的認知及難

易度。越語版問卷包括：基本資料，一字調和二字調的聲調認知調查。基本

資料部分請受試者填寫年齡、性別、母語、外語、學習漢語背景、學習時間

以及學習目的。受試者先聽字詞表，再標出他所聽到的是第幾聲。 

（3） 結果分析 

先統計學生的偏誤，再進行分類、歸納，整理偏誤比例並探討和產生偏

誤的原因。 

（二） 發音測驗 

語言學習是為了溝通，學習者是否可以用所學習的語言來表達自己的意

思是非常重要的。在學習語音的過程中，學生是否可以正確地發出已經聽到

的音，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越南學生漢語聲調發音的研究包括兩個部

分：越南學習者發音部分以及母語者聽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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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音研究過程 

研究樣本為越籍學習者 18 位（分成三組）。先請他們照著字表念單音節

詞和雙音節詞。利用 TASCAM MD（MiniDisc Recorder/Player），型號

MD-801R/MD-801P 在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語音實驗室

（Room 1017）錄製學習者的發音，之後輸入到電腦轉成「.wav」聲音檔，

用 CSLTM（Computerized Speech Lab）13或 praat14進行語圖分析。 

（2） 母語者聽辨越南學生發音測驗 

七名華語老師對越南學生的發音語料進行聲調聽辨15。這些華語老師均

受過語音學訓練、辨音敏銳度高。華語老師可用漢字、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

紀錄他們所聽到的聲調（附錄 5），也可以漢字描寫如：不夠低。在進行聽

辨時，原則上希望這些漢語老師憑自己第一次聽到的感知來判斷，不過，若

不太確定的話，還是可以反覆聽到可以分辨為止（老師聽音和記錄都用電腦

操作）。 

第三節 語音聲學分析 

通過與標準普通話聲學特徵的對比可以定出越南學生中介聲調和目的

語系統聲調模式差區的大小。為了研究越南學生中介語的聲學特徵，本研究

利用 CSLTM（Computerized Speech Lab）進行語圖分析。再以林燾、王理嘉

（1995）的五度制標調計算方式把中介聲調頻率換算成五度制16。其換算公

式為： 

（一） 測量調域的最低頻率值，最高頻率值，將其轉換成對數值。例如：最

低頻率值為 100Hz，最高頻率值為 300Hz，100 的對數是 2.00，300

的對數是 2.48。 

                                                 
13
 Kay Elemetrics Corp. Model 4300B Software Version 5.X 

14 Praat：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Paul Boersma and David Weenink，Institute of Phonetic 
Sciences，University of Amsterdam Herengracht 338，1016CG Amsterdam，The Netherlands）
（免費下載網址：http://www.fon.hum.uva.nl/praat/） 
15
 每位華語老師聽辨所有 18 位學生的聲音檔，以華語老師聽辨的結果作為分析的依據。 

16
 為了能夠了解越南學生中介聲調以及與母語者的聲調做比較，母語者的聲調與越南學

生聲調一律換算成 5 度制標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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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計算出二者之間的對數差，除以 5，求得五度標調制的一度差距，

如（2.48-2.00）÷5＝0.096。 

（三） 算出各度的對數值，從低到高五度制每增加一度，頻率對數值增加

0.096，例如：第一度的對數值為 2.00 - 2.09、或第二度的對數值

為 2.09 - 2.19。 

（四） 算出各度對應的頻率值，換算結果如下： 

  對數值（log10）頻率值 頻率差 

5 度 2.39  - 2.48 245 -300 59（55）

4 度 2.29  - 2.39 195 -245 48（50）

3 度 2.19  - 2.29 155 -195 38（40）

2 度 2.09  - 2.19 125 -155 31（30）

1 度 2.00  - 2.09 100 -125 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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