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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Lời Cảm Ơn 

回首華研所四年的學習過程，經過了種種的酸甜苦辣，宛如走過了一

段小小的人生旅程。途中的我跌跌撞撞，差點就要放棄旅程，但很慶幸每當

我鬆開手，總有貴人給予力量，讓我有勇氣拼命向前。此刻，論文終於寫得

差不多了，我要在這裡跟我的貴人們表達深切的謝意。 

首先由衷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曾金金老師，從老師的「教學實習」、「語

音實驗學」、「語音專題研究」等課，讓我能夠跟語音打上交道，同時也學到

對外華語教學相關的很多知識。在研究過程，謝謝曾老師的細心指導以及您

所給予的許多建議。此外，課業之餘忙於兼職、照顧小孩的我，每次進度都

很落後，但老師還是願意等待以及鼓勵我，真是很感激您的慈悲、耐心與包

容！我也要深深地感謝我的口試委員蔣為文老師和劉慧娟老師。感謝兩位的

指教以及很多寶貴建議，讓我更明白做研究的規則與方法，同時可以跟著各

位的指引改善本論文。也很感謝蔣老師送書給我，劉老師跟我分享您的研

究！ 

此外，我要向華研所的各位師長奉上謝意。在各位的教導下，我才有

機會熟悉對外華語教學的相關知識與經驗。從各位學到的不只是專業領域的

知識，還有愛業敬業的精神。雖然各位老師每天都很忙碌，但從您身上永遠

看到的都是滿滿的光輝與喜樂，是我們永遠的一生師表。在此特別感謝葉德

明老師，從葉奶奶的「華語正音與表達」課程我才開始去注意自己的發音，

從而有意願要寫發音訓練相關的論文。 

在實驗漫長的過程中，感恩我的兩位好朋友願意擔任受試者，感恩華

研所的同學：秀慈、巧庭、承翰、宇婕提出一己之力。幸虧有你們全程的幫

忙與配合才能讓本論文順利完成。也謝謝侑仟、又慎、聖芳隨時隨地給我幫

忙。謝謝所上的王助教和林助教，在行政上提供很多協助。 

為專心寫論文，先生和女兒都回越南去，我一個人留在臺灣自己奮鬥，

碰到挫折時老是覺得既孤單又無助，幸好有一群摯友總是在我轉頭的瞬間給

我擁抱以及鼓勵：遠在越南的 Lan, Hơp̣, Hiếu, A. Luân, Phi, Trang, C. Mít, C. 

Hoa, C. Huyền, C. Trang; 近在臺灣的 A. Dũng, Diêp̣, Ngoc̣ - Bằng, AC. Hà 

Chương, AC Hồng Tuấn，AC Tuấn Bep̣，C.Nguyêṭ! …v.v。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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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來到臺灣跟這美麗又友善的國土結緣，我要深切感謝我的叔叔釋

明正法師。您帶我來到這裡，從陌生恐懼的第一步走到今天是已經走過了

11 年的歲月。我在臺灣一切很好，能夠跟「臺灣最美麗的風景—人情」相

識、相知了。謝謝一直對我很好的劉阿姨、沈阿姨還有田園幫。也感恩姻緣

讓我在這邊遇上我的另一半，感恩讓我在這邊綻放了我的青春年華，學會了

很多，成長了不少！ 

十一年在遠方奔波，我錯過了陪伴父母 me ̣Lý bố Khôi 的機會，可憐他

們孤影徘徊總在盼望著我們。能夠在這邊專心投入學業，我要感謝我的公公

婆婆 ba Haṇh me ̣ Hương，原本可以享受年老的他們，兩年來每天還要幫我

照顧小孩。那頑皮的小鬼讓他們很累，但他們從未有半句怨言。謝謝我親愛

的雙方父母，家人，在臺灣的秋香妹妹，bác Thu, dì Tám，感恩你們無私的

愛，感恩永遠是我溫暖的歸處！ 

最後，我想要將這全部的努力-小小的成就送給我最心愛的兩個人-是我

先生文徽 (Văn Huy) 和我的小女兒 Coca。真不知道怎麼說才能足夠表達我

對他們的愛與感激。謝謝你在這艱難的過程中緊握我的手，你不時的鼓勵、

隨時隨地 24 小時待命幫忙、徹夜幫我找文獻、修改格式等等我都很珍惜！

在這幾年我為了學業要離開我的女兒， 在內心一直對她感到很愧疚。雖然

沒有媽媽照顧，但感恩小天使仍然那麼信任、那麼愛我！妳這幾天一直問「哪

一天是八月底」，我想那一天很快就要到了。寶貝，這次我們真的可以團聚，

再也不分開了！等我哦~~~ 

要感謝的人還很多，無法在這一一提名。總之，感恩願意在我生命中

願意為我付出的人！你們都是我的貴人。願這本論文為我奔波異鄉的十一年

光陰畫上句點。再見了臺灣，我的第二個家鄉。我會帶著感恩的心回家。期

待能再重逢，希望當時會是個更好的自己！感恩！我愛大家！ 

Chân thành cảm ơn cha me,̣ gia đình và baṇ bè thân yêu đa ̃luôn đôṇg viên, 

giúp đỡ, thông cảm và yêu thương! Cảm ơn sư ̣ tin tưởng, mong chờ và yêu 

thương hết mưc̣ của chồng và con gái nhỏ! Cuối cùng xin cảm ơn tất cả những 

ân tình mà cả nhà đa ̃dành tăṇg cho mình! Vô cùng biết ơn và trân troṇg! 

阮氏如靜 ，寫於臺北 2016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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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聲調訓練課程個案研究—以越南人的華語初

級學習者的聲調正音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字：華語教學、華語聲調、越南學習者、漢越聲調對比、正音課程 

近年來，隨著越南籍人士的華語學習熱潮，眾多學者針對越籍學習者

的華語發音進行了語音偏誤之相關研究，其中在聲調方面，研究結果發現華

語第一和四聲是越籍學習者的語音難點； 學習者在發第一、四聲會發生兩

者混淆情形（陳氏金鸞 2005、吳門吉、胡明光 2004，韓明 2005，林均芳 2013

等）。相關的研究雖然已獲得一定的結果，不過至目前針對越籍學習者的實

際華語聲調訓練課程還很缺乏。 

此外，在學習目標語的過程中，語音是學生在最初階段會接觸到的系

統，而華語聲調對外國學生來說一向都是學習難點（朱川 2015）。語音的訓

練最好要趁早進行，避免讓偏誤石化難以改正。有鑒於此，本論文鎖定初級

程度的越籍華語學習者，去了解他們的華語聲調偏誤情形，同時試著在

MyCT 華語線上學習平台製作聲調訓練課程，經過發音前測、課程訓練與發

音後測的實驗了解其偏誤以及該課程的成效。此外，由於本文的受試者是分

別來自越南北部河內市及南部胡志明市的兩名個案，筆者將初步探討其之偏

誤情形的異同之處。 

本研究共五章。第一章介紹本論文的研究背景、動力、目的、問題與

相關名詞的解釋。第二章進行相關的文獻探討，包括中介語理論、越南籍學

習者華語聲調偏誤相關研究的回顧，華語聲調訓練策略與數位多媒體華語課

程的理論基礎。此外，將對照華越聲調系統以及南北越聲調的異同，找出學

習者的母語對目標語可能會產生的正遷移及負遷移，預測聲調學習難點。接

著，進行實測越語聲調，掌握其調值及特點。第三章說明研究方法。第四章

進行發音前測、課程訓練及發音後測的結果分析與相關討論。第五章總結研

究成果，回顧研究限制，最後提出教學建議及後續展望。 

研究結果指出，在發音前測部分，偏誤比率由大到小的順序為第四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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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聲 > 第一聲 > 第三聲；在後測部分，偏誤比率由大到小的順序為第

四聲 > 第一聲 > 第二聲 > 第三聲。審聽結果指出偏誤類型為：第一聲和

第四聲混淆以及第二聲和第三聲混淆。其中，第四聲發成第一聲的偏誤多於

第一聲發成第四聲；第二聲發成第三聲的偏誤多於第三聲發成第二聲。課程

訓練方面，受試者者的成績皆在 74 分以上（最高為 100 分），經過課程訓練

後，第二、三、四聲的偏誤比率減少；第一聲的偏誤比率增多。北越學習者

和南越學習者的偏誤比較結果顯示他們的聲調偏誤率和偏誤類型皆具有異

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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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Mandarin Chinese Tone 

Training: Error Corrections in Pronunciation for 

beginning Vietnamese learners 

 

Abstract 

Keywords: Mandarin teaching, Mandarin tone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darin’s tones and Vietnamese’s tones, online pronunciation training 

Recently, learning Mandarin has always been a popular choice for 

Vietnamese, leading to the promoting study on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and 

tones for Vietnamese.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one 1 and tone 4 are the 

most difficult for Vietnamese learners and to mistake tone 1 and tone 4 (Tran Thi 

Thanh Loan (2005), Ngo Mon Cat & Ho Minh Quang (2004), Han Minh (2005), 

Lam Quan Phuong (2013), etc.). Although the current studies have achieved 

some merit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the pronunciation training of Mandarin tones 

for Vietnamese learners. 

In the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system, Mandarin tones are the difficult 

issue for foreign leaners (Chu Xuyen (2015)). Additionally, the pronunciation 

training is suggested to be considered as soon as possible; otherwise, they will 

face the fossilization issue. Based on the above concerns, this study will focus in 

the beginning Vietnamese learners by finding the Mandarin tonal errors then 

setting up the pronunciation training online for Mandarin tones on the MyCT 

software. Three research steps were conducted as follows: Mandarin tones 

pretest  Mandarin tones training by using MyCT (three times)  Mandarin 

tones posttest. Then, the effect of training will b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The content has 5 chapters as follow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hat includes motivation and objective research. 

The explaination of speciality terms are also included in this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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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2: Fundamental of argument, including interlanguage, reviewing 

the studies on Mandarin tones concerns for Vietnamese learners. 

Additionally, the methods to correct the pronunciation for Mandarin tones 

and to design the training online are also be introduced. Following is to 

investigate methodically by comparing the tone system betwee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and the diversity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Vietnamese 

tone system. After that, the Mandarin tonal errors that might be made by 

Southern and Northern Vietnamese learners could be predicted. 

   Chapter 3: to propose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outline the research 

design, etc. 

   Chapter 4: data collection, data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Chapter 5: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Although much of 

improvement has been obtained, how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as well 

as learning Mandarin will be sugges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atio Mandarin tonal errors in the pretest as 

follows (high to low): tone 4 > tone 2 > tone 1 > tone 3. Its errors in the posttest 

as follows: tone 4 > tone 1 > tone 2 > tone 3. There are some types of error have 

been found, such as: to confuse tone 4 with tone 1, and tone 2 and tone 3. In 

details, the ratio Mandarin tonal error of tone 4 becomes tone 1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one 1 becomes tone 4. Similarly, the ratio Mandarin tonal error of tone 2 

becomes tone 3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one 3 becomes tone 2. Regarding the 

pronunciation training, all candidates have the scores higher than 74 (the scale of 

100). After applying the pronunciation training, all the tones achieve the ratio 

Mandarin tonal errors decrease, except for the t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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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hiên Cứu Về Bài Luyêṇ Phát Âm Thanh Điêụ 

Tiếng Hoa Cho Hoc̣ Viên Triǹh Đô ̣Sơ Cấp 

Người Viêṭ Nam 

Tóm tắt 
 

Từ khóa: Daỵ tiếng Hoa, Thanh điêụ tiếng Hoa, hoc̣ viên Viêṭ Nam, So sánh 

thanh điêụ tiếng Hoa và tiếng Viêṭ, luyêṇ phát âm online. 

Những năm gần đây, trào lưu hoc̣ tiếng Hoa của người Viêṭ ngày càng thiṇh 

hành, đa ̃thúc đẩy giới hoc̣ giả tiến hành nhiều công trình nghiên cứu vấn đề ngữ 

âm của hoc̣ viên người Viêṭ. Về liñh vưc̣ thanh điêụ tiếng Hoa, các nghiên cứu 

đa ̃chỉ ra thanh 1 và thanh 4 là khó nhất đối với hoc̣ viên người Viêṭ, đồng thời 

ho ̣ thường mắc lỗi nhầm lâñ giữa hai thanh điêụ này. (Trần Thi ̣ Thanh Loan 

2005, Ngô Môn Cát và Hồ Minh Quang 2004, Hàn Minh 2005, Lâm Quân 

Phương 2013…v.v). Các nghiên cứu liên quan măc̣ dù đa ̃ đaṭ đươc̣ những kết 

quả nhất điṇh, song cho tới bây giờ vâñ rất thiếu huṭ những bài luyêṇ thanh điêụ 

thưc̣ tế cho nhóm hoc̣ viên này.  

Trong hê ̣ thống ngữ âm tiếng Hoa, thanh điêụ là môṭ vấn đề khó đối với 

hoc̣ viên người nước ngoài (Chu Xuyên 2015). Bên caṇh đó, viêc̣ luyêṇ phát âm 

cần tiến hành càng sớm càng tốt, để tránh tình traṇg lỗi sai bi ̣ “hóa thac̣h” 

(fossilization). Vì những bình diêṇ trên, luâṇ văn này se ̃ hướng tới người hoc̣ 

trình đô ̣sơ cấp, tìm hiểu lỗi sai phát âm thanh điêụ của ho,̣ đồng thời xây dưṇg 

môṭ bài hoc̣ phát âm trên kênh hoc̣ tiếng Hoa online-MyCT. Thông qua ba bước 

nghiên cứu gồm khảo sát phát âm thanh điêụ trước khi luyêṇ tâp̣ (pretest)  Ba 

lần luyêṇ tâp̣ qua bài hoc̣  khảo sát phát âm thanh điêụ sau khi luyêṇ tâp̣ 

(Posttest). Sau đó, dưạ vào kết quả khảo sát tiến hành phân tích, tổng hơp̣ lỗi sai 

và đánh giá hiêụ quả của bài hoc̣.  

 Nôị dung của nghiên cứu này bao gồm năm chương: 

   Chương 1 giới thiêụ bối cảnh, đôṇg lưc̣, muc̣ đích, vấn đề của nghiê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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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ứu và giải nghiã các thuâṭ ngữ liên quan.  

   Chương 2 là cơ sở lý luâṇ, bao gồm lý luâṇ về Ngôn ngữ trung gian 

(interlanguage), bình duyệt các nghiên cứu liên quan về lỗi sai thanh điêụ 

tiếng Hoa của hoc̣ viên người Viêṭ. Ngoài ra, người viết cũng giới thiêụ 

cơ sở lý luâṇ về phương pháp sửa lỗi phát âm thanh điêụ và nguyên tắc 

xây dưṇg bài luyêṇ ngữ âm online. Bên caṇh đó se ̃tiến hành so sánh hê ̣

thống thanh điêụ của tiếng Hoa và tiếng Viêṭ, hê ̣ thống thanh điêụ của 

phương ngữ Bắc Bô ̣Và Nam Bô,̣ từ đó dư ̣đoán lỗi sai của các hoc̣ viên. 

Đồng thời thu thâp̣ ngữ liêụ thưc̣ tế của thanh điêụ tiếng Viêṭ, nắm bắt cao 

đô ̣và đăc̣ điểm của mỗi thanh điêụ. 

   Chương 3 trình bày phương pháp nghiên cứu, các bước tiến hành v.v.  

   Chương 4 phân tích, tổng hơp̣ dữ liêụ, thảo luâṇ kết quả thu đươc̣.  

   Chương 5 tổng kết laị những thành quả đa ̃đaṭ đươc̣ cũng như một số haṇ 

chế của nghiên cứu, đưa ra một số phương án cải thiêṇ trong viêc̣ giảng 

dâỵ để quý thầy cô và các baṇ hoc̣ viên có thể tham khảo.  

Kết quả nghiên cứu chỉ ra, trong phần Pretest, tỷ lê ̣ mắc lỗi sai của các 

thanh điêụ theo thứ tư ̣ từ cao đến thấp se ̃ là: Thanh 4 > Thanh 2 > Thanh 1 > 

Thanh 3. Trong phần Posttest, thứ tư ̣là Thanh 4 > Thanh 1 > Thanh 2 > Thanh 3. 

Các kiểu lỗi sai đươc̣ phát hiêṇ là: Thanh 4 và thanh 1 lâñ lôṇ, thanh 2 và thanh 3 

lâñ lôṇ. Trong đó, tỷ lê ̣thanh 4 đoc̣ thành thanh 1 nhiều hơn là thanh 1 đoc̣ thành 

thanh 4; thanh 2 đoc̣ thành thanh 3 nhiều hơn là thanh 3 đoc̣ thành thanh 2. Về 

bài hoc̣ luyêṇ phát âm, thành tích của hoc̣ sinh đều đaṭ từ 74 điểm trở lên (thang 

điểm 100). Sau quá trình sử duṇg bài hoc̣, tỷ lê ̣ lỗi sai của thanh 2, thanh 3 và 

thanh 4 đều giảm, tỷ lê ̣lỗi sai của thanh 1 tăng lên. Kết quả của nghiên cứu này 

cũng chỉ ra tỷ lê ̣và đăc̣ trưng các lỗi sai thanh điêụ của hoc̣ viên miền Bắc và 

hoc̣ viên miền Nam là không hoàn toàn giống n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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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越南自 1986 年實施經濟改革政策後，經濟開始脫胎換骨，吸引了大量

外商前往投資。根據越南國外投資所直属計劃與投資部 2015 年的年終統

計，有 62 個國家或地區的外商已在越南設有投資案例。以投資案例及金額

最多排行，馬來西亞排第二名、臺灣排第四名、中國大陸排第五名。1這些

以華語為母語的外商在越南投資之後，逐步緩和當地的就業問題，同時產生

了「具備華語能力」的人力需求，使華語成為一種人力資本，帶動了了越南

當地的華語學習熱潮。 

近年來、臺灣、中國大陸、新加坡等華語母語國家和越南的經濟貿易

來往日加緊密，不但在越南形成了華語學習熱潮，還有大量的越南學生前往

以上各地學習華語。 

遭戰爭嚴重的破壞，越南一直屬於發展中的落後國家，但最近數年，

隨著經濟等方面的成長，網路資訊發達，越南人的生活品質日漸提升，出國

留學一事已不是那麼稀奇，出國留學的人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越南政府

基於國家發展以及國際化的需求，開始積極鼓勵學生出國深造，實施各種獎

助學金計劃。而臺灣自李登輝總統時代之南進政策開始，台-越之關係日益

密切，留學臺灣成為促進兩國外交之方式；再來是臺灣政府的積極宣傳，配

合教育力求國際化的政策，使得最近幾年來臺灣教育部積極至越南宣傳，於

寒暑假至越南舉辦招生說明會，而許多高等院校也紛紛和越南校方簽署學術

合作協議，提供獎學金給越南學生來台就讀。越南的推力再加上臺灣的引力

使台灣漸漸成為越南學生的熱門留學地標。臺灣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國

際學生人數統計資料顯示，就目前在臺灣外籍生之主要來源國來看，亞洲地

區以日本外籍生為最多，其次為越南外籍生。下面整理教育部自 93 年度至

104 年度之在臺越南學生人數統計呈現成成長圖： 

 

                                                 

1  2015 年外商投資情況回顧。資料取於 2016 年 5 月 1 日。http://fia.mpi.gov.vn/tinbai/4220/ 

Tinh-hinh-dau-tu-nuoc-ngoai-12-thang-na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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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在臺越南學生數量成長圖2 

 

從圖一-1 可見，來臺留學的越南籍學生每年都有所增加，至 104 學年

止約有四千多人，其中攻讀學位的學生人數一直穩定地成長，這群學生大部

分使用英文課程，但為生活的溝通也有很大的華語學習需求（陳瑞祥雲

2016）。非學位生的人數中，以在臺各大學附設的華語教學中心學華語的學

生為最多。 

 

                                                 

2 數據來源：整理自臺灣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全國大專院校境外生生活資訊網國際學生人數

統計。https://ois.moe.gov.tw/fs/html/Statistics.html。資料取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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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生來源之外，近年來跨國婚姻在臺灣已很普遍，漂洋過海來台

的越籍新住民越來越多。依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的統計資料，

至 2016 年 4 月止，境內有 94.203 名越南籍新住民，佔全台新住民人數的

18.34%,3 排名第二大的新住民來源國。為入境隨俗、能夠融入夫家的生活、

教育第二代等等需求，這群越籍新住民都必須學習華語。因應這族群的華語

學習需求，臺灣政府至今積極開設各種識字班，提供給她們學習機會。 

越籍新住民大部分都來自越南南部，留學生主要來自越南北部。不過

目前因為臺灣推動了胡志明市以及南部各省市的招生活動，使得從南部來的

留學生日漸增加。過去針對越南學生的華語語音相關研究主要著重在偏誤分

析以及偏誤原因的探討，較少針對偏誤進行實際的訓練。因此，筆者想要通

過本論文去發展一個實際的聲調訓練課程，藉由受試者的實際使用評估課程

效果。此外，前輩們的研究大部分以北部學生為對象，並未考慮到來自南北

不同地區的學生會不會產生不一樣的發音特點及偏誤，因此在分析、歸納受

試者的偏誤之餘，筆者也簡略地探討這個問題。 

 

 

 

 

 

 

 

 

 

 

                                                 

3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統計。資料取於 2016

年 5 月 26 日。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314193&ctNode=2969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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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標準語音的重要性 

在學習任何一種語言，語音可說是第一時間會接觸到的系統，認識並

學會了該語言的語音後才能再繼續學習詞彙、語法等等。學習華語也不列

外，語音就是學好漢語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掌握好發音基礎，學習者才能培

養聽、說、讀、寫等技能，順利進行實際生活的交際活動。 

雖然語音是語言學習的入門課程，但是學好語音以及能夠準確發音卻

很不容易。趙元任（1980）在《語言問題》一書中指出：「語言是一套習慣，

學習外國語就是養成一套特別的習慣。習慣養成容易改變難，所以小孩兒從

沒有習慣起頭，養成習慣容易，大人從已經有了本國語的習慣，再改成外國

語的習慣難。學習外國語的內容分成發音、語法跟詞彙三個主要部分，學習

的次序當然也是應該照這三樣按步進行。發音的部分最難，也最要緊，因為

語言的本身、語言的質地就是發音，發音不對，文法就不對，詞彙就不對」。

因此，發音學習談何容易，而且「一失音成千古恨」（趙元任 1959），意味

發音在一開始出了問題的話就會很難改正。對於標準發音在初學階段的重要

性，W.F. 麥基在其《語言教學分析》一書也有同樣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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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若江（2012）針對標準發音的重要性也指出「標準語音是一個圭臬 ，

沒有規矩無法形成方圓」，只要學習語音就必定要按照標準音來教，就像英

語，不論是英國音還是美國音，總是有標準的。而對於標準的重要性，學習

者自身的意識有時是不明確的，但是教育者卻十分清楚。學習者因為確定了

低標準而形成了壞的發音習慣，日後則很難改變，將貽害無窮」。 

實際上，外籍學生因為發音錯誤導致意思完全改變或溝通上的困難已

有很多的例子，譬如把「水餃」發成「睡覺」、「蝦仁」發成「嚇人」、「殺人」、

「七十五」發成「氣死我」，「老師」發成「老鼠」、「功課」發成「公克」、「熊

貓」發成「胸毛」等等，不僅讓聽者誤解，有時還鬧出笑話。因此，標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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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極為重要，最好讓學生可以在一開始好好學習、嚴謹練習，才得以贏在起

跑點。 

 

二、華語聲調是外籍生的學習難點 

華語屬於漢藏語系，是一個有聲調的語言，包括陰平、陽平、上聲、

去聲四個聲調以及一個輕聲。聲調和輔音、元音一樣重要，在華語中是區別

意義的因素，例如 mā「媽」、má「麻」、mǎ「馬」、mà「罵」的輔音和元音

都相同，但音高變化造成不同詞義。從聲韻的物理現象來聽，華語的四聲就

是音高與音長在空中頻率與音波長短的變化。說華語時若是聲調不對，意思

就有出入，差別很大（葉德明 2008）。 

對母語為非聲調語言和母語為聲調語言的學生來說，華語聲調一向都

同樣是學習難點。因此，來自美國、英國等歐美國家的學生在發華語時常有

「洋降洋調」的情形。然而來自越南、泰國、等學生，就算他們的母語跟華

語同樣屬於聲調語言，但同樣也有聲調發得不準確，不到位，一開口就被發

現「是外國人」的狀況。 

朱川(2013)指出：「在漢語普通話聲調教學過程中，外國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熟練掌握普通話陰、陽、上、去四個聲調很困難，即使經過長時間反

覆操練，部分同學脫離課堂這一特殊環境，仍不能準確唸出這四個聲調」。

因而聲調一向都是外籍生學習漢語之難點(王蘊佳 1995；關鍵 2000)。 

雖然華語教學向來強調聲調教學，但 Ao (1999)發現，在實際的課堂教

學，華語教師常忽略學生的聲調錯誤（佔 49%），並未給予任何糾錯回饋。

而在糾正學生的聲調錯誤時，教師最常用的策略是示範（佔 27%）。然而課

堂的記錄顯示，這並非有效的方法。因為缺少示範語音時，學習者仍然容易

犯相同的錯誤，需要教師反覆糾錯才能幫學生改正過來。 

從 2005 年三月筆者來臺灣留學之後，首先在語言中心從零起點開始學

習華語。當時，班上的老師大概以四節課時間把華語的整個語音系統快速教

完。後來回想開始跟華語打交道的那段時間，經過五個學期的學習過程，在

不同的五位老師的教學下，筆者發現整個教學的目標是學生的口說以及讀寫

能力，而發音並沒有獲得重視，往往在各種教學活動中被忽略了。筆者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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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自各地的同學極少被老師糾正發音，對自己的發音問題也完全不知。在

班上的情況如此，跨出校門在實際生活中，由於臺灣本地人都很友善且對外

國人的發音相當寬容，即使發音錯誤，但只要我們可以開口說華語讓他們聽

得出意思，他們都會給予「說得很好」、「講得很厲害」、「很會講中文」等等

正面的肯定。直到 2011 年上了本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就讀語音專業相關的課

程筆者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的發音一直都存在著問題，而且這些問題都是越

籍學習者很典型的偏誤。發音不標準也許在平常的家常話不會造成什麼大

礙，但如果在較正式的社會場合，或學習者要從事某需要標準發音的工作就

會導致嚴重的影響。從自己這樣的華語學習經驗，筆者認為如果在初級階

段，華語老師能夠傳輸給學習者標準發音的重要性並針對來自不同地區的學

習者指出他們的發音難點及偏誤類型，讓他們時常在開口說華語的時候自己

提高警覺，將會對學習者在往後的學習階段有很大幫助，避免語音形成石化

現象(fossilization)，難以改正。 

 

三、針對越南學生的華語聲調正音課程的缺乏 

筆者在蒐集文獻時，主要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4（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華藝線上圖書館5

（Airiti Library）、師範院校聯合博碩士論文系統6及中國知網 CNKI7 蒐集。

結合一些相關的關鍵詞譬如「越南學生」、「越南學習者」「漢語語音」、「聲

調偏誤」、「聲調發音訓練」、「聲調正音」等等，蒐集到了多篇相關的研究，

譬如吳門吉、胡明光（2004）、陳氏金鸞（2005）、陳心怡（2007）、林玲英

（2005）、林俊芳等等。搜尋到文獻之後，筆者接著從各研究的參考資料中

再尋找跟本研究有關聯的資料。 

從以上所列舉一些蒐集到的文獻當中，作者主要進行越南學生的聲調

偏誤分析以及鑽研偏誤產生的原因。至於如何針對越南學習者的聲調偏誤進

                                                 

4 http://ndltd.ncl.edu.tw 

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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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www.cnk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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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的訓練或正音，研究才止步於提出教學建議、教學策略等。從筆者找

到的文獻當中，最早的研究是從 2004 年（吳門吉、胡明光），最新的研究是

2013 年（林均芳），在這十幾年的時間研究結果紛紛問世，不過針對越籍學

生實際的聲調訓練課程，直到目前，在 2016 年 5 月的搜尋結果表示仍然很

缺乏。有鑒於此，並且因應越南學生的華語學習熱潮以及網絡資源的發達，

筆者想要透過本研究嘗試去設計一個小規模的線上聲調訓練課程，再透過受

試者的實際使用測試之後評估課程的效果與缺陷，以供日後要改善華語聲調

發音之學習者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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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至今數年，由於越南當地的華語學習熱潮以及抵達中國大陸、臺灣等

華語地區留學的越南學生不斷增加，使得在越南、中國大陸及臺灣紛紛出爐

多篇以越南籍華語學習者為對象的學術研究。其中，著筆於越籍華語語音偏

誤的討論日漸增加，得出了相關的研究結果。在聲調方面，研究發現華語第

一和四聲是越籍學習者的語音難點（吳門吉、胡明光 2004，韓明 2005，陳

氏金鸞 2005，林均芳 2013）。 學習者發第一、四聲會發生兩者混淆情形（陳

氏金鸞 2005），此外還有第二、三聲混淆之發音偏誤。針對受試者進行聲調

實驗以了解其聲調偏誤情形，同時根據前人研究結果所指出的越籍華語聲調

偏誤，配合語音教學策略的理論基礎，針對這些偏誤類型設計一套線上正音

課程，通過受試者的實際使用進一步進行記錄、觀察、分析來討論該課程的

成效將是本研究的首要目的。 

過去針對越南學習者的漢語語音相關研究大部分以北部河內地區學生

為研究對象。不過目前在臺越南留學生來源擴展、來源地區本來以越南北部

為主，至今也有大量來自南部的學生。此外，在臺越籍新住民人數日益增加

其中大部分是南越人。筆者過去在臺北緯辰國際有限公司旗下的越南雜誌部

門上班，平常也協助臺灣各地的新住民辦公司翻譯、因此有機會跟很多來自

南北不同地區的越南同鄉朋友朋友交際，發覺他們的漢語發音特點不見得完

全相同。有鑒於此，筆者在找研究對象的時候特意選了北越及南越各一位受

試者，進行個案的語音實驗來探討來自南北不同地區的學習所產生的華語聲

調偏誤類型有何異同。   

從上述的研究背景，擬定出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1.  以實驗語音學角度利用人工審聽和語音分析軟體分析越籍學習者所

產出的華語聲調偏誤。 

2.  以前人的相關研究結果為依據，針對越籍學習者的華語聲調偏誤製

作線上正音課程並討論其成效，供越籍學生使用以及對越華語聲調

教學之參考。 

3.  從兩位受試者的聲調偏誤類型探討來自南北不同地區的學習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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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不同的漢語聲調偏誤類型。 

以達到以上的研究目的，本論文將試著解答以下的研究問題： 

1.  華語聲調和越語聲調系統的異同對比如何？預測越南學生的華語聲

調發音偏誤為何？ 

2.  北越方言的聲調和南越方言的聲調之異同為何？實測越語聲調的結

果為何？ 

3.  兩名個案的的華語聲調發音偏誤為何？偏誤的異同之處？ 

4.  經過線上正音課程的訓練，受試者的前測結果跟後測結果有沒有什

麼改變？課程的優缺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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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語言及語音研究相關 

(一) 國語、普通話、漢語、華語、中文  

各個地區對中文有不同的叫法，臺灣地區稱為「國語」、中國大陸和香

港稱為「普通話」或「漢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的華人地區稱為

「華語」。 

  「國語」和「普通話」這兩種稱號主要是「對內」的官方說法，

為了將官方語言區分於其他方言。 

  「華語」、「漢語」一詞是指對外代表中華民族的標準語的名

稱，以利於外國人學習中國語言所遵循的語音、語法、語詞、

語用、語意等的語言內容而言（葉德明 2005）。在本論文的範

圍內主要使用「華語」這稱號，以便同意用詞、避免混淆。

僅於一些引用中國大陸學者的文獻或者跟越南語的對比時使

用「漢語」一詞。 

 

(二) 越南語、南北部方言  

   越南語（簡稱為越語）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正式語言。

本論文所說的越南語屬羅馬拉丁系統的現代越南語，且以北

方方言，首都和內地區為標準語言。 

  越南地形狹長，少數民族種族繁多，使用多種方言。本研究

所說的北部方言指順化向北地區的且以河內方言為代表；南

部方言指順化向南地區的且以胡志明市方言為代表。 

 

(三) 漢越語、漢越詞  

漢越語一詞最早在王力（1948）之《漢越語研究》提出來後被學界沿

用至今，是越南人用越語讀漢字的方式，也就是漢越詞的讀音。漢越詞（越

語：Từ Hán Viêṭ）指在越語裡一部分由漢語引申而來的漢根詞和漢源詞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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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越語中的漢越詞約佔 60%，在政治、法律等領域則高達 70-80%（杜氏

青玄 2004）。 

 

(四) 聲調、調類、調型、調值、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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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個漢字是一個音節，所以可以稱之為字調（杜青 1999）。 

關於調類、調型、調值、調域的定義採用蔡富有、郭龍生(2001)主編的

《語言文字學常用辭典》的說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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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聲和重聲六個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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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的陰平調為高平、

陽平調為高升、上聲為低降升、去聲調為高降。 

  調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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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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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範圍，也就是聲調的調域。 

 

(五) 語音難點、語音偏誤、錯誤、僵化 

  語音難點是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過程中較難掌握的語音現

象。一般來說，目標語裡有而母語沒有的音，以及目標語和

母語相近而有差別的音屬於語音難點。本文以華語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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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越語為母語。 

  語音偏誤是指學習者在語音方面所表現與標準語音不符的語

音現象。而且這種現象具有系統性和規律性，只能藉由反復

糾正偏誤才可改善（魯健驥 1999）。 

  語音錯誤是指是指學習者在語音方面偶發的、無規律可循的

現象，譬如口誤或精神狀態不佳而發，當說話者意識可以馬

上自己糾正，下次不一定會犯同樣的錯誤（魯健驥 1999）。 

   僵化（石化）指偏誤若不能盡早排除，拖了很長的時間過後

就無可救藥或者很難改正。 

 

(六) Pratt  

Praat，原名 Praat: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通常簡稱 Praat，是一款

跨平台的多功能語音分析軟體，主要用於對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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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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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授所製作。 

 

(七) 聲譜圖 

聲譜圖在語音研究領域即以圖像來顯示聲音的音頻範圍。是語音的一

種視覺記錄。 

 

二、拼音系統 

(一) 國際音標  

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縮寫：IPA），早期又稱萬國

音標，是一套用來標音的系統，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由國際語音學學會設計

來作為口語聲音的標準化標示方法。本論文在介紹華語聲調系統時會使用

IPA 的聲調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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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在中國大陸常簡稱為拼音，是一套以羅馬拉丁字母和一些

附加符號作為漢字標音的系統，由中國大陸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音

方案委員會」研發。至今，漢語拼音在中國境內外華語語音教學所廣泛使用。

研究在解釋音值或做聲譜圖標註時主要使用漢語拼音。 

 

三、其他相關名詞 

(一) 越南學生  

本研究所提到的越南學生指目前在臺灣留學的非華裔之越南本地人

士，以越南語作為母語，在越南出生且從小在越南環境長大，可流利的使用

越南語。華語為他們的目的語。 

 

(二) 南北越學生  

越南地形全境呈現狹長 S 型，可分為三個自然地理區：北部紅河三角

洲以河內為中心、中部高原以順化為中心及南部湄公河三角洲以胡志明市為

中心。在此論文里，從順化以北的範圍屬北部，從順化以南的範圍屬南部。

本研究對象的北越受試者在北部河內市出生長大（個案 VN）、南越受試者

在南部胡志明市出生長大（個案 VS）。 

 

（三）初級學習者 

本研究的華語程度之界定標準根據中華民國國家華語能力測驗推動工

作委員會（簡稱華測會）之新版華語能力測驗 TOCFL 的級別。新版華語文

能力測驗之測驗架構將語言能力分成三等六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

階高階級及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依據測驗成績細分為兩級，分別為

入門級、基礎級、進階級、高階級、流利級、精通級，共六級8。個案 VN

通過 TOCFL 聽力及閱讀測驗的入門級；VS 通過 TOCFL 聽力及閱讀測驗的

                                                 

8 根據華測會網站：http://www.sc-top.org.tw/chinese/LS/test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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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級，兩者皆為初級華語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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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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inker (1972) 提出「中介語」（interlanguage）的理論，指初學外語或

第二語言學習者必然會使用的一種語言系統，它並非純屬母語，也並非純屬

目標語，而是介於二者之間，由兩者兼具成為一種固定的語言系統，且此系

統會會隨著學習者的學習歷程不斷發展和變化。王建勤（1997）認為此種語

言系統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對目標語的規則所做的不正確之歸納與推論

而產生的。就學習華語的外國人來說，他們所說的華語都是中介語；不管他

們的母語如何，他們都可以使用這種中介語進行交際活動。 

 

二、中介語的根源 

Selinker (1972) 指出中介語的形成根源主要來自五個因素的影響： 

 

(一) 語言遷移 （interlingual transfer）: 

語言遷移指的是在學習第二語言或外語的過程中，學習者因為不熟悉

或者對目標語的語法規則掌握不當而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母語的規則來處

理目標語的信息。語言遷移的形成及發展具有選擇性，並非所有相似的語言

現象都會產生遷移。語言遷移是中介語產生的一個首要根源。 

 

(二) 目標語規則的泛化（overgeneralization）: 

Selinker 認為語言遷移並非中介語的唯一根源，大量導致中介語產生的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對目標語規則的泛化。在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的過程中，

學習者在學習某一特定規則時，他們不遵循母語的語法規則，而是試圖按照

先前學過的目標語規則或者對目標語的規則加以簡化，從而創造出自己的目

標語中所沒有的規則。因而產生出帶有目標語特徵的中介語（王建勤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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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訓練遷移（transfer due to the effects of teaching）: 

Selinker (1972) 的觀點表示，教學不當或採用錯誤的學習材料也是中介

語產生的來源之一。這類由於教學訓練導致的遷移不同於母語遷移，也不同

於目標語規則泛化。 

 

(四) 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 

學習策略是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者在摸索目標語的詞彙、語音、語法

等等語言項目之含義和用法的方法，它是學習者語言只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

重要標誌。上面提過的「泛化」就是一種學習策略。此外「省略簡化」也是

學習者普遍使用的一種學習策略。學習者在面臨大量的目標語輸入時無法馬

上掌握，便將其加以簡化為一種對他來說較簡單、容易消化的系統，導致中

介語的產生。 

 

(五) 交際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交際策略是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者在進行交際活動時所運用的方法。

當學習者所需要表達的內容超過於其現有的語言知識和技能，其就有自覺地

使用一些語言或非語言的手段來輔助自己達成交際活動。譬如：迴避

（avoidance）和換說法（paraphrase）,是學習者普遍採用的交際策略，指其

故意地避開某一語言項目、找其他可替代的說法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此種交

際策略對學習者中介語系統產生的一大根源之一。 

 

 

三、中介語研究方法 

中介語研究是一種系統性的工程。王建勤（1997）在《漢語作為第二

語言的習得研究》指出中介語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觀察和實驗，對觀察和實驗

的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和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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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觀察 

觀察就是針對研究對象的學習情況加以了解。觀察的內容包括：研究

對象的背景，例如國別、性別、年齡、學習目的和動力以及學習習慣等；語

言輸入情況，例如所在的班級及使用的教材、課堂教學情況、課外語言接觸

情形等；語言輸出情況，即語言表現，包括正確的表達和偏誤。語言習得是

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只有進行全面性的觀察才能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可

靠的依據。 

 

(二) 實驗 

如果對中介語的發展有某種假設，可以設計實驗來證實。實驗的範圍

及內容取自於研究的目的與問題。 

 

(三) 比較 

比較就是對觀察和實驗結果進行比較。比較的範圍包括個體與個體的

比較，群體與群體的比較，這是橫向比較；同一個個體和同一個群體不同階

段學習和學習表現的比較，就是縱向比較。本研究將進行橫向及縱向的比較。 

 

(四) 分析 

分析是指對觀察、實驗和比較的結果進行分析，闡述各種客觀條件在

語言表現的影響以及發生偏誤的原因。 

 

(五) 描寫 

描寫有不同的層次，包括即時描寫、階段性描寫和系統描寫。即時描

寫指隨時記錄觀察、實驗、比較和分析的結果並進行整理；階段性描寫是針

對某一階段（例如數周、一學期、一學年等）觀察、實驗、比較及分析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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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進行整理；系統描寫就是整理出華語中介語的現象、發展規律等等進行全

面性的描寫。 

 

四、中介語分析方法：對比分析與偏誤分析 

在研究中介語過程中，最常被運用的分析方法是對比分析與偏誤分

析。以下介紹這兩種分析法的概念、內容、程序以及各的優缺點。 

 

(一) 對比分析法 

對比分析 (Contrastive Analysis)指透過第二語言與第一語言在結構上

的異同比較，整理出目標語之中母語缺乏的結構，從而判定學習者可能遭遇

的困難，籍以協助教師或學生走入教室之前，有所準備，防止學生受到負遷

移的影響，而導致許多不應該發生的「化石化」現象 （鍾榮富 2009）。 

此分析法最早在 1957 年由 Lado 提出，其認為第二語言或文化的學習

必須透過兩者之間的對比，因為「兩者相同的，容易學習，兩者相異者，比

較不容易學習」。因此，對比分析的目的在於掌握學習者的母語以及他所學 

目標表之間的異同，從而幫助學習者預防母語帶來的干擾（interference），

讓學習者可以排除困難，學好純正的的第二語言。 

對比分析的內容是有系統地比較兩個語言的結構，找出目標語存在而

母語不存在的結構，整理出配對練習，帶領學習者一再地重複練習，直到能

靈活運用為止。照周小兵和李海鷗（2004）的說法，對比程序包括： 

1.  描述（description）：對兩種語言進行細緻的形式描述。 

2.  選擇（selection）：在語言的各個層面中選出想要對比的子項目，可

以是完整的子系統（如語音、語法、語用等），或是子系統下得差異

項目。 

3.  對比（comparison）：找出兩種語言的差異點及共同點。 

4.  預測（prediction）：判別可能引發偏誤的語言點。 

對比分析對教學、測試和學術研究具有正面的作用。不過，隨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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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指出許多偏誤無法全部都用母語干擾來解釋，某些對比分析法預測

到的偏誤並不存在。因此，對比分析的預測非絕對性，它只能結合偏誤分析

法一起來分析偏誤現象（鍾榮富 2009）。 

 

(二) 偏誤分析法 

不同於對比分析去預測學習者可能出現的偏誤，偏誤分析的做法是蒐

集學生在實際的學習過程中常見的錯誤，進行偏誤分類及分析，努力揭示和

描述各種類型的偏誤，摸索偏誤原因，從而進行有效的教學。關於如何展開

偏誤分析，周小兵和李海鷗（2004）根據 Corder (1974) 的說法明確列出以

下五個步驟： 

1.  選擇語料：選擇語料時須考慮樣本大小、類型及一致性，選取適

當的語料樣本。 

2.  辨識偏誤：收集偏誤資料時須區分失誤（lapse）、錯誤（mistake）

和偏誤（error）。偏誤分析收集的語料僅用後者。 

3.  分類偏誤：對偏誤樣本進行形式上的分類，並對每一類偏誤進行

規則描述。 

4.  解釋偏誤：找出偏誤產生的原因並加以解釋。 

5.  評估偏誤：評估每一個偏誤對教學產生影響的嚴重性，了解第二

語言學習的難點及難度，並制定相對應的教學措施。 

偏誤分析法認為母語干擾並非偏誤的唯一根源，其他造成因素包括訓

練遷移、目標語規則的過度概括、學習策略和交際策略。因此，透過偏誤分

析可以發現學習者常犯的偏誤之中，除了母語干擾造成的偏誤類型之外的其

他偏誤類型，從而了解第二語言學習者在不同學習階段所產生的偏誤類型，

了解偏誤發生的原因，進而針對學習者的學習難點加強教學策略。除了上述

正面的作用，偏誤分析仍存在著一些盲點（鍾榮富 2009）: 

1.  無法解釋「迴避策略」（strategies of avoidance）即學習者遇到自己

無法掌握的語言形式如某個語音，或某些句型等等而刻意避免使用

或者找其他表達方式來代替，導致學習者的語言表現看起來很少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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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無偏誤，但實際上卻不表示他的語言能力較高。 

2.  過度強調偏誤，而沒有去注意及挖掘第一或第二語言習得中其實存

在更多的「無偏誤」現象。語言學習跟任何其他學習一樣，學習者

需要的是鼓勵與讚美，教師不能以蒐集或尋找學習者的偏誤為教學

的主要職務，而忽略了習得過程中「沒有偏誤」總比「有偏誤」的

情形還要多的事實。 

3.  偏誤分析理論似乎只為對比分析尋找語料與證據，本身並沒有其特

殊的解釋或描寫能力。偏誤分析沒有試圖提出一個周全的的架構去

矯正偏誤，跟沒有從理論方法上去解決偏誤類型，因此在第二語言

教學上，其貢獻僅在於偏誤的匯集與討論，大都為理論上的啟示而

缺乏實務經驗的操作。 

從以上的介紹可見對比分析與偏誤分析都皆有各的長短處。前者藉由

母語與目標語的比對之中，找出兩種語言的不同，從而預測學習者可能會遇

到的困難或問題，所以是從內（語言結構）二外（語言習得）的分析方式。

後者則主張先蒐集學生在第二語言習得中的偏誤語料，先分析、歸類然後整

理，從而追查或探索偏誤的來源，所以是一種從外而內的歷程 （鍾榮富

2009）。因此兩者是一體的兩面，具有密切的關係，在中介語研究的框架中

不可互相取代，但可以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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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越籍華語學習者聲調偏誤研究 

由於越南人學習華語熱潮，留學臺灣、中國大陸的越南學生日益增加，

促使數年來在臺灣及中國大陸紛紛出現數篇學術論文探討越南學生的華語

發音偏誤問題。其中，聲調偏誤也是眾多學者所關心的一環。以下將回顧一

些跟本論文直接相關的研究： 

曾金金（1999）以留臺的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以及馬來西亞學

生為對象，研究東南亞學生漢語聲調聽辨發現：不同國籍的學產生混淆的調

類不同，其中越南學生屬於一四聲混淆組。第一聲是他們最大的聽辨難點（第

一聲聽錯的比率佔總偏誤 34%），第一聲的聽辨偏誤以聽成第四聲最多（佔

17%）。此外，第四聲也是越南學生的聽辨難點（偏誤率 18%），其中以聽成

成第一聲為多，佔 7%。 

吳門吉、胡明光（2004）以 11 位越南學生為調查對象進行聲調發音偏

誤分析。在比對越南語與漢語聲調的異同，他們提出漢語與越南語在調型與

調域差異造成學習者的聲調偏誤。其中因為越語聲調系統里沒有全降調，所

越南學生的去聲偏誤為最多，第四聲常念為陰平的 44 調，與陰平相混。此

外，第四聲的調域狹窄，起調不夠高，落點不夠低。第一聲 55 念得不夠高，

調值大約達 44。第三聲的降升幅度不均衡，或者只降不升。陽平調受母語

影響，起調偏高，上升急促，調值 45 或 445。 

韓明（2005）在其<越南留學生聲調偏誤分析及教學對策>以自己實際

教學時所觀察到的偏誤現象進行分析、歸納。研究結果指出語流中聲調錯誤

最多是陰平與去聲，其次是上聲，錯誤較少的是陽平。具體情況為：去聲常

出現「降得不夠低」和「起點不夠高」的問題；陰平和去聲相混，其中「陰

平唸成去聲」的情形遠高於「去聲唸成陰平」，且陰平唸為 44，不夠高。 

楊娜（2004）以北越河內的學生為例，進行了為期 5 個月的調查，調

查了零起點的學生向目標語靠近的漸變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具代表性的語音

偏誤現象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陰平調唸得不夠高，普遍達不到 55 值（約為

44 值）；去聲調起點較低，且較短，約 31 值；陰平與去聲相混。 

陳心怡（2007）的碩士論文<越南籍新住民華語語音偏誤及教學策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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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一位越南南越配偶進行語音測試及偏誤分析。在聲調部分，以去聲唸

成陰平為主要偏誤，多發生在去聲為詞首時。陳氏亦指出第四聲的偏誤原因

是因為發音人以越語玄聲代替去聲，玄聲下降平緩、調域窄，且越語雙字詞

以玄聲為詞首時，調型會縮短趨平。 

林均芳(2013)在其<越籍中級漢語學習者漢語聲調偏誤分析及教學建議

>中對一位北越越籍配偶進行聲調聽辨及發音測試。結果指出受試者的陰平

和去聲聲在聽辨和發音上都分不清楚，有兩者混淆情形而在念單字時的偏誤

比念詞時的偏誤來得多。至於陽平和上聲因為跟母語的銳聲和問聲有相似的

調值所以學習者的二、三聲不管聽辨還是發音都幾乎沒問題。 

馬琳琳（2005）認為越南學生的漢語語音偏誤是有規律可循的，從漢

越聲調系統的比較找出聲調偏誤問題，得出同樣結果，陰平與去聲的偏誤最

為明顯。 

陳氏金鸞（2005）的碩論針對在臺師大華語中心的 18 位北越女學生，

代表初、中、高三個學習階段進行了語音聽辨及發音實驗。研究結果也提出

越南學生在陰平與去聲聲調相混的問題。此外，陰平和去聲在聽辨與發音上

都是最大難點。 

林玲英（2006）針對 8 位越籍配偶的華語發音難點找出聲調偏誤，得

出的結論是：華語的所有聲調都是學習難點，每一種聲調都可能被發成另外

三種聲調。其中，陰平與去聲發音不穩常常混淆，上聲與陰平也相混。 

廖南雁（2008）在其研究<越南學生的華語發音問題－以文藻外語學院

華語中心越南學生為例>提出越南學生的第一聲不夠高，連續的陰平聲往往

自動降為短促的去聲。此外，學生也不能掌握去聲大幅度降轉的 51 調值，

而轉為平聲 44 或 33 或受到母語的影響，模擬成越語的促聲調，變為 42 的

調值，並短促如入聲般收音。 

劉慧娟（2014）採取與眾不同的研究手法：從書寫的語料分析、歸納

越南學生的聲調偏誤情形。研究以開南大學應用華語系的越南學生為對象，

蒐集學生的書面作業、報告等去探討聲調偏誤的三個層面：每個聲調的偏誤

發生比率、每個聲調被發成其他聲調的比率、聲調混淆的具體情形。研究結

果指出：(1)在 285 個總偏誤裡面，第一聲的偏誤是 138 個，佔最高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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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第四聲，偏誤次數是 131，佔 46%。這兩個聲調是發生偏誤最多的。

其他的第二和三聲偏誤率加起來是 6%，相對於第一、四聲的偏誤是相當少

有的。（2）第一、四聲的偏誤比率最高之外，這兩個聲調被念錯成其他聲調

的比率也最高，其中第四聲被念錯成其他聲調的比率是最高佔 51%，第一

聲被念錯成其他聲調的比率是 45%。第二和三聲被念錯成其他聲調的比率

極少。（3）第一聲發成第四聲的次數最多（137 次），次多的是第四聲發成

第一聲（128 次）。 

 

從以上的相關文獻可見第一和第四聲是越南學習者的最大學習難點，

受試者普遍有第一、四聲唸得不夠標準，且常常發生兩者混淆的偏誤。除此

之外，越南學生還有第二、三聲念得不到位（吳門吉、胡明光 2004）、兩者

混淆的偏誤類型（林玲英 2006）。 

上述的文獻大部分都研究越南北越學習者的聲調偏誤，僅有林玲英

（2006）及陳心怡（2007）以南越學習者為研究對象。不過，研究重點不在

於南北越學習者偏誤的對照。各學者的研究皆有精華之處，雖然大有幫助於

對越華語教學，不過研究不免存在著一些限制： 

   研究性質方面：一些研究只停留在單向的測試（或做聽辨測

試或做發音測試），較少篇能進行周全的雙向研究。 

   研究材料方面：研究進行華越聲調對比時，對越語聲調的描

寫採用較古老的資料，極少偏能重新採集越語語料。 

   研究對象方面：有些研究的樣本太少，並未考慮到受試者的

方言背景，畢竟越南的各種方言都存在差異，只用北越語音

系統蓋用到所有的受試者可能會降低研究的信度。 

   研究者對越語不夠了解：有的研究樣本是南越學習者，但卻

用北越的語音系統去解釋其發音偏誤，較缺乏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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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越聲調對比 

母語對目的語學習的影響通常分為正面的影響（正遷移）和負面影響

（負遷移）。如果母語跟目的語共同存在完全相同的語音、語法等等之概念

或成分，那麼學習起來會比較熟悉、輕鬆。反過來，兩種語言之間的一些不

相同或大同小異的地方將會導致學習干擾，使學習目的語時出現偏誤。而

且，同一個母語背景的學習者出現同樣偏誤的情況是相當常見的，因此，在

教學策略方面教師如果了解學生的母語將有利於理解學生發生偏誤的原

因，從而幫助他們預防偏誤、更能快速且準確的掌握目的語。針對此點，曾

小紅（2004）提出，教師只有精通學生母語或者了解學生母語和目的語的異

同之處才有能力預測學生的學習難點，才會對學生的錯誤或疑難敏感，才能

準確地了解學生的學習障礙。 

由於漢語語音偏誤跟母語發音習慣具有密切關係，所以在進行華語發

音測驗前，筆者先說明越語和漢語的異同，尤其是聲調方面的。 

 

一、漢語及越語概略 

漢 語 屬 於 漢 藏 語 系 （ Sino-Tibetan ）， 越 語 屬 於 南 亞 語 系

（Austro-Asiatic）；兩者同樣是孤立語（Isolating language），有聲調的語言。

語法方面，兩者缺乏形態變化、句子主要通過虛詞和語序等詞本身以外的成

分來表達語法關係、基本語序同樣是 SVO、漢語修飾語在前，越語修飾語

在後（如：漂亮的花朵- Bông hoa đep̣ 花朵漂亮）等。在文字書寫形式方面，

每個詞都分開來寫,漢語以漢字為書寫形式、漢字跟語音沒有直接的聯繫、

記得該詞的語音不一定會記得該詞的書寫形式；越語的語音與文字形式則有

一致的、緊密的聯繫，文字形式的呈現跟語音音節同樣有元音、輔音及聲調，

整個音節的語音形式怎麼發，文字就怎麼寫的。詞彙方面，越南語詞庫里目

前存有 70%的漢越詞，不過部分詞彙的意義概念（如「文獻」- 「văn hiến」）、

情感色彩（如：「困難」-「khốn naṇ」）、形象色彩（如「牛頭不對馬腳」- 「đầu 

voi đuôi chuôṭ」）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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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節結構方面，漢語與越語語音皆具單音節性、一個字是一個音節。

音節結構同樣包括聲母（Initial）、韻母、聲調（tone）三個基本部分。其中

韻母又可分為介音（Medial）、主要元音（Vowel）、韻尾（Ending）三成分。

音節中如果任何一個成分（音素）缺少或改變了，字的意義也會改變。 

以下兩表是漢語和越南語完整的語音音節結構模式： 

 

表 二-1 越語音節結構。 

越語音節結構 

Thanh Điêụ (聲調) 

Âm đầu 

(聲母) 

韻母 

Âm đêṃ (介音) Âm chính（主要元音） Âm cuối（韻尾） 

（資料來源：引自 Doan Thien Thuat (1977) 

 

表 二-2 漢語音節結構。 

漢語音節結構 

聲調 

聲母 

韻母 

韻頭 韻腹 韻尾 

（資料來源：引自林燾、王理嘉（1995） 

 

二、漢越語聲調系統對比 

漢語和越語都是聲調語言，漢語有四個聲調及輕聲（葉德明 2008），現

代越語有六個聲調（Doan Thien Thuat 1977）。已有聲調概念的越南學習者

在接觸漢語聲調時並不會覺得陌生，不過因為兩種語言的聲調特質不完全相

同，學習者習慣以母語聲調發音方式去發漢語聲調而導致發音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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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語聲調 

漢語是中國大陸及臺灣的官方語言，從聲調的語音特徵來說，北京普

通話和臺灣華語的聲調具有所差異。曾金金（1999）的 <兩岸播音員語音

對比分析> 列出兩岸聲調在音長、音強、音高和調域的差別。音長臺灣一

聲、二聲比值雖然相同，但一聲的平均值略大於二聲，四聲最短。大陸則是

三聲最長，二聲次之，四聲第三，一聲最短。音強臺灣、大陸同為四聲最強，

二聲最弱。但是臺灣的第一聲比二聲強，大陸確實二聲比一聲強。音高臺灣、

大陸同為一聲最高，三聲最低。但是臺灣的四聲比二聲高，大陸確實二聲比

四聲高。調域臺灣、大陸同為四聲調域最廣，再來是二聲、三聲，第一聲的

調域最窄。總的來說，大陸的調域較臺灣的大。調值方面，北京普通話按照

趙元任先生（1959）的五度制，以數字 1 到 5 分別表示由低到高的音高呈現

華語聲調的調值。其中，華語的陰平是個高平調，音高都維持在最高點，故

標為 55，反映實際口語中華語高平調的調值。陽平為中升調，從中間 3 的

部分上揚到 5 的高點，所以標為 35。上聲是個先低後高的降升調，從中低

的 2 降到低點 1，然後再升到高點 4，標成 214。去聲是由最高點降到最低

點的全降調，標成 51。至於臺灣華語聲調調值，蔣為文（2015）根據 Fon & 

Chiang (1999)以及 Chu （1998）的研究結果提出臺灣華語四個聲調的調值

分別為 44、212、31、53。下表是漢語聲調系統： 

 

表 二-3 漢語聲調系統 

項目 說明 

四聲俗名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輕聲 

調類名稱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輕聲 

拼音符號 

ˉ ´ ˇ ˋ 
無 

四聲調值（北京普通話） 55 35 21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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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 符號（北京普通話） 

    

 

四聲調值（臺灣華語） 44 212 31 53  

IPA 符號（臺灣華語） 

    

 

（資料來源：蔣為文 2015:147） 

 

（二）現代越語聲調 

越語和漢語同為聲調語言。到目前為止，對於越語到低有幾個聲調學

者們各有所言。大多數的文獻記載現代越語有六個聲調（Doan Thien Thuat 

1997），但也有學者認為有八個聲調（蔣為文 2006）。以下筆者採越語有六

聲調的說法，整理出越語聲調系統。調型描述部分引自 Doan Thien Thuat 

(2003：111)。調值採蔣為文（2015）的說法。 

 

表 二-4 越語聲調系統 

項目 說明 

聲調名稱 Thanh 

Bằng 

Thanh 

Huyền 

Thanh Hỏi Thanh 

Sắc 

Thanh 

Nga ̃

Thanh 

Năṇg 

中文名稱 平聲 玄聲 問聲 銳聲 跌聲 重聲 

IPA 符號 

      

拼音符號 無符號 
     

調值 33 21 313 35 435 32 

調型 半高平 中降 中降低再

回升 

中升 半高降

半低再

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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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 

調型描述 是一個高

平聲，若

高度分成

八度，那

麼第一聲

的起點就

在第八

度，而且

一直維持

在第八度 

是低平

聲，有一

點往下

降，比平

聲低四個

高度 

低降聲，問

聲起點跟

玄聲一

樣，中間降

低，然後又

升到起點

的高度 

高升調，

起點和玄

聲一樣，

中間升高 

起點比

玄聲高

一點，中

間急降

至一

度，然後

又回升

到起點

的高度 

低聲，起

點跟玄

聲一

樣，最後

突然降

低 

 

蔣為文（2015）認為現代漢語公認有六個聲調是因為收到聲調符號的

影響。蔣為文指出，西方傳教士在製作越語拉丁系統沒有注意到去聲和入聲

的差別，越語聲調應該分成八種，就是銳聲和重聲都可以再分成兩種聲調，

如下： 

 

表 二-5 越語傳統聲調系統 

傳統調類 平 上 去 入 

傳統調類9 浮 沉 浮 沉 浮 沉 浮 沉 

現代名稱 平聲 玄聲 問聲 跌聲 銳聲 重聲 銳聲 重聲 

調值 33 21 313 435 35 3 5 3 

位置       P、t、k 收尾 

（資料來源：（蔣為文 2015：162） 

 

                                                 

9 「浮」、「沉」是越南語言學家的說法，前者類似漢語傳統音位系統的「陰」，後者類似「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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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越語聲調的數量，本文不做討論，僅整理出文獻對於越語六個聲

調的特點。從以上關於漢語及越語的聲調特點來對比漢越聲調，所指的漢語

以北京普通話為標準，可以看到： 

1.  在調型方面，相較於漢語的的高平調（55）及全降調（51），越南語

沒有這兩種調型，只有半高平（33）及中降調（21；31）；相較於漢

語的降升調（214），越南語也有先降後聲的調型（313；435），不過

升降的幅度不同。 

2.  從調值方面，越南語除了銳聲調值（35）跟漢語的陽平調調值（35）

同樣，兩者其它聲調調值都有所差別。 

雖然跟華語同樣是聲調語言的越南語，不過從聲調系統來看兩者的聲

調存在了明顯的差別。從此，我們可以推測越南學生在學習華語聲調的過程

中，可能會收到母語的遷移，具體情況如下： 

1.  陰平（第一聲） 

漢語的陰平和越語的平聲都同樣是平調類，漢語陰平的調值為 55，

越語平聲調值 33（蔣為文 2015），兩者從起點到結束都維持一個高

度，不過漢語陰平的起點比越語平聲的高。因此推測越南學生以母

語平聲代替漢語陰平時就會產生「發得不夠高」、「高度不夠」的

現象。 

2.  陽平（第二聲） 

漢語的陽平和越語的銳聲都同樣是升調類，漢語陽平的調值為 35

跟越語銳聲調值一樣。 

3. 上聲（第三聲） 

漢語的上聲和越語的問聲都同樣是曲折調類，先降後升調型。漢語上

聲調值為 214，越語問聲調值 313，兩者的起點和結束點的高度不同。 

4. 去聲（第四聲） 

漢語的去聲和越語的玄聲、重聲都同樣是降調類。漢語去聲調值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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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幅度的下降，越語玄聲調值 21、重聲 31 是中降。此外，越語玄聲的

調號跟漢語去聲調號相同，因此推測越南學習者容易以母語玄聲代替漢

語去聲，使得發音時起點不夠高、降度不完整，短促結束。 

 

三、 北越及南越方言的聲調對比 

Thompson (1965) 關於南越胡志明市語的章節中，提到胡志明市方言的

聲調有下面幾個不同於北越河內音的特色10： 

  南越方言只有五種聲調，如同中部與其他南部方言一樣，問

聲和跌聲因太過相似而混為一類。關於此點，蔣為文（2005）

也有同樣的觀點，認為南部音沒有跌聲。 

  南越的聲調很接近中部峴港（Da Nang）方言，問聲和跌聲有

一個長的中升段，但是缺乏河內音的聲門段。但是玄聲調明

顯的比重聲調低，且重聲調音節結束在聲門塞音（glotta 

stop），而不是聲門收縮（glotta stricture）。 

  胡志明市音的銳聲和玄聲發音與河內音相同。 

  問聲和跌聲的混合聲調，會有一個起點在中低的長拉升段，

此拉升段的終點有時和銳聲調一樣高，有時會較低一些後接

的聲調而定），若是在弱音節，則會有極為急促的拉升。 

                                                 

10 引自陳心怡（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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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 南北越方言的聲調調型圖11 

 

Brunelle (2009) 的上圖表示：南北越方言的平、玄、銳聲大致上相同。

問聲、跌聲和重聲方面有差異。北越方言裡問聲和跌聲是兩個不同的聲調，

南越方言的問聲已經和跌聲混合，雖然和北越的問聲一樣也是先降後升的曲

折調，但是南越方言的問聲前半段下降部分的音長很短，後半段上揚部分的

音長較長，上揚的幅度也較明顯。因此學習部分的音長很短，後半段上揚部

分的音長較長，上揚的幅度也較明顯。因此南方學習者可能認為第二聲和問

聲後半段上揚的調值較相似，而非和調型相同但上揚幅度較小的銳聲相似

（劉慧娟 2015）。至於重聲，兩者同樣都下降，但南越方言的重聲下降後會

再回升。 

 

 

 

 

                                                 

11 引自 Brunell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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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測越語聲調 

（一）實驗說明 

1. 實驗對象 

實驗對象是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是兩名分別來自越南河內市和胡志明

市的受試者。北越受試者（簡稱 VN）從小在越南河內市出生與長大，南越

受試者（簡稱 VS）從小在越南胡志明市出生於長大。他們的母語都是越南

語，來臺灣之前都只說越南語。對於兩名受試者的背景詳見於第三章第二節。 

 

2.  實驗語料 

本實驗想要進行實際的越南語語料採集，再用語音分析軟體 Pratt 以及

五度制計算方式來掌握越語聲調調值，了解其特點。測試語料包括單音節

[ma]的越語六個聲調，分別為[ma]、[mà] 、 [má] 、[mả] 、[ma]̃ 、[ma]̣六個

單音節詞。 

選擇這音節的考量是是因為這個音節之六個聲調的詞在越南語都是有

意義，而且它們的聲母和韻母同樣也存在於漢語系統裡，發音跟漢語的相

同，所以比較不受漢語的影響。 

 

3. 實驗方式 

筆者將語料內容寄 email 給受試者，請他們找安靜的地方自行錄音再

把錄音檔回寄給筆者。收到錄音當之後，筆者將其轉成 mp3 格式，再用 pratt 

軟體進行語圖分析。從聲音檔的窄帶語圖測量其基頻，再算出調值。 

 

4.  調值計算方法 

為看出受試者的聲調調值將採用聲調的五度制標調計算法。五度制所

寫的調值是相對性的，不管基頻的絕對頻率值多少，亦不管音的本身高低寬

窄的變化怎麼樣，一律都可歸併到相對的五度之中。因此，本研究以下對

VN 和 VS 所列舉的偏誤例子算出其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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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照林濤、王理嘉（1995）的計算方式把受試者 VN 和 VS 的華

語聲調換算成五度，先測量各聲調的頻率值，找出最高頻率值及最低頻率

值，再換算成對數值，計算出二者之間的對數差，再除以 5。為減少頻率值

測量的誤差，在窄帶語圖上把第 10 次諧波的頻率值除以 10。現在計算 VN

發越語六個聲調的音節[ma]詳細說明計算步驟。下圖是其發音節[ma]之六個

聲調 平聲[ma]、玄聲[mà] 、 銳聲[má] 、問聲[mả] 、跌聲[ma]̃ 、重聲[ma]̣

的窄帶語圖。 

 

 

圖 二-2  VN[ma]之越語六聲調之窄帶語圖 

 

從聲音的最高點和最低點找出第十道諧波再除以 10，得到最低頻率值

為 92Hz，最高頻率值為 188Hz。接著轉換成對數值，92 Hz 的對數是 1.96；

188Hz 的對數是 2.27，計算二者之間的對數差，再除以 5，（2.27 ‒ 1.96）÷ 5 

= 0.06，換算成五度制時從最低五度值每增加一度，頻率對數值就增加 0.06，

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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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6  VN[ma]之越語六個聲調的五度制計算 

最高頻率值/對數 最低頻率值/對數 (二者之間對數值) ÷ 5 

188 / 2.27 92 / 1.96 (2.27 ‒ 1.96) ÷ 5 = 0.06 

五度制 Log 10 頻率值範圍 

5 度 2.21 - 2.27 163 - 188 

4 度 2.15 - 2.21 141 - 163 

3 度 2.09 - 2.15 122 - 141 

2 度 2.03 - 2.09 106 - 122 

1 度 1.96 - 2.03 92 - 106 

 

接著，要看哪一個字調的調值，先量出它的最高頻率值和最低頻率值，

在對到上面算出的範圍，將得到結果。六個音節的調值如下： 

 

表 二-7  VN[ma]之越語六個聲調的調值 

 頻率值 調值 

平聲[ma] 150-150 44 

玄聲[mà] 109-97 21 

銳聲[má] 102-102-139 113 

問聲[mả] 120-94-107 212 

跌聲[ma]̃ 162-188 45 

重聲[ma]̣ 129-11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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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樣的方法計算 VS[ma] 的六個聲調，得出結果如下： 

 

 

圖 二-3  VS[ma]之越語六聲調之窄帶語圖 

 

表 二-8  VS [ma]之越語六個聲調的五度制計算 

最高頻率值/對數 最低頻率值/對數 (二者之間對數值) ÷ 5 

343 / 2.54 156 / 2.19 (2.54 ‒ 2.19) ÷ 5 = 0.07 

五度制 Log 10 頻率值範圍 

5 度 2.47 - 2.54 293 - 343 

4 度 2.40 - 2.47 250 - 293 

3 度 2.33 - 2.40 214 - 250 

2 度 2.26 - 2.33 183 - 214 

1 度 2.19 - 2.26 156 -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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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9  VS[ma]之越語六個聲調的調值 

 頻率值 調值 

平聲[ma] 292-292 44 

玄聲[mà] 246-181 31 

銳聲[má] 249-316 35 

問聲[mả] 210-176-215 213 

跌聲[ma]̃ 277-?-28012 4-?-4 

重聲[ma]̣ 210-163-207 212 

 

（二）實驗結果 

以上計算了 VN 和 VS 的越語六個聲調調值。接下來，概括六個聲調的

特點： 

1.  平聲 

 

圖 二-4  實測越語平聲 [ma]的窄帶語圖 

 

                                                 

12 跌聲的中間斷掉，量不到其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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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為文（2015）的越語平聲調值是 33，本論文實測的結果是

VN 和 VS 的平聲調值都同樣是 44；是中高平調，發音時音高不變。

跟北京普通話的陰平調（55）比起來，音高較低；跟臺灣華語的陰

平調（44）比起來，音高同樣。 

 

2.  玄聲 

 

圖 二-5  實測越語玄聲 [mà] 的窄帶語圖 

 

越語的玄聲是中低降調，調值 21（蔣為文 2015），實測的玄聲

結果是 VN 的 31、VS 的 21；近似臺灣華語的第三聲（31），也像北

京普通話的前半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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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銳聲 

 

圖 二-6  實測越語銳聲 [má] 的窄帶語圖 

 

文獻中的越語銳聲是中升調（35），實測中，VN 的銳聲先維持

一個平段再上升，調值 113 低於文獻的結果。VS 的銳聲跟文獻結果

一樣，調值 35，相似北京普通話的陽平調（35）。 

 

4.  問聲 

 

圖 二-7  實測越語問聲 [mả] 的窄帶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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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為文（2015）的越語問聲調值是 313，是一個中降低再上升

的聲調。實測的結果與此相似，都是先降後升的曲折調，VN 的問

聲調值 212，VS 的是 213。這跟北京普通話的上聲(214)較像;跟只有

前半上的臺灣華語（31）不同。 

 

5.  跌聲 

 

圖 二-8  實測越語跌聲 [ma]̃ 的窄帶語圖 

 

跌聲的特點是降升調，先從中高降低，再升高。它的中間（即

轉折點）通常會中斷，量不到其頻率（陳氏金鸞 2005）。此跟本實

驗的結果相同，VS 的跌聲調型看來近似問聲，不過中間有一段被斷

掉，無法測量基頻，調值是 4？4。而 VN 的跌聲調型近似銳聲，只

顯示上升的狀態，調值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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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聲 

 

圖 二-9  實測越語重聲 [ma]̣ 的窄帶語圖 

 

文獻中的重聲是中降調，它通常在很短的時間內要往下降，所

以重聲的高度變化通常只在一度，如 32（蔣為文 2015）。蔣也指出，

重聲出現在以 p、t、c、k、結尾的音節，如「đep̣」（意思：好看）

會更快速地下降。實測結果顯示 VN 的重聲調值是 32，跟文獻的一

樣；而 VS 的重聲下降後再微上升，調值 212，重聲調型跟 Brunelle

（2009）描寫南越重聲的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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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華語聲調教學策略 

一、華語聲調教學策略 

關於華語聲調訓練的策略，王漢衛（2004）提出傳統的四聲帶讀是較

不具教學意義的，應改用「有意義」的詞彙做為四聲教學之練習範本，並指

出運用「最小對比」的原則進行聲調教學，也就是控制語音的聲母、韻母，

只讓聲調變異，進而讓學習者感知四聲聲調不同之處。而在指導學生練習聲

調時，首先應該針對調型說明不同之處（最好是能搭配調型圖）；其次要進

行每個字調的個別練習，除了發音的練習外，也要進行聽力的聽辨練習；接

著要練習兩個調同時連音的練習，因為學生可能在發漢字單音節時，可能勉

強發對，一旦兩個字成為合詞連音時，聲調就立刻產生變化，因此「雙音節」

合詞練習是一開始學習華語的必要教學策略。最後則要配合會話課中的詞彙

練習，並且重複練習，熟悉在不同字序下的聲調變化，以及將課堂上的練習

融入實際的會話情境之中。（葉德明和陳慶華 2010） 

孫德金（2006）在其專著《對外漢語語音及語音教學研究》指出在實

踐中，有的學生雖然能讀準拼音，但讀不准漢字音調；說話時也記不住詞的

聲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主張在語音階段，實行語流教學與音素教學相結

合的教學法，使聲音與意義結合起來，因為沒有意義的聲音，人們很難記憶。 

有鑒於此，本研究所設計的 100 項語料都具有意義。前 20 組雙音節詞

及 20 組短語運用「最小對比」原則，控制聲母和韻母部分，只讓聲調改變。

20 個句子的部分，每個句子會包含一組最小對比的雙音節詞。例如：第 41

項語料，句子：「王老師老是忙得忘了吃飯」將包含前面出現過的一組最小

對比詞彙「老師」跟「老是」。 

 

二、華語聲調教學方法 

華語聲調是外籍學習者的一大難點，對越南學生來說也不例外。專家

學者不只研究越南學生的華語聲調偏誤，從華語聲調教學的角度，也提出了

針對性的方法。 

陳氏金鸞（2005）認為，對越華語聲調教學可以遵循以下四個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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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一) 簡單講解，以練習為主 

傳統的教學通常使用趙元任先生的五度制標調法：陰平（5-5）、陽平

（3-5）、上聲（2-1-4）、去聲（5-1）為聲調做解釋。不過，對越南學生來說，

因為他們從小接觸的越南語教學課本從未出現過這樣用五度制的概念來描

述聲調，因此越南學生比較不習慣用數字來了解聲調的高低。因此，教聲調

時教師應該盡量使用比較具體的方法進行簡略易懂的解釋，重要的是加強發

音的實際聯繫。而如何解釋聲調讓學生容易懂，容易接受，陳氏推薦了

Matsumoto, Yoko (2005) 的解釋法，就是使用遠近概念，音高概念，變與不

變概念。 

 

表 二-10 華語聲調教學技巧 

調類 近 音高 遠 

陰平（第一聲） 高 不變  

陽平（第二聲） 低 變 高 

上聲（第三聲） 低 不變  

去聲（第四聲） 高 變 低 

（資料來源：Matsumoto, Yoko 2005） 

 

對此教學方法，筆者也很讚同，因為語音改正最有效的途徑，也是唯

一的途徑就是實際練習。在學生了解華語聲調概念之後即可開始進入練習階

段。 

 

(二) 由易到難，順序性的聲調教學 

漢語聲調教學應從簡單的單音節教到較複雜的雙音節。當學生掌握好

第一階段的內容才繼續第二階段教學或第三階段教學等等。陳氏根據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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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建議單音節的發音教學順序為：先教上聲與陽平，再教去聲與陰平；

雙音節的發音教學順序為：先教陽平和上聲的組合組（3-3、2-2、2-3、3-2）

再教陰平和去聲的組合（1-1、4-4、1-4、4-1）。 

 

(三) 抓住教學重點，作為聲調教學的核心 

教師以不同階段的聲調教學目標劃分教學重點，讓重點教學方法容易

記進行。 

 

(四) 給予回饋並且簡單解釋學生聲調為何不正確 

教師在發現學生發音有偏誤現象時要即時糾正，才能得到效果。若不

糾正或拖太久之後才糾正的話，學生會以為自己的發音是正確的，容易導致

偏誤僵化難以改善。不過，當學生的話還沒表達完畢，老師應等待學生說完

才提出問題令他改正，如果馬上中斷學生的話會造成其之挫折感，害學生對

自己失去自信，不願意再開口表達。 

至於具體的正音方法，王若江（2012）認為要強調技能的訓練，特別

是第二語言學習者，原有的語音習慣會嚴重干擾新語音習慣的形成，因此必

須用一種強刺激的方式使學習者認識新的語音模式，熟悉具體的語音。其方

式主要是耳朵的聽辨和發音方法的模仿，在不斷的聽辨和模仿中逐步形成新

的習慣。聽辨和模仿標準語音，即「跟述法」將是本訓練課程主要運用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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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多媒體數位華語語音教學 

近年來，隨著電腦科技、網際網路的的澎湃發展，線上多媒體的語言

學習已經很發達。多媒體學習（Multimedia learning）指的是使用多種以上

的媒體元素，如文字（Text）、圖片（Graphics）、顏色（Color）、動畫

（Animation）、聲音（Audio）及影像（Video）來輔助學習活動以達到相當

的學習成效。而數位學習（e-Learning）指透過資訊科技或網際網路來學習

的新模式。將學習的多媒體元素數位化之後，即數位媒體（digital media）。 

在華語教學領域中，目前的數位華語教學網站日益增加，這對華語學

習者起了很大的幫助。學習者不管身在何方只要有電腦及網路就可以不限時

空阻礙的自由自在選擇符合自己的學習需求、程度及興趣的華語課程。不

過，就線上華語課程的多樣性來說，邵寶誼（2005）指出目前的網路上的漢

語教學網站內容大多以語法、詞彙為主。針對語音所設計的網站相對前兩者

而言可說是為數極少，因此還有很大的開發空間。 

有別於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線上華語語音網站教學具有其特色及優

點，邵寶誼（2005）提出下面三個主要優點： 

1.  使用電腦學習聲調的最大優點是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學生離開

課堂之後可隨時隨地利用網路的資源自學或是練習。 

2.  學習者可以免於傳統教學法中教師當面指正其錯誤的尷尬，進而降

低挫折感，而且利用電腦學習，所得到的回饋是立即性且具有隱私

性，答對或答錯只有學生自己知道。 

3.  利用人機互動模式，可以提高學習者的興趣。 

 

此外，有關網路教學的優勢，陳懷萱、陳立芬（2005）指出以下六點： 

1.  突破時空限制 

2.  減少來自於同儕的壓力，增加個人信心。 

3.  個別化的學習環境，個人專屬的學習空間。 

4.  自我導向式的學習，強調學習者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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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強學習者獨立學習的能力，擴展學習思考空間。 

6.  可多次重複學習，起跑點不一致，但終點一致。 

 

因此，本論文設計 MyCT 線上華語聲調訓練課程，讓越籍學習者可利

用自己的彈性時間去練習發音，得到及時的回饋，以求改善聲調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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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越南國土地形呈現一個 S 字的狹長型，境內除了佔比率最多的京族

（người Kinh）之外，還有其他 53 個民族，語言風貌相當豐富且多變，也

存在著明顯的方言差異。一般語言學者將越南語以地理位置分為三個主要方

言：北部的河內方言、中部的順化方言、南部的胡志明市方言（蔣為文

2006），其中全國以北部河內方言為標準的官方語言。在本研究的範圍裡，

將順化視為一個地標，順化以北的屬於北部，順化以南的屬於南部，研究對

象是越南北部河內和越南南部胡志明市各一名。為更能清楚南北部的劃分範

圍可見下圖： 

 

圖 三-1 本研究對於南北部劃分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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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是為了深入了解與探討兩位來自南北越學習者的

華語聲調發音偏誤狀況，同時提供給他們實際的聲調訓練課程；再進一步評

估課程的效果。受試者的華語聲調偏誤研究範圍為華語的第一、二、三、四

四個聲調，輕聲與變調不在研究範圍內。筆者將採用個案研究法進行本研究。 

王文科、王智弘（2011）在《教育研究法》認為個案研究法以一個團

體的社會單位為對象，該單位可能是一個人、家庭、社會團體、社會機構或

社區。個案研究法多用於檢核研究當時的事件，但其間有關的行為，無法予

以操從。王文科、王智弘提出了個案研究通常採取 5 個步驟，包括： 

  敘述目標 

  設計研究的途徑 

  蒐集資料 

  組織資料 

  撰寫結果報告並討論結果的重要性。 

 

王文科、王智弘（2011）指出個案研究的研究設計，要特別考慮以下

的五個項目： 

1.  研究的問題，採用誰（who）、什麼（what）、何處（where）、如何（how）、

以及為什麼（why），提供重要線索，但就一般情況分析，個案研究

較使用語如何與為什麼的問題。 

2.  研究的命題，在於導引在研究範圍內，必須留意方向與內容。 

3.  分析的單位。 

4.  連接命題與資料。 

5.  解釋研究發現與規律。 

本論文的研究流程基本上會遵循個案研究的方法。針對華語-越語聲調

對比將採用對比分析法找出兩種系統的異同，從而預測越語母語者在華語聲

調學習上的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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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受試者的偏誤將進行語音實驗，用發音測試了解學習者發音偏誤

現象，再採用偏誤分析法，進行偏誤統計與分類。透過聲調發音前測及後測

探析經過課程的實際訓練後偏誤是否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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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一位來自越南北越河內的男學生和一位來自越南南

越胡志明市的女學生。兩者皆為非華裔的越南本地人，以越語為母語，來臺

之前只講越南語，來臺之後一直都居住在臺北地區，平常幾乎無接觸也完全

無使用臺語。為方便陳述，在本研究裡將簡稱北越男學生為 VN、南越女學

生為 VS。 

VN 受試者男性，31 歲以上，在臺時間七年多，學習漢語時間將近三年，

考試通過 TOFCL 聽讀測驗入門級，生活基本溝通沒問題。VN 目前就讀國

立臺灣大學地地質系博士班。他平常在臺大專門開給外籍生的免費華語課程

上課，一個星期上兩節課，學過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二、三冊。除

了上華語課，他每天在實驗室都有機會跟臺灣本地生說華語。他一個星期花

3 個小時自學華語、認為標準發音很重要，但因為很難達成百分百標準的發

音，所以要求自己只要能順利進行溝通即可，平時希望老師和周邊的臺灣朋

友幫他糾正發音。 

VS 受試者女性，25 歲，在臺時間將近四年，畢業於臺灣私立銘傳大

學企管系國際學生專班。她剛來臺灣時在文化大學華語教學中心念了兩個學

期（六個月）的華語，之後自修至今。目前已通過 TOFCL 基礎級的聽力理

解考試，生活基本溝通沒問題。VS 平常有機會跟本地人說華語，一周花大

概 20 個小時自修。她認為發音標準很重要且要求自己的發音達到很標準的

程度，希望身邊的老師、臺灣朋友多多糾正其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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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材料設計 

研究材料包括基本資料調查表和測試語料表。語料表的開頭先跟受試

者說明此研究的目的、語料表內容及發音流程、方式等等。基本資料調查表

的內容有關受試者的母語背景、華語學習、華語使用情況等相關問題。 

 

一、基本資料調查部分 

為了解受試者的華語學習背景與其對於語音學習的看法筆者請他們填

寫了基本資料部分。此部分共 14 題選擇題，包含：性別、年齡層、國籍、

出生成長地區、在臺時間、在臺攻讀的科系、母語、初學華語的地區、初學

多久的發音、學華語多久時間、每周學習華語時間、華語使用情況、對於發

音標準的重要性、自己發音的要求、發音糾正的需求等內容。 

 

二、研究語料 

聲調發音前測、MyCT 課程訓練內容和聲調後測使用同一套語料，包括

20 組最小對比的雙音節詞、20 組最小對比的短語以及 20 個句子，共 100

項語料，前 50 項測驗學習者的第一、四聲；後 50 項測驗學習者的第二、三

聲。最小對比詞組大部分由筆者參考以及摘選自葉德明和陳慶華（2011）以

及陳心怡（2007）的研究而來；短語和句子部分由筆者自己設計。100 項語

料由第一、二、三、四、輕聲的音節組成，由於輕聲不在本研究範圍內，將

扣掉所有輕聲音節。減除輕聲音節數量之後，研究語料總共有 477 個音節，

包括第一聲 108 個音節、第二聲 105 個音節、第三聲 104 個音節、第四聲

160 個音節。所選擇的詞彙、短語、句子都具有意義、盡量接近學生的日常

生活，且運用「最小對比」原則以控制其他變項對聲調發音的影響。語料用

漢字呈現，全部提供漢語拼音輔助，避免學生因為不識漢字而發錯聲調。語

料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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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 聲調發音測試與 MyCT 聲調訓練語料 

順序 

Thứ Tư ̣

內容/學過請打鉤 

Nếu đa ̃hoc̣ mời đánh dấu 

/v/ bên caṇh 

順序 

Thứ Tư ̣

內容/學過請打鉤 

Nếu đa ̃hoc̣ mời đánh dấu /v/ bên 

caṇh 

1 老師  lǎoshī 2 老師很忙  lǎoshī hěn máng 

3 老是  lǎoshì  4 老是很忙  lǎoshì hěn máng 

5 取消  qǔxiāo 6 不要取消  bù yào qǔxiāo 

7 取笑   qǔxiào  8 不要取笑  bù yào qǔxiào 

9 改編   gǎibiān  10 改編劇本  gǎibiān jùběn 

11 改變   gǎibiàn  12 改變劇本  gǎibiàn jùběn 

13 時機   shíjī 14 大好時機  dà hǎo shíjī 

15 實際   shíjì 16 他好實際  tā hǎo shíjì 

17 教師   jiàoshī 18 臺大教師  táidà jiàoshī 

19 教室   jiàoshì  20 臺大教室  táidà jiàoshì 

21 登機   dēngjī  22 登機手續  dēngjī shǒuxù 

23 登記   dēngjì  24 登記手續  dēngjì shǒuxù 

25 搭車   dāchē 26 搭車來    dāchē lái 

27 大車   dàchē  28 大車來    dàchē lái  

29 吸管   xīguǎn  30 吸管在這  xīguǎn zài zhè 

31 系館   xìguǎn  32 系館在這  xìguǎn zài zhè 

33 呆子   dāizi    34 那個呆子  nà gè dāizi 

35 袋子   dàizi 36 那個袋子  nà gè dàizi 

37 獅子   shīzi 38 大的獅子  dà de shīzi 

39 柿子   shìzi 40 大的柿子  dà de shì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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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王老師老是忙得忘了吃飯。 

Wáng lǎoshī lǎoshì máng de wàng le chīfàn。 

42 
旅客們要完成登記手續才能登機。 

Lǚkè men yào wánchéng dēngjì shǒuxù cái néng dēng jī 。 

43 
我們的系館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吸管。 

Wǒmen de xìguǎn shénme dōu yǒu, jiù shì méi yǒu xīguǎn。 

44 
呆子拿著袋子在街上走來走去。 

Dāizi ná zhe dàizi zài jiēshàng zǒu lái zǒu qù。 

45 
時機到了，但他沒有實際的行動，所以失敗了。 

Shíjī dào le，dàn tā méi yǒu shíjì de xíngdòng，suǒyǐ shī bài le。 

46 
教師下課後還會留在教室改作業。 

Jiàoshī xiàkè hòu hái huì liú zài jiàoshì gǎi zuòyè 。 

47 
她因為臨時取消活動而被大家取笑。 

Tā yīnwèi línshí qǔxiāo huódòng ér bèi dàjiā qǔxiào。 

48 
導演叫他改編劇本，但主要內容不可以改變。 

Dǎoyǎn jiào tā gǎibiān jùběn，dàn zhǔyào nèiróng bù kěyǐ gǎibiàn。 

49 
大車子來了，請你趕快搭車吧！ 

Dàchē zi lái le，qǐng nǐ gǎnkuài dāchē ba ！ 

50 
獅子在柿子樹下睡覺。 

Shīzi zài shìzi shù xià shuìji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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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Thứ Tư ̣

內容/學過請打鉤 

Nếu đa ̃hoc̣ mời đánh dấu 

/v/ bên caṇh 

順序 

Thứ Tư ̣

內容/學過請打鉤 

Nếu đa ̃hoc̣ mời đánh dấu /v/ bên 

caṇh 

51 清除   qīngchú   52 內容要清除  nèiróng yào qīngchú 

53 清楚   qīngchǔ  54 內容要清楚  nèiróng yào qīngchǔ 

55 巴黎   bālí 56 巴黎風景    bālí fēngjǐng 

57 八里   bālǐ 58 八里風景    bālǐ fēngjǐng 

59 生活   shēnghuó 60 如何生活    rúhé shēnghuó 

61 生火   shēnghuǒ 62 如何生火    rúhé shēnghuǒ 

63 大神   dàshén 64 夢見大神    mèng jiàn dà shén   

65 大嬸   dàshěn 66 夢見大嬸    mèng jiàn dà shěn   

67 原件   yuánjiàn 68 他的原件    tā de yuánjiàn 

69 遠見   yuǎnjiàn 70 他的遠見    tā de yuǎnjiàn 

71 不值   bùzhí 72 不值十萬    bùzhí shí wàn 

73 不只   bùzhǐ 74 不只十萬    bù zhǐ shí wàn   

75 媒人   méirén  76 她是媒人    tā shì méirén 

77 美人   měirén 78 她是美人    tā shì měirén 

79 途中   túzhōng  80 在途中      zài túzhōng 

81 土中   tǔzhōng  82 在土中      zài tǔzhōng 

83 勞工   láogōng  84 外籍勞工    wàijí láogōng  

85 老公   lǎogōng  86 外籍老公    wàijí lǎogōng   

87 油錢   yóu qián 88 油錢拿來    yóuqián ná lái 

89 有錢   yǒu qián 90 有錢拿來    yǒuqián ná lá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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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你只要清除這部分，報告重點就會更清楚。 

Nǐ zhǐyào qīngchú zhè bùfèn，bàogào zhòngdiǎn jiù huì gèng qīngchǔ 。 

92 

老王昨天在巴黎，今天已回到八里。 

Lǎo wáng zuótiān zài bālí，jīntiān yǐ huí dào bālǐ 。 

93 

 

在古代的生活，人們常用石頭生火。 

Zài gǔdài de shēnghuó，rénmen cháng yòng shítóu shēnghuǒ 。 

94 

張大嬸在家人心目中就像一位大神。 

Zhāng dàshěn zài jiārén xīnmù zhōng jiù xiàng yī wèi dàshén。 

95 

《遠見》雜誌的每一個檔案原件他都保留著。 

《Yuǎnjiàn 》zázhì de měi yī gè dǎngàn yuánjiàn tā dōu bǎoliú zhe 。 

96 

這棟房子不只老舊還鬧過鬼，不值那麼多錢。 

Zhè dòng fángzi bùzhǐ lǎojiù hái nào guò guǐ，bùzhí nà me duō qián 。 

97 

托媒人的福，他終於找到美人。 

Tuō méirén de fú，tā zhōngyú zhǎo dào měirén 。 

98 

他們在爬山的途中發現土中有古物。 

Tāmen zài páshān de túzhōng fāxiàn tǔzhōng yǒu gǔwù 。 

99 

老闆說外籍勞工過年可以回國看老公。 

Lǎobǎn shuō wàijí láogōng guònián kěyǐ huí guó kàn lǎogōng 。 

100 

如果你有錢，請幫我付油錢。 

Rúguǒ nǐ yǒuqián，qǐng bāng wǒ fù yóuqiá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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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過程與步驟 

本論文的研究流程大致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相關文獻即理論

基礎的探討、第二階段是進行語音實驗以及課程訓練、第三個階段是資料的

分析、整理，以提出研究結果及建議。以下為三個階段的進行步驟詳細說明。 

本論文首先決定研究主題及範圍、研究問題與目的，擬定研究計劃。

接著蒐集國內外相關的文獻，主要包含華越語音對比研究以及越籍學習者學

習華語聲調偏誤研究，並進行文獻探討，再歸納出學習者常見的聲調偏誤以

及造成的原因。另一方面，探討專家學者為聲調教學提出的教學策略和方

法；多媒體線上華語課程的介紹等。下一步，進行華越兩種語言的聲調描述，

對照華越聲調，提出它們的異同點，預測母語聲調可能對目標語聲調造成的

難點及遷移。此外，描述越南南北部方言的聲調，歸納其異同之處。接著實

際採集越語聲調的語料，了解各聲調的語音特點。 

在下階段，選定本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根據文獻探討的歸納與整理

設計研究材料，包括基本資料調查，發音測驗語料、MyCT 聲調訓練課程

語料。語料設定完成後，雙向進行聲調發音前測實驗及 MyCT 標準示範語

音採集及課程製作。聲調發音前測完成之後，安排人工審聽，記錄審聽結果，

歸納出前測的偏誤情形。接著，進行三週的 MyCT 課程訓練，記錄訓練過

程。訓練結束後，接著是聲調發音後測的實驗，再安排後測的審聽。接下來

為研究結果做全面性的分析與討論。最後，提出研究結果，研究的缺陷，針

對研究缺陷提出建議及未來的研究展望。 

研究過程與步驟以流程圖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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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2 研究過程與步驟 

 

擬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 

 

 

 

華越語聲調對比

研究 

聲調訓練策略及

方法 

越籍母語者華語

聲調偏誤研究 

文獻探討 

華越聲調系統描述及南北越聲調描述 

確定研究方法 

 

發音前測 發音後測 發音訓練 

資料搜集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結論及建議 

語料設計 MyCT 華語聲調

訓練課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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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實施 

一、研究時間、工具 

本研究進行了聲調發音前測、MyCT 聲調發音訓練以及聲調後測測驗，

測驗順序為：先進性聲調前測，針對偏誤問題給予三次訓練、最後進行聲調

後測。前測和後測相隔一個月的時間。13 

研究樣本為越籍華語學習者 2 位。前後測的發音測試錄音前先請受試

者確認語料內容是否全部都學過（學過的內容打鉤），接著將看著語料表按

照順序念完。利用 TASCAM MD (MiniDisc Recorder/Player)，型號

MD-801R/MD-801P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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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受試者的發音，之後輸入到電腦剪裁轉成「．

mp3」聲音檔，再進行語音人工審聽以及 Praat 語圖分析。 

至於 MyCT 聲調發音訓練，在取得課程的授權碼以及審聽結果之後，

筆者和受試者安排三次訓練，全程使用 OCAM 軟體錄影。地點在在國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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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的測試過程包括時間、地點、工具等整理如下表： 

 

 

 

 

 

 

 

 

                                                 

13 VN 的實驗分別在兩個期間進行，第一個期間測驗一、四聲以及一四聲的訓練；第二個期間測

驗二、三聲以及二、三聲的訓練。兩個期間的每次前後測同樣間隔一個月的時間。 

VS 的實驗在一個期間完成。前後測間隔一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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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 發音測驗實施時間、地點、工具 

 前測 訓練 後測 

時間 

（個案

VN） 

2015 年 12 月 14 日

（1-50 項） 

 

 

 

2016 年 4 月 22 日 

（50-100 項） 

2015 年 12 月 21 日 

2015 年 12 月 28 日 

2016 年 1 月 4 日 

（一、四聲前三課） 

2016 年 4 月 29 日 

2016 年 5 月 6 日 

2016 年 5 月 13 日 

（二三聲後三課） 

 

2016 年 1 月 11 日 

（一四聲部分） 

 

 

 

2016 年 5 月 20 日 

（二三聲部分） 

時間 

（個案 

VS） 

2016 年 4 月 21 日 2016 年 4 月 28 日 

2016 年 5 月 5 日 

2016 年 5 月 12 日 

 

2016 年 5 月 19 日 

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

愛樓 10樓 1017語音實

驗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

愛樓 10 樓 1017 語音

實驗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

愛樓 10樓 1017語音實

驗室 

工具 

 

錄音機：TASCAM MD 

麥克風：Sony 指向性

麥克風 

 

錄影軟體：Ocam  

麥克風：Sony 指向性

麥克風 

 

錄音機：TASCAM MD 

麥克風：Sony 指向性

麥克風 

 

二、聲調發音測試審聽 

本研究針對受試者的發音前測和發音後測進行人工審聽。審聽人都是

臺灣籍的華語母語者，皆具有語音學的學習背景以及對外華語教學經驗。受

試者 VN 的前測從 1-50 項語料的審聽人為張氏、洪氏、莊氏；受試者 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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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測從 50-100 項語料以及受試者 VS 的前後測的審聽人為洪氏、莊氏14、

陳氏。下面將一一介紹四位審聽人以了解其背景。 

第一位莊先生為臺師大華研所碩二生，台大中文系畢業背景，上過漢

語語言學、語言學概論、聲韻學、訓詁學、華語語音實驗學等相關領域課程。

他有大約 50 個小時的華語教學經驗，主要是輔導來自日本、蒙古、越南籍

學生且目前有興趣研究越南籍學生的華語發音。他在華語語音實驗學課堂上

曾有兩次語音審聽的經驗。莊者在 2016 年 1 月 14 日、4 月 24 日為本研究

進行前測審聽，5月 25日進行後測審聽。審聽地點在臺師大博愛樓 10樓 1017

語音實驗室，由筆者用電腦播放音檔請他在審聽表（如附錄二）上標上他聽

到的聲調。每項語料播放兩次，相隔三秒，請他聽到的第一時間記下來，盡

量不要回想。 

審聽人第二位張女士，目前在臺灣國立文化大學附設華語教學中心擔

任華語老師。她有五年的華語教學經驗；學過語言學、華語語言學相關課程；

通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師資檢定認證。在 2016 年 1 月 15 日為本研究進行

語音前測審聽。筆者以 email 方式將聲音檔和審聽表寄給張女士，請她們按

照審聽表的順序播放音檔，每項音檔播放兩次，相隔三秒鐘，在第一時間在

審聽表寫上聽到的聲調，再把審聽結果回傳給筆者。 

審聽人第三位洪女士，目前就讀臺師大華研所碩士班三年級，擔任國

小英語教師。她約有 90 小時的對外華語教學經驗；輔導過臺師大越南籍學

生且正做越籍學生華語語音相關研究。洪者修習過漢語語音學、漢語實驗語

音學、漢語語言學等相關課程；通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師資檢定認證。她

審聽過有關焦點重音的語音資料。洪氏於 2016 年 1 月 15、4 月 24 日為本研

究進行語音前測審聽，5 月 22 日進行後測審聽。筆者以 email 方式將聲音檔

和審聽表寄給洪女士，請她們按照審聽表的順序播放音檔，每項音檔播放兩

次，相隔三秒鐘，在第一時間在審聽表寫上聽到的聲調，再把審聽結果回傳

給筆者。 

審聽人陳女士，目前就讀臺師大華研所碩士班三年級，成大英語系畢

業背景，上過漢語語言學、語言學概論、聲韻學、訓詁學等相關領域課程。

                                                 

14 跟受試者 VN 前測 1-50 項語料的審聽人洪氏、莊氏是同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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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通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師資檢定認證－語音檢定考試。曾任臺師大國

語中心、文化大學華語中心、成功大學華語中心的華語老師。於臺師大華研

所就學其間輔導過外籍生。教學年資共約四年。於 2016 年 4 月 25 日為本研

究進行前測審聽，5 月 23 日進行後測審聽。審聽地點在臺師大博愛樓 10 樓

1017 語音實驗室，由筆者用電腦播放音檔請他在審聽表上標上他聽到的聲

調。每項語料播放兩次，相隔三秒，請他聽到的第一時間記下來，盡量不要

回想。 

 

 



 

 62 

第六節 MyCT 華語聲調訓練課程的製作 

一、MyCT 平台簡介 

「MyCT - 我的口說華語家教」（My Chinese Tutor）是一個由艾爾科技

研發出的線上華語學習平台。MyCT 採用「自動語音分析系統」

（ASAS©Automatic Speech Analysis System），從發音、音調、節拍、音量

四個層面去分析比對學習者所說的華語然而給予成績。由於 MyCT 需要使

用特殊格式的聲音檔案，因此，老師們必須將教材內容交給製造商，由專業

編輯人員進行聲音檔及文字檔的編修後製成線上課程。課程設立後，製造商

會提供授權碼，輸入授權碼後即可使用該課程。 

 

二、MyCT 華語聲調訓練課程內容 

本課程名稱為「華語聲調訓練」，共六課，前三課為「第一、四聲練習」，

後三課內容為 「第二、三聲練習」。首頁附課程簡介，說明課程的內容、含

量、難易度、學習時間及具備基礎。課程架構如下表三-3： 

 

表 三-3  MyCT 華語聲調訓練課程架構 

課

程

名

稱 

MyCT 華語聲調訓練 

課

程

簡

介 

本課程以華語第一、四聲和第二、三聲的發音練習為主要內容，共六課，前三

課訓練第一、四聲；後三課訓練第二、三聲。全部內容包括 20 組雙音節詞、相

對的 20 組短語，以及 20 個句子。所選詞彙都具有意義並且運用「對比原則」

控制聲韻母只變化聲調讓學習者感知第一聲和第四聲；第二聲和第三聲的差別。 

全內容附上拼音輔助，避免學生因為不識漢字而影響到發音的準確性。  

 難易度：初級 

 學習時間：一天大概 15 分鐘，可自行選擇要上的課，可反復練習。 

 需具備基礎：拼音認讀能力、中文初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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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課 

 

詞彙一 短語一 詞彙二 短語二 

老師 lǎoshī 老師很忙 lǎoshī hěn máng 老是 lǎoshì 老是很忙 lǎoshì hěn máng 

取消 qǔxiāo 不要取消 bù yào qǔxiāo 取笑 qǔxiào 不要取笑 bù yào qǔxiào 

改編 gǎibiān 改編劇本 gǎibiān jùběn 改變 gǎibiàn 改變劇本 gǎibiàn jùběn 

時機 shíjī 大好時機 dà hǎo shíjī 實際 shíjì 他好實際 tā hǎo shíjì 

教師 jiàoshī 臺大教師 táidà jiàoshī 教室 jiàoshì 臺大教室 táidà jiàoshì 
 

 

 

第

二

課 

 

詞彙一 短語一 詞彙二 短語二 

登機 dēngjī 登機手續  dēngjī shǒuxù  登記 dēngjì 登記手續 dēngjì shǒuxù 

搭車 dāchē 搭車來   dāchē lái 大車 dàchē 大車來   dàchē lái 

吸管 xīguǎn 吸管在這 xīguǎn zài zhè 系館 xìguǎn 系館在這 xìguǎn zài zhè 

呆子 dāizi    那個呆子 nà gè dāizi 袋子 dàizi 那個袋子 nà gè dàizi 
 

 

 

 

 

 

 

 

第

三

課 

王老師老是忙得忘了吃飯。 

Wáng lǎoshī lǎoshì máng de wàng le chīfàn 。 

旅客們要完成登記手續才能登機。 

Lǚkè men yào wánchéng dēngjì shǒuxù cái néng dēng jī 。 

我們的系館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吸管。 

Wǒmen de xìguǎn shénme dōu yǒu, jiù shì méi yǒu xīguǎn 。 

呆子拿著袋子在街上走來走去。 

Dāizi ná zhe dàizi zài jiēshàng zǒu lái zǒu qù 。 

時機到了，但他沒有實際的行動，所以失敗了。 

Shíjī dào le，dàn tā méi yǒu shíjì de xíngdòng，suǒyǐ shī bài le 。 

教師下課後還會留在教室改作業。 

Jiàoshī xiàkè hòu hái huì liú zài jiàoshì gǎi zuòyè 。 

她因為臨時取消活動而被大家取笑。 

Tā yīnwèi línshí qǔxiāo huódòng ér bèi dàjiā qǔxiào 。 

導演叫他改編劇本，但主要內容不可以改變。 

Dǎoyǎn jiào tā gǎibiān jùběn，dàn zhǔyào nèiróng bù kěyǐ gǎibià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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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車子來了，請你趕快搭車吧！ 

Dàchē zi lái le，qǐng nǐ gǎnkuài dāchē ba！ 

獅子在柿子樹下睡覺。 

Shīzi zài shìzi shù xià shuìjiào。 

 

 

 

 

 

第

四

課 

 

詞彙一 短語一 詞彙二 短語二 

清除  

qīngchú 

內容要清除 

nèiróng yào qīngchú 

清楚  

qīngchǔ 

內容要清楚 

nèiróng yào qīngchǔ 

巴黎  

Bālí 

巴黎風景 

bālí fēngjǐng 

八里  

bālǐ 

八里風景 

bālǐ fēngjǐng 

生活 

shēnghuó 

如何生活 

rúhé shēnghuó 

生火 

shēnghuǒ 

如何生火 

rúhé shēnghuǒ 

大神  

dàshén 

夢見大神  

mèng jiàn dà shén 

大嬸  

dàshěn 

夢見大嬸  

mèng jiàn dà shěn 

原件 

yuánjiàn 

他的原件 

tā de yuánjiàn 

遠見 

yuǎnjiàn 

他的遠見 

tā de yuǎnjiàn 
 

 

 

 

 

 

第

五

課 

 

詞彙一 短語一 詞彙二 短語二 

不值  

bùzhí 

不值十萬   

bùzhí shí wàn 

不只  

bùzhǐ 

不只十萬 

bù zhǐ shí wàn 

媒人  

méirén 

她是媒人 

tā shì méirén 

美人  

měirén 

她是美人 

tā shì měirén 

途中    

túzhōng 

在途中 

zài túzhōng 

土中 

tǔzhōng 

在土中 

zài tǔzhōng 

勞工  

láogōng 

外籍勞工 

wàijí láogōng 

老公  

lǎogōng 

外籍勞工 

wàijí láogōng 

油錢   

yóu qián 

油錢拿來 

yóuqián ná lái 

有錢 

yǒu qián 

有錢拿來 

yǒuqián ná lái 
 

 

 

 

你只要清除這部分，報告重點就會更清楚。 

Nǐ zhǐyào qīngchú zhè bùfèn，bàogào zhòngdiǎn jiù huì gèng qīng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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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課 

老王昨天在巴黎，今天已回到八里。 

Lǎo wáng zuótiān zài bālí，jīntiān yǐ huí dào bālǐ 。 

在古代的生活，人們常用石頭生火。 

Zài gǔdài de shēnghuó，rénmen cháng yòng shítóu shēnghuǒ 。 

張大嬸在家人心目中就像一位大神。 

Zhāng dàshěn zài jiārén xīnmù zhōng jiù xiàng yī wèi dàshén。 

《遠見》雜誌的每一個檔案原件他都保留著。 

《Yuǎnjiàn 》zázhì de měi yī gè dǎngàn yuánjiàn tā dōu bǎoliú zhe 。 

這棟房子不只老舊還鬧過鬼，不值那麼多錢。 

Zhè dòng fángzi bùzhǐ lǎojiù hái nào guò guǐ，bùzhí nà me duō qián 。 

托媒人的福，他終於找到美人。 

Tuō méirén de fú，tā zhōngyú zhǎo dào měirén 。 

他們在爬山的途中發現土中有古物。 

Tāmen zài páshān de túzhōng fāxiàn tǔzhōng yǒu gǔwù 。 

老闆說外籍勞工過年可以回國看老公。 

Lǎobǎn shuō wàijí láogōng guònián kěyǐ huí guó kàn lǎogōng 。 

如果你有錢，請幫我付油錢。 

Rúguǒ nǐ yǒuqián，qǐng bāng wǒ fù yóuqián 。 

 

 

三、MyCT 華語聲調訓練課程製作過程 

課程語料內容確定後進行標準示範發音的錄製。示範標準發音者是一

位臺灣籍華語老師，有十年對外華語教學經驗。其教育背景為臺灣國立成功

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師範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已通過

臺師大華研所的華語語音發音檢定。在進行語音錄製之前，筆者先請這位老

師把全部內容看一遍且說明流程。之後請她按照語料表的順序念完，每項語

料念一次、之間相隔五秒鐘。錄音地點在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語音實驗室（博愛樓10樓1017室）。錄音軟體為TASCAM MD (MiniDisc 

Recorder/Player)，型號 MD-801R/MD-801P。聲音檔輸入到電腦剪裁轉成「．

mp3＂格式後在語音實驗學課堂上播放確認無誤，最後和課程簡介、語料內

容一起交給廠商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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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受試者 VN 和受試者 VS 進行聲調發音前測、MyCT 聲調訓

練課程以及聲調訓練後測三部分。本章將闡述以上各部分的研究結果及相關

討論。 

 

第一節 發音前後測結果比較 

一、發音前測結果 

本研究採用發音測驗來找出越南北部華語學習者 VN 和越南南部華語

學習者 VS 的聲調發音偏誤，再進行偏誤統計與分類。三位審聽者以雙耳聽

音，在審聽表上將聽到的聲調寫在音節上。 

 筆者進行三位審聽者聽聲結果記錄時，以兩位審聽者以上視為偏誤

者，進入偏誤記錄。下面表五-1 及表五-2 分別記錄受試者 VN 和受試者 VS

的聲調偏誤，橫向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聲，縱向為發生偏誤的音節，

音節前面的數字表示這個音節在語料表中的順序。四個聲調用數字 1,2,3,4

記錄；以箭頭「」表示「發成」，如「4  1」意指第四聲發成第一聲。表

中刮號（）內的「莊」、「張」、「洪」、「陳」指審聽人。受試者 VN 的發音前

測 1-50 項語料由洪、莊、張審聽，51-100 項語料由洪、莊、陳審聽。受試

者 VS 的前測發音 1-100 項語料皆由洪、莊、陳審聽。 

 

表 四-1 受試者 VN 的前測結果記錄表 

內容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11. 變    4 1（莊、張、洪） 

17. 教    4 1（莊、張、洪） 

18. 教    4 1（洪、張） 

22. 續    4 1（洪、張） 

24. 記    4 1（洪、張） 

28. 大    4 1（洪、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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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大    4 1（洪、張） 

41. 是    4 1（莊、張、洪） 

42. 記    4 1（莊、張、洪） 

42. 續    4 1（莊、張、洪） 

43. 系    4 1（洪、張） 

44. 袋    4 1（洪、張） 

45. 但    4 1（洪、張） 

45. 際    4 1（洪、張） 

46. 室    4 1（莊、張、洪） 

48. 叫    4 1（洪、張） 

49. 大    4 1（洪、張） 

50. 樹    4 3（洪、張） 

50. 柿    4 1 (洪、張） 

51. 除  2 3 (洪、陳)   

52. 除  2 3 (洪、陳)   

60. 如  2 3 (洪、陳)   

62. 如  2 3 (洪、陳)   

63. 神  2 3 (洪、莊)   

64. 夢    4 1 (洪、陳) 

64. 見    4 1 (洪、莊) 

66. 見    4 1 (洪、莊) 

67. 件    4 1 (洪、莊、陳) 

68. 件    4 1 (洪、莊) 

80. 在    4 1 (洪、莊、陳) 

82. 在    4 1 (洪、莊、陳) 

84. 外    4 1 (洪、莊) 

91. 告    4 1 (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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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重    4 1 (洪、莊、陳) 

91. 要    4 1 (洪、莊) 

93. 活  2 3 (莊、陳)   

94. 大    4 1 (洪、莊) 

94. 在    4 1 (洪、莊) 

94. 就    4 1 (洪、莊) 

94. 像    4 1 (洪、莊) 

94. 神  2 3 (莊、洪)   

95. 誌    4 1 (陳、莊) 

95. 件    4 1 (陳、洪) 

96. 過    4 1 (洪、莊、陳) 

 

表 四-2 受試者 VS 的前測結果記錄表 

內容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3. 是    4 1 (洪、莊、陳) 

4. 是    4 1 (洪、莊、陳) 

7. 笑    4 1 (洪、莊、陳) 

8. 笑    4 1 (洪、莊、陳) 

11. 變    4 1 (洪、莊、陳) 

12. 變    4 1 (洪、莊、陳) 

15. 實  2 3 (莊、陳)   

15. 際    4 1 (洪、莊、陳) 

16. 際    4 1 (洪、莊、陳) 

17. 教    4 1 (洪、陳) 

18. 大    4 1 (洪、莊、陳) 

18. 教    4 1 (洪、莊、陳) 

19. 教    4 1 (洪、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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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室    4 1 (洪、莊、陳) 

20. 大    4 1 (洪、莊、陳) 

20. 教    4 1 (洪、莊、陳) 

20. 室    4 1 (洪、莊、陳) 

23. 記    4 1 (洪、莊、陳) 

24. 記    4 1 (洪、莊、陳) 

27. 大    4 1 (洪、莊、陳) 

28. 大    4 1 (洪、莊、陳) 

30. 在    4 1 (洪、莊、陳) 

30. 這    4 1 (洪、莊、陳) 

31. 系    4 1 (洪、莊、陳) 

32. 系    4 1 (洪、莊、陳) 

32. 系    4 1 (洪、莊、陳) 

32. 在    4 1 (洪、莊、陳) 

32. 這    4 1 (洪、莊、陳) 

34. 那    4 1 (洪、莊、陳) 

35. 袋    4 1 (洪、莊、陳) 

36. 那    4 1 (洪、莊、陳) 

36. 袋    4 1 (洪、莊、陳) 

38. 大    4 1 (洪、莊、陳) 

39. 柿    4 1 (洪、莊、陳) 

40. 大    4 1 (洪、莊、陳) 

40. 柿    4 1 (洪、莊、陳) 

41. 是    4 1 (洪、莊、陳) 

41. 忘    4 1 (洪、莊、陳) 

41. 飯    4 1 (洪、莊、陳) 

42. 客    4 1 (洪、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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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要    4 1 (洪、莊、陳) 

42. 成  2 3 (洪、莊)   

42. 記    4 1 (洪、莊、陳) 

42. 續    4 1 (洪、莊、陳) 

43. 系    4 1 (洪、莊、陳) 

43. 都 1 4 (陳、

莊) 

   

43. 就    4 1 (莊、陳) 

43. 是    4 1 (洪、莊、陳) 

44. 袋    4 1 (洪、莊、陳) 

44. 在    4 1 (洪、莊、陳) 

44. 上    4 1 (洪、莊、陳) 

44. 去    4 1 (洪、莊、陳) 

45. 到    4 1 (洪、陳) 

45. 但    4 1 (洪、莊、陳) 

45. 際    4 1 (洪、莊、陳) 

45. 敗    4 1 (洪、莊、陳) 

46. 教    4 1 (洪、莊、陳) 

46. 下    4 1 (洪、莊) 

46. 課    4 1 (洪、莊、陳) 

46. 在    4 1 (洪、莊、陳) 

46. 教    4 1 (洪、莊、陳) 

46. 室    4 1 (洪、莊、陳) 

46. 作    4 1 (洪、莊) 

46. 業    4 1 (洪、莊、陳) 

47. 為    4 1 (洪、莊、陳) 

48. 變    4 1 (洪、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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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大    4 1 (洪、莊) 

49. 搭 1 4 (洪、

莊、陳) 

   

50. 在    4 1 (莊、陳) 

50. 柿    4 1 (洪、莊、陳) 

50. 下    4 1 (洪、陳) 

50. 睡    4 1 (莊、陳) 

50. 覺    4 1 (洪、莊、陳) 

51. 除  2 3 (洪、莊、

陳) 

  

52. 內    4 1 (洪、莊、陳) 

52. 除  2 3 (洪、莊、

陳) 

  

52. 要    4 1 (洪、莊、陳) 

54. 內    4 1 (洪、莊、陳) 

54. 容  2 3 (洪、莊)   

55. 黎  2 3 (洪、莊、

陳) 

  

56. 黎  2 3 (洪、莊、

陳) 

  

60. 活  2 3 (莊、陳)   

63. 神  2 3 (洪、莊、

陳) 

  

64. 夢    4 1 (洪、莊、陳) 

64. 見    4 1 (洪、莊、陳) 

64. 神  2 3 (洪、莊、

陳) 

  

65. 夢    4 1 (洪、莊、陳) 

65. 見    4 1 (洪、莊、陳) 

 



第五章 研究結論 

 73 

67. 件    4 1 (洪、莊、陳) 

68. 件    4 1 (洪、莊、陳) 

69. 見    4 1 (洪、莊、陳) 

70. 見    4 1 (洪、莊、陳) 

72. 萬    4 1 (洪、莊、陳) 

74. 萬    4 1 (洪、莊、陳) 

76. 是    4 1 (洪、莊、陳) 

78. 是    4 1 (洪、莊、陳) 

79. 途  2 3 (洪、莊、

陳) 

  

80. 在    4 1 (洪、莊、陳) 

80. 途  2 3 (洪、莊、

陳) 

  

82. 在    4 1 (洪、莊、陳) 

84. 外    4 1 (洪、莊、陳) 

86. 外    4 1 (洪、莊、陳) 

87. 油  2 3 (洪、莊、

陳) 

  

88. 油  2 3 (洪、莊、

陳) 

  

91. 要    4 1 (洪、莊、陳) 

91. 除  2 3 (洪、莊、

陳) 

  

91. 這    4 1 (洪、莊、陳) 

91. 部    4 1 (洪、莊、陳) 

91. 分    4 1 (洪、莊、陳) 

91. 報    4 1 (洪、莊、陳) 

91. 告    4 1 (洪、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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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黎  2 3 (洪、莊、

陳) 

  

93. 在    4 1 (洪、莊、陳) 

93. 代    4 1 (洪、莊、陳) 

93. 生 1 4 (莊、

洪) 

   

94. 就    4 1 (洪、陳) 

94. 神  2 3 (洪、莊)   

95. 見    4 1 (洪、莊、陳) 

95. 誌    4 1 (洪、莊、陳) 

95. 案    4 1 (洪、莊、陳) 

95. 件    4 1 (洪、莊、陳) 

96. 這    4 1 (洪、莊、陳) 

96. 棟    4 1 (洪、莊、陳) 

96. 只   3 2 (洪、

陳) 

 

97. 美   3 2 (洪、

莊、陳) 

 

98. 在    4 1 (洪、莊、陳) 

98. 途  2 3 (洪、陳)   

100. 油  2 3 (洪、莊)   

 

從以上的記錄結果，筆者將發音前測的偏誤數量量化統計如以下表四

-3，橫向為兩位受試者 VN-VS 代號，縱向為 4 個華語聲調。表中的數字表

示學習者聲調發音有偏誤現象。在測驗語料表中，第一聲的音節有 108 個、

第二聲的音節有 105 個、第三聲的音節有 104 個、第四聲的音節有 160 個，

VN 和 VS 代號下面的數字表示聲調偏誤次數。最右邊統計為聲調測驗中出

現的次數（各聲調數量 x 2）、偏誤數量及比率。偏誤比率的算法 = （偏誤

次數/音節出現總數）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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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 發音前測結果 

聲調 VN VS 出現總數 偏誤數量 偏誤比率 

第一聲 0 3 216 3 1.4 % 

第二聲 7 19 210 26 12.4 % 

第三聲 0 2 208 2 1.0 % 

第四聲 37 103 320 140 43.8 % 

 

由表四-3 可得，學生華語聲調偏誤比率為 1.4 至 43.8% 之間。此結果

顯示，學習者對華語聲調發音掌握程度不同。第三聲的偏誤現象最少，僅出

現在 VS 受試者，佔 1.0 %。第一聲的偏誤現象亦僅出現在 VS 受試者，佔

1.4 %。第二聲偏誤現象出現在兩者，佔 12.4%。第四聲的偏誤現象最多，

出現在兩者，佔 43.8%。 

由下圖我們更能清楚看出受試者各華語聲調發音偏誤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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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 發音前測之聲調偏誤比率 

 

從圖四-1 我們將得到偏誤比率的大小順序為第四聲 > 第二聲 > 第

一聲 > 第三聲。其中，第四聲的偏誤率最高（達 43.8 %），此結果呼應了

前人的研究結果。至於第二聲的偏誤，是偏誤率排行第二多的（達 12.4 %），

且都出現在兩名個案，此結果跟陳氏金鸞（2005）、林均芳（2013）的研究

結果有所差別。陳氏和林氏在其研究指出越南學生（其研究對象都是北越學

生）的第二聲不管在聽辨或者發音測試都沒有偏誤現象。接著第三聲的偏誤

比率 1.0%，僅出現兩次在受試者 VS。至於第一聲，在之前的眾多研究結果，

例如陳氏金鸞（2005）、陳心怡（2007、）韓明（2005）等都指出是越南學

生的一大難點，所佔的偏誤比率高於其他聲調，現象為「發成第四聲」。不

過，本研究的前測結果卻顯示第一聲的偏誤比率並不高，而且北越受試者

VN 完全沒出現偏誤，僅在南越受試者 VS 出現三次，佔 1.4%。 

 

二、發音後測結果 

發音後測結果的記錄以及統計跟前測的做法完全相同。以下兩表是受

試者 VN & VS 的發音後測結果記錄。兩者的後測發音之審聽全程由莊、

洪、陳三人擔任。 

 

 

 



第五章 研究結論 

 77 

表 四-4 受試者 VN 的發音後測結果記錄 

內容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18. 教    4 1 (莊、陳、洪) 

27. 車 1 4 (莊、陳、洪)    

32. 在    4 1 (陳、莊) 

33. 呆 1 4 (陳、莊、洪)    

40. 柿    4 1 (陳、洪) 

41. 是    4 1 (莊、洪) 

42. 記    4 1 (莊、陳、洪) 

45. 到    4 1 (莊、洪) 

46. 在    4 1 (陳、洪) 

46. 室    4 1 (莊、陳、洪) 

47. 為    4 1 (莊、陳、洪) 

48. 叫    4 1 (莊、陳、洪) 

49. 大    4 1 (莊、陳、洪) 

50. 在    4 1 (莊、陳、洪) 

50. 在    4 1 (莊、陳、洪) 

52. 要    4 1 (陳、洪) 

52. 內    4 1 (莊、洪) 

54. 內    4 1 (莊、陳、洪) 

82. 在    4 1 (陳、洪) 

91. 要    4 1 (莊、陳、洪) 

92. 在    4 1 (莊、陳、洪) 

92. 到    4 1 (莊、陳、洪) 

94. 大    4 1 (莊、陳、洪) 

94. 在    4 1 (莊、陳、洪) 

95. 誌    4 1 (莊、陳、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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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這    4 1（陳、莊） 

98. 現    4 1 (莊、陳、洪) 

99. 過    4 1 (莊、陳、洪) 

 

表 四-5 受試者 VS 的發音後測結果記錄 

內容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3.是    4 1 (莊、陳、洪) 

4.是    4 1 (莊、陳、洪) 

11．變    4 1 (莊、陳、洪) 

12. 變    4 1 (莊、陳、洪) 

14. 大    4 1 (莊、陳、洪) 

17. 教    4 1 (莊、陳、洪) 

18. 大    4 1 (莊、陳、洪) 

18. 教    4 1 (陳、洪) 

20. 大    4 1 (莊、陳、洪) 

20. 教    4 1 (莊、陳、洪) 

20. 室    4 1 (莊、陳、洪) 

24.記    4 1 (莊、陳、洪) 

27. 大    4 1 (莊、陳、洪) 

28. 大    4 1 (莊、陳、洪) 

30. 在    4 1 (莊、陳、洪) 

30. 這    4 1 (莊、陳、洪) 

31. 系    4 1 (莊、陳、洪) 

32. 在    4 1 (莊、陳、洪) 

32. 這    4 1 (莊、陳、洪) 

32. 系    4 1 (莊、陳、洪) 

32. 在    4 1 (莊、陳、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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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這    4 1 (莊、陳、洪) 

32. 系    4 1 (陳、洪) 

34. 那    4 1 (陳、洪) 

35. 袋    4 1 (莊、陳、洪) 

36. 那    4 1 (莊、陳、洪) 

36. 袋    4 1 (莊、陳、洪) 

38. 大    4 1 (莊、陳、洪) 

39. 柿    4 1 (莊、陳、洪) 

40. 大    4 1 (莊、陳、洪) 

40. 柿    4 1 (莊、陳、洪) 

41. 是    4 1 (莊、陳、洪) 

41. 忘    4 1 (陳、洪) 

41. 飯    4 1 (莊、陳、洪) 

42. 客    4 1 (陳、洪) 

42. 要    4 1 (莊、陳、洪) 

42. 記    4 1 (莊、陳、洪) 

43. 系    4 1 (莊、陳、洪) 

43. 就    4 1 (莊、陳、洪) 

43. 是    4 1 (莊、陳、洪) 

44. 在    4 1 (陳、洪) 

44. 上    4 1 (莊、陳、洪) 

45. 到    4 1 (莊、陳、洪) 

45. 但    4 1 (莊、陳、洪) 

45. 際    4 1 (莊、陳、洪) 

45. 敗    4 1 (莊、陳、洪) 

46. 教    4 1 (莊、陳、洪) 

46. 下    4 1 (陳、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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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課    4 1 (莊、陳、洪) 

46. 後    4 1 (莊、陳、洪) 

46. 在    4 1 (莊、陳、洪) 

46. 教    4 1 (莊、陳、洪) 

46. 室    4 1 (莊、陳、洪) 

47. 為    4 1 (莊、陳、洪) 

47. 動    4 1 (莊、陳、洪) 

47. 被    4 1 (莊、陳、洪) 

47. 大    4 1 (莊、陳、洪) 

48. 但    4 1 (莊、陳、洪) 

49. 大    4 1 (莊、陳、洪) 

49. 快    4 1 (莊、洪) 

50. 在    4 1 (莊、陳、洪) 

50. 下    4 1 (莊、陳、洪) 

50. 覺    4 1 (莊、陳、洪) 

52. 內    4 1 (莊、陳、洪) 

53. 清 14(莊、陳、洪)    

56. 黎  23(莊、陳、洪)   

58. 風 14(莊、洪)    

59. 生 14(莊、洪)    

59. 活  23(莊、洪)   

60. 活  23(莊、洪)   

61. 生 14(莊、陳、洪)    

62. 生 14(莊、陳、洪)    

63. 夢    4 1 (莊、陳、洪) 

64. 見    4 1 (莊、陳、洪) 

66. 夢    41(陳、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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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見    4 1 (莊、陳、洪) 

67. 件    4 1 (莊、陳、洪) 

68. 件    4 1 (莊、陳、洪) 

69. 見    4 1 (莊、陳、洪) 

70. 見    4 1 (莊、陳、洪) 

72. 萬    4 1 (莊、陳、洪) 

74. 萬    4 1 (莊、陳、洪) 

76. 是    4 1 (莊、陳、洪) 

78. 是    4 1 (莊、陳、洪) 

80. 在    4 1 (莊、陳、洪) 

91. 除  23(莊、陳、洪)   

91. 這    4 1 (莊、陳、洪) 

91. 部    4 1 (莊、陳、洪) 

91. 分    4 1 (莊、陳、洪) 

91. 就    41(莊、陳) 

91. 會    4 1 (莊、陳、洪) 

92. 黎  23(莊、洪)   

92. 巴 14(莊、陳、洪)    

93. 生 14(陳、洪)    

93. 生 14(陳、洪)    

94. 張 14(莊、陳、洪)    

95. 見    4 1 (莊、陳、洪) 

95. 案    4 1 (莊、陳、洪) 

95. 原  23(莊、洪)  4 1 (莊、陳、洪) 

95. 件    4 1 (莊、陳、洪) 

96. 這    4 1 (莊、陳、洪) 

96. 棟    4 1 (莊、陳、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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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過    14(莊、陳) 

98. 現    4 1 (莊、陳、洪) 

99. 過    41(莊、洪) 

100. 幫 14(陳、洪)    

100. 付    41(莊、洪) 

 

從以上的記錄結果，筆者將發音後測的偏誤數量量化統計如以下表四

-6。 

 

表 四-6 發音後測結果 

聲調 VN VS 出現次數 偏誤數量 偏誤比率 

第一聲 2 10 216 12 5.6 % 

第二聲 0 5 210 5 2.4 % 

第三聲 0 0 208 0 0.0 % 

第四聲 27 87 320 114 35.6 % 

 

由上表可得，學生華語聲調偏誤比率為 0 至 35.6% 之間。此結果顯示，

後測的偏誤率低於前測的偏誤率。其中，第三聲已無發音偏誤。第二聲的偏

誤現象僅出現在 VS 受試者，佔 2.4%。第一聲偏誤在兩者都有增加，佔 5.6%。

第四聲的偏誤已降低，出現在兩者，在四個聲調的偏誤率當中仍佔最大的比

率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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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後測的四聲偏誤比率如圖四-2。 

 

 

 

圖 四-2 發音後測之聲調偏誤比率。 

 

從圖五-2 我們將得到後測的發音偏誤比率的大小順序為第四聲 > 第

一聲 > 第二聲 > 第三聲。後測結果表示第四聲的偏誤率在四個聲調的偏

誤率當中佔了最高的比率（達 35.6 %）。第一聲的偏誤在兩名個案都有增多

的情況，偏誤比率從 1.4% 升到 5.6%，而北越受試者 VN 在前測時無一聲

偏誤到後測出現了兩次偏誤；南越受試者 VS 在前測出現 3 次一聲偏誤到後

測則升到 10 次。至於第二聲及三聲，後測的偏誤比率跟前測比起來已降低，

三聲偏誤獲得 100%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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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音前後測結果比較與討論 

圖 四-3 發音測驗前後測偏誤比率變化 

我們將發音前後測四個聲調的偏誤比率變化呈現如圖四-3，從此可以更

清楚掌握每個聲調在經過訓練之後會有怎麼樣的結果。其中第二、三、聲

的發音偏誤都有所改善，具體情況為：第二聲的偏誤率總體降了 10% 、第

三聲偏誤降到0 表示完全獲得改善、第四聲偏誤降了8%。經過訓練後，第

二、三、四聲的偏誤率有降低的現象，降低比率範圍在10% 以下。 

至於第一聲的情況就不同於其他三個聲調，第一聲的偏誤率總體升了

4.2%，偏誤類型是受試者將第一聲發成第四聲。有關語音訓練的策略，孫

德金（2006）認為如果把學習語音的有限時間過多地用在舌頭翹到什麼程

度，嘴唇圓到什麼程度才算正確，要求過高，一時又難達到，反而容易使學

生在初學階段就喪失了學好漢語的信心，實際上是得不償失的。在三週的聲

調訓練課程結束後，筆者請受試者針對課程的內容、正音方式等等提出看

法。受試者 VS 表示她本來就知道自己有第一聲和第四聲的問題，但不知道

自己的第四聲出錯率那麼高，因此測試的過程中，她每次看到第四聲都是特

別的有自覺地想要努力把它發得對，訓練過程中一直重複練習第四聲不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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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失去學習信心，但她說確實有了壓力。總之，語音正音的確很重要，但

如何訓練、如何衡量訓練的輕、重、多、少，讓訓練適中，可以幫助學習者

卻不會造成學習壓力，這對教學者來說仍是一個需要思考與磨練的挑戰。 

這一節概括了發音前後測偏誤的總體情形，下一節將個別討論兩名個

案在前後測的具體表現，來看看他們的偏誤狀況以及經過訓練後的表現有何

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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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VN 和 VS 的發音前後測結果分析 

一、VN 和 VS 的前測結果 

表四-7 個別對受試者 VN 和 VS 統計其發音前測的偏誤比率。在測驗

語料表中，第一聲的音節有 108 個、第二聲的音節有 105 個、第三聲的音節

有 104 個、第四聲的音節有 160 個。在此個別算出兩者的偏誤率所以四聲的

音節數量不 x2。偏誤比率的算法 = （偏誤次數/音節出現次數）x 100%。 

 

表 四-7  VN 和 VS 的發音前測偏誤結果 

聲調 出現次數 VN 偏誤次數 VS 偏誤次數 VN 偏誤比率 VS 偏誤比率 

第一聲 108 0 3 0.0 % 2.8 % 

第二聲 105 7 19 6. 7 % 18.1 % 

第三聲 104 0 2 0.0 % 1.9 % 

第四聲 160 37 103 23.1 % 64.4 % 

 

上表的計算結果表示北越受試者 VN 和南越受試者 VS 的偏誤情況。

VN 的第一聲和第三聲無誤、第二聲出現 7 次的偏誤，偏誤率是 6.7%、第

四聲的偏誤出現了 37 次，佔 23.1%，是四個聲調當中錯最多的。VN 的偏

誤難易度順序為第四聲 > 第二聲 > 第一、三聲。VS 的情況有別於 VN 是

四個聲調都發生偏誤。第一聲出現三次偏誤，佔 2.8 %、第二聲出現 19 次

偏誤，佔 18.1%、第三聲出現 2 次偏誤，佔 1.9%、第四聲出現 103 次偏誤，

佔 64.4%。VS 的偏誤率大小順序是第四聲 > 第二聲 > 第一聲 > 第三

聲。數據顯示兩者共同的最大聲調偏誤率都發生在第四聲和第二聲，其中第

四聲是兩者都發生偏誤最多的聲調，接下來是第二聲。從偏誤量及偏誤比率

來說，VS 的偏誤量比 VS 多，尤其在第二聲和第四聲。VS 的第二聲偏誤

率及第四聲偏誤率都比 VN 的高達將近三倍。從下圖我們更清楚地看出兩名

個案不同的偏誤發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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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4  VN 和 VS 的發音前測發音偏誤比率圖。 

 

二、VN 和 VS 的後測結果 

表四-8 個別對受試者 VN 和 VS 統計其發音後測的偏誤比率。在測驗

語料表中，第一聲的音節有 108 個、第二聲的音節有 105 個、第三聲的音節

有 104 個、第四聲的音節有 160 個。在此個別算出兩者的偏誤率所以四聲的

音節數量不 x2。偏誤比率的算法 = （偏誤次數/音節出現次數）x 100%。 

 

表 四-8  VN 和 VS 的發音後測結果偏誤結果 

聲調 出現次數 VN 偏誤次數 VS 偏誤次數 VN 偏誤比率 VS 偏誤比率 

第一聲 108 2 10 1.9 % 9.3 % 

第二聲 105 0 5 0.0 % 4.8 % 

第三聲 104 0 0 0.0 % 0.0 % 

第四聲 160 27 87 16.9 % 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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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發音後測的部分，北越受試者 VN 和南越受試者 VS 的各聲調偏誤情

況都有了變化，不過第四聲仍是兩人發生偏誤最多的聲調，且 VS 各聲調的

偏誤數量和比率跟前測結果一樣都高於 VN。除了第三聲的比率一樣，VS

的第一聲比率比 VN 的高近 5 倍、第三聲偏誤率比 VN 的高 4.8 倍、第四聲

的偏誤比率比 VN 高 3 倍多。VN 後測的偏誤率大小順序為：第四聲 > 第

一聲 > 第二、三聲，跟前測的順序（第四聲 > 第二聲 > 第一、三聲）已

變動。而 VS 後測的偏誤率大小順序為：第四聲 > 第一聲 > 第二聲 > 第

三聲，跟前測的順序（第四聲 > 第二聲 > 第一聲 > 第三聲）也已變動。

我們由下圖四-5 去了解受試者個別在前後測的偏誤情況比對。 

 

 

圖 四-5  VN 和 VS 的發音後測發音偏誤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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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N 和 VS 的前後測結果比較及討論 

 

 

圖 四-6  VN 發音前後測偏誤比率變化。 

 

VN 的第二聲本來出現 7 次偏誤到後測時已獲得 100%的改正，第三聲

發音保持穩定不變的情形，第四聲從前測的 37 次偏誤降到 27 次，偏誤率降

低了 6.2%，第一聲從 0 次偏誤增多了 2 次，偏誤率升為 1.9%。VN 前測時

無出現第一聲偏誤，研究者推測因為太過注重第二聲和第四聲的偏誤，忽略

了第一聲，造成第一聲在後測時發生了少量的偏誤。對於第二聲偏誤完全改

善的改善，可見課程的效果。對 VN 的最大難點-第四聲，訓練後的偏誤比

率也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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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7  VS 發音前後測偏誤比率變化。 

 

跟北越受試者 VN 比較，南越受試者 VS 在發音前測中華語的四個聲調

都出現了偏誤現象，表示四個聲調都是她的學習難點。經過三週使用訓練課

程其發音偏誤狀況變動為：第一聲的偏誤次數增加，比率從 2.8%升到 9.3%，

增了 6.5%。第一聲偏誤增加的趨勢跟 VN 的一樣，不過 VS 的增加比率更

大；第二聲從 19 次偏誤降到 5 次，偏誤率從 18.1 降到 4.8，少了 13.3%，

可見第二聲獲得了明顯的改善，跟 VN 的情況同樣。第四聲從 103 次偏誤降

到 87 次，偏誤率從 65% 降到 54.4%，少了 10.6%，跟 VN 的情況同樣。 

對 VN 和 VS 個別描述他們在前後測的偏誤情況之後，我們可得到的結

論是：雖然他們所犯的偏誤類型、偏誤比率有差別；但經過訓練之後，各聲

調偏誤的變化趨勢是相當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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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章第一節和第二節，將前後測發音測試的結果以量化方式呈現了受

試者整體及個別的偏誤狀況，得出來以下的研究結果： 

1.  發音偏誤率：本發音測驗結果表示在華語的四個聲調當中，第四聲的

偏誤比率最大，而且遠高於其他三個聲調。接下來第二聲，其偏誤率

僅低於第四聲的，然後是第一聲，最後是第三聲。以偏誤大小的排序

為：第一聲 > 第二聲 > 第一聲 > 第三聲。 

2.  偏誤在各受試者的情形：兩名個案的偏誤情況不盡相同。北越受試者 

VN 的偏誤在四個聲調的表現都少於南越受試者 VS。從兩名個案的

偏誤記錄表（表四-1、四-2、四-4、四-5）可看到受試者 VS 的偏誤大

多數都是三位審聽者的共鳴，而 VN 的偏誤通常以兩名審聽者共同的

結果為多。這表示 VS 的偏誤較典型於 VN 的。此外，並不是四個聲

調都是 VN 的學習難點。他的學習難點主要是第四聲，其餘的第一、

三聲基本上都沒出現問題，第二聲在發音前測中雖然被審聽者標出有

7 次的偏誤，類型為「發成第三聲」不過出自 praat 語音分析軟體的

聲譜圖卻無顯示明顯的偏誤類型，筆者初步判斷第二聲並不是北越受

試者的難點，只是其之第二聲發音不到位。此地方在下一節討論第二

聲偏誤特徵時再多加說明。至於 VS，四個聲調都是她的學習難點，

其中第四聲和第二聲是偏誤率最高，第一聲的偏誤在發音前測中出現

極少量，後測出現數量增高，第三聲的偏誤也極少，僅出現在前測的

兩個句子當中。兩名個案每一個聲調具體的偏誤類型及特徵將在下一

節做更詳細的描述。 

3.  偏誤在前後測的變化情況：兩名個案的偏誤情況具有多處的差別，但

是經過 MyCT 的課程訓練過程之後，偏誤的改變趨勢是一致的。兩

者的第一聲偏誤同樣都升高，其餘三個聲調都有偏誤減少的現象。這

可證明課程訓練具有了某程度上的效果；而且訓練效果對兩者來說也

相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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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偏誤類型與特徵 

一、偏誤類型 

筆者在前面兩節把發音前後測的偏誤歸納及整理出了實驗的量化結

果。在這一節將列出受試者華語四個聲調的發音偏誤類型，以聲譜圖舉例說

明偏誤特徵。 

從三位審聽人的審聽結果記錄，筆者整理出兩名受試者的偏誤類型。

如下表： 

 

表 四-9 發音測驗之聲調偏誤類型。 

聲調偏誤 偏誤類型 

第一聲   發成第四聲，與第四聲混淆 

第二聲   發成第三聲，與第三聲混淆 

第三聲   發成第二聲，與第二聲混淆 

第四聲   發成第一聲，與第一聲混淆 

  發成第三聲（VN 前測 shu4shu3）15
 

 

二、偏誤特徵 

此部分將用聲譜圖舉例描述偏誤現象。 所選的例子大部分由三名審聽

人都共同視為偏誤，即典型偏誤。圖中內容將呈現華語母語老師和受試者的

聲譜圖。在此研究華語母語者為女性、受試者 VN 為男性、受試者 VS 為女

性，實際上男性的音高通常低於女性的音高，但「從高音降到低音，下降的

幅度，變化的型式（也就是調型），大體上是相同的」 (朱川 2013 轉載吳

宗濟 1992)，因此本研究仍比較 VN（男性）和華語老師（女性）的聲調發

                                                 

15 審聽結果「第四聲發成第三聲」僅出現一次在 VN 的前測，當他念句子「獅子在柿子樹下睡覺」

時。VN 表示這個句子都是四聲，他念起來很拗口，所以出口誤。因此，這情況筆者不列入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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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為看出受試者的聲調調值將採用聲調的五度制標調計算法。五度制所

寫的調值是相對性的，不管基頻的絕對頻率值多少，亦不管音的本身高低寬

窄的變化怎麼樣，一律都可歸併到相對的五度之中。因此，本研究以下對

VN 和 VS 所列舉的偏誤例子算出其調值。 

計算方法依照林濤、王理嘉（1995）的步驟把受試者 VN 和 VS 的華語

聲調換算成五度，先測量各聲調的頻率值，找出最高頻率值及最低頻率值，

再換算成對數值，計算出二者之間的對數差，再除以 5。為減少頻率值測量

的誤差，在窄帶語圖上把第 10 次諧波的頻率值除以 10。16 

在此「偏誤類型」的章節筆者進行比較華語老師的發音語圖和受試者

的發音語圖，一共列出了 17 項比較。其中，華語老師的發音語圖 17 項、

VN 的發音語圖 7 項、VS 的發音語圖 10 項。在華語老師的 17 項窄帶語圖

當中，找出其最高和最低的頻率，再按照以上的方式算出頻率值，然後在每

一項想要算哪個詞的調值，就量那個詞的頻率，對照頻率值找出其調值。

VN 和 VS 的調值算法跟華語老師的一樣。以下三表分別為華語老師、VN

和 VS 在這部分算出的頻率值範圍： 

 

表 四-10 華語老師五度制的頻率值範圍。 

最高頻率值/對數 最低頻率值/對數 (二者之間對數值) ÷ 5 

350 / 2.54 136 / 2.13 (2.54 ‒ 2.13) ÷ 5 = 0.08 

五度制 Log 10 頻率值範圍 

5 度 2.46 - 2.54 290 - 350 

4 度 2.38 - 2.46 240 - 290 

3 度 2.30 - 2.38 198 - 240 

2 度 2.22 - 2.30 164 - 198 

1 度 2.13 - 2.22 136 - 164 

                                                 

16 計算方法的詳細內容請見本文的第二章第三節，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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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1  VN 五度制的頻率值範圍。 

最高頻率值/對數 最低頻率值/對數 (二者之間對數值) ÷ 5 

159 / 2.20 101 / 2.00 (2.20 ‒ 2.00) ÷ 5 = 0.04 

五度制 Log 10 頻率值範圍 

5 度 2.16 - 2.20 145 - 159 

4 度 2.12 - 2.16 133 - 145 

3 度 2.08 - 2.12 121 - 133 

2 度 2.04 - 2.08 111 - 121 

1 度 2.00 - 2.04 101 - 111 

 

表 四-12  VS 五度制的頻率值範圍。 

最高頻率值/對數 最低頻率值/對數 (二者之間對數值) ÷ 5 

392 / 2.59 104 / 2.02 (2.59 ‒ 2.02) ÷ 5 = 0.12 

五度制 Log 10 頻率值範圍 

5 度 2.48 - 2.59 301 - 392 

4 度 2.36 - 2.48 231 - 301 

3 度 2.25 - 2.36 177 - 231 

2 度 2.13 - 2.25 136 - 177 

1 度 2.02 - 2.13 104 - 136 

 

接下來分別從第一、四、三、聲列舉說明受試者的偏誤類型。北京普

通話和臺灣華語的聲調的發音特點不同，其調值都有所差異。兩名受試者都

在臺灣學習華語，不過因為筆者無法確定他們在上課時，授課老師是以北京

普通話的系統還是臺灣華語的系統來教，此外也無法確定本實驗的華語老師

在進行示範發音時是採用那一邊的聲調系統來發音，因此以下在陳述華語聲

調特點時會以北京普通話為標準。然而，所例舉的例子當中，會根據實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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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特點進行討論。 

 (一) 第一聲偏誤 

華語的第一聲（陰平調）是個高平調，發音時高而平，一直保持不變

的音高（5-5）。在本研究的發音前測部分，根據審聽結果表示受試者 VN 無

發生第一聲的偏誤情形；受試者 VS 有少量的偏誤（2 次偏誤，偏誤率 1.9%）。

經過三週的訓練，第一聲在兩名個案都有偏誤增加的情況。VN 偏誤從 0 次

增到 4 次，偏誤率從 0%升到 3.7%；VS 偏誤從 2 次升到 10 次，偏誤率從

1.9 升到 9.3%。就第一聲的偏誤類型而言，不管前後測審聽結果皆表示兩

名個案的第一聲僅跟第四聲混淆。除了第四聲，其之第一聲無與其他聲調混

淆。以下就第一聲的偏誤，將用聲譜圖舉例描述偏誤現象。 

 

華語老師 受試者 VN 

27. 大車  27. 大車 （後測） 

 

 

 

 

 

 

「che1」持平，基本上高度不變，調值

44。 

「che1」收尾時微下降，起點和結束點

都不夠高，調值 42。 

圖 四-8  VN 第一聲（大車）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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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老師 受試者 VS 

59. 生活 59. 生活 （後測） 

 

 

 

 

 

 

「sheng1」 持平，音高基本上不變，調

值 55。 

「sheng1」從高點降到低點，調值 53。 

圖 四-9  VS 第一聲（生活）偏誤聲譜圖。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兩名受試者發第一聲時音高的掌握不當。他們的第

一聲念成降調（調值 42、53），近似臺灣華語的第四聲（調值 53），非漢語

普通話的全降調（調值 51）。 

 

(二) 第二聲偏誤 

華語的第二聲（陽平調）是個中升調，發音的情況是從中往上升高，

音高具有改變（調值 35）。在本研究的發音前測部分，根據審聽結果表示受

試者 VN 和 VS 都出現了第二聲的發音偏誤。VN 出現 7 次偏誤，偏誤比率

是 6.7%；VS 出現 19 次偏誤，偏誤比率是 18.3%。經過三週的訓練，第二

聲在兩名個案都有減少的情況。VN 偏誤從 7 次減到到 0 次，完全獲得改善；

VS 偏誤從 19 次減到到 6 次，偏誤率從 18.3 降到 5.7%。就第二聲的偏誤類

型而言，審聽結果皆表示兩名個案的第二聲僅跟第三聲混淆。除了第三聲，

其之第二聲無與其他聲調混淆。以下就第二聲的偏誤，將用聲譜圖舉例描述

偏誤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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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老師 受試者 VS 

51. 清除 51. 清除 （前測） 

 

 

 

 

 

 

「chu2」發音先下降再上聲，調值 314。 「chu2」 有下降趨勢，調值 31。 

圖 四-10  VS 第二聲（清楚）偏誤聲譜圖。 

 

華語老師 受試者 VS 

79. 途中 79. 途中 （前測） 

 

 

 

 

 

 

「tu2」發音微下降持平再上升，調值

325 

「tu2」發音趨降，調值 31。 

圖 四-11  VS 第二聲（途中）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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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老師 受試者 VS 

64. 夢見大神 64. 夢見大神（前測） 

 

 

 

 

 

 

「shen2」發音先微下降再上聲，調值

223。 

「shen2」發音趨降，調值 31。 

圖 四-12  VS 第二聲（夢見大神）偏誤聲譜圖。 

 

以上取 VS 發第二聲的三個例子，其中 VS 的第二聲調值都同樣是 31。

她的第二聲被審聽者認為是「發成第三聲」。跟臺灣華語的第三聲（調值 31）

比較，兩者的調值是相同的，這也相似北京普通話的前半上部分（調值 21）。

華語老師的第二聲在這三個例子裡面呈現一個先降後升的曲折調型（調值

314、325、223），有別於北京話的陽平調（調值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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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老師 受試者 VN 

51. 清除 51. 清除（前測） 

 

 

 

 

 

 

「chu2」發音先下降再上聲，調值 314。 「chu2」發音先持平再趨升，但起點不

夠高、升得不到位，調值 13。 

圖 四-13  VN 第二聲（清楚）偏誤聲譜圖。 

 

華語老師 受試者 VN 

52. 內容要清除 52. 內容要清除 （前測） 

 

 

 

 

 

「chu2」發音先微下降持平再上聲，調

值 213。 

「chu2」發音趨升，但起點不夠高、調

值 12。 

圖 四-14  VN 第二聲（內容要清楚）偏誤聲譜圖。 

 

VN 的第二聲在前測總共有 7 次被審聽者聽成第三聲，不過聲譜圖和五

度制的結果顯示他的第二聲仍趨升，特點是起點不夠高、升度不完整（調值

 



 

 100 

12、13）。因此其二聲的偏誤類型是念得不到位，而非跟第三聲混淆。華語

老師的第二聲發音是先下降再上升（調值 314；213），體現臺灣華語的第二

聲特點，並不完全相同於北京普通話的第二聲（升調，調值 35）。 

從第二聲的發音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VN 和 VS 的第二聲偏誤類型不盡

相同。雖然都被審聽為「發成第三聲」，不過 VS 的第二聲情形是比較相似

第三聲。她在發第二聲的時候，調值 31，聲調並不趨升，而從中高往下降，

似臺灣華語的第三聲或北京普通話第三聲的前半上。VN 的第二聲表現為發

音不到位，起點和升度都不到位。 

 

(三) 第三聲偏誤 

華語第三聲（上聲）是曲折調，發音時必須先降下去，起點不可太高，

而後上升，調值 214。此聲調偏誤只出現在南越 VS 受試者的前測。兩次偏

誤都發生在念句子的時候。 

 

華語老師 受試者 VS 

79. 托媒人的福他終於找到美人 79. 托媒人的福他終於找到美人（前測） 

 

 

 

 

 

「mei 3」在語流中發前半上，調值 21。 「mei 3」發升調，調值 12，似第二聲

但不到位的第二聲。 

圖 四-15  VS 的第三聲偏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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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華語第二聲的調值是 31，在此華語老師的發音調值是 21，性質上

是只念前半上的部分。VS 的發音調值 12，像北京普通話第二聲的上揚段

（212）。 

 

(四) 第四聲偏誤 

華語第四聲（去聲）是一個全降調，發音時由高降到低，音高有大幅

度的改變（5-1）。此聲調在本研究中是兩名個案最大的學習難點，偏誤率在

四個聲調當中佔最高比率。尤其南越受試者 VS 的偏誤次數為極多，是 103

次，比率 65%，而且大多數都被三位審聽人共同認定的。經過三週的訓練，

VS 的第四聲發音情況雖然有改善，但偏誤次數仍很高，是 87%，佔 54.4%。

VN 的第四聲偏誤較少，前測出現 37 次，後測出現 27 次。以下就第四聲的

偏誤，將用聲譜圖舉例描述偏誤特徵。 

 

華語老師 受試者 VN 

17. 教師 17. 教師 （前測） 

 

 

 

 

 

 

「jiao4」發音從高降到低，調值 42。 「jiao4」 發音持平，音高不變，調值

33。 

圖 四-16  VN 第四聲（教師）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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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老師 受試者 VN 

40. 大的柿子 40. 大的柿子（後測） 

 

 

 

 

 

 

「da4」、「shi4」發音趨全降，調值分

別為 41、31。 

「da4」、「shi4」發音持平，音高不變，

調值分別為 33、33。 

圖 四-17  VN 第四聲（大的柿子）偏誤聲譜圖。 

 

華語老師 受試者 VN 

67. 原件 67. 原件 （前測） 

 

 

 

 

 

 

「jian4」 發音趨降，調值 53。 「jian4」 發音持平，音高不變，起點不

夠高，調值 22。 

圖 四-18  VN 第四聲（原件）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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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老師 受試者 VN 

82. 在土中 82. 在土中 （前測） 

 

 

 

 

 

 

「zai4」發音趨降，調值 52。 「zai4」發音持平，音高不變，調值 33。 

圖 四-19  VN 第四聲（在土中）偏誤聲譜圖。 

 

在以上的例子，華語老師的第四聲是降調，但都不是北京普通話的全

降調。她的第四聲調值是 42、41、31、53、52。受試者 VN 的第四聲在這

都被審聽為第一聲，不過他的調值為多為 33，跟北京普通話的第一聲（調

值 55）和臺灣華語第一聲（調值 44）比起來，音高都比較低。跟越語平聲

調值（33）一樣。 

 

 

 

 

 

 

 

 

 



 

 104 

華語老師 受試者 VS 

64. 夢見大神 64. 夢見大神（前測） 

 

 

 

 

 

 

「meng4」、「jian4」發音全降，調值

分別為 53、53。 

「meng4」、「jian4」發音持平，音高

不變，調值分別為 44、44，都發成第一

聲。 

圖 四-20  VS 第四聲（夢見大神）偏誤聲譜圖。 

 

華語老師 受試者 VS 

84. 外籍勞工 84. 外籍勞工 （前測） 

 

 

 

 

 

 

「wai4」趨降，調值 53。 「wai4」先持平，收尾部分微降，調值

55，發成第一聲。 

圖 四-21  VS 第四聲（外籍勞工）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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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老師 受試者 VS 

23. 登記 23. 登記 （前測） 

 

 

 

 

 

 

「ji4」發音趨降，調值 53。 「ji4」發音持平，音高不變，調值 44，

發成第一聲。 

圖 四-22  VS 第四聲（登記）偏誤聲譜圖。 

 

華語老師 受試者 VS 

19. 教室 19. 教室（前測） 

 

 

 

 

 

 

「jiao4」、「shi4」發音全降，調值分

別為 52、42。 

「jiao4」和「shi4」發音微下降，降度

不到位，調值分別為 55、55，發成第一

聲。 

圖 四-23  VS 第四聲（登記）偏誤聲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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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老師 受試者 VS 

03. 老是 03. 老是（前測） 

 

 

 

 

 

 

「shi4」發音趨降，調值 53。 「shi4」發音持平，調值 44，念成第一

聲 

圖 四-24  VS 第四聲（老是）偏誤聲譜圖。 

 

從圖四-21 到圖四-24，華語老師的第四聲發音也表現臺灣華語的特點，

調值度在 53，跟北京普通話的全降調 55 不同。VS 的第四聲發成典型的第

一聲，調值 55（跟北京普通話一聲相同，高於台灣華語一聲）、44（跟臺灣

華語一聲相同，低於北京普通話）。 

以上舉例說明了華語四個聲調的偏誤類型，接下來將偏誤類型歸納如

下表： 

 

表 四-13  華語四個聲調的偏誤類型。 

聲調         受試者 VN VS 

第一聲 念成降調，中介音調值

42，有別於北京普通話和

臺灣國語的第一聲。 

念成臺灣華語的第一聲

(調值 53) 

第二聲 起點不夠高、升度不完整

（調值 12、13），像臺灣

發音調值 31，念成臺灣

華語的第三聲（31），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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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第二聲的上揚部分

（212） 

相似北京普通話第三聲

的前半上。 

第三聲 無偏誤 VS 的發音調值 12，像臺

灣華語第二聲的上揚段

（212）。 

第四聲 發成平調，但中介音調值

33，音高都低於北京普通

話和臺灣國語的第一

聲；發得像越語平聲

（33）。 

發成平調，有時調值

55，跟北京普通話第一

聲相同，有時調值 44，

跟臺灣華語第一聲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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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MyCT 聲調訓練結果 

一、本 MyCT 華語聲調訓練課程說明 

本研究設計的 MyCT 聲調訓練課程共六課，前三課針對第一、四聲，

後三課針對第二、三聲。在發音前測結束再間隔一個星期的時間後開始使用

本課程進行三次的訓練。每次訓練間隔一個星期的時間，每次訓練內容是共

六課，每課進行一次，順序從第一課到第六課。17 

此線上課程的使用方式為使用者用課程授權碼設定自己的帳號。每次

上課輸入帳號、密碼即可進入。受試者本來可以隨時隨地自行練習，不過為

了要取得優質的實驗資料；且全程需要錄影，所以三次訓練筆者都安排在臺

師大 1017 語音實驗室舉行。課程的使用步驟如附錄三。 

下圖是 MyCT 課程的版面。學習者可選擇簡繁體字來呈現內容，也可

看要顯示漢語拼音還是注音符號來輔助閱讀。 

 

 

圖 四-25  MyCT 課程版面。 

 

 

                                                 

17 VN 的訓練分別在兩個期間進行，因此他每次上三課，跟 VS 每次上六課分量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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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課程後，首先是標準發音示範的部分，學生將聽到標準語音按照

課程內容的順序播放。標準發音播放結束之後系統會自動跳到跟讀的部分。

在跟讀部分，學生會先聽到老師的發音，然後模仿老師的念法進行錄音。

MyCT 會針對每一項內容的發音從發音的準確度、聲調的準確度、語流的

流利度、音量輕重的掌握共四方面進行評量然後給予即時的回饋。回饋內容

除了分數，在聲調發音，系統會顯示老師與學習者的音調曲線圖，幫助學習

者看出自己在發音上跟老師不同的地方，從而更順利地改善聲調發音的偏

誤。進行跟讀時，學習者要按照順序練習，無法自由選擇發音內容，發音達

到 60 分以上就可以跳到下一題。如果成績未達標準分數，就得再一次發音，

直到通過為止。當跟讀的部分結束之後，MyCT 會給整課的平均成績，而且

還列出學習者在訓練時每一項內容的全部成績記錄。下圖列舉個案VS的「教

室」發音呈現 MyCT 的回饋內容： 

 

 

圖 四-26  MyCT 課程回饋內容。 

 

除了聆聽標準發音、跟讀，學習者可根據自己想要加強的內容選擇「單

句練習」。在這部分，學習者可以自己點選任何內容，反覆聆聽或反復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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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受到任何限制。在此部分，系統也跟前面跟讀部分給予完整的回饋。本

研究的訓練過程中，受試者僅在第三課和第六課綜合練習，讀句子的部分使

用到「單句練習」功能。如上的回饋內容之外，當學生要看詳細的分析，可

以個別點選四項回饋項目，系統會提供示範者和學生的發音音檔以及對每個

字調的聲、韻、調打分數與提出評語，如下圖： 

 

 

圖 四-27  MyCT 在「發音準確度」項目的詳細分析。 

 

二、MyCT 訓練過程及訓練反思 

在取得課程的授權碼以及整理完發音前測結果之後，筆者跟受試者安

排了三次的聲調訓練。訓練媒介為所涉及的 MyCT 課程，每次訓練間隔一

個星期的時間以確保效果是實際的，並非短期記憶。每次訓練都是上完

MyCT 的六課。訓練全程用 OCAM 軟體記錄起來，得到的綠影檔是整個過

程的音檔還有在電腦螢幕上的操作，錄不到外景及人影。訓練過程中，筆者

在旁隨時記錄學生的反映、意見等。 

三次訓練的流程及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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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4 三次訓練的流程說明。 

第一次上課 內容 說明/原理 

（一）引言 簡介華語聲調；簡單陳述受試

者的前測發音結果；說明訓練

的內容、用途以及應有的態

度。 

傳達明確的目標，能在第一次上課

更容易讓學生抓到訓練的要旨，增

強學習成效。 

（二）課程簡介 說明本課程的架構、每次訓練

流程、介紹課程版面、回饋內

容以及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 

讓學生掌握課程的操作、功能及如

何解讀回饋內容以便日後可自行

使用。 

（三）課程訓練 實際地上完一到六課。學生進

行訓練時，筆者在旁把發音不

夠好的地方記錄起來，課程結

束後再跟學生討論。 

學生練習時不打斷，結束後再告訴

他哪些地方可以更加注意。這樣較

不會影響到學生的專注力以及興

趣。 

（四）小結 肯定學生的表現；總結訓練成

績；提醒需要注意的地方。 

學生大致上成績都在 73 分以

上，VN 只在第三課和第六課

句子的部分表現較不理想；VS

只在第三課句子部分表現較

不理想。 

得知自己的發音前測結果後，個案

VS 極為沮喪，她說沒想到自己的

發音會存在這麼多的問題。藉由獲

得好成績（VS 第一次上課除了第

三課及第六課，成績都在 85 分以

上）VS 才慢慢找回自信。個案 VN

每次獲得 90 分以上都很興奮。好

成績對他們來說是正面的鼓勵及

肯定。 

第二次上課   

（一）引言 詢問學生發音訓練活動有無

影響到其實際的交際。 

學生表示經過短時間的測試及訓

練後，開口說話時會自覺去注意自

己的發音，隨時對第四聲（個案

VN）、第四聲和第二聲（個案 VS）

提高警覺避免錯誤發生。 

（二）課程訓練 上完一到六課。學生進行訓練 第二次訓練，兩名個案從第一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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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筆者在旁把發音不夠好的

地方記錄起來，課程結束後再

跟學生討論。 

六課的表現都比第一次訓練好，表

示課程效果並非短期記憶。雖然只

是重負練習一模一樣的課程內

容，但進步的成績提高了學生的訓

練意願和興趣。兩名個案都表示期

待最後一次訓練看看自己還會不

會獲得更多的進步。 

（三）小結 讚賞學生進步的表現，提醒出

現問題的地方。針對個案 VN

的需求，帶領他進行第三課的

「單句練習」部分。 

肯定學生的進步，同時提醒尚待加

強部分，依學生需求提供個別指

導。 

第三次上課   

（一）引言 說明這次是最後一次訓練，如

果學生有任何問題都歡迎提

出來討論。 

學生表示希望日後會有像這樣的

發音訓練課程讓他們練習。 

（二）課程訓練 上完一到六課。學生進行訓練

時，筆者在旁把發音不夠好的

地方記錄起來，課程結束後再

跟學生討論。 

學生三次反復模仿華語老師的標

準發音，務必讓自己的發音在聲

調、流利度、音量輕重的掌握與老

師相同。因此，透過對比自己跟老

師的發音，使模仿更有針對性，並

非無意義的反復聆聽及跟述。學生

在第三次訓練的接受度仍穩定。 

（三）總結 總結學生三週的訓練情形：基

本上表現都不錯，僅在第三、

六課句子的部分需注意流利

度、停頓、語調等；聲調發音

有改善。最後，請學生針對課

程的內容、形式、MyCT 系統

的操作等發表意見。 

學生在三週訓練後，對自己的聲調

發音找回了自信；他們體會到實際

的定期練習對他們平常的口語活

動會起作用。自我糾正的過程就從

意識到 自覺去留意 行為 

習慣  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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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三週訓練過程中，隨時把遇到的狀況以及學生的意見反映記錄

下來。反思整個課程的內容、形式、MyCT 系統的操作之優缺點之後整理如

下表： 

 

表 四-15 課程優缺點反思。 

反思項目 優點 缺點 

1. MyCT 

課程系統 

   有別於傳統課堂的上課

形式，線上 MyCT 課程

以多媒體包含聲音、畫

面等的結合來呈現課程

內容。學生表示這樣的

形式相當有趣。 

   MyCT 的回饋內容相

當完整，從發音的準確

度、聲調的準確度、流

利度及音量輕重的掌握

打成績。然而，以上四

個方面，如果想知道更

詳細的分析，可以點進

去看。每個單字都會出

來標準發音和學生發音

的音檔，讓學生可以重

聽以判斷自己的發音跟

示範的哪裡不同。此

外，每個單字的聲、韻、

調也提出大略的評語

（如圖四-27）。學生表

示即時看到自己的成績

   在跟讀的過程中，系統按照

設計會自動跑完一課，中間

無法暫停。因此，當學生念

得不夠理想時想要先暫停

看看自己的發音就很不方

便。 

   回饋內容只提供籠統的評

語，例如「你的發音還需改

善」（如圖四-27）無說明如

何改善。 

   嚴格要求非常安靜的環境

才可順利錄音。有任何雜音

的話就不能錄。本研究在密

閉且安靜的語音實驗室舉

行，但有時候系統還會顯示

「雜音太多，無法錄音」。

這樣的話，如果學生在家裡

練習的話，難免因為環境不

夠安靜而影響到課程的操

作。 

   評分的標準是看學生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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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來說很刺激，促

使他們再挑戰更大的目

標。 

   雖然是線上課程，但也

有系統對使用者的直接

互動。每當學生發完

音，系統會根據學生的

好表現提出讚美，如

「excellent」、「good」；

對不理想的表現就不做

批評而直接給予第二次

練習機會。 

   提供多元的功能，例

如：跟讀、單句練習等

讓學生依照個人需求自

行選擇練習。 

的模仿是否跟示範者完全

相同。模仿得越相似，得到

的成績越高。如果學生很在

意成績，可能會導致過度的

模仿，使他失去自己自然的

說話方式。 

2. 課程內

容 

   全六課所包含的 100 項

內容都具有意義，有助

於學生的記憶。 

   內容運用最小對比原

則，控制了聲母及韻

母，只讓聲調改變。學

生表示他們在聽辨兩組

詞或短語的時候，比較

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容易聽得出來兩個聲調

（一跟四聲、二跟三聲）

的不同。 

   學生認為有些句子的內

   第三課和第六課句子部分

對學生來說偏難，也有點過

長。例如句子 96：「這棟房

子不只老舊還鬧過鬼，不值

那麼多錢」。這些較長的句

子，在訓練過程中學生不容

易念得理想，因為還牽涉到

流利度、停頓、語調等因

素。 

   句子部分，因為設想要兩個

詞彙都放進同一個句子，還

要讓句子自然、有意思，所

以某些句子念起來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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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很風趣，也很生活

化，較不同於他們教科

書裡面的句子。這對他

們來說是訓練過程中的

小小樂趣。例如句子

97：「托沒人的福他終於

找到美人」、句子 100「如

果你油錢，請幫我付油

錢」。 

力。例如句子 50：「獅子在

柿子樹下睡覺」，學生 VN

表示念起來太拗口，也很吃

力因為全部幾乎是第四聲。 

3. 上課形

式 

   時間安排一週一次適中 

   三次訓練在語音室舉行

由筆者協助電腦設備操

作，訓練順利地快速完

成。 

   因為時間上的限制，只能安

排三次訓練，所以 VS 每次

訓練都要上完六課。這對學

生來說比較吃重，而且也難

以消化。 

   由於訓練需要錄影取得研

究材料，無法在訓練的時候

碰到有問題的地方馬上暫

停討論。系統自動播放，也

造成沒辦法停下來詳細研

讀系統對學生發音的分

析、評論。當一課完成後要

馬上跳到下一課，所以也不

能停下來拷貝對每一個單

字的詳細分析部分。 

4. 訓練分量

不一致 

    尚未考慮周全導致兩名受

試者每次訓練的分量比重

不一樣。VN 的訓練分兩階

段進行，每次訓練上三課，

而 VS 的訓練在一個階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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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每次訓練上六課。 

 

三、受試者的訓練結果 

筆者將 VN 和 VS 的訓練成績記錄如下表： 

 

表 四-16  VN 的 MyCT 課程訓練成績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 

第一課 88 90 91 89.6 

第二課 88 90 92 90 

第三課 73 76 76 75 

第四課 87 88 88 87.6 

第五課 87 87 89 87.6 

第六課 74 76 80 76.6 

 

表 四-17  VS 的 MyCT 課程訓練成績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 

第一課 81 86 87 84.6 

第二課 86 87 87 86.6 

第三課 75 77 80 77.3 

第四課 90 91 91 90.6 

第五課 90 91 91 90.6 

第六課 80 82 84 82 

 

上面的成績表表示受試者的表現都在 73 分以上。兩個人的第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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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課的成績都高於第三、六課。第三、六課的內容是句子，學生認為對

他們來說偏難。從平均成績欄來看，VN 的第一和二課比 VS 的成績高，其

他四課的成績都低於 VS。筆者原本認為 VS 的發音偏誤率在四個聲調都遠

高於 VS，而且 VS 每次上課的分量都是 VN 的兩倍，這樣會影響到她的成

績。不過，總體來說 VS 的成績卻優於 VN。MyCT 系統的給分方式主要是

看學生的模仿度，學生的發音能跟示範者發音模仿越像分數就越高。在實驗

的範圍裡，示範者是女性老師，VS 的性別是女性，VN 是男性。所以有一

個可能性是因為性別同樣，所以 VS 較容易模仿老師的音高、語調等等而獲

得較高的成績。 

從成績結果也可見他們再後一次訓練的成績大部分的情況都是比前一

次訓練好，有些地方是後一次跟前一次的成績一樣，無出現後一次比前一次

成績差。下圖呈現兩名受試者三次訓練的成績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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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8  VN 的訓練成績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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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9  VS 的訓練成績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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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一、 南北越受試者聲調偏誤之異同 

（一）同樣點 

1. 華語第四聲是兩名個案出現偏誤率最大的 

發音測試偏誤結果顯示兩名個案對華語四個聲調的掌握不同。不過，

在華語的四個聲調當中，第四聲是兩名受試者所發生的偏誤是最多的。不管

在前測或後測，第四聲的偏誤比率遠高於其他三個聲調。VN 前測的偏誤率

為：第一聲 0%、第二聲 6.7%、第三聲 0%、第四聲 23.1%。可見第四聲的

偏誤率跟其他三個聲調比較起來是相當高的。VN 後測的偏誤率為：第一聲

1.9%、第二聲 0%、第三聲 0%、第四聲 16.9%。後測時，雖然偏誤率已經

降低了，但還是遠高於其他三個聲調。至於 VS，前測的偏誤率為：第一聲

2.8%、第二聲 18.1%、第三聲 1.9%、第四聲 65%；後測的偏誤率為：第一

聲 9.3%、第二聲 4.8%、第三聲 0%、第四聲 54.4%。可見 VS 的第四聲偏誤

相對於其他三個聲調也是多得多。 

前輩的相關研究指出越南學生的第四聲發音偏誤的原因主要來自母語

的負遷移（吳門吉、胡明光 2004）。華語第四聲是一個全降調，以五度制概

念來說，音高從最高五（5）下降到最低點（1），是最大幅度的從高到低。

越南語聲調系統裡面雖然也有降調（重聲 32；玄聲 21）但只是中降調，下

降幅度相當狹窄。因此越南學生對這種全降調的概念完全陌生，發音的時候

聲調趨平完全沒下降就跟第一聲一樣，如下圖四-30 受試者 VS 念「登記」

時， 「記 ji4」是第四聲，但念得跟第一聲的「登 deng1」一樣趨平。此外，

也有情形是第四聲的降度很微小，如圖四-31，VN 念第四聲的「夢 meng4」

和「見 jian4」雖然收尾時有下降現象但降度很小，所以也被審聽為第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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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0  VS 第四聲偏誤（登機） 

 

 

圖 四-31  VN 第四聲偏誤（夢見大神） 

 

2. 根據審聽結果，第二聲的偏誤率僅低於第一聲 

根據審聽結果，第二聲的偏誤比率僅低於第四聲。前測結果顯示 VN

的第二聲偏誤率為 6.7%、VS 的第二聲偏誤率為 18.1，跟第一聲和第三聲的

偏誤率比起來都比較高。兩名個案的前測偏誤率大小順序分別為：第四聲> 

第二聲> 第一聲> 第三聲 （VS）；第四聲> 第二聲> 第一、三聲 （VN）， 

 

3. 前後測各聲調的偏誤率變動趨勢一致 

兩名個案的華語四個聲調之偏誤情況不同，但是經過 MyCT 的課程訓

練過程之後，偏誤的改變趨勢是一致的。根據前後測的偏誤統計結果，兩者

在後測時第一聲偏誤同樣都升高，其餘三個聲調都有偏誤減少的現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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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6（VN 發音前後測偏誤比率變化）和圖四-7（VS 發音前後測偏誤比

率變化）看到兩者偏誤相同的變動趨勢。 

 

（二）差異點 

1. 四個聲調的偏誤比率不同 

從圖四-4 （VN 和 VS 的發音前測發音偏誤比率圖。）及圖四-5 （VN

和 VS 的發音後測發音偏誤比率圖）可見南越受試者 VS 的四個聲調之偏誤

率在前後測都遠高於北越受試者 VN。前測時，VS 的第二聲偏誤率及第四

聲偏誤率都比 VN 的高達將近三倍。後測時，除了第三聲的比率一樣，VS

的第一聲比率比 VN 的高近 5 倍、第三聲偏誤率比 VN 的高 4.8 倍、第四聲

的偏誤比率比 VN 高 3 倍多。 

我們試著從兩名個案的華語學習背景與使用解釋此種偏誤率落差的狀

況。受試者 VN 和 VS 一開始都在台灣學華語，兩者同樣學了 10 個小時以

下的發音，兩者的華語程度都是考過 TOCFL 的初級。不同的是兩者在臺時

間、華語學習方式以及華語的使用情況。VS 在臺時間 3-4 年，她來臺灣讀

大學，大學期間用英文上課。為生活溝通需要，她在第一年就在文化大學的

華語教學中心讀了兩個學期（大約六個月）的華語。課程結束至今都自學。

VS 在臺灣的期間都跟越南同鄉一起住，日常生活以越南語為主，只有出去

外面打工、購物等時才講華語。因此，她每天講華語的時間和量不多。VN

的情況則大不相同，雖然他的課一樣是用英文上，不過他每天都有將近 10

個小時待在研究室，每天都跟臺灣籍的同學用華語聊天、溝通。此外，VN

長期起來都上臺灣大學開給校內外籍生的免費華語課程。所以 VN 每天講華

語的時間及量都比 VS 多，目前一個禮拜固定上兩個小時的華語課。對於受

試者的許多變項如性別、年齡、華語程度等筆者未能控制得誼，在此僅是寫

出可能性。 

 

2. 偏誤類型不相同 

除了偏誤率的落差，從兩名個案的前測及後測偏誤記錄表（表四-1、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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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4、四-5）可看到受試者 VS 的偏誤大多數都是三位審聽者的共鳴，

而 VN 的偏誤通常以兩名審聽者共同的結果為多。這表示 VS 的偏誤較典型

於 VN 的。此外，VS 的四個聲調，表示四個聲調都出現偏誤表示她在學習

四個聲調都可能有困難。但是並不是四個聲調都是 VN 的學習難點。他的發

音偏誤主要發生在第四聲，其餘的第一、三聲基本上都沒出現問題，第二聲

在發音前測中雖然有 7 次被審聽為第三聲，不過出自 praat 語音分析軟體的

聲譜圖卻沒有顯示這個偏誤類型，筆者初步判斷第二聲並不是北越受試者的

難點，他的第二聲無出現「發成第三聲，與第三聲混淆」的情形，僅有發音

不到位的情形。下面來看受試者 VN 和 VS 的第二聲【清除】之聲譜圖。兩

者的「除 chu2」都被審聽為第三聲。 

 

 

圖 四-32  VN 的第二聲偏誤（清楚）。 

 

 

圖 四-33  VS 的第二聲偏誤（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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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兩張聲譜圖可見，VN 發的「chu2」趨升，是比較不到位的第二

聲，並非完全念成第三聲。而 VS 的「chu2」趨降，判斷是發成北京普通話

第三聲的前半上或者臺灣華語的第三聲。 

受試者 VN 的第二聲在 7 處被審聽為第三聲，不過從語圖來看都大略是

這種「不到位」的情況，而非念錯成第三聲。然而，VS 的第二聲審聽結果

跟聲譜圖的結果大致相同。因此，本人認為 VN 的第二聲之偏誤類型不是「發

成第三聲」，只是念得不到位。 

劉慧娟（2015）針對南北越學習者探討他們對華語-越語聲調相似度的

認知。結果顯示在第二聲的相似度認知上，北越學習者認為跟越語的銳聲最

相似，而南越學習者一致都認為第二聲跟越語的問聲最相似。從此，我們可

以推測北越受試者 VN 第二聲「發音不到位」，升幅不夠的偏誤類型（如圖

四-13、四-14）以及南越受試者 VS「第二聲念成第三聲」、「第二聲跟第三

聲混淆」的偏誤情形。因為越語問聲跟華語第三聲同樣都是先降後升調，故

南越受試者在念第二聲時普遍出現念成前半上（下降的部分）。（如圖四-10、

四-11） 

第三聲部分，VN 的第三聲在前後測中都無出現偏誤。而 VS 的第三聲

出現了「發成第二聲」的偏誤類型，發音調值 12，像臺灣華語第二聲的上

揚段 

至於第一聲，VN 在前測無出現偏誤，到後測出現了兩次偏誤，被審聽

為「發成第四聲」。語圖表示他的第一聲發成降調，但中介音調值為 42，音

高有別於北京普通話和臺灣華語的第四聲。而 VS 的第一聲偏誤類型「發成

第四聲」從聲譜圖上看到的結果跟審聽結果較吻合，調值 53，跟臺灣華語

的第四聲一樣。以下來看 VN 的第一聲偏誤跟 VS 的第一聲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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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4  VN 的第一聲偏誤（大車）。 

 

 

圖 四-35  VS 的第一聲偏誤 （生活）。 

 

從上面的聲譜圖看到 VN 的「che1」開始時先持平，收尾是微微地趨降，

筆者認為偏誤情況是起點不夠高，音高沒有完整維持，而非發成全降的第四

聲。然而，VS 的「sheng1」呈現一個降調，比較相近第四聲。 

偏誤率最高的第四聲，審聽結果的偏誤類型是「發成第一聲」，不過語

圖顯示 VN 的第一聲雖然發音趨平，但中介音的調值 33，音高都低於北京

普通話和臺灣華語的第一聲，所以 VN 第四聲中介音是發成平調，但不是很

到位的平調。VS 的第四聲同樣念成平調，調值有時是 44，像臺灣華語第一

聲；有時是 55，像漢語普通話第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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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yCT 聲調訓練課程效果評估 

在表四-14 筆者從 MyCT 系統、課程內容及訓練形式省思了本課程的

優缺點。接下來將提出整體的評估： 

1. 整體的優點： 

   兩名學生第一次接觸與使用 MyCT 語音線上課程，對他們來

說很新奇、有趣。 

   課程的內容生動、生活化，能夠提升學生的正音意願以及興

趣。最小對比的詞語在正音過程中有很大的幫助。 

   透過前後測的偏誤率統計結果表示，經過訓練後兩名個案的

聲調發音都有所改善。這證明課程的實際效果。前後測間隔

一個月以上，表示效果並非學生的短期記憶。除了研究中可

看出來的效果，訓練課程讓學生在實際的交際活動同時更注

意自己的發音，隨時隨地持有語音自我糾正的精神。 

 

2. 整體的缺點： 

  某些內容（具體是第三課和第六課句子的部分）對學生來說偏

難。 

  每次上課的比重偏重 

 

三、本研究與過去研究的聲調偏誤現象比較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部分筆者整理過去研究提出的越南學習者聲調難點

及偏誤類型。分析本測驗的發音測驗結果后，筆者針對過去研究的結果與本

測驗的結果進行比較，提出異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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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8 過去研究與本研究發現的聲調發音難點及偏誤現象比較。 

發音難點 過去研究 本研究 

第一聲 過去許多研究都發現第一聲

是越南學生的學習障礙。不

管在聽辨（曾金金 2004）還

是發音（陳氏金鸞 2005）都

是大難點。 

前測結果顯示第一聲極少發

生偏誤。北越 VN 無發生偏

誤、南越 VS 偏誤率很小。後

測時 VN 才發生兩次偏誤，

VS 發生十次偏誤。 

第二聲 第二聲跟越語銳聲很相似，

所以越南學習者在聽辨和發

音上都沒問題（陳氏金鸞

2005、林均芳 2013）。 

第二聲的偏誤比率僅低於第

四聲。 

第三聲 第三聲跟越語問聲很相似，

所以越南學習者在聽辨和發

音上都比較沒問題（陳氏金

鸞 2005、林均芳 2013） 

與本研究結果相同，第三聲

偏誤僅極少出現在 VS（兩次

在念句子時）。 

第四聲 受母語的負遷移，第四聲是

越南學習者的最大難點。 

 與本研究結果完全相

同，第四聲偏誤比率在

四個聲調當中是最高

的，且遠高於其他三個

聲調。 

第一聲  與第四聲相混

 起點不夠高

 與本研究結果相同

第二聲  較無發生偏誤  偏誤僅低於第四聲，類

偏誤類型 過去研究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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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為發成第三聲的前

半上（VS）；發音不到

位。 

第三聲    較無發生偏誤    僅出現在 VS，發音調

值 12，像臺灣華語第

二聲的上揚段（212） 

第四聲    與第一聲混淆 

   起點不夠高、短促結

束、下降幅度狹窄 

   與本研究結果相同。 

 

 

四、偏誤率與學習難點 

在過去的許多相關研究中，作者直接將 「偏誤率」和「學習難點」畫

上等號。不過，在本實驗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許多地方前測無發生偏誤但

後測卻又，譬如：前測第 40 項語料[大的柿子]，VN 無偏誤，但到後測出現

偏誤（柿 shi4 Shi1）；前測第 14 項語料[大好時機]，VS 無偏誤，但到後

測出現偏誤（大 da4  da1）。如果像這種情況的話，偏誤率並非固定，它

隨時都會有所改變，測驗時沒有出現偏誤也不能表示學生對那個語音項目完

全沒問題。所以「偏誤率」是真的等於「學習難點」嗎？除了偏誤率，我們

可能要從學生平常在上課、在進行交際時的輸出情況多多觀察、整理、記錄、

分析等才能了解學生的發音學習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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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 

一、研究成果 

1.  聲調發音偏誤 

在本研究中，華語的四個聲調當中，第四聲的偏誤比率最大，其之偏

誤比率遠高於其他三個聲調。接下來的發音難點是第二聲，然後是第一聲，

最後是第三聲。四個聲調以偏誤率大小的順序排序是第一聲 > 第二聲 > 

第一聲 > 第三聲。 

 

2.  南北越兩名個案的發音偏誤情形 

兩名個案的偏誤情況不盡相同。北越受試者 VN 的偏誤在四個聲調都

少於南越受試者 VS。從兩名個案的偏誤記錄表（表四-1 至四-4 可看到受試

者 VS 的偏誤大多數都是三位審聽者的共鳴，而 VN 的偏誤通常以兩名審聽

者共同的結果為多。這表是 VS 的偏誤較典型於 VN 的。此外，並不是四個

聲調都是 VN 的學習難點。他的學習難點主要是第四聲，其餘的第一、三聲

基本上都沒出現問題，第二聲在發音前測中雖然被審聽者標出有 7 次的偏

誤，判為「發成第三聲」，不過出自 praat 語音分析軟體的聲譜圖卻無顯示

此種偏誤類型，筆者認為 VN 的第二聲偏誤類型不是「發成第三聲，與第三

聲混淆」，而是發音不到位，第二聲也非他的典型偏誤。從劉慧娟（2015）

南北越學習者對華語聲調相似度的認知研究，我們可以推測 VN 和 VS 在第

二聲所產生不同的偏誤之原因（已在綜合討論部分說明）。 

至於 VS，她在發四個聲調都發生偏誤，其中第四聲和第二聲偏誤占最

大比率，偏誤率最高，第一聲的偏誤在發音前測中出現極少量，後測出現數

量增高主要因為過度的正音所影響，第三聲的偏誤也極少，僅出現在前測的

兩個句子當中。因此，南北越受試者的偏誤差異之處主要在於第二和第三

聲。北越受試者 VN 比較無出現這兩種聲調混淆情況；而南越受試者比較明

顯地發生「第二聲和第三聲相混」的偏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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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偏誤在前後測的改善情況 

兩名個案的偏誤情況具有多處的差別，但是經過 MyCT 的課程訓練過

程之後，偏誤的改變趨勢是一致的。兩者的第一聲偏誤同樣都升高，其餘三

個聲調都有偏誤減少的現象。這可證明課程訓練具有了某程度上的效果；而

且訓練效果對兩者來說也相當一致。 

4.  MyCT 華語聲調訓練課程效果 

本研究針對越南學習者的華語聲調偏誤設計了小規模的正音課程，希

望可以提供實際的練習媒介以及材料讓學習者可以真的去練習。經過前後測

結果的驗證，課程確實有助於減少偏誤。前後測相隔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足

以證明學生的進步並非短期記憶。課程使用者—受試者認為這樣的練習很有

幫助，若能結合越南學生熟悉的華語教材里的詞彙、內容再發展成較全面性

的正音課程會更好。這樣的話他們可以每天都上來練習，反復練習過的詞彙

會牢牢記住，比較不會再發生錯誤。除此之外，這樣實際的訓練會對學生日

常生活的口語表現有正面的意義，讓他們對語音學習更加重視，時常對自己

的發音多加留意，隨時隨地持有語音自我糾正的警覺。這樣的過程肯定減少

發音偏誤的僵化現象。 

 

二、教學建議 

1.  善用數位媒體來輔助語音教學。 

2.  讓學生確實掌握調型。 

3.  告知學生母語聲調與華語聲調的不同以及他們可能容易發生偏誤的

語音項目。 

4.  正音內容要有意義、貼近學生的生活以及上課內容，不能脫離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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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進行前測、訓練和後測三部分，實驗地點全程在本系的語音實

驗室進行，因此對時間安排上是很大困難，導致可以配合的僅有兩名受試

者，一名北越河內人和一名南越胡志明市人。極少的樣本儘管不能完全代表

全數的北越及南越華語學習者，但希望能透過這兩人的個案研究，會讓更多

的學者去注意南越學習者的這個類群。因為目前在台灣，來自南越的新住民

人數很多（將近十萬人），南北越方言在語音、用詞、語法等等都存在很多

的差別，只有透過研究方能掌握南北越在華語學習上的差異，從而提供適合

的指導。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兩名個案在性別（男&女）、程度（TOCFL 入門級&TOCFL 基

礎級）等具有差異。其次，他們進行課程訓練的時間和每次訓練比重也不相

同（VN 分兩個階段進行，每次上三課而 VS 只在一個階段進行，每次上六

課）。因此，筆者未能控制這等等的變項。 

為評估課程效果，最好有實驗的對照組，就是針對沒有經過課程訓練

的對象進行發音前後測，然後看看對照組跟本研究受試者的結果有何異同。

在有限的時間內，本研究尚未設定對照組的實驗。 

此外，趙金銘（1999）認為：學習漢語發音，必須先聯繫聽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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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完整的語音實驗研究應該做聽辨與發音的雙向研

究。本研究只進行單向的發音測試，未能進行聽辨測試。因此無法知曉受試

的華語聲調之聽辨情況，同時也無法探討聽辨與發音的關聯。 

 

三、 研究語料 

本研究的發音前後測和 MyCT 聲調訓練內容使用同一套語料，共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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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其中包括 40 個雙音節詞、40 個短語及 20 個句子。這樣的情況導致要

處理的語料太過繁雜，無法做詳細的分析。此外，如果前後測的語料跟訓練

的內容不同，會讓訓練顯得更有趣，學生就不用五次都在念一樣的內容。句

子部分，有些對學生來說偏難、偏複雜。 

 

四、 課程訓練 

由於受試者不方便配合太漫長的實驗過程，所以三次訓練每次都要學

生上完六課。這對學生來說有點太吃力，無法全部消化。對研究者來說，也

比較不方便在訓練時打斷以取得系統對每一項語料的詳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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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展望 

一、 增加受試者的樣本數以及實驗對照組 

本研究的最初理想是希望會找到更多的參與者，不過跟他們說明實驗

的流程後僅有這兩名個案可以配合。未來的研究可以提早準備，增加受試者

人數、實驗對照組以及聽辨測驗，提高研究的完整性。 

 

二、 擴充受試者級別 

語音訓練要趁早，最好在初學階段，所以本研究的對象僅限於初級程

度的華語學習者，沒有涉及到中級和高級水平者。因此，研究對於受試者的

發音偏誤狀況也無法涵蓋不同程度的越籍學習者。未來的發展方向可擴大研

究對象的級別，以更了解不同程度學習者的聲調偏誤以及適合各種級別的語

音訓練課程。 

 

三、盡量控制研究變項 

本研究進行兩名受試者的個案研究，但未能控制到更多的變項，建議

實驗進行之前先把全部的可能變項都列出來，從而謹慎節選適合的對象。能

將變項控制到最少，才能確保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四、實施語料採集：越南語音部分 

過去有關漢越語音對比的文獻已不具有實現性，而語言一直在變化，

最好要實際採集越語語音的語料。本研究在實測越南語聲調部分，因為時間

的關係只能測試一個音節[ma]，建議設計較完整的越語語料來測試越語語

音。 

 

五、 擴充研究範圍：聲韻母部分 

南北越方言不只在聲調存在差異，而在聲母和韻母方面的差異可能更

多。因此，除了南北越學習者的華語聲調研究，也可探索其聲、韻母的學習

狀況。從而對學生，尤其來自南越的學生之華語語音有較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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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合學生熟悉的教科書節選訓練內容 

本研究嘗試設計一個小型的聲調訓練課程，在內容的選擇上盡量找有

意思且生活化的內容。如果可以從學習者平常熟悉的華語教學課本摘選詞語

然後再找其之最小對比詞語的話，筆者認為效果將會更好。 

這小小規模的聲調訓練課程雖然在內容、形式等等方面上還有很多的

缺點，但希望實際的正音課程會越來越多，讓學習者可以實際地練習，因為

「語言學習不外乎勤加練習，其餘都沒用」（Fries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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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與越語國語字的效果： Nguyen Thi Thu Phuong 譯).亞細亞國際傳播

社出版。 

 

四、網路資源 

1. 臺灣內政部移民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314193&ctNode=29699&m

p=1。 

2. 臺灣教育部：https://ois.moe.gov.tw/fs/html/Statistics.html。 

3. 越南外商投資網：http://fia.mpi.gov.vn/tinbai/4220/ 

4.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ndltd.ncl.edu.tw 

5.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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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www.cnki.com.cn 

8. https://zh.wikipedia.org  

9. 華測會：http://www.sc-top.org.tw/chinese/LS/test1.php  

 

 

http://fia.mpi.gov.vn/tinbai/4220/
http://ndltd.ncl.edu.tw/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etds.lib.ntnu.edu.tw/
http://www.cnki.com.cn/
https://zh.wikipedia.org/


附錄一： VN基本資料調查表

 



 



 



附錄二： VS基本資料調查表
 



 



 



附錄三：聲調發音測試語料表

 



 



 



 



 



附錄四：審聽表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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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MyCT 聲調訓練課程使用流程 

 

步驟 1：輸入帳號、密碼  再按「登入」 

 

 

 

步驟 2：登入後，點選「正音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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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點選「課程目錄」 

 

 

 

步驟 4：看到本課程「華語聲調訓練課程」、共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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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點選要上的課即可進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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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聽完標準語音示範將跳到跟讀部分。先聽到跟讀說明 

 

 

 

步驟 7：聽完老師的發音，看到「請錄音」即可開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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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念完會看到右手邊的成績以及下面的音調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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