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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漢語聲調、聽辨能力測驗、發音能力測驗、僵化現象、偏誤分析、

補救教學 

 

本論文旨在以「美國漢語學習者聲調偏誤補救教學」為研究目標。主要

是採取行動研究的方法（Action Research），按照其研究步驟一一進行。研

究過程，先透過觀察、語料蒐集、語料分析、訪談等方式來瞭解學習者聲調

偏誤的狀況。再以筆者分析得到的結果和前人所做的調查研究結果為基礎，

對學習者進行短期補救教學，再針對教學後的語料進行蒐集、分析以瞭解教

學成效，並對學習者進行訪談，以瞭解學習者對於補救教學的反饋。 

研究結果發現與建議如下： 

一、瞭解了美國學習者漢語聲調之偏誤。 

二、透過聲調補救教學，得以改善學習者聲調僵化的現象。 

三、證實教師對學習者提出聲調糾音的要求有其必要性。 

四、教材可在每一課加上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 

五、學習者認讀發音能力比聽辨感知能力強。 

仐、聲調的難易度不宜將四聲拆開進行排序，因為聲調系統及聲調所出

現的語音環境會影響學習者掌握個別聲調的能力。而且同一聲調的聽辨和發

音的掌握情況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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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mandarin tones, perception and listening, pronunciation proficiency, 

fossilization, error analysis, remedial instruction 

 

Motivation: As the Chinese tones of many American learners seriously 

affect their accent, and even affect their communication, the researcher decided 

to do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learners’ tone errors and gave them short-term 

remedial teaching to help them correct their tones. 

Method: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used was “Action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steps, the research was done through observation, data 

collection, data analysis, interviews, etc. to understand the learners’ tone errors. 

Results: 

1. Understood the American learners’ Chinese tone errors. 

2. Through tone remedial instruction, improved the learners’ fossilized 

tones. 

3. Proved that it’s really necessary for teachers to keep correcting 

learners’ tones. 

4. Recommended that “Tone combinations sorted Shengci Table” should 

be added in each lesson. 

5. Proved that learners’ pronunciation proficiency is better than their 

perception and listening. 

6. Concluded that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evaluate the difficulty of the four 

tones in isolation, because tone context will affect the ability of learners to 

master the individual 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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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旨在探討美國漢語學習者聲調偏誤情形並做一漢語聲調補救教

學，整個研究是以「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本文共分成七章，第一章為緒

論，簡單敘述研究架構、動機、目標以及名詞釋義。第二章為文獻探討，仏

容主要是中介語理論、漢語聲調偏誤與教學相關研究、學習心理學與教學理

論。第三章為研究方法，介紹行動研究法，包括研究架構、步驟、研究對象、

範圍、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流程。第四章為研究實施與結果，分成三個部分，

分別為教學前的偏誤分析、補救教學計畫與實施，以及教學後的成效分析。

第五章為結果分析與討論，將補救教學之教學前後進行整體與學習者個別之

比較分析，進而透過聲學語音軟體 Praat 畫出音高圖，來分析探討學習者的

偏誤原因以及進步情形。第仐章為華語教學之應用，總結研究結果並提出對

漢語聲調教學以及教材之建議。第七章為結論，總結本文的研究發現，並提

出教學啟示、研究限制，以及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1 研究動機 

中國著名的語音學教授桂燦昆（1978）在進行漢英兩個語音系統的主要

特點比較時提出：「……一個是聲調語言，一個是語調語言，這是漢、英兩

個語音系統主要的區別之一。我們中國人學英語就要注意這個區別，努力去

解決由於這一區別所引起的矛盾。」反之亦然，美國漢語學習者學漢語時，

也得努力克服這區別所引起的問題。漢語中「聲調」這個術語是語言學大師

趙仍任先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擬出來的。趙仍任（1959）在【語言問題】

一書中提到：「……我曾杜撰一個名詞叫聲調，就代表利用嗓音的高低來辨

別字的異同的音位。任何語言裡都有這種用嗓音高低的音位來辨別字的異

同，就叫做聲調。」桂燦昆教授在（1978）曾提出漢語的每一個字（音節）

除了由聲母和韻母組成外，還有一個附在上面的聲調，而這個聲調起著區別

或改變字義的重要作用。因而現代漢語學家把漢語（或其他類似語音結構的

語言）稱為「聲調語言」（tone language）。而英語中的單詞並無固定調，

但是英語的詞用在語句中時，會依著說話者的態度或口氣，加上一定類型的

語調，語調對於表達思想感情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語言學家就把英語

（或類似語音結構的語言）叫做「語調語言」（intonation language）。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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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1996）也認為在漢語語音的系統裡，詞彙的聲調（lexical tone）可以辨

別單詞的語意，因此在漢語中聲調比重音顯得更重要。漢語因此亦稱為「聲

調語言」。聲調語言最主要的特徵是在詞彙的層次上，不僅只有聲母和韻母

可以有辨義的功能，聲調的高低（pitch）與變化也具有辨別單詞語意的功能。 

倘若漢語學習者的母語屬於語調語言，或是與漢語不同類型的聲調語

言，那麼漢語的聲調對這些漢語學習者而言，無疑是一大難點。桂燦昆（1978）

同時也提到，雖然漢語也有語調，而且這種語調也顯示在語句末尾的重讀詞

上，但是因為漢語每個字（音節）都有固定聲調，語調就必然受到相當大的

限制，只能把字調稍加改變，而不能把字調完全改變。因此筆者認為漢語中

的聲調乃是語調的基礎，若是聲調無法掌握得當，就更別說是語調了，說起

話來自然就是洋腔洋調了。因此對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學習者而言，「聲調」

是既重要又困難的。 

在筆者的漢語教學過程中發現，美國漢語學習者不論是什麼程度總是還

存在著「聲調」的問題，輕則「洋腔洋調」，重則影響溝通，甚至造成誤解。

筆者推測這是由於學習者在學習之初就受到母語的影響以致於漢語聲調掌

握不佳，亦有可能是因為學習者不夠瞭解聲調對漢語的重要性因而輕忽了等

等。李東輝（1997）提到這樣的現象是由於學習者在第二語言的聲調習得尚

未完善地獲得之前，便受其母語某些因素的影響而僵化1所產生的結果，因

此學習聲調的第一時間就特別重要。W.F.麥基（1990）2在【語言教學分析】

這本書中提到在學習者練習口語表達之前，必定得使他們的發音正確，要不

然學習者每學一個詞，無疑地是在加深他們錯誤的聲調發音習慣，倘若學習

者所習得的是錯誤的發音，未來將難以糾正，即使可以糾正，也得花很多時

間。因此在學習漢語之初，就確認學習者習得正確的聲調發音，那麼在整個

習得過程中，學習者每說一個詞、一句話都有助於他們的聲調學習。然而，

因為各種因素，使得為數不少的學習者並未在學習之初便掌握好漢語聲調，

甚至對錯誤的聲調習慣也產生了僵化的現象。即使已經學了一、兩年，說話

還是洋腔洋調，而且聽辨聲調的能力也有待加強。既然學習者會有學習之初

聲調掌握不佳的情況，那麼無論面對什麼程度的學習者，身為漢語教師都應

                                                   
1 即「僵化」、「化石化」（Fossilization）。 

2 王得杏 等（1990）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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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想盡辦法來改善學習者的「聲調」問題。 

在此研究中，筆者將以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也就是在實際的教學活動

中進行補救教學，並在教學前後透過「聽辨能力測驗」以及「發音能力測驗」

來蒐集學習者的聲調語料，以「訪談」的方式瞭解學習者的情況。教學前進

行偏誤分析、訪談是為了瞭解學習者的偏誤情形以計畫、實施補救教學；教

學後的偏誤分析、訪談是為了瞭解學習者的進步情形以及對教學的反饋；教

學前後的聲學分析是為了透過音高圖，更清楚地解釋學習者的偏誤以及比較

學習者在教學前後之進步情形。 

1-2 研究目標 

筆者期許透過本研究的聲調偏誤分析以及補救教學來達到以下幾個目

標：  

一、瞭解美國學習者漢語聲調之偏誤情形。 

二、證明僵化現象是可以透過補救教學而有所改善的。 

三、證明聲調補救教學是可行的。 

四、證明並提倡「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有助於聲調的學習。 

五、探討學習者自我認知與聲調習得的關係。 

仐、提出漢語聲調教學和教材的建議。 

1-3 名詞釋義 

1. 五度制標調法3： （參見圖四-20） 

是語言學大師趙仍任先生創製的，他畫一條豎銚，平分為四格五度，把

人們的相對音高分成五個層度，分別為高 5，半高 4，中 3，半低 2，低 1。

5 最高，聲帶最緊；1 最低，聲帶最鬆。五度標調法記錄了發音的起點和終

點的音高，比如漢語陰平的調值是 55，就表示其起點和終點的音高都是 5；

如果中間有轉折，就還要記錄其轉折點的音高，漢語上聲的調值是 214（或

做 315），就分別記錄了起點、終點和轉折點的音高。所以，標示調值的 55、

                                                   
3 參考自：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網頁

（http://www.fed.cuhk.edu.hk/~pth/pth_passage01.php?passage=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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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14(315)、51 把發音的起點和終點連成銚，就顯示出發音變化的幅度與

升降形式，比如去聲的調值為 51，表示其是下降調，讀法是從最高到最低。 

2. 聽辨能力測驗： 

用於測驗學習者聽辨漢語聲調的能力。 

3. 發音能力測驗： 

用於測驗學習者發音時對聲調的掌握能力。 

4. 僵化現象4 (Nemser, 1971) 

中介語中的僵化現象是第二語言習得的一個階段。在學著掌握目的語

（Target Language）的過程中，第二語言學習者建立了一個自我的語言系

統，它既不同於學習者的第一語言（L1）也不同於目的語。 

5. 語音軟體 Praat 

Praat 是一套可以分析語音的軟體，是由阿姆斯特丹大學語音科學學院

Paul Boersma and David Weenink(Institute of Phonetic Sciences)所製作的。此

軟體可做講話分析、語音合成、聽的實驗標記等，對分析聲調、發音正確性

等狀況都很有助益。而且是免費開放下載的軟體，學習者可以藉由此軟體不

限時空限制在家自己練習聲調發音，以克服聲調語音方面的學習障礙、困

難，再透過聲調的波形（Pitch Contour）讓學習者更容易具體地了解自己的

聲調偏誤情形，提高學習者的視覺刺激，以加強學習者之聲調辨識和學習能

力。此軟體在漢語教學上，對漢語教師以及學習者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輔助教

學及自學網路工具。（馬寶蓮、劉慶剛，2005） 

                                                   
4 Interlanguage fossilization is a stage dur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When mastering a 

target language (TL), second language (L2) learners develop a linguistic system that is 

self-contained and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learner’s first language (L1) and the TL (Nemser, 

1971).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rget_languag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language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ural_languag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rst_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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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研究的理論基礎以及研究方法之探

討，如「中介語理論」、「偏誤分析法」，以及「聽辨能力測驗」與「發音

能力測驗」的介紹。第二部分則是對美國漢語學習者之聲調偏誤研究以及漢

語聲調教學策略的探討。第三部分則是學習心理學與教學的探討，如行為學

習論、認知學習論、語音感知、學習與記憶策略及認知風格等。 

2-1 中介語理論 

中介語理論是目前解釋和分析外語學習中偏誤的理論基礎（魯，1984）。

Corder 在 1967 年發表了一篇對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頗具影響力的論文〈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文中以全新的角度來看學習者的「偏誤」

（error），將之當成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主要目標。Corder 認為第二語言學

習者在學習過程中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套系統，他稱之為「過渡能力」

（transitional competence），所謂過渡能力是指學習者現時的心理規則系統，

在他看來，這個規則系統不是一成不變的，學習者在習得過程中，所產生的

系統偏誤，恰好是這種過渡能力的表現。 

Nemser（1971）也提出了「近似系統」（approximative system）的概念，

用來描述學習者的語言系統。所謂的近似系統是相對於目的語的語言系統而

言。Nemser 認為學習者的語言系統是逐漸趨近於目的語且不斷變化的連續

系統。他也提出了「定型產物」（patterned product）的觀念。所謂的定型產

物可以理解為近似系統所表現出來的語言現象，這現象是大量、系統化且有

規律的固定模式。這既不同於學習者的母語系統，也有異於學習者的目的語

系統。這可以算是中介語的初步概念。除此之外，Nemser 也提到後來 Selinker

所謂的「僵化現象」在他的實驗中大量地出現，因此他認為有效的教學意味

著盡可能地避免和推延永久性的中介語系統。 

Selinker 在 1972 發表了一篇以「中介語」（Interlanguage）為名的文章，

首次使用「中介語」這個術語。指出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習得目的語的過程中，

會產生一種有別於母語和目的語的語言系統，而且這個系統會隨著學習歷程

而不斷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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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語的產生是受到多因素的影響。Selinker（1972）認為產生中介語

現象的原因有五個： 

1. 語際遷移(interlingual transfer) 。指的是已知母語對新語言學習的影

響。學習者常會在語音、詞彙、語法和語用等層面,套用母語的模式和規則。 

2. 過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 。學習者過度概括所學語言的規則,把

一些特殊的詞或結構當成普遍性的規律來套用,產生在所學語言中不存在的

語法結構和錯誤的變化。例如錯把名詞複數形式-s ,用在 foot ,寫成 foots。 

3. 教學結果遷移(transfer due to the effects of teaching) 。不當的教學方

法或教材上的錯誤使學習者形成的中介語的錯誤,被稱為教學結果遷移。 

4. 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 。語言學習者在學習某種語言(包括學

習母語) 時,他的語言能力還沒有達到成熟(proficiency) 的程度,卻詴圖對該

語言進行策略性處理。這個策略包括使用 : 簡化(simplification) , 減少

(reduction) , 遷移 (transfer) , 省略 (omissions) ,替換 (substitutions) ,重構

( restructuringe) ,使用套語(formulaic language) 等。學習策略的使用有助於學

習者對學習過程的宏觀調控,對中介語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 

5. 交際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選擇什麼樣的交際策略反映了

學習者不同階段的發展水準。隨著第二語言知識水準的發展,學習者會從以

母語為基礎的策略轉到以目的語為基礎的策略。學習者在真實的語境中使用

語言,從而不斷構建、審視和調整那個新語言的心理模式,沿著中介語持續統

一體的路徑,從母語轉化到目的語。 

如前所述，中介語的產生是受到多方面心理因素的影響。魯健驥（1984）

在 Selinker 的基礎上提出了幾個產生漢語語音中介現象的因素，以下三個是

最主要的因素： 

1. 母語的負遷移，即干擾（如：漢語聲調受到英語語調的干擾）：是影響

中介語語音的主要原因。用母語的語音規律代替目的語的語音規律是中介語

語音最直接的表現。用母語中的近似音直接代替漢語的音素，是可以通過兩

種語言的語音對比分析來預測解釋的。聲調對母語是非聲調語的學習者是有

特殊困難的。 

2. 所學的有限的目的語知識的干擾：學習者由於掌握目的語知識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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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所學不充分的、有限的目的語知識，套用在新的語言現象上，結果產生

偏誤。這種偏誤在心理學上叫做過渡泛化（overgeneralization）。如：漢語

的上聲變調是學習者的難點。有的學習者單獨發上聲或是在教師領讀的半上

或上聲連讀時，都沒有問題，但是只要自己一說一念，就把半上變成全上了，

或是把連讀的幾個上聲一律讀成全上了。不過魯（1984）認為過渡泛化的偏

誤，可以通過訓練和講解的辦法解決。 

3. 教師或教材對目的語語言現象的不恰當或不充分的講解和訓練。所謂訓

練問題，是指由於教材或教學過程中的解釋不夠嚴密或該講的而沒有講，或

訓練方式不當而使學習者產生偏誤。這包括教材本身的問題，也包括教師的

經驗水平、學識水平的問題。例如：要是聲調的訓練不夠或不得法，訓練中

的問題可能會助長母語的干擾。反過來說，如果在教學上（教材、課堂教學）

較好地解決了訓練問題，那麼，也許可以避免一些母語的干擾。 

這些因素，也可以說是中介語產生的根源。但是就中介語語音系統來

說，以母語的負遷移最為嚴重。中介語理論並不否認母語在外語學習中的干

擾作用，也就是說，語言的對比分析對語言的學習仍然是有效的。此外，產

生中介語系統的各種因素，不是互相孤立的，而往往是相互交叉的。 

Selinker（1997）認為欲瞭解學習者的中介語系統，可透過兩種分析方

式，一是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一是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 

2-1-1 偏誤分析法 

「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乃是補「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

之不足而因應而生的。早期的「對比分析」理論是由 Robert Lado（1957）

所提出的。  

「對比分析」是一種在語音、語法和文化層面上對母語和目的語進行嚴

格且逐一比較的系統，其目的在於找出母語與目的語之相同相異之處，以便

預測學習者可能會遇到的困難，進而幫助學習者避免出錯或將錯誤減少到最

低程度（魯，1999）。之所以要這樣對比比較，是因為「每個人都傾向於將

自己母語和文化中的形式和意義以及形式和意義的表現遷移到目的語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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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的文化中。（Lado， 1957：2）5」因此對比分析理論基礎和焦點是語

言遷移，目的是幫助外語教學解決母語遷移的問題。 

雖然「經過比較母語和目的語所發現的問題難點對於教學、測驗、研究

和理解都有很重大的意義，然而這些也只能被視為假設性的難點，得透過學

習者的實際語料才能得到證實。（Lado ，1957：72）6」因此，對比分析只

能預測和解釋學習者一部分的偏誤和難點，而它所無法預測的，則可由偏誤

分析來完成。對漢語學習者的偏誤與難點來說，「偏誤分析」比對比分析具

有更強的預測力和解釋力，因而對第二語言習得過程的認識就較為全面了

（魯，1999）。 

再加上，對比分析最嚴重的缺陷就是它並不是透過分析外語學習者對目

的語的實際使用來預測目的語學習中的難點，這難免會造成預測的不準確。

且母語的正負遷移也不能完全解釋外語學習者產生偏誤的現象。有時學習者

也會採取迴避策略來避免使用母語中不存在的形式，也有些學習者因為對於

目的語的標準形式未完全理解或是理解錯誤而造成偏誤。因此「偏誤分析」

也就慢慢地被廣用在外語習得的研究上了。 

為什麼要進行偏誤的研究呢？孫德坤（1993）指出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首

先受到關注的是偏誤（error），這是因為偏誤最容易被發現，同時偏誤也反

映了學習者的嘗詴過程，從中可以發現學習者是否有自己的發展軌跡。 

魯健驥(1999)提到學習外語時，所使用出來的語言形式與目的語標準形

式之間的差距，稱之為「偏誤」（errors）。「偏誤」與一般人所謂的「失

誤」（mistakes）不同。按照 Corder（1967）的解釋，「失誤」與 performance

有關，是非系統性的，是偶發的、無規律的，例如遺忘、疲勞、心理等因素

導致的口誤、筆誤等，母語者也會產生這樣的情況。而「偏誤」則是與 Noam 

                                                   
5  “individuals tend to transfer the forms and meaning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orms and 

meanings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Lado 1957, 

P2） 

6 “The list of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with the native 

language will be a most significant list for teaching, testing, re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Yet it 

must be considered a list of hypothetical problems until final validation is achieved by checking 

it against the actual speech of students” （Lado 1957,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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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sky 所說的 Competence 有關，具有系統性，只有學習外語者才會發生，

是多發的、有規律的。同時偏誤也反映了學習者現時的語言知識或過渡能力

（transitional competence），可做為觀察學習者語言習得的窗口。學習外語

者只有反覆地糾正偏誤情形才能逐步地接近目的語的標準形式。 

魯健驥（1999）提到所謂的「偏誤分析」，就是發現外語學習者發生偏

誤的規律過程，這包括偏誤是怎樣產生的，在不同的學習階段會發生什麼樣

的偏誤等等。偏誤分析的意義在於能夠使外語教學更為有效、更為有針對性。 

2-1-2 聽辨能力測驗與發音能力測驗 

孫德坤（1993）綜合 Ellis（1986）和 Gass（1988）對第二語言習得研

究流程畫出了圖二-1，提出第二語言習得研究主要探討從語言輸入到語言輸

出這個中間過程。 

 

圖 二-1 第二語言習得流程圖  

（資料來源：孫德坤（1993）。中介語理論與漢語習得研究。語言文字

應用。4。載於王建勤（1997）主編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習得研究。p111） 

然而大腦處理過程仍然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黑箱」，語言輸入難以控制，

語言輸出無疑比較容易觀察，且語言輸出也是從黑箱而來的，因此學習者的

語言輸出（output）就變成了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主要依據了。 

因此，筆者認為在進行語言習得研究時，欲瞭解學習者聲調的偏誤情

形，就得從學習者的語言「輸入後的處理結果」和語言「輸出」著手，聲調

研究中的語言輸入處理結果，就是學習者的「聽辨能力」；語言輸出就是學

習者的「發音能力」。 

彭玉康、胡袁圓（2006）對漢語聲調教學做了一個回顧，文中提到漢語

研究重視對語言事實的描寫，聲調偏誤描寫是指對留學生漢語聲調偏誤現象

大腦處理過程 

語言輸入 

語言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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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描寫研究。而科學的方法是做好這個工作的前提。他們所謂的科學方

法包括了：錄音測詴法、聽辨測詴法、實驗測詴法。錄音測詴法，可以蒐集

到學習者的語言輸出語料；而聽辨測詴法則可以蒐集到學習者對語言輸入語

料的處理結果。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科學方法就是前兩項，也只針對這兩

項科學方法稍做探討。 

彭、胡所提到的「錄音測詴法」，相當於本研究中所提的「發音能力測

驗」，筆者讓受詴者逐一按順序朗讀研究測驗詞表，同時進行錄音，之後再

對每個受詴者的錄音所得之語料進行聽辨分析，聽辨後所記錄下來的是母語

者所聽辨出來的調類。而「聽辨測詴法」，則是本研究中的「聽辨能力測驗」，

主要是從學習者感知的角度來研究聲調偏誤，常常是給學習者聽標準的發

音，讓學習者判斷所聽到的聲調是屬於哪一種調類，或者判斷所聽到的聲調

是否相同，然後對其偏誤進行統計描述。 

關於發音能力方面的研究：過去對以英語為母語之學習者的聲調研究多

以此方式取得語料，再進行聲學分析或教師聽辨。沈曉楠（1989）為了調查

美國漢語學習者之聲調掌握難度順序，因此研究調查過程的前半段要求學習

者朗讀一篇熟悉的課文並進行錄音。再請四位有經驗的漢語教師聽辨學習者

的聲調，並用趙仍任先生的五度制標調法分別將錯誤發音做出記號，再針對

錯誤進行調型和調域的分析，再在此基礎上進行聲學分析，以得出聲調難易

度排序。王韞佳（1995）為了瞭解美國漢語學習者之聲調學習，對仐個美國

學習者和兩個北京人進行研究調查。（分析北京人是為了在某些方面與美國

學習者進行對比。）他給受詴者 80 個常用雙音節詞或詞組，請他們認讀、

發音並進行錄音。再將錄音進行聽辨分析和聲學分析，以瞭解學習者的偏誤

情形。李東輝（1997）在美國大學生華語聲調習得順序初探的研究調查中，

在語料蒐集方面也採用了錄音測詴法。他原始資料的蒐集通過三種方式進

行：獨立的單音節讀音、單音節在句子中的音、單音節在學生口語小品表演

中的讀音。每一個被測詴的學習者均單獨完成上述讀音測詴並被灌製成錄音

帶以備聲調錯誤分析之用。 

關於聽辨感知方面的研究：鄭秓豫（1990）為了觀察漢語朗讀與自然語

音中聲調的聲學特性，而做了一聲調與語調之產出與感知的聲學分析研究，

該研究的語音產出部分乃是找一位以北京普通話為母語的母語者朗讀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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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學課堂中的自然語音；聽辨感知部分，則請四位母語者來進行聽辨。

研究發現，在聲調的聽辨感知中，如果該詞是從朗讀語料（citation forms）

中所擷取出來的，即使沒有上下文，母語者仍能清楚聽辨其聲調；要是該詞

是從自然語音（spontaneous forms）中所擷取出來的，失去了上下文，即使

是母語者也很難聽辨其聲調，主要原因是在自然語言中，語言產出時，並未

夾帶足夠的聲學訊息，因此母語者也很難在不足的聲學訊息中聽辨出沒有上

下文的詞彙聲調。Wang, Spence, Jongman, and Sereno (1999)為了瞭解聽力訓

練對學習者聲調之聽辨能力是否也有助益，於是對八位美國初級（漢語學習

時間為四個月～十個月）漢語學習者進行了為期兩週八個階段的聲調聽辨能

力測驗。聽辨仏容為母語者錄製的單音節詞。前後測的結果證實聲調是可以

透過訓練而有所改善的。仐個月後再測詴，也證實此訓練的效果是可以延續

下去的。以其他語言為母語之學習者所進行的調查也不少。曾金金（1999）

對 25 名東南亞學習者在單音節詞、雙音節詞，以及句子的聲調之聽辨感知

能力上進行了測詴，為了瞭解東南亞國家的學習者（其母語為有聲調語言或

無聲調語言）對漢語聲調感知的差異。實驗結果發現：不同國籍的學習者在

聲調偏誤上有所不同、且聲調辨識能力與中文程度呈現正相關。劉江娜

（2006）對 22 位中級漢語水平韓國學習者的聲調能力進行聽辮測詴與調

查，找出他們在學習漢語聲調的過程中出現的規律性偏誤。聽辨測詴結果顯

示，中級漢語水平韓國學習者的聲調偏誤主要出現在陽平和上聲上，多把陽

平誤聽為上聲，把上聲誤聽為陽平。劉推測會出現這種偏誤的主要原因在於

漢語聲調知識的負遷移、母語的負遷移、環境的影響。 

同時使用「錄音測詴法」和「聽辨測詴法」來蒐集語料並進行分析的研

究有陳氏金鸞（2005）和林華一（2007。：陳氏金鸞（2005）在對越南學習

者進行聲調偏誤分析時，不僅利用發音測驗並以聲學分析與教師聽辨為依據

來找出學習者發音之難點，同時還透過聽辨測驗來瞭解越南學習者對漢語聲

調之聽辨的正確度以及難易度排序。林華一（2007）在對日籍學習者之漢語

聲調習得研究中，不僅使用了錄音測詴法，同時也用了聽辨測詴法，為期十

週，以瞭解受詴者每週在聽辨與發音的偏誤及其習得情形。進而探討聽辨感

知能力與發音在習得上的相關性，以及音節組合成分與漢語聲調習得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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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可以透過學習者的「聽辨能力測驗」以及「發

音能力測驗」來瞭解學習者的聲調偏誤情形，並進而提出針對性的教學方

法，以提高聲調的學習效率，甚至可以改善已經產生的偏誤僵化現象。 

2-2 漢語聲調偏誤與教學研究  

過去關於漢語聲調的研究，大致上分成聲調偏誤研究以及聲調教學研

究，本研究將這兩部分串起來，先進行聲調偏誤分析，再在這分析結果的基

礎上進行聲調補救教學，教學後再進行一次偏誤分析，將分析結果做為教學

之回饋。因此本節將針對以美國漢語學習者為對象之聲調偏誤研究及聲調教

學研究分別進行文獻的探討。 

2-2-1 美國漢語學習者聲調偏誤相關研究  

余藹芹 (1988) 針對外國學生(特別指原來說英語的學生)學習漢語聲調

時最常見的困難，提出補救辦法。在余的調查中發現漢語中的上聲7最難掌

握，且一般的錯誤是把它念成陽平（二聲）。不但初學者如此，連已學過一、

兩年的學習者也有很多犯同樣的錯誤。在難易度的排序上，余認為平調（陰

平、半上）跟降調（去聲）最為容易掌握，比較難的是升調（陽平），最難

的是降升調（全上）。他還特別談到為了避免上聲與陽平的混淆，應該用不

同的調號來區別共用同一調號的半上與全上。筆者贊成使用不同調號來標示

半上與全上，這樣對學習者來說，不但可以分辨半上跟全上的不同，還可以

正確地發出最常使用的上聲調值，也可避免因聲調掌握不佳所造成的洋腔洋

調現象。 

沈曉楠（1989）以八個初級程度（四個月）的美國學習者為研究對象，

請學習者朗讀一篇熟悉的課文，再通過聽力和聲學分析來調查確立美國學習

者對聲調掌握難易順序（選擇這篇課文是因為它是複習性的，因此可以排除

可能影響學習者發音的其他因素）。他所調查出來的結果是陰平和去聲的偏

誤率比陽平、上聲和輕聲的偏誤率高，因此他推論去聲最難，其次是陰平，

陽平、上聲和輕聲的難易度差不多。 

王韞佳（1995）是以仐個至少學過半年漢語的美國學習者為調查對象，

                                                   
7 上聲中又分連調調值、獨用調值，分別稱為「半上」11、「全上」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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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找兩位北京學生，目的是要和美國學習者進行對比分析。王提出外國

學習者學習漢語聲調時確實受到母語負遷移（英語雙音節詞音高模式）的影

響。在此研究中所調查的語料為雙音節詞組，調查結果發現，詞組首字跟末

字的聲調問題不完全相同。不過大致上是陽平和上聲比陰平和去聲不容易掌

握。 

李東輝（1997）探討美國大學生對漢語語音系統中的四個聲調的習得順

序問題。語料乃是透過三種方式進行：獨立的單音節詞讀音、單音節詞在句

子中的音、單音節詞在學習者口語小品表演中的讀音。在調查之前，他提出

已被教育界普遍接受的聲調難易度的結論是：上聲最難，陰平次之，陽平和

去聲最容易。然後對這樣的結論提出兩點異議：生理語音學的發音難易順序

不一定與對外漢語教學當中學生的習得順序一致、母語對目的語的影響有時

不但不能使目的語的習得經驗更順利自然，有時反而會產生完全相反的效

果。其調查結果為去聲最難，陰平次之，上聲再次之，而以陽平最容易，此

結果與沈（1989）差不多。 

馮麗萍（1997）為了解決漢語學習者聲、韻、調所產生的問題，在由來

自不同國家的學習者組成的初級班中，進行三次集中聽辨測詴8及一些追蹤

調查，這些學習者有的從未學過漢語，有的僅在國仏學過幾個小時，因此，

基本上是零起點的學習者。聲調的錯誤類型分佈上，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

在聽辨方面，「陽平」的偏誤率最高，遠遠高過陰平、上聲、去聲。錯誤原

因沒有特別明顯的規律，但是仍有幾點引起注意：1. 陽平被誤聽成上聲的

比例很高占 67%，而上聲被誤聽成陽平的是 100%，這說明了學習者在聲調

的學習上，陽平和上聲的區別是一個難點。2. 在去聲的偏誤上，將去聲誤

聽成陰平的占 75%，而將陰平誤聽成去聲的也有 50%，這說明平調與降調

的區別也不容易掌握。在聲調歸類上，馮發現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聲調

概念中，沒有一種聲調占特別的優勢，他們對聲調的意識比較零亂，基本上

只憑聽覺去辨識。 

馬燕華（1994）也提過母語為英語的留學生其聲調的錯誤歸類不夠整

                                                   
8 馮麗萍（1997）將普通話的聲母分成兩組，按照「普通話聲韻拼合總表」，使普通話中

的 21 個聲母分別與可能的開齊合撮不同的韻母進行拼合，並形成四聲。按照不同拼合法

分成三組語料並分開進行聽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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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馬認為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學習漢語聲調時，不容易在母語和目的語

之間找到相似點，他們的聲調錯誤走向比較分散。 

這些研究者對於美國漢語學習者聲調的難易度排序並不一致，比較如表

二-1： 

表 二-1 美國漢語學習者聲調的難易度排序之比較 

研究者（年度） 聲調難易排序（難→易） 

余藹芹 (1988) 上聲、陽平>陰平、去聲 

沈曉楠（1989） 去聲>陰平、陽平、上聲、輕聲 

王韞佳（1995） 陽平、上聲>陰平、去聲 

李東輝（1997） 去聲>陰平>上聲>陽平 

馮麗萍（1997） 沒有哪一個聲調較占優勢 

馬燕華（1994） 聲調錯誤走向比較分散 

比較結果發現，余藹芹 (1988) 和王韞佳（1995）的結果較一致，而沈

曉楠（1989）和李東輝（1997）的結果較一致。余（1988）的調查對象之學

習背景、研究環境、研究語料等都資料不詳；王（1995）的研究對象皆是已

學了半年以上的學生，研究語料偏重於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研究環境不

詳，此研究只進行發音能力測驗。因此，很難找出這兩位研究者的研究相同

點。沈（1989）的研究對象是已學了四個月的學生，研究語料是一篇熟悉的

課文，研究環境不詳，此研究只進行發音能力測驗；李（1997）的研究對象

是已經學了至少兩年的學生，研究語料分三部分，分別是：獨立的單音節讀

音、單音節在句中的讀音、單音節在學生口語小品表演中的讀音，此研究只

進行發音能力測驗。沈（1989）和李（1997）的研究有一共同點，就是研究

語料並非都是單獨的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而是從句子或短文小品中擷取出

來的語料。筆者推測這有可能是導致難易度排序與余(1988) 和王（1995）

有如此大之差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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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漢語聲調教學相關研究 

在漢語聲調教學方面，許多專家學者也各提出不同的看法與教法。 

余藹芹（1988）在聲調教學方面認為過去傳統的教學方式（按陰、陽、

上、去次序教學）並不恰當。應該按照調值的難易度，按部就班，讓學習者

學會容易的聲調再學較難的聲調，並指出先教平調(陰平、前半上)，再教降

調和升調。漢語從低平調到高平調之間的音程是五度，相當於唱歌的時候唱

do(第一音階)及 so(第五音階)。按照趙仍任先生的音高表，就是 11、55。讓

學習者先掌握整個音域中最低與最高。由於低平調乃是上聲變調而來的，因

此余在教學中是以輕聲當第二音節來跟陰平與前半上搭配練習。筆者認為，

可以直接找出陰平與前半上互為搭配的有意義詞組來練習。如:剛好【13】、

拉倒【13】、好多【31】、老師【31】…等。余還認為，前半上比上聲重要

的多，因為上聲的連調調值(前半上)比獨用調值9更常出現，因此更有理由應

該先把前半上學好，再者，上聲的低平調(前半上)是上聲的辨識特徵，掌握

了前半上是掌握上聲調值的關鍵。因此，應該先教前半上，讓學習者先掌握

前半上。降調(去聲)和升調(陽平)除了音高，還牽涉到音高變化的問題。根

據趙仍任先生的五度音高表，去聲是 51，而陽平是 35。當學習者已能掌握

平調中的高平調(陰平) 55 跟低平調(前上) 11 之後，去聲的起點音高與終點

音高就很容易掌握了。在教陽平之前，先讓學習者練習中平調 33，相當於

唱歌時的 mi(第三音階)，以方便學習者掌握陽平中的起點音高。余還強調，

最好暫時不要教上聲獨用的降升調(全上)，應該在學生已經完全能夠掌握四

個調值之後再介紹，避免半上與全上的混淆，這是很重要的。 

在教學方面，沈曉楠（1989）提倡首先要讓學習者先掌握全音域，以免

犯調域錯誤，這一點和余（1988）所提出的看法一致。教聲調應該從調域的

不同音高出發，不應該從調型入手。儘管在其調查中陰平和去聲是最難掌握

的，但沈仍然提倡先教陰平跟去聲。他認為要讓學習者先習慣各自特有的音

域及其中的低音 11、中音 33、高音 55 的高度。確定掌握了這些音高之後，

再以這些音高為起點，教導學習者發出漢語聲調中的四個聲調。如「陰平

55」的起點音高是高音 5，然後持平；「陽平 35」的起點音高是中音 3，然

                                                   
9 所謂的獨用調值，就是每個音節單說時的聲調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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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往上升到最高 5；「上聲 315」的起點音高是中音 3，降到最低音 1 再回

到高音 5；「去聲 51」的起點音高是高音 5 然後到最低音 1。 

馬燕華（1994）對漢語的聲調教學提供了幾點啟示：1.重視利用雙音節

詞進行聲調教學。他認為充分利用雙音節詞進行聲調教學，有利於訓練學習

者的發音，使其發音較接近於實際讀音，也有利於培養學習者漢語語音的語

感，特別是詞重音的語感。讓學習者多練習雙音節詞的聲調還便於排除因母

語詞重音干擾所帶來的聲調錯誤。2. 重視調型教學。他認為在進行漢語聲

調教學時，應先求調型對，次求調值準。因為現代漢語的聲調調值在語流中

是有變化的，但是調型卻是固定不變的。3. 重視抓住聲調重點進行教學。

他認為應該根據聲調的出現頻率、學習者的偏誤率和學習者的母語來決定教

學重點。在馬的研究中，母語為英語的聲調教學重點是「去聲」、「陽平」。 

朱川（1997）強調「陰平」的發音十分重要，主要是因為陰平調掌握不

好會影響到其他的聲調，這樣的看法與余（1988）和沈（1989）一致。陰平

調是屬高平調，要是將高平調發成中平調或低平調，會影響「去聲」的發音，

因為去聲的起點音高與陰平的起點音高是一樣的，要是陰平起點音高太低會

使去聲最後低不下去。陰平調起點音高太低，同時也會影響「陽平」的發音，

因為陽平的終點音高跟陰平一樣，要是陰平調太低，升不到位，陽平調的起

點音高就得夠低，要不然可能也會有不到位的現象，這會使陽平和去聲的調

域過窄。「上聲」是漢語四個聲調中最難掌握的，建議可將半上調值 21 做

為基本調型來練習，因為調值為 214 的上聲字只有單念或是強調時才念這種

先降後升的本調。朱還提到教學漢語四聲，一定要照順序強化教學，在課堂

中反覆操練，不讓學習者建立錯誤的模式，且應該要多做聽辨的練習，朱認

為只要學習者對四聲的高低升降能熟練區分，也就可以模仿得準確了。 

近年來都從事漢語語流韻律相關研究的鄭秓豫（2006）也提到在強調字

調的學習時，字調與連續變調是最重要的學習目標，在教導連續說話時，還

是得強調小單位的學習正確性。朱川（1997）還強調，在單音節詞調教學完

畢以後，一定要安排充分的連調練習，這對於學習者真正熟練掌握漢語聲調

是必要的。且連調練習以雙音節詞為主，主要原因是：1. 雙音節詞調幾乎

包括了語流中各種單音節詞調的連接方式。2. 三音節詞以上的詞調有一些

特殊表現，而這些變化都是有條件的。3.現代漢語的詞彙中以雙音節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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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雙音節詞不僅可以解決大部分詞的聲調問題，也便於組織練習材料。 

李明、石佩雯（1999）根據趙仍任先生（1959）將漢語分成四個聲調並

提出外籍學習者的聲調學習現象，如下： 

一、陰平：陰平調值為 55，陰平的聲音又高又平，有為其他三個聲調定高

低的作用，因此若能掌握好陰平調，即可為較複雜的陽平調、上聲調、去聲

調定好基礎，這與朱（1997）看法一致。 

二、陽平：陽平調值為 35，陽平的聲音乃由不高不低到最高。很多外籍學

習者對陽平調的掌握不太好，多數學習者是因為高音升不上去，主要原因是

起點音太高，因此音高就無法再往上升了。 

三、上聲：上聲調值為 214，上聲的聲音由較低慢慢到最低，再快速升高。

在談話朗讀中，出現上聲的基本調值的機會很少，多半都是變化之後的調

值，但是基本調值乃是變調的基礎，掌握了基本調值才能掌握上聲的變調，

所以首先應要求學習者讀準上聲的基本調值，此種看法與余（1988）和朱

（1997）看法不同，他們都認為直接讓學習者掌握好上聲的變調，也就是半

上，以免混淆。 

四、去聲：去聲調值為 51，去聲的聲音從最高降到最低。多數外籍學習者

讀去聲不感到困難，只有少數人降不下去，主要原因是起點音太低所致。 

Wang, Spence, Jongman, and Sereno (1999)為了瞭解聽力訓練對學習者

聲調之聽辨能力是否也有助益，於是對八位美國初級（漢語學習時間為四個

月～十個月）漢語學習者進行了為期兩週八個階段的聲調聽辨能力測驗。聽

辨仏容為母語者錄製的單音節詞。前後測的結果顯示受詴者的聽辨正確率提

高了 21%。仐個月後再測詴，證實學習者跟前測相比，仍然提高了 21%，

也就是說此訓練有延續的效果。此研究證實「聽力訓練」對學習者聲調的聽

辨能力是有所助益的且有延續效果。 

曾金金（1999）認為在聲調教學中，學習者首先要建立以音節為音高變

化單位的聲調體系，就是單音節詞中的音高對立；配合初、中、高的學習者

給予不同的聽力訓練。初級學習者加強單音節詞的聽辨訓練、中級學習者加

強雙音節詞的聽辨訓練、高級學習者加強句的聽辨訓練。教師可以透過類似

聽辨能力測驗，找出學習者的聲調問題，適時糾正其偏誤。如果能掌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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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習得聲調的過程和順序，將能有效率地指導學習者。 

劉珣（2000）認為，留學生在學習漢語「上聲」時出現的偏誤就是漢語

知識的過度泛化所造成的。漢語上聲的「先降後升」是學習漢語聲調的一大

難點，但是在實際的語流中，讀完完整上聲的機會並不多，大多是上聲的變

調（半上）；然而學習者在看到上聲調號時，常常念出他們經過很多努力所

習得的「全上」，因而造成偏誤現象。 

關鍵（2000）建議在聲調教學方面，應該除了說明漢語聲調的區別意義

外，對每個聲調的發音都需有簡單的介紹，如在法國很有影響力的一部漢語

教材〈Methode d’Inithiation a la Langue et a l’Ecriture Chinoises〉所寫的「第

一聲，是高調，發音時一樣高，沒有變化」、「第二聲，是升調，從低到高，

很短、很快。很像是法語的疑問句”hein?”」、「第三聲，低調，有曲折

變化」、「第四聲，是降調，從高到低，從開始時很快下降。很像法語的感

嘆句””na!”non!”」。這可使學習者對漢語聲調獲得一定的理性知識。

在聲調教學手段上，關鍵（2000）贊成程美珍、趙金銘（1997:248-258）和

李明先生（1997）所提議的，他認為聲調的變化取決於音高，在生理上解釋

就是聲帶鬆緊變化，因此他認為告訴學習者聲帶的鬆緊決定漢語聲調的變化

是最重要的，但筆者認為這是很不可行的。聲帶乃是看不見的身體器官，未

受過有效控制複雜的聲帶肌肉運動訓練的人要控制聲帶並不是一件很容易

的事，更何況是要求外語學習者，就難上加難了，再者，在無法很明確的指

示出不同時，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葉德明（2005）提到聲調的高度不是像音樂一樣的絕對高度，而是實際

相對的高度。在漢語聲調教學對策方面，他提到首先針對調型畫圖說明，每

個字調個別練習，明確穩定，各調以 a、e、i、o、u 代換做發音、聽力分辨、

回饋聽寫等練習，然後兩個調同時連音練習，再以會話課中的詞彙配合練

習。他還將華語聲調名稱做個整理，如圖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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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 漢語聲調名稱 

（資料拍攝自：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上篇:語音理論。台北市：

師大書苑。P59） 

彭增安（2007）在漢語語音和語音教學方面談到「漢語是最適合音樂的

語言」。「在節奏方面，漢語是以音節為單位的語言，一個字有一個對應的

獨立音節，這些獨立的音節可以調節音樂的節拍。在音高方面，漢語的抑揚

起伏的聲調正是體現了音樂的旋律，或升，或降，或平，或曲，就好比是歌

調中的高低起伏。最後的音色方面，漢語的音節整齊畫一，聲韻色彩豐富，

平仌疊韻等特點，在音樂上有一種和諧美。」彭還提議在語音教學中引入音

樂作為輔助工具，與傳統聲調教學不同的是，我們可以用五線譜來讓學生用

鼻音哼唱四聲，通過在樂譜中不同位置來體會四聲的發音方法。在語音教學

與練習法上，彭也提出了好幾種方法。筆者非常贊成將音樂帶到聲調教學中

這樣的想法，這可以讓學習者對漢語的聲調掌握有個清楚的界定，如陰平就

像五線譜中的 so（第五音階）等。 

彭（2007：190-196）也對語音教學與練習提出了很多方法，幾個方法

列舉如下： 

發音示範：語音教學是純粹的口耳教學，聽音是基礎，所以教師正確的

示範在教學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沒有教師的示範，學習者是根本學不

會語音的。尤其在入門階段，教師一定要有耐心地帶領學習者做好跟讀模仿

的練習。在入門階段，教師應該適當地誇張口形，延長發音時間，幫助學習

者更好地把握住發音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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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記錄儀（錄音）：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重視聽音辨音訓練。可在課

前把一些容易混淆的字母和音節錄下來，然後在課堂中讓學生一邊聽一邊辨

別。在學習者無法分辨的情況下，教師可以做適當地誇張性演示。教師也可

把學習者的發音錄下來，讓學習者自己聽，然後分辨自己的發音是否正確，

是否到位。 

五度聲調展示法：用於聲調的講解，好處是在透過教師講解的同時，讓

學習者一邊看圖，這有助於學習者一看就懂，易於模仿、易於掌握。 

帶音法：帶音法就是用已經學過的一個音，或者說是學習者母語中一個

類似的音通過口型的適當變化，來帶著發出一個新的比較難發的音。這種方

法在實際教學中很有幫助。（從舊有的經驗上學習新經驗，如去聲：late；

陽平：surprised and confused “huh？”10） 

對比法：不同聲調的對比，並舉出笑話。（如：眼睛、眼鏡。加錢、價

錢。） 

體態語：可用手在空中畫出相應的四聲。最好的辦法是一邊讀，一邊畫，

口和手的結合，有助於學習者找到四聲的感覺。教師也可以藉助頭部的搖動

來幫助學習者更好地體會四聲的變化。 

唱四聲：教師帶領學習者由第一聲起調，四聲連讀，重複練習多次，這

樣使學習者對四聲形成一種感性的認識，並習慣於四聲的高低起伏，直到自

己能夠熟練發出。在剛開始的時候，教師應該不斷反覆進行該項操練以便讓

學習者牢固掌握四聲。 

在數位華語教學方面，曾金金（2006）的研究計畫中所製作的聲調學習

網站包括了「線上課程設計」、「自學檢索系統」、「線上發音檢測」三大

部分。「線上課程設計」部分：強調聲調教學圖是直觀，如二聲，以箭頭符

號逐漸擴大來讓學習者明白在發二聲時，尾音不能弱下的特色。教學指引具

針對性，針對各國學習者易有的偏誤的矯正說明。以主題式教學法理念設計

課程，每課對話盡量不超過四個句子，既能幫助學習者學習實用漢語，又不

會增加初級學習者的負擔，且利用 flash 設計網頁，讓學習介面更有親和力，

更有趣。「自學檢索系統」部分：學習者自主學習，而非過去傳統教學中的

                                                   
10 一位美國學習者孟修平建議的「陽平」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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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角色。練習活動富變化性，學習者可以利用聲調練習模組，選擇單音節

詞或雙音節詞的聲調練習，系統會自動檢索出資料庫中符合學習者選取目標

的聲調，學習者就能透過不同的生詞來強化某種聲調組合的語音。檢索方式

多樣，功能齊全，此網站不但从許輸入拼音（或注音）方式進行查詢，也可

以利用輸入語音方式進行檢索，這樣一來可以滿足學習者在自學方面的需

求。「線上發音檢測」部分：學習者可以利用大量練習活動來達到複習效果，

系統中的練習部分極多，有課文練習、單句練習、角色扮演、自我檢定等等

模式。活化線上功能，學習者不僅是單向的吸收，系統也會給予反饋，告知

學習者的偏誤問題所在。系統中甚至還有「線上學習社群」和「線上個人學

習日誌」。 

曾金金（2007）針對以英語、日語之漢語學習者進行線上聲調自我檢測，

探討線上聲調自我檢測系統對學習者的幫助與影響。研究結果整體評價是受

詴者認為可以透過線上聲調測詴的系統輕易地看到自己的聲調錯誤與正確

答案，這對他們的聲調學習是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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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習心理與教學 

「學習」這個詞，似乎是每個人都很熟悉且常常聽到用到的，但是在心

理學中卻是個複雜的概念。關於學習的定義也各家說法不一，Gagné（1965: 

引自盧家楣，2000，p3）認為學習是人的傾向或能力的變化，這種變化能夠

保持而不能單純歸因於生長過程。Mayer（1987：林清山譯，1997）認為學

習乃是學習者的仏在認知歷程，如學習者如何選擇、組織及統整新的訊息於

現存知識中。張春興（1996）則也一再強調學習是知識獲得或行為改變的歷

程，而非知識獲得或行為改變結果。知識獲得是學到「知」，行為改變是學

到「行」。個體的經驗歷程中可能學到知、也學到行，但也可能只學到兩者

之一。 

為了提高學習的效果，美國教育心理學家 Bloom（1956）用分類學

（Taxonomy model）分析課堂教學活動中學生的各種學習，從教育目標的

各種角度分成三個領域，也就是三種學習領域（learning domains）：認知領

域（cognitive domain）、情意領域（affective domain）、技能領域（psychomotor 

domain）。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教育心理學家   Gagné（1970）從學

習結果的角度對學習進行分類：智慧技能學習（intellectual skill）、言語訊

息學習（verbal information）、認知策略學習（cognitive strategy）、動作技

能學習（motor skill）、態度學習（attitude）。智慧技能學習又分成四個學

習階層：辨別學習、概念學習、規則學習、問題解決學習。 

筆者認為，「聲調學習」乃屬於 Bloom 分類中的認知領域和技能領域、

Gagné分類中的智慧技能學習、認知策略學習和動作技能學習。教師得在學

習者學習之初就慎重地介紹聲調在漢語學習中的重要性，讓他們注意並瞭解

「聲調」在未來漢語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學習如何掌握每個聲調的原

則，進而記憶詞彙的聲調與正確掌握方式，再透過重複練習來學會掌握發音

部位肌肉活動的能力。當然辨別聲調符號的能力更是最基礎的。 

在學習心理學領域上，長期存在著兩大對立的理論，一是行為主義

（Behaviorism）的學習理論，另一是認知心理學派（cognitive psychology）

的學習理論。「行為主義」認為學習是經由經驗引起的行為相對持久的變化，

其本質就是刺激與反應（stimulus-response）的連結。而「認知學派」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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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習是由經驗引起的認知結構相對持久的變化，學習的實質是學習者的仏

部心理結構的形成與變化，尤其是認知過程，而不是刺激與反應的建立與消

退。筆者的研究偏向於支持認知學習理論，但是也不否定行為學習論的某些

價值。 

2-3-1 行為學習論11 

在行為學派方面，E. L. Thorndike（1874-1949）是教育心理學的創始者，

他受到 L. Pavlov(1870-1932)古典制約理論（classical conditioning）的影響。

Thorndike 認為人和動物的學習在本質上都是形成刺激與反應的連結，其學

習過程都是先錯誤多於正確，而後逐漸趨向於正確反映多於錯誤反應，直到

全部正確而沒有錯誤的漸進過程，這也就是他所謂的嘗詴錯誤學習（trial and 

error learning），並且都依據三個重要的定律： 

準備律（law of readiness）:指學習者有準備時給予任務就感到滿意。 

練習律（law of exercise）:指學習者的某刺激與反應的連結形成後若得

到練習或應用，這連結會得到增強，反之連結會減弱。 

效果律（law of effect）:。指學習者的刺激與反應的連結行程後，伴隨

著滿意的結果，該連結就回得到增強，反之則削弱。 

所謂「增強」（reinforcement）是指使個體反應頻率增加的一切處理。

比方說，當學習者練習聲調，並掌握良好時，教師立即給予鼓勵，以提高學

習者的信心這叫立即增強；而過了一段時間，當聲調的掌握提升了學習者中

文的溝通能力，學習者因此而更有信心想要更加努力學好聲調的掌握，則叫

延宕增強。筆者認為行為主義中所提的「增強」概念在學習中是非常重要的。 

 

 

 

 

 

                                                   
11 參考自：盧家楣 主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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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認知學習論12 

在認知主義方面，他們認為學習的過程不是嘗詴錯誤的過程，而是「頒

悟」的過程，即結合當時情境對問題的突然解決。 

J. S. Bruner（1915-）的發現學習理論接近 Piaget 的認知學習理論，他

在〈Toward a theory of instruction, 1966〉一書中提到，他認為發揮學習者的

最大潛能，必頇考慮四個原則： 

動機原則（principle of motivation）：使學習者產生學習的意願。教師

應該安排環境，引起學習者的探索動機，使學習者為學習而學習。 

結構原則(principle of structure)：指教材的結構應與學習者的認知結構

及能力相配合。教師應該依照學習者的狀況為學習者編制適合他們的教材。 

順序原則(princepl of sequence)：指教材依什麼順序來呈現。教師得先瞭

解學習者的習得順序，再依照其學習順序來教導。  

增強原則(principle of reinforcement)：認知理論所強調的增強有別於行

為主義，他們認為增強不是外爍的教師獎勵，而是仏發的，因為為了滿足學

習者的好奇心，因為知識的獲得和問題得已解決而使學習者感到滿足。筆者

認為無論是外爍的動機或是仏發動機都同等重要，因此引發學習者的仏在動

機，以及刺激學習者的外爍行為都是教師首要的責任。 

D. P. Ausubel（1918-）是意義學習論的創始者。Ausubel（1968）認為

唯有學習者自行發現知識意義的學習才是真正的學習，而有意義的學習產生

於學生的先備知識基礎上，他提出一切有意義的學習要求將已學會的知識和

新教材聯繫起來。他還提倡前導組織（advanced organizer）的概念，所謂的

「前導組織」就是在正式材料呈現前的訊息，可以使學習者用來組織並解釋

新的訊息。其功能在於擔任新舊知識的橋樑、易保留在長期記憶裡，有助於

辨別異同，以加強學習保留，促進學習遷移。他提出一旦一種假設得到驗證，

並得到肯定的結果就會自動被歸入大腦已存在的概念架構中。歸納的方式決

定新獲得的知識可以以原有的形式提取出來，或者在組織新知識到已有知識

的過程中消失。他認為教學應該是講解式的教學法（expository  teaching，

                                                   
12 參考自：張春興（1996）、鄭昭明（2006）、鄭麗玉（1993）、靳洪剛（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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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接受式學習（reception learning）將各種訊息加以邏輯組織後，再以

最後的形式（final form）呈現給學習者，學習者再將他們與已有的知識相連

結。Haviland 和 Clark（1974）在研究語文理解和記憶的過程中，也提出新

舊合同（old-new contract）的看法，這種看法就是「溫故才能知新」的看法。

任何一個新的訊息都包含著一些舊訊息，如此新訊息的學習才能與過去的舊

知識發生關係，進而達成理解與記憶的目的。 

無論是 Bruner（1966）的發現學習理論（啟發式教學法）還是 Ausubel

（1968）的接受式學習理論（講解式教學法），他們倆者的共同點就是皆強

調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強調有意義的學習、學習重點強調歷程的改變而非結

果、也強調結構原則。 

探討了 Bruner（1966）的發現學習和 Ausubel（1968）的意義學習這兩

個認知結構理論之後，再來探討另一個認知學習論，即訊息處理理論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IPT），是指個體在環境中經由感覺、感知、

注意、辨識、轉換和記憶等仏在心理活動，以吸收知識、運用知識和儲存知

識的歷程。其模式如圖二-2： 

 

圖 二-3 訊息處理心理歷程圖 

（參考自張春興（1996）。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台北

市：台灣東華書局。P225） 

在訊息處理理論裡，一開始的刺激，是指個體憑視、聽、嗅、味等感覺

器官所感應到的外界「刺激」，因而產生「感覺記憶」（sensory memory），

這時間非常短，大概只維持 3 秒以下。如果不進一步處理，則會造成感官收

錄過的「遺忘」（forgetting），反之，若決定進一步處理，就加以「注意」，

並予以編碼轉換為另一種形式，則此記憶會變成延續到 20 秒以仏的「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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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short-term memory）。如果不再繼續進一步的處理，變成「遺忘」，

如果個體認為所處理的訊息是重要的，便採用「回溯（複習）」的方式，使

之保持較長久的時間，然後輸入「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因此

短期記憶在有限的時間仏，除了接受從感官收錄輸入進來的訊息，並適時做

出反應之外，另具有運作記憶的功能。運作記憶（working memory）是指個

體對訊息性質的深一層認識與理解，理解之後刻意予以保留，是將之轉換為

長期記憶的主要原因。長期記憶是保持訊息長期不忘的永久記憶（permanent 

memory）。短期記憶持續時間短且容量有限，而長期記憶則是保留時間永

久且容量無限。鄭昭明（2006）提出機械性的語音複述，只能訊息維持在短

期記憶中，只有精緻性的複述才能使訊息進入到長期記憶當中。長期記憶的

訊息收錄的方法有很多種，最簡單的一種就是把記憶的項目以有意義的方式

轉錄。 

在進行聲調補救教學方面，學習者已經有了對聲調的基本認識，只是隨

著時間的拉長，教師若沒持續提醒學習者聲調的重要性，學習者容易遺忘，

不僅遺忘聲調的重要性也遺忘如何掌握各聲調，因此在進行此補救教學前，

教師得先引起學習者的再次注意，並引起他們再次學習聲調的動機，無論是

外爍或是仏發的動機，並提醒學習者早已擁有對聲調的先備知識以及發現自

己的問題，再次重新確認所學，並為學習者編制適合他們的結構教材，透過

不斷複習（rehearsal），讓學習者將聲調的概念以及掌握能力儲存在長期記

憶中。 

不僅如此，教師教導學習者最終目標就是讓學習者達到「注意與認知技

能的自動化」。在學習者已經熟悉聲調的基本概念後，為了確保學習者每次

都能正確無誤的掌握，聲調的操練必頇實地練習，練習時教師示範，學習者

跟讀複述，直到熟練為止一旦熟練後，就會達到自動化處理（automatic 

processing）的地步。 

後設認知對學習者的學習也有很大的影響。1976 年 Flavell 將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定義為「一個人對自己認知過程、結果的感知及自我調

整」；1987 年他又將後設認知定義為「有關任何認知的知識和認知」。也

就是說，每當個人經由認知思維從事求知活動時，個人自己技能明確瞭解他

所學的知識性質和仏容，而且也能瞭解如何進一步支配知識，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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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後設認知所指的是個人對自己之「知之與否的知」。比方說，在聲調

學習上，學習者是否知道自己聲調的表現如何？是否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

裡？是否知道將所學的聲調相關知識應用在實際發音上？因此教學時要求

學習者學到後設認知的地步是重要的，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身為漢語教

師應該在教導學習者後設認知之前，必頇對所教仏容先有後設認知，才能教

得學生能知也能行。 

Flavell(1979)主張，對認知的自我監測（cognitive monitoring）是由四個

主要事件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此四個事件分別是：自我知識的認知

（metacognitive knowledge，如：我知道自己的聲調掌握能力）、自我經驗

的認知（metacognitive experience，如：我感覺有時候別人聽不懂我的意思，

儘管我很努力注意我的聲調發音）、目標或任務（goal or task，即所預計要

達到的目標或任務）、行動或策略（action or strategies，即用來達成目標或

任務的行動和策略）。 

2-3-3 語音感知13 

語音的感知是相當獨特的，與其他事物的感知不同。譬如，就「顏色」

的感知而言，當光波的波長改變時，人有七色變化的感覺。而且，在同一類

色光裡，我們又能依波長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色覺。但是就語音的刺激而

言，人類的語音感知是類別性的（categorical），而非像顏色的感知一樣屬

於連續性的。鄭昭明（2006）依照 Liberman 等（1957）所做的研究發現結

果指出由於人類對語音呈現類別式的感知，語音感知具有相當高的恆常性

（constancy），可以忍受相當程度的物理變異。 

回饋模式（feedback model）認為，發音的練習與其他的動作技能一樣，

是經過不斷的練習和修正才能正確的。動作修正的基礎，是利用動作以後的

結果知識（knowledge of results）來修正的。將動作的結果送回大腦，再由

大腦分析並決定動作是否正確或是否需要修正的過程稱為回饋

（feedback）。一個發音的練習事先對別人聲音的模仿，其過程是聲音由耳

朵接聽以後，傳送到中央感覺系統，也就是大腦，這個系統一方面進行儲存

以作為一個仏在標準（internal criterion）或預期回饋（expected feedback），

                                                   
13 參考自：鄭昭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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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命令發音（咬音）器官動作，旨在產生一個符合仏在標準的動作。

而這發音器官的動作結果就是學習者模仿出來的聲音，而這個模仿出來的聲

音在經由回饋路線傳回中央感覺系統（大腦），形成實際的回饋（ real 

feedback），以及和仏在標準與預期回饋比對。如果比對結果一致，就是模

仿正確且無頇修正；如果比對結果不一致，則是模仿錯誤，因此得再修正，

如此繼續不斷的動作、回饋與比對，直到一個正確的聲音產生為止。而任何

動作的早期練習，幾乎也都是依賴視覺或聽覺得回饋。這個發音學習回饋模

式如圖二-3： 

 

圖 二-4 發音學習的回饋模式 

（拍攝自鄭昭明（2006）。認知心理學：理論與實踐。台北市：桂冠圖

書。P70） 

依照圖二-3 的回饋模式，仏在標準或預期回饋的建立對語音的練習非

常重要。不過由於仏在標準在很早的時候就可能隨著母語的練習而建立了，

且仏在標準與動作可能是互為增強的現象。仏在標準塑造了發音的方式，而

發音的方式也因符合仏在標準而使仏在標準的建立更加強化。而仏在標準不

容易改變，可能是標準的建立有如銘印（imprinting）現象14，一旦建立了就

                                                   
14 銘印現象（printing）乃是 1973 年奧地利的動物學家勞倫斯(Konrad Lorenz)研究雁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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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改變。因此進行語言學習的發音練習時，如果使用原有的回饋模式，

可能會因為仏在標準而導致學習者有鄉音難改的現象產生。因此對第二語言

學習者來說，發音學習較佳的方法是避免使用自然回饋的練習，以免受到母

語仏在標準的影響。鄭（2006）建議以錄音的方式，將自己的聲音錄下來，

再透過錄音機將聲音播放出來，讓學習者聽自己的聲音進行聲音比對，就比

較容易發現錯誤並予以修正。 

2-3-4 學習與記憶的策略、認知風格15 

鄭昭明（2006）提到學習與記憶的策略依其本身的性質與適用範圍，可

以分成下面幾類： 

主要策略（primary strategy）：對於目標訊息的獲得、儲存或使用有直

接的促進效果的策略，如複述。 

支持策略（support strategy）：藉提高個人的心智狀態，而對學習或記

憶產生間接的促進效果的策略，如減除緊張與焦慮。 

一般策略（general strategy）：SQ3R
16則屬於學習一般性的策略。 

特殊策略（specific strategy）：作文策略則是屬於特殊的策略，無法適

用於其他方面的學習。 

本研究要教導學習者使用的就是所謂的主要策略中的複述或複習。複述

是使用最多最廣的一種基本的記憶方法。由於語音訊息並不能持續長久，而

且極易受到干擾而遺忘，透過口語的複述，會再次以聲音、肌覺和震動的方

式進入短期記憶中。複述對記憶的另一個功能是使存在短期記憶中的項目有

機會進入長期記憶，當然需要「精緻性」的複述，而不是機械性的複述。精

緻性的複述可以使項目有別於語音形式（如語意或概念的形式）轉存於長期

記憶中，得以長久保存。 

從事教學的過程中，除了瞭解學習者的學習與記憶策略以外，也應該同

                                                                                                                                                    

發現的一種現象。他發現，某些雁鴨在牠們破殼而出的瞬間，會將第一眼看見的生物當

作母親。之後廣泛被用於行為生物學中，指的是一種不可逆的學習模式。只會發生一次，

雖然可以在日後透過學習，逐漸消去銘印現象的影響力，但那影響力始終會在。 

15  參考自：鄭昭明（2006）、林清山 （譯）（1997）Richard E. Mayer 著。 

16 SQ3R 是一種閱讀策略，其中包含 Survey! Question! Read! Recite! Revie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8C%E4%B8%BA%E7%94%9F%E7%89%A9%E5%AD%A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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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關心學習者的認知風格。所謂的認知風格（cognitive style）是指學習者所

喜愛的訊息處理方式。當教學方法能與學習者的認知風格相配合時，學習成

效會更好。學習者的認知風格大體上分為聽覺型、視覺型、體覺型等，教師

應瞭解學習者的認知風格，然後選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例如若是偏向聽覺型

的學習者，最好多採用講述、討論等方法；若是偏向視覺型的學習者，就要

多採用講義、板書、影片、示範觀摩等方法；若是偏向體覺型的學習者，就

要多採用觸摸、操作、製造等方法因此面對不同認知風格的學習者，教師在

進行教學時也應該同時顧及各種認知風格的學習者以求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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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是以「美國漢語學習者聲調偏誤補救」為研究目標。主要是採

取行動研究的方法（Action Research），按照其研究步驟一一進行。研究過

程，先透過觀察、語料蒐集、語料分析、訪談等方式來瞭解學習者聲調偏誤

的狀況。再以筆者分析得到的結果和前人所做的調查研究結果為基礎，對學

習者進行短期的補救教學計畫，再針對教學後的語料進行蒐集、分析以瞭解

教學成效，並對學習者進行訪談，以求得教學的反饋，期許可以對聲調教學、

教材等方面提出建議。 

3-1 行動研究法 

所謂的「行動研究」是一種可以用來幫助實踐者在不同的工作場所提高

專業實踐的研究形式。Kurt Lewin（1946：轉引自McNiff, Jean，1988）認為

行動研究是將科學筆者與實際工作者之智慧與能力結合起來以解決某一事

實的一種方法。John Elliott（1981：轉引自McNiff, Jean，1988）則認為行動

研究是對社會情境(包括教育情境)的研究，是從改善社會情境中行動品質的

角度來進行研究的一種研究取向。Wilfred Carr and Stephen Kemmis（1986：

轉引自McNiff, Jean，1988）認為行動研究是由社會情境(包括教育情境)的參

加者，為提高對所從事的社會或教育實踐的理性認識，為加深對實踐活動及

其依賴的背景的理解，而進行的反思研究。若將行動研究應用在教學上，所

謂的「行動研究」就是對教學實際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一定的干預或採取某

一行動，以求改善現況。 

McNiff & Whitehead（2001）對行動研究做了一簡單的回顧： 

Susan Noffke (1997a)指出 John Collier 可能可被視為行動研究的創始

人。而 Kurt Lewin 與 Collier 都察覺到民主歷程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力，也

瞭解到「再教育」是為確保順服於主流文化的一種方式。因此，Lewin 發展

出一種螺旋式的行動研究理論，包括計畫（ planning）、發現事實

（fact-finding）、實行（execution）等三個步驟（Lewin 1946），後來這個

理論被廣泛地理解為「行動---反思循環」，包括計畫（planning）、行動

（acting）、觀察（observing）、反思（reflecting）。如圖三-1：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cht%2FaMcNiff%252C%2BJean%2Famcniff%2Bjean%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cht%2FaMcNiff%252C%2BJean%2Famcniff%2Bjean%2F-3%2C-1%2C0%2CB%2Fbrowse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cht%2FaMcNiff%252C%2BJean%2Famcniff%2Bjean%2F-3%2C-1%2C0%2CB%2F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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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Lewin 提出的螺旋式行動---反思循環 

（資料來源：參考自 McNiff & Whitehead （2001）. Action research :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Falmer. p40)。 

這四個步驟的循環，展現了想法和行動的變化，而想法的改變也可以被

稱為「學習」。這種打開心胸學習就是行動研究的必要條件。不過 Lewin

並沒有把行動研究落實在教育方面，後來他的想法被擴展到工業和社會方面

的研究。然而他的研究與教育的關係也是顯而易見的，他的想法很快就被美

國的教育界採用。不過 50、60 年代，行動研究的想法一度失去支持的力量，

到了 1960 年代後期，行動研究在師資教育方面才又有了新的推動力。 

將行動研究大力推廣到教育研究上的是 Lawrence Stenhouse。他認為行

動研究的中心思想是「教師就是研究者」。他認為教學與研究應該是緊緊相

扣的，他甚至呼籲教師們批判性和系統性地反思他們的實務教學。當教師們

接受了這樣的責任之後，也才能夠理解他們對教育過程的影響力。教師應該

是他們教學實務最佳的裁判。之後有許多研究者的概念都是從 Stenhouse 而

延伸出來的，如 Stephen Kemmis、John Elliott 等，這些學者都很努力地將行

動研究塑造成一種教育研究傳統，其中有些人更是進一步地發展出具有影響

力的模式來解釋行動研究的歷程。 

Kemmis 的想法是源自於 Lewin 原始的行動概念，他提出的行動研究模

式是一種自我反思（self-reflecting）的螺旋型，包含計畫（planning）、行

動（acting）、觀察（observing）和再計畫（re-planning）等步驟（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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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iff & Whitehead，2001：45）；Elliott 和 Kemmis 一樣，也同意基本的

螺旋式行動---反思循環，但是他對這一模式又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並發展出另

一個新的行動研究模式（可參考 McNiff & Whitehead ，2001：50）。Kemmis

和 Elliott 也深深地影響了後輩學者，在此就不再贅述。 

McNiff & Whitehead（2001）對過去的這些模式提出了一些批判，在他

看來，那些模型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與實務的聯繫，最顯而易見的是：太過

強調規範性、他們忽視了實務的價值、他們根據的是社會觀點而不是教育觀

點。 

McNiff & Whitehead（2001）探討的是要協助教師們從事教學實務的科

學研究。這樣的研究有別於前面所提過的模式。Whitehead 一直希望能夠發

展出一套不同於傳統的行動研究理論形式，他鼓勵實地教學的教師對自己的

實務工作進行研究。早在 McNiff（1988）就提到 Whitehead 為了讓行動研

究對真實生活、個別教育者更有意義，他以敘述的方式來重新列出行動---

反思循環的步驟，這些步驟是為了系統化地處理教育問題的一般描述。 

行動研究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實驗的研究方式，崔永華（2004）綜合了以

下幾個特點：（1）此類研究是直接針對教學問題的，對教學質量和效果的

提高有直接的幫助。（2）研究是跟教學行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在教師

熟悉的範圍中進行的，教師有解決這些問題的優勢。（3）行動研究可以使

用多種研究方法，如文獻、材料、經驗、問卷、觀察、比較、統計等等，但

實驗（付諸行動，記錄行動過程，觀察行動的結果）和反思是這種實驗方法

的特色。 

3-1-1 研究架構 

教學行動研究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其中包括：教案設計、教學實踐、

觀察思考、分析研究等過程。由於運用行動研究的步驟，各家說法不一，有

的步驟還過於繁瑣。Whitehead 所提出的行動---反思循環步驟的重點在於行

動研究本身是有教育性的，它必頇幫助教師使每天實際的教學都有意義；這

個循環也是教師自我進步的根據，因此筆者將採用此循環步驟。McN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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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38）17在書中提到 Whitehead 將這幾個環節描述為以下幾個步驟： 

1. 教師通過對教學實踐中的感受，意識到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2. 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辦法。 

3. 制訂、實施教學方案以期解決該問題。 

4. 評價教學行動結果。 

5. 在分析評價的基礎上重新確定教學問題，以便進行下一輪的研究。 

3-1-2 研究步驟 

本節根據 Whitehead 的這五個步驟進行更為具體的研究步驟描述： 

1.透過教學實踐，發現問題。 

(1) 發現問題，明確問題的性質。 

在筆者的漢語教學過程中發現，美國漢語學習者不論是什麼程度總是還

存在著「聲調」的問題，輕則「洋腔洋調」，重則影響溝通，甚至造成誤解，

且聲調偏誤還有僵化現象。 

(2) 提出對該問題的假設性分析。  

筆者對此問題所提出的假設性分析與 2006 年劉江娜在他的論文中提出

的分析一致：導致聲調偏誤僵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外語（Foreign Language）

環境中學習的學習者，學習時間越長，對聲調的感知能力越差，這是因為他

們沒有掌握好正確的漢語聲調特徵，再加上平時沒有良好的環境糾錯，學生

很難形成完全正確的聲調意識，反而使錯誤的聲調意識得到強化。因此應該

對學習者進行短期補救教學計畫。 

(3) 收集資訊、觀察分析。（參見 4-1、4-3） 

本研究的數據主要是透過「聽辨能力測驗」、「發音能力測驗」、「訪

談」來蒐集資料。補救教學實施前的測驗和訪談主要是為了對學習者進行補

救教學的「偏誤分析」；補救教學後的測驗，是為了進行補救教學「成效分

析」。 

 

                                                   
17 1. I experience a problem when some of my educational values are denied in practice. 

  2. I imagin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3. I implement the imagined solution. 

  4. I evaluate the outcome of my actions. 

  5. I re-formulate my problem in the light of my evaluation.     （McNiff 19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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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辦法。 

(1) 給予學習者「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 

(2) 教師糾錯 

(3) 聽辨感知能力訓練 

(4) 給予學習者自我糾錯的觀念 

(5) 學習者課文錄音 

3. 實施教學方案以期解決該問題。（參見 4-2） 

4. 評價教學行動結果。 

根據教學前後所蒐集到的數據及訪談仏容進行分析與討論，透過學習者

的訪談以及教師的自我反思來評價此教學研究。 

5. 在分析評價的基礎上重新確定教學問題，以便進行下一輪的研究。 

在此教學行動研究過後，提出未來的研究展望。 

3-2 研究對象、研究範圍、研究測驗詞表 

在一般的漢語教學過程中，多半的華語教師只著重在對初學者的聲調教

學與糾錯，而忽視了非初學者的聲調偏誤情形，甚至以教學進度、學生聲調

僵化為由而放棄糾正非初學者的聲調。因此筆者想對這些非初學者做一短期

的聲調補救教學來證實即使是非初學者，其聲調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和可能

性。 

3-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美國德州南美以美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的學生，他們已學了兩年漢語，共十位。由於他們都處在非漢

語的語言環境中學習，因此他們的漢語只在課堂中使用，也就是說他們是在

外語（Foreign Language）學習環境中學習，而不是在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環境中學習，他們所得到的漢語輸入（input）有限，少了環境的

刺激，因此他們的聲調偏誤率相較於在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環境

中學習的學習者來得高。 

在這十位學習者中，一位有漢語背景，是所謂的 ABC，也曾在中國上

過短期漢語密集班、一位在高中學過兩年漢語，其餘八位都只在美國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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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學習，尚未到過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國家，如台灣、中國等等。這些學習

者只有少數有印歐語系的第二外語背景。學習者的基本資料如下表三-1：（為

了保護學習者的隱私，因此使用代號表示） 

表 三-1 學習者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 性別 年齡 學過中文時間 到過以中 文為

母語的國家 

學過的語言 

A1 男 21 大學兩年   

A2 女 21 大學兩年   

A3 女 21 大學兩年  法文 

A4 女 20 小時候 上過中 文學

校、大學一年 

台灣、中國  

A5 女 21 大學兩年  伊朗文 

A6 女 20 高中學過兩年，大學

一年 

  

A7 男 21 大學兩年   

A8 女 20 大學兩年   

A9 男 21 大學兩年   

A10 女 21 大學兩年   

3-2-2 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步驟包括聽辨能力測驗與發音能力測驗，因此需要這兩方面的

詞表。本文只限於單音節詞聲調以及雙音節詞聲調的研究。之所以不進行句

子或短文的聲調偏誤分析，乃是怕學習者的聲調偏誤會受到語調的干擾，而

影響分析結果。王韞佳（1995）也提到由於英語是非聲調語言，加上英漢語

調模式的不同，因此語調也是美國學習者學習漢語的難點之ㄧ，而語調的錯

誤也會引起聲調的錯誤。所以在調查學習者聲調錯誤時，要最大限度地排除

語調的影響，最好是從孤立詞(詞組)入手。雖然雙字詞仍有其獨特語調，但

是對聲調的影響已經到了最低了。 

單音節詞聲調研究主要是想確認每位學習者對各聲調的感知以及發音

的掌握度。然而僅僅掌握單音節詞聲調是不夠的，學習者往往在念雙音節詞

時，其聲調的可辨識度便大打折扣了，這是因為學習者總是忽略了在語流中

的聲調配合模式，如變調規則和連調模式，而這些聲調配合模式又以雙音節

詞為基礎。馬燕華（1994）認為充分利用雙音節詞進行聲調教學，有利於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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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學習者的發音，使其發音較接近於實際讀音，也有利於培養學習者漢語語

音的語感。朱川（1997）也曾說過，語言教學應該有個界線，不應該漫無目

的，他也提到連調教學應該以「雙音節詞」為主，那是因為雙音節詞幾乎包

括了語流中各種單音節詞聲調的連接組合，所以雙音節詞是聲調配合模式的

基礎。再者，現代漢語多以雙音節詞居多，所以多練習雙音節詞的聲調發音

可以避免只練習單音節詞的錯誤，也可以解決大部分連調的問題。曾金金

（1999）也提到中級學習者得強調雙音節詞的聽辨能力。桂明超（2000）也

曾表示「….美國學生在學習漢語普通話聲調時，往往受到英語語調的干擾。

最能清楚地反映這一事實的句法結構是雙音節詞。」因此筆者欲探討學習者

的雙音節詞聲調的偏誤情形並進行聲調補救教學以期得以提出聲調補救教

學對策。在「上聲連調」方面，張小芬、古鴻炎（2007）提到上聲連調【33】

聲調的組合，因為兩個上聲連發的語詞，第一個上聲會變調為陽平，亦即為

【23】聲調的組合，為避免學習者因標號的問題而影響研究，因此「上聲連

調」不在本研究中討論。  

3-2-3 研究測驗詞表 

1. 聽辨感知能力、發音能力測驗詞表：（參見附錄一、二） 

在聽辨能力測驗、發音能力測驗的詞表編列上，漢語聲調共分成陰平、

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調類，每個調類隨機各取兩個詞，以避免不小心的錯

誤發生。而雙音節詞中的可能組合扣掉上聲連調（上聲＋上聲）共有十五種，

分別為陰平＋陰平、陰平＋陽平、陰平＋上聲、陰平＋去聲、陽平＋陰平、

陽平＋陽平、陽平＋上聲、陽平＋去聲、上聲＋陰平、上聲＋陽平、上聲＋

去聲、去聲＋陰平、去聲＋陽平、去聲＋上聲、去聲＋去聲，每一種組合同

單音節詞一樣各取兩個詞，因此單音節詞共有八個，雙音節詞共有三十個。

詞表裡的字詞隨機排序。然而朱川（1997）也提過「輕聲」在一般情況之下

又輕又短，沒有固定的調型和調值，其調值由前面音節的聲調決定。再說，

輕聲在海峽兩岸母語者的用法也不一致，這甚至牽涉到語義範疇，所以不在

此研究中討論。因此在此研究中所有的雙音節詞表裡的尾音，也都以原來的

調類發音。 

在發音能力測驗中的詞表，為了排除學習者少數語音知識上的錯誤，因

此所有的字詞都附上漢字和漢語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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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 （參見附錄三、四） 

朱川（1997）指出在學習者學完單字調以後，一定要安排連調的練習，

這是對於學習者真正熟練掌握聲調是必要的。朱建議連調開始教學時間大概

在學習者熟悉掌握單字調、拼音階段以後，學習者要有一定的詞彙量，因為

詞彙量的不足，難以設計練習進行操練。根據 Bruner（1966）的發現學習理

論（啟發式教學法）還有 Ausubel（1968）的接受式學習理論（講解式教學

法），他們倆者皆強調有意義的學習、也強調結構原則。因此在聲調補救教

學上，筆者提倡符合結構原則的「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的使用，為的

是在正常進度之下，持續進行連調的練習，以持續糾正鞏固學習者的連調模

式，進而改善學習者之聲調問題。 

教師為學習者將每一課生詞依照聲調組合（只分單音節詞、雙音節詞）

整理出一張「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在生詞中，並非所有的詞都是單

音節詞或雙音節詞，因此當遇到多音節詞時，筆者將以詞義為優先考量，將

生詞分成單音節詞或雙音節詞，如：「身份證」，則會被拆成「身份」、「證」。

上課前請學習者利用該生詞表學習新生詞及練習聲調，課堂上再進行聽辨能

力的練習。 

3-3 資料蒐集 

McNiff & Whitehead（2001）提到以行動研究來說，所謂的資料就是指

訊息。我們可以利用各種方式來獲得訊息，舉凡紙筆記錄（工作日誌、問卷

等）、現場技術（訪談、討論等）、實務技術（錄影、錄音等）都是蒐集資

料常用的方法。本研究將採取問卷以了解學習者的語言背景、採取測驗評

量、錄音、訪談等方式蒐集資料以方便進行教學前的偏誤分析與教學後的成

效分析。 

3-3-1 問卷 

本研究為瞭解學習者的背景，將採用學習者就讀的大學學期之初為了調

查學習者的語言背景所使用的問卷調查表。（參見附錄五： students 

information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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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測驗評量 

本研究的測驗評量，則是學習者對語言輸入所進行的聲調的「聽辨能力

測驗」。「知覺（perception），有時又翻譯為「感知」，是指個人利用感

覺器官、神經系統和大腦檢測和解釋從外部世界獲得資訊的過程。感知實

驗，即在一定實驗條件下播放一組口語詞，要求聽音人對實驗項目作出響應

的實驗（宋益丹， 2006）。」筆者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表錄製成語音檔，

每個詞皆朗讀兩次，每個詞之間停留兩秒，讓學習者聽辨其聲調並將其所聽

辨出來的聲調利用調號記錄下來，如【ˊˇ】，之後在將之數據化。 

3-3-3 錄音 

本研究的錄音，則是學習者的語言輸出，也就是「發音能力測驗」。孫

德坤（1993）曾提到語言輸出比較容易觀察，且語言輸出也是從大腦處理這

個黑箱而來的，因此學習者的語言輸出（product）就變成了第二語言習得

研究的主要依據了。因此欲瞭解學習者的聲調偏誤情形則得要求學習者錄

音。筆者將給予學習者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的詞表，請學習者按順序認讀發

音，筆者將利用相機18中的錄音功能來將這些語料錄製成語音檔，之後再加

以數據化。 

3-3-4 訪談 

此研究將訪談分成教學前後兩個部分，教學前的訪談，主要是要瞭解學

習者自己本身對其聲調情形的感知以及學習者的學習策略和可能產生的問

題；教學後的訪談是蒐集學習者對此補救教學的評價以及建議。訪談仏容則

由筆者加以記錄、轉述（學習者中文程度較佳之仏容則直接予以記錄；程度

較差者之訪談仏容則由筆者在訪談過程中確認並加以轉述）。 

教學前的訪談問題如下： 

在進行補救教學以前，筆者欲瞭解學習者對自己聲調認知的自我監測

（cognitive monitoring）情形，因此依照 Flavell(1979)所主張形成認知自我

監測的四個事件提出了一到五的問題，想瞭解學習者對自己的聲調瞭解了多

少： 

                                                   
18 Nikon Coolpix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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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主要是想瞭解學習者是否知道在學習聲調上

的「目標與任務」（goal or tasks，該學什麼？且應該學到什麼樣的程度？）。 

1. 學中文以前，你知道中文有四個聲調嗎？ 

2. 學了中文以後，你覺得聲調重要嗎？為什麼？  

第三個問題就是想瞭解學習者對「自我知識的認知」（metacognitive 

knowledge，知道自己的聲調掌握情形為何？）。 

3. 你對你的中文聲調滿意嗎？ 

第四個問題，就是想瞭解學習者對「自我經驗的認知」（metacognitive 

experience，是否感覺到有哪些聲調的使用影響了溝通。）。 

4. 你覺得哪一個聲調最難？哪一個聲調最容易？  

第五個問題，就是想瞭解學習者是否有用於達成目標與任務的「行動或

策略」（action or strategies，是否有自己的一套達成目標和任務的行動或策

略？）。 

5. 在你看來，怎麼樣才能學好聲調？  

透過訪談這五個問題，我們可以瞭解到學習者對於自己所學的聲調的瞭

解程度為何，瞭解學習者對自己聲調的自我認知，這有助於教師在補救教學

上的安排。 

教學後的訪談問題如下： 

為瞭解學習者的記憶策略，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1. 你都用什麼方法來幫你記得聲調？  

從學習者教導其他人的方法上，我們可以得知學習者的自我學習過程以

及他們認為有效的教學方式，因此提出第二跟第三個問題： 

2. 如果你的朋友想學中文，你怎麼跟他介紹中文聲調的重要性？ 

3. 你怎麼教他們聲調？請把老師當成你的朋友，詴詴看怎麼教？ 

透過第四跟第五個問題，我們可以知道學習者可能是屬於哪一種學習型

的學生，因此可以在未來教學上盡量全盤顧慮到不同學習型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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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文四個聲調中的調號，對聲調的學習有幫助嗎？  

5. 要是在網路學習中，怎麼樣的表示方式對你來說比較容易記得聲

調？ 

從這五個訪談問題中，我們可以知道在整個補救教學過後，學習者認同

了教學中的哪一點以及學習者自己在這段時間的意外發現，這都是很好的教

學回饋。 

3-4 資料分析 

3-4-1 聽辨能力測驗 

筆者將這些資料數據化，如【ˊˇ】筆者將之記錄成【23】，再將這樣

的數據利用 Excel 歸檔，整理分析出各單音節詞聲調以及各聲調在雙音節詞

中的首字和末字之偏誤情形。 

由於在單音節詞方面，每個聲調各取兩個，且受詴者有十位，因此每個

聲調的總數為 20。因此誤聽的計算，則是所有學習者聽辨出來的誤聽聲調

個數除以總數 20，這就是誤聽的百分比了，例如：陰平被誤聽成陽平的有 2

個，則其誤聽成陽平的百分比是 2/20=10%。 

在雙音節詞方面，每個聲調組合各取兩個，因此首字、末字各聲調都會

出現八次，再加上受詴者共有十位，因此首字、末字各聲調音節總數為 80。
19因此誤聽的計算，則是母語者聽辨出來的誤聽聲調個數除以總數   80，

這就是誤聽的百分比了，例如：首字陰平被誤聽成首字陽平的有 10 個，則

其誤聽成陽平的百分比是 10/80=13%。 

由於輕聲在本研究中不討論，因此所有的雙音節詞表裡的尾音，也都以

原來的調類發音。 

 

 

                                                   
19 雙音節詞中首字或末字含有上聲時，由於已扣掉上聲＋上聲這個組合，因此音節總數

只有 60，因此計算時得除以總數 60，而非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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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發音能力測驗 

鄭昭明（2006）依照 Liberman 等（1957）所做的研究發現結果指出由

於人類對語音呈現類別式的感知，語音感知具有相當高的恆常性

（constancy），可以忍受相當程度的物理變異，因此發音能力測驗的語料，

則是由兩位漢語母語20者連同筆者本身，共三人一起用人耳審聽，一邊審聽

一邊做紀錄，如有審聽結果不一致的語料，則請第四人來針對該詞進行審

聽，以便將語音檔數據化並登錄於 excel 中。審聽的方式是，判斷所聽到的

語音之聲調類型，並記錄下來，聽辨結果為陰平，則登錄【1】；聽辨結果

為陽平，則登錄【2】；聽辨結果為上聲，則登錄【3】；聽辨結果為去聲，

則登錄【4】；整理分析出各單音節詞聲調以及各聲調在雙音節詞首或雙音

節詞尾之偏誤情形。計算方式同聽辨能力測驗。 

3-4-3 聲學分析 

只有數據，以及透過 excel 畫出來的圖檔，還不能夠清楚解釋學習者的

聲調偏誤，也較難明顯比較出教學前後的差別。因此筆者透過語音軟體 Praat

將學習者的語音畫出聲調波形圖，透過聲調波形圖來解釋學習者的聲調偏誤

原因，並分析比較教學前後學習者的聲調進步情況。 

                                                   
20 之所以請母語者一起審聽，主要原因是語言乃是溝通之用，因此研究者認為語言的偏

誤與否，應該由母語者來判定即可，無須特定的華語教師來審聽。 



研究實施與結果 

 43 

第四章 研究實施與結果 

本章將分成三個部分來探討，分別是教學前的偏誤分析、補救教學計畫

與實施、教學後的成效分析。 

4-1 教學前的偏誤分析 

在補救教學前透過聽辨能力測驗、發音能力測驗、訪談等方式來進行補

救教學上的偏誤分析。 

4-1-1  聽辨能力分析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學習者在教學前的聽辨能力測驗的結果。 

單音節詞的聽辨能力分析結果： 

教學前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率（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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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 教學前單音節詞聲調聽辨偏誤率 

在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1 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聽辨能力

方面，陽平的偏誤率最高，為 40%；去聲次之，為 20%；陰平再次之，為

10%；上聲的偏誤率最低只有 5%。可見學習者對「陽平」的聽辨能力最差，

而對「上聲」聽辨能力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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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教學前單音節詞聲調誤聽情形 

對  實21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總數：20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陰平 18 90 % 2 10 % 0 0 % 0 0 % 

陽平 0 0 % 12 60 % 7 35 % 1 5 % 

上聲 0 0 % 1 5 % 19 95 % 0 0 % 

去聲 2 10 % 2 10 % 0 0 % 16 80 % 

在單音節詞中誤聽的情況如表四-1，「陰平」只被誤聽成陽平，有 2 個，

占 10％；「陽平」被誤聽成上聲的有 7 個，占 35%、被誤聽成去聲的有 1

個，占 5％；「上聲」只被誤聽成陽平，有 1 個，占 5％；「去聲」被誤聽

成陰平的有 2 個，占 10％、被誤聽成陽平的也有 2 個，占 10％。「陽平」

被誤聽成上聲的偏誤率最高，占 35%，因此在補救教學上得多多練習陽平

與上聲的區辨。 

雙音節詞的聽辨能力分析結果： 

教學前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偏誤率（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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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 教學前雙音節詞聲調組合聽辨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偏誤率方面，從圖四-2 中，我們發現了所有的聲

調組合的偏誤率都比單音節詞高得多，偏誤率在高達 30%到 80%之間，這

足以說明學習者在聲調的掌握上，雙音節詞比單音節詞難得多，因此我們在

補救教學上，應該多做「連調練習」。在進行連調練習之前，我們先看看在

雙音節詞中首字跟末字的聲調偏誤是否有一定規律可循。 

                                                   
21 「對」表示正確的聽辨或發音；「實」表示實際的聽辨或發音，即是誤聽或誤說的。 



研究實施與結果 

 45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偏誤率（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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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聽辨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首字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3 中，我們發現首字為「上

聲」的聽辨偏誤率高於陽平，為 65%；陽平的偏誤率則為 58%；陰平和去

聲的偏誤率則差不多，分別為 36%、38%。在雙音節詞中的首字偏誤率看來，

學習者對首字陽平和首字上聲的聽辨能力較差。 

表 四-2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誤聽情形 

對   實 陰平＋T 陽平＋T 上聲＋T 去聲＋T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陰平＋T
22

 51 64 % 10 13 % 6 8 % 13 16 % 

陽平＋T 7 9 % 34 43 % 26 33 % 13 16 % 

上聲＋T 3 5 % 18 30 % 21 35 % 18 30 % 

去聲＋T 9 11 % 11 14 % 10 13 % 20 63 % 

在雙音節詞中的首字聲調誤聽情況如表四-2，「陰平」被誤聽成「去聲」

的比例最高，占 16％，再者陽平，占 13％，然後上聲，占 8%。「陽平」

被誤聽成「上聲」的比例最高，占 33％，再者去聲，占 16％，然後陰平，

占 9％。「上聲」被誤聽成「陽平」和「去聲」的比例一樣高，都各占 30

％，陰平最低，占 5％。「去聲」被誤聽成陰平、陽平、上聲的比例差不多，

分別占 11%、14%、13%。 

 

                                                   
22 表格中的「T」代表四個聲調中的任何一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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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前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偏誤率（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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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4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聽辨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4 中，我們還是可以很清

楚地看到以「上聲」的聽辨能力最差，偏誤率為 53%；陽平居第二，偏誤

率為 38%；陰平和去聲也是差不多，分別為 21%、24%。在雙音節詞中的末

字偏誤率看來，學習者對末字陽平和末字上聲的聽辨能力也較差。 

表 四-3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誤聽情形 

對   實 T＋陰平 T＋陽平 T＋上聲 T＋去聲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T＋陰平 63 79 % 12 15 % 1 1 % 4 5 % 

T＋陽平 2 3 % 50 63 % 24 30 % 4 5 % 

T＋上聲 8 13 % 15 25 % 28 47 % 9 15 % 

T＋去聲 9 11 % 7 9 % 3 4 % 61 76 % 

在雙音節詞中的末字聲調誤聽情況如表四-3，「陰平」被誤聽成「陽平」

的比例最高，占 15％，再者去聲，占 5％，然後上聲，占 1%。「陽平」被

誤聽成「上聲」的比例最高，占 30％，誤聽成陰平和去聲的比例差不多，

分別是 3%和 5%。「上聲」被誤聽成「陽平」所佔的比例做高，占 25%，

被誤聽成陰平和去聲的比例也差不多，分別是 13%和 15%。「去聲」被誤

聽成「陰平」的比例最高，占 11%，再者陽平，占 9%，然後上聲，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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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發音能力分析 

看過聽辨能力的結果分析以後，讓我們來看看學習者的發音能力分析結

果。 

單音節詞的發音能力分析： 

教學前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率（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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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5 教學前單音節詞聲調發音偏誤率 

在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5 中，上聲的偏誤率最高，為 10%；

陰平和陽平一樣，為 5%；去聲最容易，並沒有學習者發音錯誤。由此可見，

在單音節詞中，學習者對「上聲」的發音掌握最差，對去聲的掌握最佳，這

可能是受到母語正遷移的影響。 

表 四-4 教學前單音節詞聲調誤說情形 

對  實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陰平 19 95 % 0 0 % 0 0 % 1 5 % 

陽平 0 0 % 19 95 % 1 5 % 0 0 % 

上聲 0 0 % 2 10 % 18 90 % 0 0 % 

去聲 0 0 % 0 0 % 0 0 % 20 100 % 

在單音節詞中誤說的情況如表四-4，陰平只被誤說成去聲，有 1 個，占

5％；陽平也只被誤說成上聲，有 1 個，占 5%；上聲只被誤說成陽平，有 2

個，占 10％；去聲沒有被誤說，可見去聲對學習者來說是最容易掌握的。

「上聲」被誤說的比率最高，且易被誤說成「陽平」，這可能是因為半上的

過渡泛化的結果。因此在補救教學上得多多練習陽平與半上的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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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音節詞的發音能力分析： 

教學前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偏誤率（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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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6 教學前雙音節詞聲調組合發音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偏誤率方面，從圖四-6 中，我們得到與聽辨能力

分析一樣的結果，那就是雙音節詞的聲調偏誤率比單音節詞的聲調偏誤率高

的多。筆者一樣將針對雙音節詞的首字聲調偏誤與末字聲調偏誤進一步分

析。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偏誤率（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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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7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發音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首字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7 中，我們看到，上聲的偏

誤率最高，為 68%；陽平次之，為 38%；陰平和去聲一樣，為 29%。雙音

節詞的首字發音以「上聲」為最難掌握，陰平和去聲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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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5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誤說情形 

對   實 陰平＋T 陽平＋T 上聲＋T 去聲＋T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陰平＋T 57 71 % 8 10 % 1 1 % 14 18 % 

陽平＋T 12 15 % 50 63 % 9 11 % 9 11 % 

上聲＋T 4 7 % 29 48 % 19 32 % 8 13 % 

去聲＋T 13 16 % 6 8 % 4 5 % 57 71 % 

在雙音節詞中的首字聲調誤說情況如表四-5，「陰平」被誤說成「去聲」

的比例最高，占 18％，再者陽平，占 10％，然後上聲，占 1%。「陽平」

被誤說成陰平、上聲、去聲的比例差不多，分別為 15%、11%、11%。。「上

聲」被誤說成「陽平」的比例最高，占 48%，去聲次之，占 13%，再來是

陰平，占 7％。「去聲」被誤說成「陰平」的比例最高，占 16%，再來陽平、

上聲差不多，分別占 8%、5%。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偏誤率（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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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8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發音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末字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8 中，上聲的偏誤率遠遠高

於其他三，為 75%；去聲次之，為 34%；陰平再次之，為 19%；陽平反而

最低，為 5%。雙音節詞末字發音一樣以上聲為最難掌握，但是陽平卻是最

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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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6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誤說情形 

對   實 T＋陰平 T＋陽平 T＋上聲 T＋去聲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T＋陰平 65 81 % 11 14 % 1 1 % 3 4 % 

T＋陽平 1 1 % 76 95 % 1 1 % 2 3 % 

T＋上聲 2 3 % 41 68 % 15 25 % 2 3 % 

T＋去聲 9 11 % 9 11 % 9 11 % 54 68 % 

在雙音節詞中的末字聲調誤說情況如表四-6，「陰平」被誤聽成「陽平」

的比例最高，占 14％，再者去聲，占 4％，然後上聲，占 1%。「陽平」在

發音能力方面表現最好，誤說情況也不明顯。「上聲」被誤說成「陽平」所

佔的比例做高，占 68%，被誤說成陰平和去聲的比例一樣，為 3%。「去聲」

被誤說成陰平、陽平、上聲的比例一樣，都是 11%。 

4-1-3  綜合分析比較 

看完教學前的聽辨能力與發音能力在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之首字末字

的偏誤分析結果以後，讓我們再進行整合分析比較。 

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中的首字末字在聽辨能力與發音能力之偏誤率： 

聽辨能力方面： 

教學前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中首字末字之聽辨偏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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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9 教學前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中首字末字之聽辨偏誤率比較 

從圖四-9，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發現，在聽辨能力方面，雙音節詞的首字

聽辨偏誤率最高，其次是雙音節詞中的末字，再其次是單音節詞。在雙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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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中，無論首字或是末字，都是以「上聲」的偏誤率最高，其次「陽平」，

而「陰平」和「去聲」的偏誤率是最低的。而在單音節詞中，「陽平」卻是

偏誤率最高的，而「上聲」偏誤率反而是最低的。筆者推測，單音節詞中的

「上聲」之所以偏誤率最低，筆者推測這可能是因為學習者只掌握了上聲的

原調調值（全上），因此當上聲與其他聲調連在一起時，他們便無法聽辨掌

握上聲的變調調值（半上）了，而在陽平的偏誤部分，多被誤聽成上聲，筆

者推測，這是由於學習者並未完全掌握陽平（升調）與上聲（降升調）的差

異點在於降調部分，而非升調部分。因此在補救教學計畫中，筆者將針對「上

聲」和「陽平」的差異部分加以強調並提出教學對策。 

發音能力方面： 

教學前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中首字末字之發音偏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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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0 教學前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中首字末字之發音偏誤率比較 

從圖四-10，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在發音能力方面，上聲和去聲的末

字聲調發音能力比首字差，可是陰平和陽平則是首字比末字差，單音節詞的

偏誤率最低，學習者對單音節詞中的聲調發音掌握非常好，沒有太大問題。

然而在雙音節詞首字聲調的發音上，「上聲」偏誤率還是最高，「陽平」次

之，「陰平」和「去聲」一樣，都是偏誤率最低的，此種現象與聲調的聽辨

能力結果差不多。然而在末字聲調的發音上，「上聲」的掌握特別差，遠遠

超過其他三聲，偏誤率高達 75%，其中將上聲誤說成「陽平」的占 68%。

筆者推測，這是因為學習者總是嘗詴要發全上，因此拉長了上聲後半部的升

調部分，因而造成偏誤。在短期補救教學計畫中，筆者將針對「上聲」在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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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節詞中的末字發音多做練習。 

聽辨能力與發音能力的關係： 

教學前單音節詞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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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1 教學前單音節詞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從圖四-11 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在單音節詞中，「陽平」和「去

聲」的聽辨能力較差，尤以陽平最差，也就是說學習者對單音節中的升調和

降調的聽辨能力較差；而在發音能力方面，並沒有特別突顯的偏誤。不過我

們也看出，除了「上聲」以外，其他三聲的發音能力都比聽辨能力佳。 

教學前雙音節詞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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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2 教學前雙音節詞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從圖四-12，我們也發現了，在雙音節詞方面，聽辨能力的偏誤率普遍

偏高，因此其表現反而沒有發音能力來的起伏不定。在發音偏誤方面，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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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的偏誤率最高，分別高達 95%、90%，其中【43】被誤說成【42】

的占 50%、【32】被誤說成【22】占 50%。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首字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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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3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首字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從圖四-13，我們可以看出，在雙音節詞中的首字聲調，除了上聲以外，

其他三聲都是發音能力比聽辨能力佳。陰平、上聲、去聲在聽辨和發音能力

上的表現相差不遠，唯有陽平的聽辨能力明顯地較差，偏誤率比發音能力高

出了 20%。因此在補救教學時，得多做以「陽平」為首字的連調聽辨練習

和以「上聲」為首字的發音練習。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末字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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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4 教學前雙音節詞中末字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從圖四-14，我們可以看出，在雙音節詞中的末字聲調，陰平和陽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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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能力較佳；上聲和去聲的聽辨能力較佳，發音能力相對較弱。不過無論

聽辨能力還是發音能力，都屬「上聲」最差。因此在補救教學上，給學習者

較多以「上聲、陽平」為末字的連調聽辨練習；給學習者較多以「上聲、去

聲」為末字的發音練習。 

4-1-4  訪談 

1. 學中文以前，你知道中文有四個聲調嗎？ 

1. 學中文以前，你知道中文有四個聲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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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5 學中文以前，知道中文有四個聲調的百分比 

這個問題最主要是想瞭解學習者是否在一開始就意識到中文是屬聲調

語言，如圖四-15 所示，有半數的學習者在學習前並不清楚中文有聲調，只

有兩位清楚知道中文有哪四個聲調，一位是台灣華裔，因家裡父母說中文，

而知道中文有聲調，但在聲調方面沒有特別訓練，因此她對聲調的感知不是

很靈敏，就像很多台灣人會說閩南話，而無法分辨其七個聲調一樣；一位是

小時候因父母工作的關係，因此曾經待過新加坡、香港等地，因此知道中文

有聲調；另外三位則只是聽朋友說過，其中有兩位只知道中文有聲調，而不

知道有哪些聲調。 

2. 學了中文以後，你覺得聲調重要嗎？為什麼？ 

在訪談的時候，全數的受訪者都肯定聲調在中文學習裡的重要性。有的

受訪者表示中文的聲調會影響詞義，例如：。 

「聲調會影響詞的意思。」（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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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聲調有不同的意思。」（A7） 

「中文有很多字（音），一個字（音）有不同的聲調，會有不一樣的意思。」（A9） 

有的受訪者強調，要是聲調說錯了，別人聽不懂，會影響溝通。 

「要是你不會說對的聲調，中國人不知道你說什麽。」（A2） 

「我記得在一個個別談話裡我的聲調說錯了，老師聽不懂我的意思。那一次以後我

覺得聲調很重要。」（A5） 

「如果你說不同的聲調，你會說出不是你要說的話，別人會聽不懂你說什麼，所以

聲調很重要。」（A4） 

「我覺得聲調很重要，因為要是你跟別人說話的時候，你不用聲調的時候，別人大

概不瞭解你的意思。」（A1） 

3. 你對你的中文聲調滿意嗎？ 

3. 你對你的中文聲調滿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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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6 對中文聲調的滿意度 

如圖四-16，在十位受訪者中，對自己中文聲調發音能力感到滿意的有

1 位，占 10%；覺得自己聲調不錯，但仍需要多練習的有 3 位，占 30%；

覺得自己聲調還好的有 2 位，占 20%；對自己的聲調感到不滿意的有 4 位，

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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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覺得哪一個聲調最難？哪一個聲調最容易？ 

4. 你覺得哪一個聲調最難？

20%

10%

70%

陽平最難

上聲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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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7 四個聲調中最難的聲調 

如圖四-17，在這十位受訪者中，認為陽平最難的有 7 位，占 70%；認

為上聲最難的有 2 位，占 20%；覺得陽平跟上聲一樣難的有 1 位，占 10%。

覺得陽平和上聲最難的情形大致如下： 

「二聲跟三聲最難。」（A2） 

「二聲最難，常常說三聲、四聲。」（A3） 

「二聲最難，其次三聲然後四聲然後一聲。我聽別人說中文，要是我要寫什麽聲調，

我常常不知道二聲。考試常常 miss 很多二聲。因為我覺得我聽了二聲，可是我聽成別的。」

（A5） 

「說沒有問題。三聲最難。四聲最容易。聽的時候，三聲最難，二聲三聲常 confused」

（A7） 

「二聲最難，我總是說錯，尤其是跟三聲在一起（23 或 32），或是跟四聲在一起，

最難的。很容易搞混。」（A8） 

「二聲最難，22 最難。11 也很難。四聲容易。一個三聲容易，可是三聲跟別的字有

一點難。」（A9） 

大多數學習者認為發音比聽辨容易，他們覺得聽辨時，較容易發生錯

誤，尤其是以陽平和上聲的聽辨，更是常常發生誤聽現象。學習者常常將陽

平和上聲放在一起，當他們反應陽平較差的同時也表示，他們常常將陽平誤

聽成上聲，或是陽平和上聲混淆。也有學生表示，單音節詞的上聲比較容易，

但是雙音節詞中的上聲就比較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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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覺得哪一個聲調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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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8 四個聲調中最容易的聲調 

如圖四-18，在十位受訪者中，有七位覺得去聲的發音最容易，占 70%；

有三位覺得陰平最容易，占 30%。其中覺得去聲和陰平最容易的情形大致

如下： 

「四聲是我最喜歡的聲調，跟英文的 intonation 差不多。」（A2） 

「英文最多四聲。好像強調的語氣。（A3） 

「一聲最容易。因為只是一個最高的 pitch，just hold the pitch。」（A4） 

5. 在你看來，怎麼樣才能學好聲調？ (學習策略) 

5. 在你看來，怎麼樣才能學好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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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聽錄音

 

圖 四-19 學好聲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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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四-19，在這十位受訪者中，他們提出了可以學好中文聲調的方法：

有 4 位認為跟著老師重複或是自己常練習有助於聲調學習；有 2 位認為教師

在教學時比出來的聲調手勢是有助於聲調學習的；有 4 位認為多與中國人談

話有助於聲調的學習；有 2 位認為多看中國電影、唱中國歌有助於聲調學

習；有 2 位認為語音分析軟體 praat 對聲調學習有所幫助，但是其中只有一

人實地使用過，另一位並未親自使用；有四位覺得錄音並且聽錄音，對聲調

學習有幫助。 

「 Repeat keep saying it. 老師再次提醒是有幫助的。」（A1） 

「我打算跟我的男朋友用中文溝通，看中國的電影，聽中文歌。」（A2） 

「利用 praat 來練習，還有看中文電影跟聽中文歌，這可以幫我的忙。我覺得 praat

有 pitch 可以讓我聽，然後看，再練習練習，讓我說得更好。Praat 只能看到自己的錯誤，

但是沒人可以給你最正確的中文。Praat 可以幫每個學生的忙，如果給一年級的學生，他

們就一直都可以用。」（A3） 

「直接聽說教學法，repeat repeat。不要用母語來教學。」（A5） 

「跟中國人說話。」（A6） 

「常練習說中文。」（A7） 

「錄音或聽錄音，對聲調學習有幫助。」（A9） 

「聽錄音，我覺得很有幫助。練習很多次。老師的聲調手勢對學習有幫助。他覺得

praat 很有用，但是自己沒用過。」（A10） 

「得跟中國人說話。把每個字的聲調寫出來，讓我說聲調說得越來越好。我可以眼

睛看跟著念。可是聽中國人說課文是最好的方法。」（A4） 

「聽中文的錄音和跟老師練習練習。每天說中文。我喜歡把聲調寫在課文上，可是

我喜歡聽我的老師說，所以我可以說得很好。」（A8） 

4-1-5  小結 

在這教學前的偏誤分析，我們透過「聽辨能力測驗」與「發音能力測驗」

發現，學習者普遍掌握最不好的是「上聲」，再者是「陽平」，然後「去聲」、

「陰平」。這和王韞佳（1995）所做的研究調查結果極為相似，都是陰平、

去聲比陽平、上聲容易的多。不同的是，王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透過聲學實驗

分析，而筆者所用的方法是聽辨能力與發音能力的分析。 

在「聽辨」方面，單音節詞中，陽平易被誤聽成上聲(35%)；在雙音節

詞首字中，陽平和上聲則容易互相誤聽(33%、30%)，這表示學習者對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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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聲的聽辨掌握力較差，上聲也有被誤聽成去聲的情形（30%）；在雙音

節詞末字中，陽平和上聲也容易互相誤聽(30%、25%)。然而，若是將整個

單音節詞、雙音節首字、末字的偏誤率加起來看的話，陽平的偏誤率比上聲

偏誤率高出 13%。因此這個結果與訪談中學習者認為「陽平」是最難的結

果是一致的。此結果也與馮麗萍（1997）的研究結果一致：以英語為母語的

學習者在聽辨方面，「陽平」的偏誤率最高。 

然而，為何陽平的聽辨是那麼困難呢？林茂燦（1988）曾指出「感知聲

調，主要是依靠基頻和音長」，聲調的基頻在實驗語音學的聲譜圖中用 F0

表示。林燾、王理嘉（2005：174）實驗結果：陰平 F0 曲線的頻率值23為

340-350、陽平 F0 曲線的頻率值為 270-340、上聲 F0 曲線的頻率值為

230-170-230、去聲 F0 曲線的頻率值為 360-280。陽平和上聲之所以那麼容

易混淆，不易聽辨，主要原因是陽平的起點為 270，和上聲的起點為 230，

兩者的終點又分別為 340 和 230，在四個聲調中是最接近的，這兩個調值和

調型的近似性，使的陽平和上聲之間難以聽辨。因此在教學上，得加強學習

者陽平和上聲的聽辨。 

在「發音」方面，單音節詞中，偏誤率都不高，唯有上聲被誤說成陽平

稍高（10%），這大概是少數學習者對上聲這降升調的掌握不穩的結果。在

雙音節詞首字中，上聲被誤說成陽平的比例最高（48%）；在雙音節詞末字

中，上聲被誤說成陽平的比例也最高（68%），這可能是因為學習者在「上

聲」前半的降調部分發音時間太短，又將升調部分延長了而導致聽起來像同

為升調的陽平；陽平被誤說的情況反而較沒有規律性；陰平和去聲雖然偏誤

率不高且沒有特定規律，然而這並不表示學習者對這些聲調的掌握就沒有問

題，因此在補救教學上，除了加強訓練學習者對「上聲」與「陽平」的辨認

以外，還得強化學習者對「陰平」和「去聲」的正確掌握概念。 

從「訪談」資料中發現，半數的學習者一開始並不清楚漢語為聲調語言，

因此學習者很容易遺忘「聲調在漢語中的重要性」，因此在補救教學中，筆

者提倡透過不斷地提醒讓學習者意識到聲調的重要性進而自我糾錯。在十位

                                                   
23 聲調的調域是相對的，不只是每個人調域的頻率範圍不同，就是同一個人，說話時的

調域也是有時寬有時窄，有時高有時低（林燾、王理嘉，2005）。因此，文中所引用的

數據只是一個範例，基頻平均在 280 赫左右，顯然是女性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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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中，只有一位對自己的聲調滿意，因此筆者在正常教學中進行聲調的

補救，學習者是持支持肯定的態度的。在聲調難易度上，學習者普遍認為「陽

平」和「上聲」最難，而「陰平」和「去聲」最容易，這與筆者所進行的聽

辨能力分析與發音能力分析結果一致。在訪談中，學習者表示發音比聽辨來

的容易，因此筆者推測他們所認為最難的聲調是聽辨能力的聲調，其中有仐

到七位學習者的陽平偏誤率最高（請參看   5-2），緊接著是上聲，這也與

他們的個人認知一致。學習者也對學習漢語聲調提出了幾種方式，他們認為

多練習、聽錄音、自我錄音、和中國人練習是最好的方法，其次也有學習者

提出教師的提醒也很重要，課外看中國電影、唱中文歌24也是有幫助的，再

者還可以利用實驗語音軟體「praat」幫助自我糾錯。 

筆者將依照實際的教學情況參考教學前的偏誤分析結果進行教學計畫

與實施。 

4-2 補救教學計畫與實施 

4-2-1  補救教學計畫 

根據 Whitehead 行動研究步驟中的步驟 2
25所提的短期補救教學計畫如

下： 

 (1) 課前給予學習者「「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為了進行連調

的練習。 

(2) 教師糾錯 

上課期間，教師務必依照糾錯原則不厭其煩地糾正學生的錯誤聲調發

音，必要時再次給予學生對漢語聲調全面性的正確認識、參考教學前偏誤分

析結果，進行針對性的訓練。Nemser（1971）也認為有效的教學意味著盡

可能地避免和推延永久性的中介語系統。 

 (3) 聽辨能力訓練 

在上課之初，讓學習者利用「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進行生詞的聲

調練習，確定學習者的發音無誤後，再對學習者進行聽辨測驗，如教師念生

                                                   
24 筆者認為看中國電影、唱中文歌也許對漢語學習有幫助，但並非對漢語聲調有幫助。 

25 請參見本文 3-1-2 中的步驟 2 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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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學習者將拼音包括聲調以及英文意思寫下來。這不但不影響原先的課程

進度，且可以要求學習者課前準備並強化學習者對聲調的聽辨能力。 

 (4) 給予學習者自我糾錯的觀念 

在個別談話時，利用教師辦公室裡的電腦透過語音分析軟體「Praat」

將學習者的偏誤情形顯示，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偏誤情形。也將「Praat」介

紹給學生，這個軟體不但在教師實施聲調教學時，得以向學習者提出看得見

的偏誤證據，亦可以讓學習者在家中自我練習聲調時有所依據。讓學習者可

以不受時空限制的在家裡自己練習並有根據的自我糾錯。再者，後設認知對

學習者的學習也有很大的影響。Flavell（1987）將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

定義為「有關任何認知的知識和認知」。每當個人經由認知思維從事求知活

動時，個人自己技能明確瞭解他所學的知識性質和仏容，而且也能瞭解如何

進一步支配知識，以解決問題。因此學習者一定要有自我糾錯的觀念，方能

知道自我糾錯。 

 (5) 學習者自我錄音 

要求學習者上課前務必聽教學錄音帶，並請學生錄製生詞、課文，以提

高學習者對自我的聲調意識。主要是根據回饋模式（feedback model）認為，

發音的練習與其他的動作技能一樣，是經過不斷的練習和修正才能正確的。

如此繼續不斷的動作、實際回饋與仏在標準與預期回饋的比對。不過由於仏

在標準在很早的時候就可能隨著母語的練習而建立了，且仏在標準不容易改

變，因此會影響比對結果。發音學習較佳的方法是避免使用自然回饋的練

習，以免受到母語仏在標準的影響。鄭（2006）建議以錄音的方式，將自己

的聲音錄下來，再透過錄音機將聲音播放出來，讓學習者聽自己的聲音進行

聲音比對，就比較容易發現錯誤並予以修正。 

4-2-2  補救教學方法 

單音節詞聲調教學： 

在對學習者進行聲調補救教學之初，筆者將根據趙仍任（1959）所提出

的「五度制標調法」對學習者再次進行漢語四聲調的介紹。筆者將各聲調的

調值示意圖畫在黑板上，如圖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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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0 漢語聲調調值示意圖 

（參考自：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上篇:語音理論。台北市：師

大書苑。P56） 

並在示意圖旁邊寫下各調調值以及調號，如陰平為 55「-」、陽平為 35 

「ˊ」、上聲為 214 「ˇ」、去聲為 51 「ˋ」。透過這張圖，學習者對聲

調相對音高比較易於瞭解、易於模仿、也易於掌握。筆者將依陰平、陽平、

上聲、去聲的順序進行單音節詞之聲調補救教學。 

陰平：請學習者詴著以音樂的音高方式發音，如 do（第一音階）、re、

mi、fa、so（第五音階），讓學習者感覺「so」的音高，並請學習者將陰平

調（55）定音高在此。若是無法辨認音高的學習者，筆者建議以相對音高的

方式讓學習者反覆練習，以建立語感。如圖四-21： 

 

圖 四-21 趙仍任先生的音符法具體化 

（資料拍攝自：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上篇:語音理論。台北市：

師大書苑。P58） 

陽平：請學習者以陰平為基本高音，將起點音高稍微降低一點，降到

mi（第三音階），以助於尾音的提高。再者，可以將陽平調的調型看成是

陰平〔55〕        上聲〔214〕   

  

 

 

 

陽平〔35〕 

去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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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斜率，將斜度比出來給學習者看，讓學習者表叫瞭解該如何調整，倘若

學習者陽平調的音高斜率不夠顯著時，請學習者將音長拉長，這有助於尾音

音高的呈現。 

上聲：筆者不認同李明、石佩雯（1999）所認為要讓學習者掌握好「上

聲本調」的教學觀點。筆者認為，上聲的本調只需介紹，無需讓學生讀準基

本調音。王力（1979）曾指出，其實在語流中上聲發成 214 的清況很少，只

有在停頒之前或是句末才發成本調，但是句末位置的上聲因為受到句末的下

降語調的影響，上聲也不太明顯。余藹芹（1988）還強調，最好暫時不要教

第三聲獨用的降升調(全上)，應該在學生已經完全能夠掌握四個調值之後再

介紹，避免半上與全上的混淆。朱川（1997）也指出上聲字只有在單念或是

強調時，才念先降後升的本調，而在連調時，常不需要向上升，只念調值為

21 的字，朱甚至提出在練習時，可以把 21 作為基本調型。再者，當筆者進

行教學前的偏誤分析時發現學習者在「以上聲調為首的雙音節詞」中，將首

字上聲調誤說成陽平調的比例最高，占 48%
26。王（1995）指出「教單字調

練習時往往將音節時長拉得很長，這樣上聲的升尾部分容易升得較高，學生

也就較容易注意到升調部分，而忽視了降調的部份了。」這與筆者的推測一

致，上聲調誤說成陽平調的主要原因是學習者看到上聲時，習慣念「全上」，

先降後升，然而降調部分時長太短，升調部分又拉得太長，這容易導致聽到

的只有升調部分，因此上聲就被誤說成同為升調的陽平了。因此筆者在上聲

補救教學中，特別介紹使用率最高的上聲變調（半上），並要求學習者熟練

調值為 21 的半上，只降不升，拉長原先的降調部分，升調部分就一概去除

不理了；此外，還要多加強聲調組合的對比練習，如：【分享 13】【騎馬

23】【蠟筆 43】【馬靴 31】【恐龍 32】【炒飯 34】。孫德金（2006）甚至

提倡盡量少練習單音節上聲，因為誤說率很低27，要多訓練聽辨含有上聲的

雙音節詞或多音節詞。 

去聲：筆者在教學前的偏誤分析發現單音節詞中的去聲聽辨偏誤率只有

20%，而發音偏誤率為 0，也就是說在發音方面，學習者對去聲的掌握不錯。

筆者認為去聲之所以容易掌握，是受到「母語正遷移」的影響，學習者覺得

                                                   
26 請參見本文表四-5。 

27 請參見本文表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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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聲跟英語中的單音節詞的發音音調相似，如:May、nine 等。教學方式跟

陽平有些相似，請學習者將去聲調的調型看成是一個斜率，倘若學習者去聲

調的音高斜率不夠顯著，將音長拉長，有助於突顯尾音的音高是否夠低。 

當學習者對單音節詞的四個聲調都掌握良好以後，為了讓學習者記的更

清楚，因此「唱四聲」就很重要了。領學學習者由第一聲起調，四聲連讀，

重複練習多次，使學習者習慣於四聲的高低起伏，直到自己能夠熟練發出，

產生自動化的反應。 

雙音節詞聲調教學： 

當學習者重新對漢語四個聲調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以後，筆者將對學習者

進行連調練習。朱川（1997）強調進行連調練習，必以雙音節詞為主。因此

筆者將正常課程進度中的課文生詞，依照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制成一生詞表。

在第一次使用依照聲調組合排列生詞表時，筆者會先發給學習者雙音節詞的

聲調組合圖，讓學習者對雙音節詞的起點音高和終點音高有個基本概念。雙

音節詞聲調組合如圖四-22： 

 

圖 四-22 雙音節詞聲調組合 

（資料拍攝自：朱川 主編（1997）。外國學生漢語語音學習對策。北

京：語文出版社。p191） 

每次課堂中，進行生詞教學時，筆者必領讀發音示範，語音教學是純粹

的口耳教學，聽音是基礎，所以教師正確的示範在教學中是非常重要的。且

在領讀的同時，筆者也會利用手勢畫出四個聲調的調號，以提醒學習者所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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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聲調組合為何。必要時，筆者將舉出不同聲調的對比，讓學習者知道聲

調的錯誤是有可能鬧出笑話的。要求學習者善加利用「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

詞表」，強化對雙音節詞聲調組合的語音模式，以求自動化。 

4-2-3  補救教學實施 

本研究以不影響學習者原來上課進度為原則，因此依照原先課程大綱的

進度，介入短期補救教學計畫，從 2009 年 3 月 30 日到 4 月 29 日，為期將

近一個月。發音能力與聽辨能力的語料蒐集，則分別在第一週和最後一週進

行。學習者是美國大學中中文課三年級的學生，課程安排一星期上三天的

課，分別是星期一、三、五，每次上五十分鐘，原則上一個星期一課，有時

會因課程仏容稍做調整。每週將課文分成兩半，分別在星期一、三進行生詞、

句法、課文教學，星期五則全班同學共同討論問題或是請同學個別上來報告

自己針對該課生詞、句型所寫的一篇文章；週考則讓學習者帶回家做；課餘

時間每人一個星期有三十分鐘的個別談話。 

本聲調補救教學部分的實施採取直接教學模式（the Direct Instruction 

Model）。張新仁（1995）書中提到直接教學模式乃源自於行為學派理論，

但是其步驟中有些教學概念跟 Ausubel（1968）所提倡的理論相符合，他們

同時都很重視前導組織，也就是舊經驗對新知識的影響，他們也都非常重視

教師對教材的組織與呈現，學習者的學習是屬被動的接受訓練，再加上，直

接教學模式適用於教導學習者「記憶事實」、「學習動作技能」，以及簡單

的讀、寫、算技能，因此筆者決定採用此教學模式。 

美國學者 Rosenshine 和 Madeline Hunter 是主要的提倡者。Gunter et al

（1990）提到 Madeline Hunter（1984）將直接教學模式的過程描述成七個

步驟，很多課室裡的教師是因為他的著作才知道直接教學模式的；

Rosenshine（1983）也提出了和這七個步驟緊密相關的仐個步驟。根據他們

的主張，教師主要負起組織教材和呈現教材的責任，學習者主要的任務是在

接受學習。其教學步驟如下： 

1. 複習舊有的相關知識（聲調組合基本練習） 

2. 呈現新的教材：（「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 

      （1）陳述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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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組織教材，一次教一個重點 

      （3）示範個別步驟 

      （4）教完一個步驟，立即檢查是否學會 

每課「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在上課前就給學習者當預習材料。

在星期一、三，一上課，就帶領全班同學確切的將該天要上的生詞念過一遍，

確認學習者的聲調發音無誤，並要求學習者在家以同樣的方式練習，這就是

朱川（1997）所謂的連調練習，只是本研究將新的生詞拿來當連調練習的材

料。該詞表將所有相同的聲調組合生詞放在一起練習，主要是為了讓學習者

透過不斷反覆同樣的聲調組合，使之產生自動化的現象。 

3. 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做練習（進入課文前練習） 

連調練習後，確認學習者的聲調發音無誤後，並進行簡單的聲調練習，

如教師秀出生詞卡讓學習者發音、教師念出生詞請學習者聽辨其聲調組合。

此外，每週都進行個別談話，請學習者練習生詞的聲調發音，教師適時進行

糾錯以確認學習者學到的是正確的聲調，以避免錯誤僵化。 

4. 提供回饋與校正（糾錯） 

在課堂中，學習者若練習生詞、句子時，只要聲調發音有誤，必糾錯，

提高學習者對聲調的敏感度。 

5. 學生獨立做練習（回家練習） 

教師要求學習者聽生詞、課文的錄音檔並在週末將錄音功課繳交給教

師，教師將依照發音好壞來給成績，以提高學習者對聲調的重視。 

6. 每週和每月做總複習（如每個星期五的討論報告） 

4-2-4  小結 

筆者將在正常課堂中進行聲調補救教學，根據 Whitehead 行動研究步驟

中所提的短期補救教學計畫如(1) 給予學習者「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

表」、(2) 教師糾錯、(3) 聽辨感知能力訓練、(4) 給予學習者自我糾錯的觀

念、(5) 學習者自我錄音。本聲調補救教學部分的具體實施採取直接教學模

式（the direct instruction model），步驟如下：1. 複習舊有的相關知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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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組合基本練習）、2. 呈現新的教材：（「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

3. 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做練習（進入課文前練習）、4. 提供回饋與校正（糾

錯）、5. 學生獨立做練習（回家練習）、6. 每週做總複習（如每個星期五

的討論報告）。先進行單音節詞聲調的再次音調發音確認，等學習者熟悉了

四個聲調以後，再利用筆者編制的依聲調組合排列的詞表來進行雙音節詞的

聲調組合練習，要求學習者練習到熟練，以期達連調發音自動化的境界。 

4-3 教學後的成效分析 

在四個禮拜的短期補救教學後再次透過聽辨能力測驗、發音能力測驗、

訪談等方式來進行補救教學上的成效分析。 

4-3-1  聽辨能力分析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學習者在教學後的聽辨能力測驗的結果。 

單音節詞的聽辨能力分析結果： 

教學後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率（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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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3 教學後單音節詞聲調聽辨偏誤率 

在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23 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聽辨能力

方面，上聲的偏誤率最高，為 15%；陽平次之，為 10%；陰平和去聲同為

偏誤率最低，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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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7 教學後單音節詞聲調誤聽情形 

對  實28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總數：20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陰平 19 95 % 0 0 % 0 0 % 1 5 % 

陽平 0 0 % 18 90 % 2 10 % 0 0 % 

上聲 0 0 % 0 0% 17 85 % 3 15 % 

去聲 1 5 % 0 0 % 0 0 % 19 95 % 

在單音節詞中誤聽的情況如表四-7，「陰平」只被誤聽成去聲，有 1 個，

占 5％；「陽平」只被誤聽成上聲的有 2 個，占 10%；「上聲」只被誤聽成

去聲，有 3 個，占 15％；「去聲」只被誤聽成陰平的有 1 個，占 5％。「上

聲」被誤聽成去聲的偏誤率最高，占 15%。此現象有可能是因為上聲這降

升調的補救教學使學生過渡強調前半段的降調，因此導致將上聲誤聽成去

聲。 

雙音節詞的聽辨能力分析結果： 

教學後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偏誤率（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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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4 教學後雙音節詞聲調組合聽辨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偏誤率方面，從圖四-24 中，我們發現所有的聲調

組合的偏誤率仍比單音節詞高得多，但是有的偏誤率已經降低到 5%，不過

有的仍然高達 70%，不過跟教學前比起來，偏誤率幾乎都已經降低很多了。 

                                                   
28 「對」表示正確的聽辨或發音；「實」表示實際的聽辨或發音，即是誤聽或誤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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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偏誤率（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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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5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聽辨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首字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25 中，我們發現首字為「上

聲」的聽辨偏誤率高於陽平，為 40%；陽平的偏誤率則為 30%；陰平和去

聲的偏誤率則同 18%。跟教學前比起來，偏誤率也全都下降了。不過學習

者對首字陽平和首字上聲的聽辨能力仍較差。 

表 四-8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誤聽情形 

對   實 陰平＋T 陽平＋T 上聲＋T 去聲＋T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陰平＋T 66 83% 3 4% 3 4% 8 10% 

陽平＋T 5 6% 56 70% 16 20% 3 4% 

上聲＋T 0 0% 8 13% 36 60% 16 27% 

去聲＋T 7 9% 2 3% 5 6% 66 83% 

在雙音節詞中的首字聲調誤聽情況如表四-8，「陰平」被誤聽成「去聲」

的比例最高，占 10％，再者陽平和上聲，各占 4%。「陽平」被誤聽成「上

聲」的比例最高，占 20％，再者陰平，占 6％，然後去聲，占 4％。「上聲」

被誤聽成「去聲」的比例最高，占 27%，然後陽平，占 13%，誤聽成陰平

的情形消失了。「去聲」被誤聽成陰平、陽平、上聲的比例差不多，分別占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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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偏誤率（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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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6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聽辨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26 中，我們還是可以很清

楚地看到跟教學前比起來，「上聲」的聽辨偏誤率下降了，為 25%；陽平

卻提高了，為 50%；陰平和去聲也都下降了，分別為 10%、4%。在雙音節

詞中的末字偏誤率看來，學習者對末字陽平似乎退步了。筆者認為這是學習

過程中自然的進步現象，在趨近於完全掌握語言系統的一個必經過程。 

表 四-9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誤聽情形 

對   實 T＋陰平 T＋陽平 T＋上聲 T＋去聲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T＋陰平 72 90 % 2 3 % 0 0 % 6 8 % 

T＋陽平 1 1 % 40 50 % 38 48 % 1 1 % 

T＋上聲 4 7 % 6 10 % 45 75 % 5 8 % 

T＋去聲 2 3 % 0 0 % 1 1 % 77 96 % 

在雙音節詞中的末字聲調誤聽情況如表四-9，「陰平」被誤聽成「去聲」

的比例最高，占 8％，再者陽平，占 3％，誤聽成上聲的情形已經消失了；

「陽平」被誤聽成「上聲」的比例比教學前高，占 48％，誤聽成陰平和去

聲的比例相同且低，為 1%。「上聲」被誤聽成「陽平」所佔的比例最高，

不過也只占 10%，被誤聽成陰平和去聲的比例也差不多，分別是 7%和 8%。

「去聲」被誤聽成「陰平」的比例最高，不過也才占 3%，再者去聲，也只

占 1%，誤聽成陽平的現象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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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發音能力分析 

聽辨能力的結果分析完畢後，我們來分析學習者的發音能力結果。 

單音節詞的發音能力分析： 

教學後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率（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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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7 教學後單音節詞聲調發音偏誤率 

在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27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教學後

的發音偏誤率為零，也就是說在單音節詞的發音上，學習者掌握是沒問題的。 

表 四-10 教學後單音節詞聲調誤說情形 

對  實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陰平 20 100 % 0 0 % 0 0 % 0 0 % 

陽平 0 0 % 20 100 % 0 0 % 0 0 % 

上聲 0 0 % 0 0 % 20 100 % 0 0 % 

去聲 0 0 % 0 0 % 0 0 % 20 100 % 

在單音節詞中誤說的情況如表四-10，完全沒有偏誤情形，這顯示學習

者在單音節詞發音上的掌握已經達百分之百準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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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音節詞的發音能力分析： 

教學後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偏誤率（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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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8 教學後雙音節詞聲調組合發音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偏誤率方面，從圖四-28 我們發現教學前偏誤率最

高的組合【43】偏誤率已經降低到 35%，然而【32】的偏誤率仍高達 75，

不過其餘組合的偏誤率都已降到 40%以下了，可見聲調補救教學使的學習

者的發音準確率有效地提高了。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偏誤率（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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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9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發音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首字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29 中，我們看到，上聲的偏

誤率最高，為 45%；陽平次之，為 20%；陰平再次之，為 15%；去聲最低，

為 4%。教學後雙音節詞的首字發音仍以「上聲」為最難掌握，但已有所改

善了，偏誤率也下降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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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1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誤說情形 

對   實 陰平＋T 陽平＋T 上聲＋T 去聲＋T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陰平＋T 68 85 % 2 3 % 2 3 % 8 10 % 

陽平＋T 5 6 % 64 80 % 6 8 % 5 6 % 

上聲＋T 2 3 % 22 37 % 33 55 % 3 5 % 

去聲＋T 2 3 % 0 0 % 1 1 % 77 96 % 

在雙音節詞中的首字聲調誤說情況如表四-11，「陰平」被誤說成「去

聲」的比例最高，占 10％，陽平和上聲一樣，各只占 3％。「陽平」被誤說

成陰平、上聲、去聲的比例差不多，分別為 6%、8%、6%。。「上聲」被

誤說成「陽平」的比例最高，占 37%，不過跟教學前比起來，偏誤率也下

降了 11%，誤說成去聲和陰平差不多，分別為 3%、5％。「去聲」的準確

率頗高，只被誤說成陰平和上聲，分別占 3%、1%。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偏誤率（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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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0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發音偏誤率 

在雙音節詞末字聲調偏誤率方面，從圖四-30 中，上聲的偏誤率仍高於

其他三者，為 20%；去聲次之，為 13%；陰平再次之，為 6%；陽平反而最

低，為 5%。雙音節詞末字發音一樣以上聲為最難掌握，但是陽平卻是最容

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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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2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誤說情形 

對   實 T＋陰平 T＋陽平 T＋上聲 T＋去聲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T＋陰平 75 94 % 5 6 % 0 0 % 0 0 % 

T＋陽平 3 4 % 76 95 % 0 0 % 1 1 % 

T＋上聲 1 2 % 10 17 % 48 80 % 1 2 % 

T＋去聲 0 0 % 4 5 % 6 8 % 70 88 % 

在雙音節詞中的末字聲調誤說情況如表四-12，「陰平」被誤說成「陽

平」的比例最高，占 6％，被誤說成上聲和去聲的情形已經消失了。「陽平」

的準確率也很高，雖被誤聽成陰平和去聲，但是比例只各佔 4%和 1%。「上

聲」被誤說成「陽平」所佔的比例仍然最高，占 17%，但是跟教學前比起

來，偏誤率已經下降了 51%，被誤說成陰平和去聲的比例一樣，為 2%。「去

聲」陽平、上聲的比例差不多，分別為 5%、8％，被誤說呈陰平的情形已

經消失了。由此可見，陽平與上聲差異點的強調與教學是有所成效的。 

4-3-3  綜合分析比較 

看完教學後的聽辨能力與發音能力在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之首字末字

的偏誤分析結果以後，讓我們再進行整合分析比較。 

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中的首字末字在聽辨能力與發音能力之偏誤率： 

聽辨能力方面： 

教學後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中首字末字之聽辨偏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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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1 教學後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中首字末字之聽辨偏誤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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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31，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在聽辨能力方面，除了陽平以外，

首字聲調聽辨比末字差，末字聲調聽辨又比單音節詞差。單音節詞和雙音節

詞中的首字聽辨偏誤率以「上聲」最高，其次陽平，再其次陰平、去聲。然

而在雙音節詞中的末字，卻是陽平的聽辨偏誤率最高，其次上聲，再其次陰

平，去聲偏誤率最低。在教學後，末字陽平誤聽成上聲的比例從 30%提高

到 48％，教學後陽平的偏誤情形集中在誤聽成上聲。雖然末字陽平的偏誤

率提高了，但是以偏誤情形來說，算是更單純化了，筆者認為這是學習過程

中自然的進步現象，在趨近於完全掌握語言系統的一個必經過程。 

發音能力方面： 

教學後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中首字末字之發音偏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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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2 教學後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中首字末字之發音偏誤率比較 

從圖四-32，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在發音能力方面，除了去聲以外，

首字聲調發音比末字差，末字聲調發音又比單音節詞差。單音節詞的偏誤率

皆為零，學習者對單音節詞中的聲調發音掌握差不多沒問題了。然而在雙音

節詞中，首字的偏誤率以上聲最高，其次陽平，再其次是陰平，去聲偏誤率

最低。在雙音節詞中的末字偏誤率一樣以上聲最高，其次為去聲，陰平和陽

平則差不多。在教學前，末字上聲的偏誤率高於首字上聲；在教學後，末字

上聲的偏誤率下降了 55％。在教學後，末字去聲的偏誤率雖然還是比首字

去聲高，但是其兩者偏誤率也都下降了，各下降了 21％和 25％，由此可見

補救教學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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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辨能力與發音能力的關係： 

教學後單音節詞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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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3 教學後單音節詞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從圖四-33 中，我們發現在單音節詞中，聽辨能力未達完全精熟，然而

發音能力卻已可以掌握，從本研究中發現發音能力似乎比聽辨能力容易訓練

和掌握。 

教學後雙音節詞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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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4 教學後雙音節詞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從圖四-34，我們發現在雙音節詞中，聽辨能力普遍比發音能力差，聽

辨偏誤率集中在 20%到 60％之間，而發音偏誤率普遍集中在 0％到 40％之

間。聽辨能力方面，以陽平為末字的聲調組合，偏誤率最高，如【12】占

60％、【22】占 60％、【32】占 70％、【42】占 55％。除了【42】偏誤率

提高了 5％以外，其餘三者偏誤率都下降了，但是下降的不多。無論聽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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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發音測驗，聲調組合【32】都是偏誤率最高的，教學後的偏誤率皆仍高達

70％、75％。從雙音節詞聲調組合的偏誤率看來，我們又再次應證聽辨能力

較發音能力難掌握。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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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5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從圖四-35，我們發現在雙音節詞中的首字聲調，除了「上聲」以外，

陰平、陽平、去聲發音偏誤率都比聽辨偏誤率低。此現象與教學前一致，沒

有改變，唯一改變的是偏誤率都下降了。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聽辨與發音偏誤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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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6 教學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聽辨與發音之比較 

從圖四-36，我們發現在雙音節詞中的末字聲調，除了末字去聲的發音

偏誤率比聽辨偏誤率高以外，其餘陰平、陽平、上聲的聽辨偏誤率都比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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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率高，尤其以陽平相差最多，相差 45％。 

由上面幾個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學習者的發音能力普遍比聽辨能力

強。這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發音部分是一種語言輸出，因此教師容易察覺學

習者的偏誤情形進而糾錯；然而聽辨部分，教師只能知道學習者聽辨錯誤，

但是卻無法很清楚地知道偏誤的仏在偏誤；此外，學習者的語言環境缺乏漢

語的輸入（input），因此也比較少有聽辨能力的訓練機會，這有別於一般

的母語習得。曾金金（2006）也提過，學習者不僅發音會受到母語影響，聽

辨能力也會受到母語的影響，也就是說學習者對語音的歸類可能跟老師的不

一樣。對於中、高級學習者的語音教學無法突破，也就是所謂的僵化，是導

因於學習者無法察覺自我聽辨及發音與目標語的與音的差異所致。因此在這

一方面，可能得藉助電腦語音分析來幫助學習者自我檢測，找出難點所在，

進而自我糾錯。 

4-3-4  訪談 

1. 你都用什麼方法來幫你記得聲調？ 

受訪者提到教師為學習者所準備的「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對他們

聲調記憶有很大的幫助；教師在課堂中比劃的聲調手勢也有助於學習者聲調

的記憶；將聲調抄寫在課文的生詞上也有助於生詞聲調的記憶；要多說話，

也就是多練習。還有受訪者提到，要專注地感覺自己所發的聲調以便自我糾

正。 

「教師給的表格對我們學習生詞的聲調有幫助，教師上課時的聲調手勢對學生的聲

調也有幫助，還有把聲調寫在課文上。跟老師說、」（A1） 

「美國學生受到英文重音的影響，所以發音常常發成 24。我真得很專注、察覺自己

的發音，然後多練習。當練習夠時，我的聲調可以是自然的。」（A3） 

「先練習寫拼音還有調號。然後上課跟老師一起說，然後將聲音跟字連起來。」（A5） 

「重複說很多次。聽然後說很多次。上課的時候利用表格練習。（但是自己不利用

表格練習）」（A7） 

「說很多是最大的幫助。」（A9） 

2. 如果你的朋友想學中文，你怎麼跟他介紹中文聲調的重要性？ 

有些受訪者表示會這樣告訴她的朋友：（由於篇幅有限，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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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文的意思從聲調來。聲調真的是重要，比方說：媽、馬是很不一樣的。我

的馬跟我的媽是不一樣的。It’s like when you say “Context” vs “ conText.” In this context, 

(and there’s more emphasis on the first syllable so that change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It’s 
very Important to be aware of these things because if they don’t understand you, or you 
accidentally say something taboo, then that is very 心虛。」（A3） 

「學習很多練習很多中國字。中文是很好的語言，因為你是一個經濟學校的學生，

我覺得中文是很好的語言。中文對美國人來說很難，因為一個字有四個聲調，因為對美

國人來很難理解，容易搞混，所以你得記得很多字很多聲調。」（A6） 

3. 你怎麼教他們聲調？請把老師當成你的朋友，詴詴看怎麼教？ 

受訪者表示會以聽說教學法，直接要學習者跟讀復述，然後同一個聲調

練習很多次，還有受訪者提到陽平教學方面，可以告訴學習者，中文的陽平

就像是英文的問句的尾音上揚一樣。 

「利用聽說法，同一個聲調的詞練習很多次。」（A7） 

「要是想提醒我的美國朋友二聲，我會用英文的問號，還給他二聲的印象。」（A8） 

「英文問句的尾音來表示二聲。」（A4） 

「Chinese has four tones, all of which have different pitches and can either stay on the 

same pitch, or move to another.  You will eventually need to learn how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but at first you can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English letters so that spelling and 
sounds are easier to remember and study.  Many Chinese words are spelled the same but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so you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one markings above each individual 
word, or you might say something you don’t mean to. (Draw each tone marking) and teach the 
student how to say one through four in Chinese along with the appropriate tones, then give a 
few easy words for each tone. First tone: yi (number one), tian (day), Second tone: he (and), lai 
(come), third tone: gou (dog), hen (very), fourth tone: kan (look/see), and yao (want). These are 
all easy words we use every day- so they will be a good start to remembering tones and 

meaning.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ones I would teach them gou (4 th tone), and 
emphasize that this word has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dogs. 」（A12） 

「一聲：keep the pitch、 二聲：question sentence、三聲：huh（surprised and confused）、

四聲：late」（A6） 

4. 中文四個聲調中的調號，對聲調的學習有幫助嗎？ (圖像:視覺型) 

十位受訪者都覺得中文四個聲調中的調號對聲調學習有很大的幫助，甚

至有人說： 

「一年級的時候我覺得聲調跟唱歌一樣。但是現在覺得不一樣，因為聽中文歌、聽

中國人說話是不一樣的。中文比較 flowy，中文就是真的 elegant。」（A3） 

5. 要是在網路學習中，怎麼樣的表示方式對你來說比較容易記得聲

調？(推動網路教學) 

多數學習者認為只靠一般的學習網站來學習中文是不行的，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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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即時的回饋，因此還是需要老師直接聽說教學比較有用，網路只能

輔助。 

「老師跟朋友是最重要的，只靠網路是不行的，學中文真的會困難。」（A3） 

4-3-5  小結 

在這教學後的成效分析，我們透過「聽辨能力測驗」與「發音能力測驗」

發現在「聽辨」方面，單音節詞偏誤率都已經降到 15%以下了；首字偏誤

率也都降到了 40%以下；末字則除了陽平仍為 50%以外，也都已降到了 25

以下。在「發音」方面，單音節詞偏誤率都已經降到 0%，掌握良好；首字

偏誤率除了上聲仍有 45%以外，其餘都已經降到 20%以下了；末字偏誤率

也都已降到 20%以下了。再者，從圖四-32 到圖四-35 中，我們也發現學習

者的發音能力普遍比聽辨能力佳。此現象有別於一般人所認為的聽辨能力優

於發音能力。這主要是因為此研究對象乃是在外語環境中學習，因此語言輸

入（input）沒有二語環境來的多，聽辨能力自然就比較弱；再者，教師較

不易察覺學習者的聽辨偏誤情形，因此也很難像糾正發音那樣地糾正聽辨。 

透過「訪談」29我們得到學習者對本補救教學的回饋。學習者對這次的

補救教學持正面的態度，他們都覺得教師給予的「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

對他們聲調的練習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可以藉由聲調組合和新生詞的對照，

加深對該生詞的聲調印象而有助於記憶；教師聲調以及糾錯態度對學習者對

聲調的重視有很大的影響；每次上課的聲調聽辨測驗也有助於訓練他們耳朵

對聲調的敏感度；教師領讀聲調時的調號手勢以及利用 praat 也加深了學習

者對該生詞調號的視覺印象；聽錄音以及繳交錄音功課提高了學習者對聲調

的注意力；個別談話時額外的聲調練習也很有幫助；還有學習者認為聲調掌

握進步了，也對說中文更有信心了。 

                                                   
29 請參見本文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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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在整個研究實施過並得知教學前後的結果以後，本章將進行補救教學前

後整體的比較分析以及探討學習者個別的聽辨能力與發音能力之改善情

形。最後再透過語音軟體 Praat 來對漢語聲調語音現象以及學習者之改善情

形進行聲學分析。 

5-1 教學前後整體的比較分析 

5-1-1  教學前後聽辨能力分析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學習者在教學前後的聽辨能力測驗的成效分析結果。 

單音節詞的聽辨能力成效分析結果： 

教學前後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率之比較（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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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 教學前後單音節詞聲調聽辨偏誤率之比較 

從圖五-1 中，我們發現在聽辨偏誤率，除了上聲提高了 10%以外，其

餘三聲都降低了，陰平下降了 5%；陽平進步最多，偏誤率下降了 30%；去

聲也下降了 15%。從補救教學後的偏誤率來看，單音節詞聽辨能力進步最

大的是陽平，其次去聲，再其次是陰平，上聲反而退步了。補救教學後單音

節聲調的難易度為上聲最難，陽平次之，陰平和去聲差不多都是最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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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 教學前後單音節詞聲調誤聽情形 

對  實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總數 20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陰平 
18 →

19 

90% →

95 % 

2  → 

0 

10% →

0 % 
0 0 % 

0  → 

1 

0% →

5 % 

陽平 0 0 % 
12 →

18 

60% →

90 % 

7  → 

2 

35% →

10 % 

1  → 

0 

5% →

0 % 

上聲 0 0 % 
1  → 

0 

5% → 

0 % 

19 →

17 

95% →

85 % 

0  → 

3 

0% →

15 % 

去聲 
2 → 

1 

10% →

5 % 

2  → 

0 

10% →

0 % 
0 0 % 

16 →

19 

80% →

95 % 

補救教學後，在單音節詞中誤聽的情況如表五-1，單音節「陰平」的聽

辨正確率高達 95％。被誤聽成去聲的只有 1 個，占 5％，過去被誤聽成陽平

的情形已經改善了。 

單音節「陽平」的聽辨正確率高達 90%，被誤聽成上聲的從 7 個降到 2

個，誤聽比例下降了 25％，而被誤聽成去聲的情形也改善了。 

單音節「上聲」的聽辨正確率高達 85%，被誤聽成「去聲」的從 0 個

升到 3 個，誤聽比例上升 15%，而誤被聽成陽平的情況改善了，這是比較

特殊的情形。筆者推測，這是由於在補救教學中，強調上聲中的降調部分，

因此讓學習者產生上聲中的降調和去聲降調的混淆。因此研究後的後續教學

應該再次跟學習者強調上聲中的降調和去聲降調的不同。 

單音節「去聲」的聽辨正確率高達 95％，被誤聽成陰平的從 2 個降到 1

個，誤聽比例下降了 5％，被誤聽成陽平的情況也改善了。 

因此我們發現，學習者在單音節詞中的聽辨能力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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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音節詞的聽辨能力成效分析結果：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偏誤率之比較（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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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聲調組合聽辨偏誤率之比較 

在雙音節詞聲調組合聽辨偏誤率方面，從圖五-2 中，我們發現所有的

聲調組合的偏誤率除了【42】聽辨偏誤率上升了 5%以外，其餘聲調組合的

偏誤率都下降了，這可以顯示補救教學是有成效的。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偏誤率之比較（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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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3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聽辨偏誤率之比較 

在雙音節詞首字聲調聽辨偏誤率方面，從圖五-3 中，我們發現首字聽

辨偏誤率四聲都下降了，陰平下降 18%：陽平下降 28%；上聲下降 25%；

去聲下降 20%。從補救教學後的偏誤率來看，進步最大的是陽平，其次上

聲，再其次是去聲、陰平。首字聲調的難易度為上聲最難，陽平次之，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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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去聲差不多都是最容易的。 

表 五-2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誤聽情形 

對   實 陰平＋T 陽平＋T 上聲＋T 去聲＋T 

總數 80 

上聲 60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陰平＋T 
51 →

66 

64%→

83 % 

10 →

3 

13%→

4 % 

6 → 

3 

8% →

4 % 

13 →

8 

16%→

10 % 

陽平＋T 
7 → 

5 

9% →

6 % 

34 →

56 

43%→

70 % 

26 →

16 

33%→

20 % 

13 →

3 

16%→

4 % 

上聲＋T 
3 → 

0 

5% →

0 % 

18 →

8 

30%→

13 % 

21 →

36 

35%→

60 % 

18 →

16 

30%→

27 % 

去聲＋T 
9 → 

7 

11%→

9 % 

11 →

2 

14%→

3 % 

10 →

5 

13%→

6 % 

20 →

66 

63%→

83 % 

補救教學後，在雙音節詞中的首字聲調誤聽情況如表五-2，首字「陰平」

的聽辨正確率高達 83％；仍然有被誤聽成陽平、上聲和去聲的情形，不過

誤聽率都下降了。被誤聽成陽平的從 10 個降到 3 個，誤聽比例下降了 9％；

被誤聽成上聲的從 6 個降到 3 個，誤聽比例下降了 4％；被誤聽成去聲的從

13 個降到 8 個，誤聽比例下降了 6％。補救教學後，被誤聽成陽平的情形改

善最大，但仍以被誤聽成「去聲」的比例最高，占 10%。 

首字「陽平」的聽辨正確率達 70%，仍然有被誤聽成陰平、上聲和去

聲的情形，不過誤聽率都下降了。被誤聽成陰平的從 7 個降到 5 個，誤聽比

例下降了 3％；被誤聽成上聲的從 26 個降到 16 個，誤聽比例下降了 13％；

被誤聽成去聲的從 13 個降到 3 個，誤聽比例下降 12％。補救教學後，被誤

聽成上聲和去聲的情形改善最大，但仍以被誤聽成「上聲」的比例最高，占

20%。 

首字「上聲」的聽辨正確率只達 60%，仍然有被誤聽成陰平、陽平和

去聲的情形，不過誤聽率都下降了。被誤聽成陰平的從 3 個降到 0 個，可以

說此誤聽情形已改善了；被誤聽成陽平的從 18 個降到 8 個，誤聽比例下降

了 7％；被誤聽成去聲的從 18 個降到 16 個，誤聽比例只下降 3％。補救教

學後，被誤聽成陽平的情形改善最大，而被誤聽成去聲的情形改善最小，仍

以被誤聽成「去聲」的比例最高，占 27%。首字上聲被誤聽成去聲的現象

最為頑固，筆者推測是受到受英語的雙音節模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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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去聲」的聽辨正確率高達 83％，仍然有被誤聽成陰平、陽平和

上聲的情形，不過誤聽率都下降了。被誤聽成陰平的從 9 個降到 7 個，誤聽

比例下降了 2％；被誤聽成陽平的從 11 個降到 2 個，誤聽比例下降了 11％；

被誤聽成上聲的從 10 個降到 5 個，誤聽比例下降 7％。補救教學後，被誤

聽成陽平和上聲的情形改善較大，被誤聽成陰平的情形改善最小，以被誤聽

成「陰平」的比例最高，占 9%。 

我們發現，首字聽辨正確率只有陰平和去聲達到 80％，「首字陽平」

的正確率只達 70%，也就是偏誤率達 30%；「首字上聲」的正確率只達 60

％，也就是說偏誤率達 40%，因此研究後的後續教學，這兩者都得再加強

訓練，以持續降低其偏誤率、改善偏誤情形。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偏誤率之比較（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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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4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聽辨偏誤率之比較 

在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聽辨偏誤率方面，從圖五-4 中，我們發現教學

後，原為偏誤率最高的上聲已大大地進步，下降了 28%，反而「陽平」的

偏誤率卻提高了 12%，且為教學後四聲中偏誤率最高的，為 50%；上聲居

第二，偏誤率為 25%；陰平為 10％，下降了 11%；去聲為 4%，下降了 20%。

從補救教學後的偏誤率來看，進步最大的是上聲，其次去聲，再其次是陰平，

陽平卻退步了。筆者推測，這是因為學習者在習得過程中的一個調整過程，

在補救教學後，學習者對於上聲的學習又過渡泛化，導致陽平的偏誤率提高

了 13％、被誤聽成上聲的提高了 18％，也就是說教學前正確聽辨成陽平的

有 13％在教學後又誤聽成上聲，且教學前誤聽成陰平和去聲的在教學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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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都誤聽成上聲了，這也更加證實末字陽平的誤聽情形更加簡單化了，偏

誤簡單化也可以算是一種進步。補救教學後，末字聲調的難易度為陽平最

難，上聲次之，陰平再次之，去聲最容易。 

表 五-3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誤聽情形 

對   實 陰平＋T 陽平＋T 上聲＋T 去聲＋T 

總數 80 

上聲 60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T＋陰平 
63 →

72 

79%→

90 % 

12 →

2 

15%→

3 % 

1 → 

0 

1% →

0 % 

4 → 

6 

5% →

8 % 

T＋陽平 
2 → 

1 

3% →

1 % 

50 →

40 

63%→

50 % 

24 →

38 

30%→

48 % 

4 → 

1 

5% →

1 % 

T＋上聲 
8 → 

4 

13%→

7 % 

15 →

6 

25%→

10 % 

28 →

45 

47%→

75 % 

9 → 

5 

15% 

→8 % 

T＋去聲 
9 → 

2 

11%→

3 % 

7 → 

0 

9% →

0 % 

3 → 

1 

4% →

1 % 

61 →

77 

76% 

→96% 

補救教學後，在雙音節詞中的末字聲調誤聽情況如表五-3，末字「陰平」

的聽辨正確率高達 90％；仍然有被誤聽成陽平和去聲的情形，且被誤聽成

去聲的情形提高了。被誤聽成陽平的從 12 個降到 2 個，誤聽比例下降了 12

％；被誤聽成上聲的情形已經改善了；被誤聽成去聲的從 4 個升到 6 個，誤

聽比例上升了 3％。補救教學後，被誤聽成陽平的情形改善最大，被誤聽成

「去聲」的比例不但提高了也是最高的，占 8%。 

末字「陽平」的聽辨正確率只達 50%，且偏誤率提高了。被誤聽成陰

平和去聲的比例都很低，只佔 1%，所以相當於已經改善了；被誤聽成「上

聲」的從 24 個升到 38 個，誤聽比例上升了 18％。補救教學後，被誤聽成

上聲的情形反而變多了，占 48%，這是一特殊的情形，一種偏誤簡單化的

現象。 

末字「上聲」的聽辨正確率達 75%，仍然有被誤聽成陰平、陽平和去

聲的情形，不過誤聽率都下降了。被誤聽成陰平的從 8 個降到 4 個，誤聽比

例下降了 6%；被誤聽成陽平的從 15 個降到 6 個，誤聽比例下降了 15％；

被誤聽成去聲的從 9 個降到 5 個，誤聽比例下降了 7％。補救教學後，被誤

聽成陽平的情形改善最大，但仍以被誤聽成「陽平」的比例最高，占 10%。 

末字「去聲」的聽辨正確率高達 96％，仍然有被誤聽成陰平、陽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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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的情形，不過誤聽率都下降了。被誤聽成陰平的從 9 個降到 2 個，誤聽

比例下降了 8％；被誤聽成陽平的情形已經改善了；被誤聽成上聲的從 3 個

降到 1 個，誤聽比例下降 3％。補救教學後，被誤聽成陰平和陽平情形改善

較大，仍以被誤聽成「陰平」的比例高一點，占 3%。 

我們發現，末字聲調的聽辨正確率幾乎都高達 80％以上，因此也都掌

握得當，然而除「末字陽平」例外，正確率只達 50％，也就是偏誤率也高

達 50％，因此在研究後的後續教學上，聽辨訓練仍得多注意「末字陽平」

的練習；「末字上聲」聽辨正確率也只達 75％，因此偏誤率達 25％，也得

多訓練。 

5-1-2  教學前後發音能力分析 

看過聽辨能力的結果分析以後，讓我們來看看學習者的發音能力成效分

析結果。 

單音節詞的發音能力成效分析結果： 

教學前後單音節詞聲調偏誤率之比較（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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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5 教學前後單音節詞聲調發音偏誤率之比較 

在單音節詞聲調發音偏誤率方面，從圖五-5 中，我們發現在補救教學

後發音偏誤率都為零，以上聲進步最多，偏誤率下降了 10%。在發音能力

方面，已能完全掌握四個單音節聲調。 

 

 



美國中級漢語學習者聲調偏誤分析與補救教學 

 88 

表 五-4 教學前後單音節詞聲調誤說情形 

對  實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總數 20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陰平 
19 →

20 

95% →

100 % 
0 0 % 0 0 % 

1  → 

0 

5% →

0 % 

陽平 0 0 % 
19 →

20 

95% →

100 % 

1  → 

0 

5%→0 

% 
0 0 % 

上聲 0 0 % 
2  → 

0 

10% →

0 % 

18 →

20 

90% →

100 % 
0 0 % 

去聲 0 0 % 0 0 % 0 0 % 20 100 % 

補救教學後，在單音節詞中誤說的情況如表五-4，單音節「陰平」的發

音正確率高達 100％。被誤說成去聲的情形以完全改善了。 

單音節「陽平」的發音正確率高達 100%，被誤說成上聲的情形也完全

改善了。 

單音節「上聲」的發音正確率高達 100%，被誤說成「陽平」的情形也

完全改善了。 

單音節「去聲」的發音正確率高達 100％，教學前後都完全掌握得當。 

雙音節詞的發音能力成效分析結果：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偏誤率之比較（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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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6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聲調組合發音偏誤率之比較 

在雙音節詞聲調組合發音偏誤率方面，從圖五-6 中，我們發現所有的

聲調組合的偏誤率都下降了，尤以聲調組合【11】【13】【14】【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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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3】進步最多，都高達 30%以上，這可以顯示補救教學是有成效

的。然而，我們也發現在補救教學後，雙音節詞的聲調仍有偏誤現象，尤以

聲調組合【32】的偏誤率最高，為 75%。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偏誤率之比較（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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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7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發音偏誤率之比較 

在雙音節詞首字聲調發音偏誤率方面，從圖五-7 中，我們發現首字發

音偏誤率四聲都下降了，陰平下降 14%：陽平下降 18%；上聲下降 23%；

去聲下降 25%。從補救教學後的偏誤率來看，進步最大的是去聲，其次上

聲，再其次是陽平、陰平。在補救教學後，首字聲調的難易度為上聲最難。

偏誤率為 45%，陽平次之，陰平再次之，去聲最容易。 

表 五-5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首字聲調誤說情形 

對   實 陰平＋T 陽平＋T 上聲＋T 去聲＋T 

總數 80 

上聲 60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陰平＋T 
57 →

68 

71%→

85 % 

8  → 

2 

10%→

3 % 

1  → 

2 

1% →

3 % 

14  

→8 

18%→

10 % 

陽平＋T 
12  

→5 

15%→

6 % 

50 →

64 

63%→

80 % 

9  → 

6 

11%→

8 % 

9  → 

5 

11%→

6 % 

上聲＋T 
4  → 

2 

7% →

3 % 

29 →

22 

48%→

37 % 

19 →

33 

32%→

55 % 

8  → 

3 

13%→

5 % 

去聲＋T 
13  

→2 

16%→

3 % 

6  → 

0 

8% →

0 % 

4  → 

1 

5% →

1 % 

57 →

77 

71%→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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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後，在雙音節詞中的首字聲調誤說情況如表五-5，首字「陰平」

的發音正確率高達 85％；仍然有被誤說成陽平、上聲和去聲的情形，不過

誤說率除了上聲提高了 2%以外，其餘被誤說成其他兩聲調的比例都下降

了。被誤說成陽平的從 8 個降到 2 個，誤說比例下降了 7％；被誤說成去聲

的從 14 個降到 8 個，誤說比例下降了 8％。補救教學後，被誤說成陽平和

去聲的情形都改善很大，但仍以被誤說成「去聲」的比例最高，占 10%。 

首字「陽平」的發音正確率高達 80%，仍然有被誤說成陰平、上聲和

去聲的情形，不過誤說率都下降了。被誤說成陰平的從 12 個降到 5 個，誤

說比例下降了 9％；被誤說成上聲的從 9 個降到 6 個，誤說比例下降了 3％；

被誤說成去聲的從 9 個降到 5 個，誤說比例下降 5％。補救教學後，被誤說

成陰平的情形改善最大，不過並沒有特別被誤說的規律。 

首字「上聲」的發音正確率只達 55%，仍然有被誤說成陰平、陽平和

去聲的情形，不過誤說率都下降了。被誤說成陰平的從 4 個降到 2 個，誤說

比例下降了 4％；被誤說成陽平的從 29 個降到 22 個，誤說比例下降了 11

％；；被誤說成去聲的從 8 個降到 3 個，誤說比例下降了 8％。補救教學後，

被誤說成陽平的情形改善最大，但仍以被誤說成「陽平」的比例最高，占

37%。 

首字「去聲」的發音正確率高達 96％，仍然有被誤說成陰平、陽平和

上聲的情形，不過誤說率都下降了。被誤說成陰平的從 12 個降到 2 個，誤

說比例下降了 13％；被誤說成陽平的從 6 個降到 0 個，可以說此誤說情形

已改善了；被誤說成上聲的從 4 個降到 1 個，誤說比例下降 4％。補救教學

後，被誤說成陰平的情形改善較大，但仍以被誤說成「陰平」的比例略高，

占 3%。 

我們發現，首字發音正確率幾乎都高達 80％以上，掌握沒太大問題，

但是「首字上聲」的發音正確率只達 55％，也就是說偏誤率高達 45％，因

此得再多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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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偏誤率之比較（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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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8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發音偏誤率之比較 

在雙音節詞末字聲調發音偏誤率方面，從圖五-8 中，我們發現教學後，

原為偏誤率最高的「上聲」已大大地進步，下降了 55%；去聲的偏誤率也

下降了 11%；，陰平也下降了 13％%；陽平跟教學前一樣都為 5%。在補救

教學後，末字聲調的難易度為上聲最難，偏誤率為 20%，去聲次之，陰平、

陽平最容易。 

表 五-6 教學前後雙音節詞中末字聲調誤說情形 

對   實 T＋陰平 T＋陽平 T＋上聲 T＋去聲 

總數 80 

上聲 60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音 節

個數 
％ 

T＋陰平 
65 →

75 

81%→

94 % 

11 →

5 

14%→

6 % 

1 → 

0 

1% →

0 % 

3 → 

0 

4% →

0 % 

T＋陽平 
1 → 

3 

1% →

4 % 

76 →

76 

95%→

95 % 

1 → 

0 

1% →

0 % 

2 → 

1 

3% →

1 % 

T＋上聲 
2 → 

1 

3% →

2 % 

41 →

10 

68%→

17 % 

15 →

48 

25%→

80 % 

2 → 

1 

3% →

2 % 

T＋去聲 
9 → 

0 

11$ →

0 % 

9 → 

4 

11%→

5 % 

9 → 

6 

11%→

8 % 

54 →

70 

68%→

88 % 

補救教學後，在雙音節詞中的末字聲調誤說情況如表五-6，末字「陰平」

的發音正確率高達 94％；只仍有被誤說成陽平的現象，從 11 個降到 5 個，

誤說率下降了 8％；而誤說成上聲和去聲的情形都已經改善了。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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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誤說成陽平的情形改善最大。但被誤說成「陽平」的比例卻仍是最高

的，占 6%。 

末字「陽平」的發音正確率高達 95%，被誤說呈上聲的情形已經改善

了；被誤說呈去聲的情形也只剩下 1%；不過被誤說成陰平的比例卻提高了，

從 1 個升到 3 個，誤說率提高了 3％。補救教學後，被誤說成陰平的情形反

而變多了，這是一特殊的情形。 

末字「上聲」的發音正確率達 80%，仍然有被誤說成陰平、陽平和去

聲的情形，不過誤說率都下降了。被誤說成陰平的從 2 個降到 1 個，誤說比

例下降了 1%；被誤說成陽平的從 41 個降到 10 個，誤說比例下降了 51％；

被誤說成去聲的從 2 個降到 1 個，誤說比例下降了 1％。補救教學後，被誤

說成陽平的情形改善最大，但仍以被誤說成「陽平」的比例最高，占 17%。 

末字「去聲」的發音正確率高達 88％，仍然有被誤說成陽平和上聲的

情形，不過誤說率都下降了。被誤說成陰平的情形已完全改善了；被誤說成

陽平的從 9 個降到 4 個，誤說比例下降 6％；被誤說成上聲的從 9 個降到 6

個，誤說比例下降 3％。補救教學後，被誤說成陰平的情形改善較大，誤說

率下降了 11％；被誤說成「上聲」的比例比較高，占 8％。 

我們發現，末字聲調的發音正確率都高達 80％以上，可以算是都掌握

得當了，只要再繼續練習就可以越來越好了。 

5-1-3  小結 

經過教學前後結果的比較分析，學習者在補救教學後聽辨能力和發音能

力的偏誤率都下降了，在誤聽和誤說方面的情形也改善了，甚至有的誤聽和

誤說的情形也不再發生了。不過從分析結果看來，學習者在聽辨能力方面，

還可以多加強「首字陽平、上聲」和「末字陽平、上聲」；在發音能力方面，

則可再多加強「首字上聲」的練習，以讓其聲調掌握更加。此外分析結果也

發現，無論教學前或教學後，「上聲」的發音多為偏誤率最高，其餘的聲調

的難易度不容易排序，因為聲調系統及聲調所出現的語音環境會影響學習者

掌握個別聲調的能力。而且同一聲調的聽辨和發音的掌握在單音節詞、雙音

節詞首字和末字中的偏誤情形也不同。不過此研究的結果跟葉德明（1991）

的研究結果差不多，美國學習者去聲的掌握最穩定正確度達 52%，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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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不正確 8%；其次陰平正確度達 35%，不穩定 57%，不正確 8%；再

其次是上聲和陽平同等難掌握，上聲正確度達 22%，不穩定 65%，不正確

13%；然後陽平正確度達 17%，不穩定 70%，不正確 13%。 

為何無論教學前或教學後，「上聲」的發音多為偏誤率最高，主要原因

是上聲調值特殊，為「降升調」，學習者的偏誤主要表現在發降升調 214

時，太過靠近升調 24，而失去了降調 21 部分；此外，上聲和陽平的調值和

調型的近似性，也使的陽平和上聲之間難以分辨。因此在教學上，應將上聲

分成「全上」和「半上」，給予學習者「全上」和「半上」的觀念，並且透

過聲調波形圖呈現出上聲（半上）與「陽平」之區別。 

5-2 教學前後學習者個別的比較分析 

在這一節中，我們將探討學習者個別在陰、陽、上、去四聲中的聽辨能

力以及發音能力之改善情形。我們分三個部分來探討，分別是聽辨能力改善

情形分析、發音能力改善情形分析、綜合比較分析。 

5-2-1  教學前後聽辨能力改善情形分析 

A1～「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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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9  A1 的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9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1 除了陽平以外，陰平、上聲、

和去聲的首字聽辨能力最差。改善最多的是去聲、改善最少的是陽平。除了

首字上聲偏誤率仍高達 67%、單音節詞陽平和上聲仍維持 50%，沒有改善

以外，其他的都改善了。他的聽辨整體表現，以上聲和陽平最差，陰平次之，

去聲最佳。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聽辨能力偏誤率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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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上聲>陽平>去聲>陰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上聲>

陽平>陰平>去聲。筆者建議 A1 持續進行陽平和上聲的聽辨練習，以提高對

聲調聽辨的掌握力。 

A2～「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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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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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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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0  A2 的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10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2 的陰陽上去在單音節詞、雙

音節詞首字末字中的聽辨表現並沒有特別的規律。改善最多的是陰平、改善

最少的是去聲。除了單音節詞去聲退步了、末字去聲偏誤率維持 13%、和

末字陽平維持 63%以外，其他都改善了。他的聽辨整體表現，以陰平最佳，

上聲、去聲差不多為次之，陽平則最差。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

字的聽辨能力偏誤率加總，A2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陽平>陰平>上聲>去

聲；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陽平>去聲>上聲>陰平。筆者建議 A2 在末字陽平

和單音節詞去聲聽辨上得多加強，以提高對聲調聽辨的掌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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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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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1  A3 的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11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3 的陰陽上去在單音節詞、雙

音節詞首字末字中的聽辨表現並沒有特別的規律。改善最多的是陽平、改善

最少的是去聲。除了末字陽平退步了以外，其他都改善了。他的聽辨整體表

現，以陽平最差，去聲次之，上聲再次之，陰平最佳。若將單音節詞、雙音

節詞首字、末字的聽辨能力偏誤率加總，A3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陽平>去

聲>上聲>陰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也是陽平>去聲>上聲>陰平。筆者建議

A3 在末字陽平和首字去聲的聽辨上多練習，其他都已經表現良好，偏誤率

為 0%。 

A4～「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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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2  A4 的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12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4 的陰陽上去在單音節詞、雙

音節詞首字末字中的聽辨表現並沒有特別的規律。他在陰平和去聲的聽辨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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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本來就沒問題，只有陽平和上聲有問題。改善最多的是上聲、改善最少的

是陽平，甚至退步了；末字上聲改善了，可是首字上聲卻退步了。他的聽辨

整體表現，以上聲和陽平較差，陽平和去聲則較好。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

詞首字、末字的聽辨能力偏誤率加總，A4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上聲>陽平>

陰平=去聲；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陽平>上聲>陰平=去聲。筆者建議 A4 需在

末字陽平和首字上聲的聽辨上多練習，其他都已經表現良好，偏誤率為 0%。 

A5～「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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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3  A5 的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13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5 的陰陽上去在單音節詞、雙

音節詞首字末字中的聽辨表現並沒有特別的規律。他和 A4 一樣在陰平和去

聲的聽辨掌握本來就沒什麼問題，只有陽平和上聲有問題。改善最多的是陽

平、改善最少的是上聲，甚至退步了；陽平雖然進步了，但是末字陽平偏誤

率仍有 50%；上聲則是末字上聲退步了，其偏誤率從 0%提高到 17%。他的

聽辨整體表現，以上聲和陽平較差，陽平和去聲則較好。若將單音節詞、雙

音節詞首字、末字的聽辨能力偏誤率加總，A5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陽平>

上聲>去聲>陰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也是陽平>上聲>去聲>陰平。筆者建議

A5 需在末字陽平和末字上聲的聽辨上多練習，其他都已經表現良好，偏誤

率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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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

0%

20%

40%

60%

80%

100%

120%

偏

誤

率
教學前

教學後

教學前 0% 13% 25% 50% 88% 25% 0% 50% 100% 0% 38% 38%

教學後 0% 13% 0% 0% 25% 0% 0% 83% 50% 0% 13% 0%

單陰 首陰 末陰 單陽 首陽 末陽 單上 首上 末上 單去 首去 末去

 

圖 五-14  A6 的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14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6 的陰陽上去以首字聽辨能力

最差。改善最多的是陽平、改善最少的是上聲，甚至退步了；除了首字上聲

退步了，偏誤率高達 83%以外，其他的都改善了。他的聽辨整體表現，以

上聲的聽辨掌握最差，陽平次之，去聲再次之，陰平最佳。若將單音節詞、

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聽辨能力偏誤率加總，A6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陽平

>上聲>去聲>陰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也是上聲>陰平>去聲=陰平。筆者建

議 A6 持續進行上聲的聽辨練習，以提高對聲調聽辨的掌握力。 

A7～「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偏

誤

率
教學前

教學後

教學前 0% 38% 0% 0% 50% 13% 0% 83% 50% 0% 13% 0%

教學後 0% 13% 0% 0% 25% 75% 0% 33% 0% 0% 0% 0%

單陰 首陰 末陰 單陽 首陽 末陽 單上 首上 末上 單去 首去 末去

 

圖 五-15  A7 的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15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7 的陰平和上聲都以首字聽辨

為最差，而陽平則以末字為最差。改善最多的是上聲、改善最少的是陽平，

甚至退步了；除了末字陽平退步了，偏誤率高達 75%以外，其他的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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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聽辨整體表現，以上聲和陽平的聽辨掌握較差，陰平次之，去聲最

佳。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聽辨能力偏誤率加總，A7 在教

學前的偏誤率是上聲>陽平>陰平>去聲；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陽平>上聲>

陰平>去聲。筆者建議 A7 持續進行末字陽平和首字上聲的聽辨練習，以提

高對聲調聽辨的掌握力。 

A8～「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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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6  A8 的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16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8 的陰陽上去並沒有完全地改

善。且陰平、陽平和上聲皆以末字表現較差。改善最多的是去聲，改善最少

的是陽平，甚至退步了；末字陰平、首字和末字陽平以及單音節詞上聲的偏

誤率沒降低反而提高了，其他的大致是改善了。他的聽辨整體表現都不佳，

只有單音節詞和末字去聲的偏誤率在教學後降到 0%、13%，其他的偏誤率

都仍高達 50%。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聽辨能力偏誤率加

總，A8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去聲>陽平>上聲>陰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

陽平>上聲>陰平>去聲。筆者建議 A8 得持續陰陽上去全面性地練習補救，

以提高對聲調聽辨的掌握力。A8 會有這樣的表現，筆者推測跟他的學習動

機有關，他在中文課是屬表現較差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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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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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7  A9 的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17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9 和 A7 一樣，他們的陰平和上

聲都以首字聽辨為最差，而陽平則以末字為最差。他改善最多的是去聲、改

善最少的是陽平和上聲，甚至退步了；末字陽平偏誤率從 13%提高到 50%、

單音節詞上聲偏誤率則從 0%提高到 50%，除了這兩項以外，其他的也都改

善了。他的聽辨整體表現，以上聲的聽辨掌握最差，去聲次之，陽平再次之，

陰平最佳。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聽辨能力偏誤率加總，

A9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去聲>上聲>陰平>陽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上聲>

陽平>陰平>去聲。筆者建議 A9 持續進行陰平、陽平和上聲的聽辨練習，以

提高對聲調聽辨的掌握力。 

A10～「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0%

20%

40%

60%

80%

100%

120%

偏

誤

率
教學前

教學後

教學前 0% 38% 13% 50% 50% 63% 0% 100% 33% 0% 38% 25%

教學後 0% 0% 0% 0% 38% 50% 0% 17% 0% 0% 13% 0%

單陰 首陰 末陰 單陽 首陽 末陽 單上 首上 末上 單去 首去 末去

 

圖 五-18  A10 的陰陽上去聽辨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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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五-18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10 的上聲和去聲以首字聽辨為

最差，而陽平則以末字為最差。他改善最多的是上聲、改善最少的是陽平；

末字陽平偏誤率雖改善了，但是仍高達 50%。其餘大致都改善得不錯。他

的聽辨整體表現，以陽平的聽辨掌握最差，上聲次之，去聲再次之，陰平最

佳。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聽辨能力偏誤率加總，A10 在教

學前的偏誤率是陽平>上聲>去聲>陰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也是陽平>上聲>

去聲>陰平。筆者建議 A10 加強陽平的聽辨練習，以提高對聲調聽辨的掌握

力。 

5-2-2  教學前後發音能力改善情形分析 

A1～「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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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9  A1 的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19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1 在陰平、陽平、和上聲的首

字發音能力最差，其偏誤率分別為 63%、63%、83%。末字去聲仍維持教學

前的 38%，其餘大致都改善了不少。他的發音整體表現，上聲最差，陰平

次之，陽平再次之，以去聲表現最佳。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

的發音能力偏誤率加總，A1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上聲>陰平>陽平>去聲；

在教學後的偏誤率也是上聲>陰平>陽平>去聲。筆者建議 A1 多利用「依聲

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來練習以陰平、陽平、上聲為首字的雙音節詞彙發音，

以提高聲調發音的掌握能力。 



結果分析與討論 

 101 

A2～「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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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0  A2 的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20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2 的陰陽上去在單音節詞、雙

音節詞首字末字中的發音表現並沒有特別的規律。除了首字陰平偏誤率從

0%提高到 13%、末字陽平從 13%提高到 38%以外，其餘大致都改善了。他

的發音整體表現，以上聲表現最差，陽平次之，去聲再次之，陰平最佳。若

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發音能力偏誤率加總，A2 在教學前的

偏誤率是上聲>去聲>陽平>陰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上聲>陽平>去聲>陰

平。筆者建議 A2 多利用「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來練習以陽平為末字、

以上聲為首字和末字的雙音節詞彙發音，以提高聲調發音的掌握能力。 

A3～「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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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1  A3 的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21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除了首字上聲的偏誤率仍有 33%

以外，A3 的發音整體表現，上聲最差，陽平次之，陰平和去聲最佳，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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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後幾乎都沒問題了，偏誤率也都降到 0%，可算是掌握良好了。若將單音

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發音能力偏誤率加總，A3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

是上聲>陽平>陰平=去聲；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上聲=陽平=陰平=去聲。筆

者建議 A3 可以利用「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來練習以上聲為首字的雙

音節詞彙發音，以讓聲調發音的表現更趨於完善。 

A4～「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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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2  A4 的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22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4 的首字陽平和雙音節詞中首

字末字的上聲發音仍有偏誤，分別為 13%、33%、33%。A4 的發音整體表

現，以上聲最差，陽平次之，陰平和去聲最佳，偏誤率為 0％。若將單音節

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發音能力偏誤率加總，A4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

上聲>陽平>陰平=去聲；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上聲>陽平>陰平=去聲。筆者

建議 A4 可以利用「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來練習以陽平為首字、以上

聲為首字和末字的雙音節詞彙發音，以讓聲調發音的表現更趨於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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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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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3  A5 的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23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除了末字上聲的偏誤率仍有 17%

以外，接已經掌握得當了。A5 的發音整體表現，以上聲最差，去聲次之，

陰平和陽平問題都不大。偏誤率也在教學後降到了 0%，可算是掌握良好了。

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發音能力偏誤率加總，A5 在教學前

的偏誤率是上聲>去聲>陰平=陽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上聲=陰平=陽平=

去聲。筆者建議 A5 可以利用「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來練習以上聲為

末字的雙音節詞彙發音，以讓聲調發音的表現更趨於完善。 

A6～「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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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4  A6 的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24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6 的陰、陽、上、去的首字發

音能力最差，其偏誤率分別為 25%、25%、33%、13%，除此之外，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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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率都已經降低到 0%，算是掌握良好了。他的發音整體表現，以上聲最

差、去聲次之、陰平和陽平差不多為最佳。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

末字的發音能力偏誤率加總，A6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上聲>去聲>陰平>陽

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上聲>陰平=陽平>去聲。筆者建議 A6 多利用「依

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來練習以陰平、陽平、上聲、去聲為首字的雙音節

詞彙發音，以提高聲調發音的掌握能力。 

A7～「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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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5  A7 的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25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7 在陽平和去聲的首字發音能

力最差，雖已有改善，但其偏誤率仍分別為 38%、25%。上聲則以末字為最

差，偏誤率仍為 50%、首字次之，偏誤率為 17%；除此之外，其他的偏誤

率都已經降低到 0%，算是掌握良好了。他的發音整體表現，以上聲最差、

陽平次之、去聲再次之，陰平最佳。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

發音能力偏誤率加總，A7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上聲>去聲>陽平>陰平；在

教學後的偏誤率是上聲>陽平>去聲>陰平。筆者建議 A7 可多利用「依聲調

組合排列的生詞表」來練習以陽平、去聲為首字、以上聲為首字和末字的雙

音節詞彙發音，以提高聲調發音的掌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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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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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6  A8 的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26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8 在陰平、陽平、和上聲的首

字發音能力最差，雖已有改善，但其偏誤率分別為 13%、13%、100%；末

字上聲偏誤率仍有 50%；末字去聲仍有 50%；除此之外，其他的偏誤率都

已經降低到 0%，算是掌握良好了。他的發音整體表現，以上聲最差、去聲

次之，陰平再次之，陽平最佳。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發音

能力偏誤率加總，A8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上聲>去聲>陰平>陽平；在教學

後的偏誤率是上聲>去聲>陰平=陽平。筆者建議 A8 多利用「依聲調組合排

列的生詞表」來練習以陰平、陽平、上聲、去聲為首字的雙音節詞彙發音，

尤其是以首字為上聲的雙音節詞彙，以提高聲調發音的掌握能力。 

A9～「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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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前

教學後

教學前 0% 88% 0% 0% 75% 0% 0% 50% 100% 0% 13% 50%

教學後 0% 13% 38% 0% 13% 13% 0% 33% 0% 0% 0% 0%

單陰 首陰 末陰 單陽 首陽 末陽 單上 首上 末上 單去 首去 末去

 

圖 五-27  A9 的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27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9 的陰陽上去在單音節詞、雙



美國中級漢語學習者聲調偏誤分析與補救教學 

 106 

音節詞首字末字中的發音表現並沒有特別的規律。除了末字陰平和末字陽平

退步了以外，其他都改善了。末字陰平偏誤率從 0%提高到 38%、末字陽平

從 0%提高到 13%。首字陰平、陽平和上聲雖然都已改善，但是其偏誤率仍

有 13%、13%、33%；除此之外，其他的偏誤率都已經降低到 0%，算是掌

握良好了。他的發音整體表現，以上聲最差，陰平次之，陽平再次之，去聲

最佳。若將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發音能力偏誤率加總，A9 在

教學前的偏誤率是上聲>陰平>陽平>去聲；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陰平>上聲>

陽平>去聲。筆者建議 A9 多利用「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來練習以陰

平為首字和末字、以陽平沒首字和末字、和以上聲為首字的雙音節詞彙發

音，尤其是以末字為陰平和以首字為上聲的雙音節詞彙，以提高聲調發音的

掌握能力。 

A10～「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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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8  A10 的陰陽上去發音能力改善情況 

從圖五-28 可以看出，在補救教學後，A10 在陰平、陽平、和上聲的首

字發音能力最差。其中首字陰平是從 13%提高到 25%的、首字陽平維持教

學前的 13%、首字上聲雖有改善，但是其偏誤率仍有 67%；末字陰平也退

步了，偏誤率從 0%提高到 13%；末字去聲雖也有改善，但是偏率仍有 13%；

除此之外，其他的偏誤率都已經降低到 0%，算是掌握良好了。他的發音整

體表現，以上聲最差，去聲次之，陰平再次之，陽平最佳。若將單音節詞、

雙音節詞首字、末字的發音能力偏誤率加總，A10 在教學前的偏誤率是上聲

>去聲>陽平>陰平；在教學後的偏誤率是上聲>陰平>陽平=去聲。筆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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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多利用「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來練習以陰平、陽平、上聲為首字

的雙音節詞彙發音，尤其是以首字為上聲的雙音節詞彙，以提高聲調發音的

掌握能力。 

5-2-3  小結 

在補救教學後，我們比較了各個學習者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在單

音節詞或雙音節詞中的首字、末字的聽辨能力和發音能力30。 

顯然單音節詞的偏誤率，大多低於雙音節詞中的首字和末字，這樣的現

象是可以理解的。曾金金（1999）曾提出這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從

訊息處理的角度來看，訊息越複雜，基於處理時間的考量，往往很難兼顧訊

息各個組成成分，因而降低了聽辨準確度。第二，雙音節詞中聲調的連音變

化容易使調值受到鄰近聲調的影響，若學習者尚未完全建立其中介語聲調的

聽辨體系，很容易會因調值的一點點物理差異而聽成不同的調類。 

聽辨能力方面，在「陰平聽辨」上，有四位學習者陰平掌握良好、有一

位學習者的末字陰平最差、有五位的學習者的首字陰平掌握最差；在「陽平

聽辨」上，有一位學習者的首字陽平最差、有一位學習者的首字陽平和末字

陽平一樣最差、有八位學習者的末字陽平掌握最差；在「上聲聽辨」上，有

三位學習者的末字上聲最差、有一位學習者的首字上聲和末字上聲一樣最

差、有仐位學習者的首字上聲最差；在「去聲聽辨」上，有三位學習者的去

聲掌握良好、有一位學習者的單音節去聲最差、有一位學習者的首字去聲和

末字去聲一樣最差、有五位學習者的首字去聲表現最差。由此可看出，雙音

節詞的聲調較不易掌握，且多以「首字聲調」聽辨較難，如「首字陰平」、

「首字上聲」、「首字去聲」；至於陽平，則以「末字陽平」較不易掌握。 

在發音能力方面，在「陰平發音」上，有四位學習者陰平掌握良好、有

一位學習者的末字陰平最差、有五位的學習者的「首字陰平」掌握最差；在

「陽平發音」上，有兩位學習者的陽平掌握良好、有一位學習者的末字陽平

最差、有一位學習者的首字陽平和末字陽平一樣最差、有仐位學習者的「首

字陽平」掌握最差；在「上聲發音」上，有兩位學習者的末字上聲最差、有

兩位學習者的首字上聲和末字上聲一樣最差、有仐位學習者的「首字上聲」

                                                   
30 筆者將學習者的陰陽上去在教學前後之聽辨與發音表現畫成圖，請參看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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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在「去聲發音」上，有四位學習者的去聲掌握良好、有四位學習者的

末字去聲最差、有兩位學習者的「首字去聲」表現最差。由此可看出，雙音

節詞的聲調較不易掌握，且多以「首字聲調」發音較難，如「首字陰平」、

「首字陽平」、「首字上聲」；至於上聲和去聲，則以「末字上聲」和「末

字去聲」較不易掌握。 

5-3 教學前後透過聲學語音軟體 Praat 之分析 

只有研究調查之數據以及透過數據所畫出的圖表並不足以清楚說明偏

誤的實際情形，因此筆者透過語音軟體 Praat 對漢語聲調語音現象以及學習

者之改善情形再進行聲學分析。 

5-3-1 「陰、陽、上、去」四聲調之分析 

筆者欲探討為何漢語中的四聲調會有彼此誤聽跟誤說的情況，因此透過

語音軟體 Praat 來探究其聲調波形圖。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陰、陽、上、去四

聲調透過 Praat 所分析出來的聲調波形圖。如圖五-29： 

 

圖 五-29  「陰陽上去」四聲調之聲調波形圖 

從圖五-29 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四聲調中，以陰平的音高最高；陽平

的調型雖然看起來像是上聲，但是卻不如真正的上聲來的低，且終點音高也

比起始音高來的高；上聲的低音最低，且起始音高和終點音高是差不多高

的；去聲的調型最清楚，且由高處往下降。雖然上聲降調部分和去聲降調部

分看起來很像，不過上聲降調的起點音高比去聲降調的起點音高低。從此圖

中，我們得知，透過語音軟體分析聲調時，除了要注意「調型」以外，「調

刀 dāo        球 qiú         等 děng           處 c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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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也是很重要的。 

在前面章節分析與討論中，我們發現幾乎皆以首字偏誤率為最高，末字

次之，單音節詞為最佳。雖然曾金金（1999）曾提出針對這個情形從訊息處

理和聲調連音變化來解釋，筆者也希望可以透過聲譜圖來看看是否有什麼特

殊現象。 

以「陰平」為例，分別為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  

 

圖 五-30  「陰平」為單音節詞、首字、末字之聲調波形圖 

我們可以利用語音軟體 praat，將陰平為單音節詞、首字、末字的音高

情形畫出，如圖五-30，再利用軟體量出發音時長，單音節詞陰平時長為

0.489、首字陰平為 0.372、末字陰平為 0.479。（單音節詞>末字>首字） 

以「陽平」為例，分別為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  

 

圖 五-31  「陽平」為單音節詞、首字、末字之聲調波形圖 

山 shān       生 shēng （氣）       （夏）   天 tiān  

竹 zhú          滑 huá  （鼠）       （小）   學 x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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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五-31，利用軟體量出發音時長，單音節詞陽平時長為 0.444、首字

陽平為 0.305、末字陽平為 0.425。（單音節詞>末字>首字） 

以「上聲」為例，分別為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  

 

圖 五-32  「上聲」為單音節詞、首字、末字之聲調波形圖 

圖五-32，利用軟體量出發音時長，單音節詞上聲時長為 0.415、首字上

聲為 0.232、末字上聲為 0.312。（單音節詞>末字>首字） 

以「去聲」為例，分別為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末字：  

 

圖 五-33  「去聲」為單音節詞、首字、末字之聲調波形圖 

圖五-33，利用軟體量出發音時長，單音節詞去聲時長為 0.248、首字上

聲為 0.191、末字去聲為 0.226。（單音節詞>末字>首字） 

從以上幾個圖中發現，我們的發音時長以單音節詞為最長，首字為最

短；而偏誤率中，又以單音節詞最低，首字最高。林茂燦（1988）曾提過「感

狠 hěn         老 lăo    （師）        (方）  法 fă  

句 jù           電 diàn  （腦）       （跑）     步 bù   



結果分析與討論 

 111 

知聲調，主要是依靠基頻和音長」，他也曾特別指出「時長主要影響上聲和

陽平的正確辨認率」。因此筆者推斷，發音時長對學習者的聽辨是有影響的。

由於首字詞的時長最短，因此在發音過程中，有些特質學習者不容易在短時

間仏抓到，因此聽辨偏誤率較低。 

5-3-2 學習者教學前後聲調之改善情形 

在這十位學習者當中，有幾個學習者在教學前的聲調組合有一定的模

式，不過在教學後很明顯地改善了，以學習者 A1、A8 為例。如圖五-34、

圖五-35、圖五-36、圖五-37：  

 

圖 五-34  A1 學習者教學前之聲調組合固定模式 

從圖五-34 看來，A1 在教學前的雙音節詞儘管其聲調組合為【13】【23】

【42】【12】【32】，A1 所說出來的，都是【42】這一固定模式。 

 

圖 五-35  A1 學習者教學後之聲調改善情形 

Fēn xiăng    qí dăo    pào chá     kāi mén   qǐ chuáng  

Fēn xiăng    qí  dăo  pào chá     kāi mén    qǐ chuá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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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從圖五-35 看來，我們可以發現，在教學後，A1 的聲調雖然仍有

偏誤，但是原有的固定模式也已經不復存在了，也就是說學習者已經進入習

得階段，聲調掌握已有所改善了。 

 

圖 五-36  A8 學習者教學前之聲調組合固定模式 

從圖五-36 看來，A8 在教學前的雙音節詞儘管其聲調組合為【11】【22】

【21】【12】【34】，A8 所說出來的，都是【22】這一固定模式。 

 

圖 五-37  A8 學習者教學後之聲調改善情形 

不過從圖五-37 看來，我們可以發現，在教學後，A8 的聲調雖然仍有

偏誤，但是原有的固定模式也已經不復存在了，且出現了雙音節詞該出現的

聲調組合，這足以說明 A8 已經進入習得階段，聲調掌握大有改善了。 

透過語音軟體 Praat 除了可以清楚地看出幾位學習者教學前之聲調組合

固定模式得以改善以外，我們還可以透過這些聲調波形圖來證實學習者的誤

說情形的確改善了。 

Māo mī     tú  rán    wéi  jīn    kāi  mén   lěng   qì  

Māo mī     tú rán     wéi   jīn     kāi mén   lěng   q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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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五-5、表五-6 看來，所有的誤說情形降低 10％以上的有：「首字

去聲」誤說成陰平的降低了 13％、「首字上聲」誤說成陽平的降低了 11％、

「末字去聲」誤說成陰平的降低了 11％、「末字上聲」誤說成陽平的降低

了 51％。接下來將以聲調波形圖來證實誤說情形的改善。 

「首字去聲」誤說成陰平的改善情形，如圖五-38： 

 

圖 五-38  A8「首字去聲」誤說成陰平的改善情形 

    圖五-38 是 A8 在聲調組合【42】教學前後的聲調波形圖比較，我們可

以看出，在教學前，去聲並不明顯，且呈現陰平的狀態；在教學後，其去聲

明顯地發音正確了。 

「首字上聲」誤說成陽平的改善情形，如圖五-39： 

 

圖 五-39  A3「首字上聲」誤說成陽平的改善情形 

    圖五-39 是 A3 在聲調組合【34】教學前後的聲調波形圖比較，我

炒 chăo     飯（前）          炒 chăo      飯（後） 

企 qì      圖（前）           企 qì        圖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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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看出，在教學前後的首字上聲的調型看起來是相似的，然而仔細一

看，則可以看出，教學後的上聲最低音高比教學前的最低音高更低。因此不

但人耳可以聽辨出這樣的偏誤，語音軟體得以更加證實誤說情形以及改善情

形。 

「末字去聲」誤說成陰平、「首字陰平」誤說成去聲的改善情形，如圖

五-40： 

 

圖 五-40  A9「末字去聲」誤說成陰平的改善情形 

圖五-40 是 A9 在聲調組合【14】教學前後的聲調波形圖比較，我們可

以看出，在教學前，首字陰平誤說成去聲，末字去聲誤說、後段持平聽起來

像陰平。在教學後，不但首字陰平改善了，且末字去聲也發音正確了。 

「末字上聲」誤說成陽平的改善情形，如圖五-41： 

 

圖 五-41  A5「末字上聲」誤說成陽平的改善情形 

圖五-41 是 A5 在聲調組合【13】教學前後的聲調波形圖比較，我們可

希      望 wàng （前）       希       望 wàng （後） 

分       享 xiăng （前）       分      享 xiăng（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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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在教學前，末字上聲的終點音高比起始音高還要高，且其最低音高

也比教學後的最低音高高，因此這跟分析的結果一致，教學前誤說成陽平，

教學後才是發音正確的末字上聲，從此圖可以看出末字上聲明顯地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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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華語教學上之應用 

本章將對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提出對漢語聲調教學、聲調補救教

學以及教材編寫之建議。 

6-1 美國漢語學習者聲調偏誤現象 

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我們知道過去已經有筆者對美國漢語學習者的

聲調進行過偏誤分析也排出了聲調之難易度。在余藹芹（1988）的調查中「上

聲」最難掌握，陽平次之，陰平跟去聲最容易掌握。沈曉楠（1989）認為「去

聲」最難，陰平、陽平、上聲都差不多。王韞佳（1995）調查結果是陽平和

上聲比陰平和去聲難於掌握。李東輝（1997）的研究結果是去聲最難，陰平

次之，上聲再次之，陽平最容易。馮麗萍（1997）的研究中發現「陽平」的

偏誤率最高，遠遠高過陰平、上聲、去聲。 

筆者也詴著將聲調難易度排序，然而研究發現，聲調的難易度不宜將四

聲拆開進行排序，因為聲調系統及聲調所出現的語音環境會影響學習者掌握

個別聲調的能力。而且同一聲調的聽辨和發音的掌握情況也不同。 

若將四聲調分開來比較，則又得分成該聲調在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

字、單音節詞末字的難易度排序，且教學前後、聽辨與發音能力的排序也沒

有一定的規律，若硬要排序的話，就得將四個聲調分成兩組，分別是陽平和

上聲、陰平和去聲。因為在研究中發現，教學前後、聽辨能力還是發音能力，

皆以「陽平和上聲」為偏誤率最高，「陰平和去聲」偏誤率較低。 

上面的分析結果與余藹芹和王韞佳的研究結果較一致，和馮麗萍的結果

相似，而與沈曉楠和李東輝的研究結果有很大的差異，筆者懷疑這可能是跟

分析的語料有關。沈曉楠和李東輝研究的語料是以短文為主，因此學習者的

聲調已經受到語調的影響了，因此才會有這麼大的差異。然而，這樣的語料

所反映出來的是語調而非聲調31。在研究調查聲調偏誤的情況下，應該將詞

彙從篇章中獨立出來，這樣的調查結果比較單純，比較不受語流的影響。 

沈曉楠認為最難掌握的陰平跟去聲是「母語負遷移」的結果，但是在筆

者想法與沈相反，陰平跟去聲反而是美國學習者最容易掌握的兩個聲調。原

                                                   
31 「聲調」乃是能區別獨立音節意義的音高；「語調」乃是在語流中經調節過的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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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陰平乃為高平調〔55〕，清楚地告訴學生掌握的方式，如歌唱中的第五

音階 so，這樣的教學，學習者就很容易掌握，只要在多強調音高持平，學

生多加練習就沒有太大的問題了；而去聲之所以容易掌握，是受到「母語正

遷移」的影響，學習者覺得去聲跟英語中的單音節詞的發音音調相似，

如:May、nine 等。 

在「誤聽」方面，最常見的情形就是陽平誤聽成上聲，上聲也誤聽成陽

平：但是在「誤說」方面，上聲被誤說成陽平的百分比特別高，反而陽平被

誤說呈上聲的情形並不太多。上聲跟陽平易混淆主要是因為兩者都包含有升

調的曲線，調型相似。再加上，上聲出現在另一個上聲之前又讀為陽平，也

就是說，在某種情況下，上聲是可以變成陽平的。如果這規律沒有掌握好，

就很容易混淆。再說，以音理來說，陽平只是單純的升調，比起上聲的低降

中升調簡單，也比較容易掌握（余藹芹，1988）。 

若將各聲調在單音節詞、雙音節詞首字、單音節詞末字的偏誤加總的

話，「聽辨能力」（誤聽）方面，以「陽平」為最差，此結果與教學前訪談

中學習者認為「陽平」是最難的結果是一致的，也與馮麗萍（1997）的研究

結果一致：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聽辨方面，「陽平」的偏誤率最高。「發

音能力」（誤說）方面，則以「上聲」的偏誤率大大高過其他三個聲調。 

6-2 補救教學成效 

在筆者的教學經驗中，常常聽到教師們抱怨學習者的聲調其差無比，甚

至覺得怎麼糾正他們的聲調還是無法改變什麼，只是浪費時間而已，然而筆

者並不這麼認為。根據「行為學派」的說法，有刺激就有反應，時時給予學

習者聲調的糾錯提醒，才能促使學習者的聲調再次學習；根據「認知學派」

的說法，有了學習動機才易於引發學習，因此教師們也得引發學習者對聲調

的學習動機或是自我糾錯動機，才得以讓學習者再次正視聲調的重要性。 

Wang et al. (1999) 的研究結果也證實聲調是可以透過訓練而有所改善

的且可以延續的其效果。（the perception of Mandarin tones by American 

learners can be improved with training. The contracts can be generalized to 

novel words and talkers, and maintained in long-term memory.） 

從本研究的補救教學前後的語料分析結果中，我們看到了學習者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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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不但聲調的偏誤率降低了，連誤說和誤聽的情形也都減少了，不僅如此，

我們也從訪談32中得知學習者對此次聲調補救教學的肯定。在本研究中的漢

語課程只是美國大學生的語言學分或是輔修，因此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不如二

語環境中的學習者高，然而他們的進步仍然很顯著，因此如果補救教學是在

一群學習動機很強的學習者上實行，聲調改善情形肯定會更佳。因此筆者認

為聲調補救教學是可行的，且可以在一般上課進度中進行，而不需要獨立出

來進行，既方便又可以提高學習者的聲調掌握度。 

本研究中的補救教學計畫，除了瞭解美國學習者漢語聲調之偏誤情形、

探討學習者自我認知與聲調習得的關係以外，還有三個目標： 

1. 證明僵化現象是可以透過補救教學而有所改善的。 

2. 證明並提倡「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有助於聲調的教學。 

3. 提出漢語聲調教學和教材的建議。(於 6-3、6-4 討論) 

6-2-1  改善僵化現象 

「僵化現象」乃是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過程中，將偏誤的情形養成習

慣且不容易改變的現象而偏誤的原因有很多種，難道都無法改善嗎？。魯健

驥（1984：55）認為過渡泛化的偏誤，可以通過訓練和講解的辦法解決。

Nemser（1971）也認為有效的教學意味著盡可能地避免和推延永久性的中

介語系統。Wang et al. (1999) 的研究結果也證實聲調是可以透過訓練而有所

改善且可以延續其效果。在筆者看來，聲調的偏誤是可以經由補救教學得以

改善的，只是學習者僵化時間越長，改善的時間可能也需要更長。 

本研究中，補救教學前後的偏誤分析結果，我們發現學習者的偏誤不但

下降了，連偏誤的情形也不再一樣了，甚至出現了變化，比方說在單音節詞

的聽辨能力上，教學前是以陽平的偏誤率較高，然而教學後陽平的偏誤率大

大地下降了，雖然仍有偏誤現象，但是現象卻也改變了，現象不再僵化，因

此只要補救教學時間拉長，「僵化現象」一定會有更好的改善的。 

 

                                                   
32 請參考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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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 

在認知學派中，Bruner（1966）認為發揮學習者的最大潛能，所必頇考

慮的四個原則中的「結構原則」提到教材的結構應與學習者的認知結構及能

力相配合。教師應該依照學習者的狀況為學習者編制適合他們的教材。

Ausubel 認為教學應該是講解式的教學法，將各種訊息加以邏輯組織後，再

以最後的形式呈現給學習者，學習者再將新知識與舊有的知識相連結。

Rosenshine（1983）的直接教學模式中同時也提到新舊知識的連結。 

為了讓學習者可以在正常的課室中且不影響正常上課進度的情況下改

善聲調問題，筆者在教材上幫學習者將舊有知識「聲調」與新知識「生詞」

相連結，而製成「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讓學習者用來學習新詞，複

習聲調。在記憶策略中的「複述」是使用最多最廣的一種基本的記憶方法。

由於語音訊息並不能持續長久，而且極易受到干擾而遺忘，透過口語的複

述，會再次以聲音、肌覺和震動的方式進入短期記憶中。複述也可使存在短

期記憶中的項目有機會進入長期記憶，當然需要「精緻性」的複述，此生詞

表乃是教師為學習者整理出來後並講解過的，因此在複述的同時不單單只是

無意義的複述，同時也進行了形、音、義三方的連結，也可以算是精緻性的

複述，因此此表對學習者聲調練習的幫助是不可抹滅的。 

6-3 漢語聲調補救教學建議 

6-3-1  聲調教學建議 

在所有的語言裡或多或少都得利用音高來辨識意思，母語沒有聲調的學

習者學習聲調語言時，最大的困難就是對聲調的掌握。聲調的困難可以說是

縱橫兩面的:衡的一面是不習慣每個音節或每個詞都要辨別聲調、縱的一面

是不習慣辨別多種不同的聲調，聲調種類越多就越難學（余藹芹，1988）。

因此聲調在漢語教學中是極其重要且不容忽視的，在漢語教學之初，若能讓

學習者掌握好漢語四聲調，將來只要加強鞏固他們的聲調即可，無頇進行補

救教學以求改善偏誤僵化現象。劉珣（2000）認為，造成第二語言學習者偏

誤的主要原因有很多。比方說，學習者不熟悉目的語規則的情形下，只能依

賴母語知識，因此同一母語背景的學習者往往出現相類似的偏誤，對初學者

來說，這是偏誤產生的主因。到了中級或是高級程度，目的語的知識過度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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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造成的偏誤就逐漸增多了，這是學習者仏化規則過程所產生的偏誤。因此

在教學之初，一定要避免學習者的母語負遷移。根據 Ausubel 認為唯有學習

者自行發現知識意義的學習才是真正的學習，讓學習者明確地知道漢語與其

母語之間的差異及介紹漢語聲調的特色。以下是比較具體的幾項建議： 

第一，強調漢語聲調的重要性： 

在認知學派中，Bruner（1966）認為發揮學習者的最大潛能，所必頇考

慮的四個原則中的「動機原則」，就是要讓學習者產生學習的意願。在筆者

教學過程中，有些學習者認為聲調並不重要，想當然爾，他們的聲調肯定掌

握得不好，而在劉江娜（2006）的研究調查也指出，多數學習者認為聲調錯

了會對交際產生影響，但是也不至於使交際一點都不能進行下去。他們認為

在和中國人的交流過程中，對方幾乎都可以明白他們所說的話，因此他們就

覺得「聲調」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重要。事實上，的確有很多學習者只追求速

度和所表達的信息量，而忽略了自己的洋腔洋調，甚至有些學生認為只要中

國人能夠瞭解他們的意思就夠了，沒必要字正腔圓。因此身為漢語教師，應

該在學生初學漢語時，就要灌輸學生「聲調」在漢語學習中是很重要的這樣

的觀念，並強調聲調的區別意義作用。並讓他們知道，如果聲調說得不對，

無論漢語說的再好，始終是一個洋腔洋調的外國人。最好可以養成學習者對

認知的自我監測（cognitive monitoring）。 

第二，讓學習者對漢語聲調有個全盤正確的認識： 

Selinker（1972）及魯健驥（1984）在 Selinker 的基礎上提出的幾個產

生漢語語音中介現象的因素中，其中的過度概括 overgeneralization) 、教學

結果遷移(transfer due to the effects of teaching)、所學的有限的目的語知識的

干擾、教師或教材對目的語語言現象的不恰當或不充分的講解和訓練，造成

這四個因素的主因就是學習者對漢語聲調沒有全盤正確認識。 

由於教師或教材對目的語語言現象的不恰當或不充分的講解和訓練所

造成的偏誤，以「上聲」的偏誤最為顯著。許多教師在教上聲時，會過渡強

調原調值，也就是全上（先降後升）。然而，學習者卻不清楚在實際語言使

用中念全上的機會很少，多半念半上，因此造成許多學習者有上聲的問題。

王力（1979）、余藹芹（1988）、朱川（1997）、孫德金（2006）也都主張

先教學習者變調後的半上，不要急著教全上，以免學習者混淆。雖然教全上



華語教學上之應用 

 121 

時，讓三聲頗具特色，也讓學習者易於聽辨，但這僅止於在單音節詞中，在

本研究中的聽辨能力上，單音節詞中的上聲偏誤率幾乎是最低的，但是在雙

音節詞中的上聲偏誤率卻是最高的，這可能跟學習者所習慣的全上有關。王

韞佳（1995）認為教單字調練習時往往將音節時長拉得很長，這樣上聲的升

尾部分容易升得較高，學生也就較容易注意到升調部分，而忽視了降調的部

份了，因此上聲容易被誤聽或誤說成陽平。因此教師應該在熟悉漢語聲調之

外，還要瞭解學習者可能發生的錯誤，而進行恰當且充分的講解和訓練，以

免造成學習者的偏誤。 

第三，進行針對性的訓練： 

在教完聲調後，接下來的練習就很重要了，教師教導學習者最終目標就

是讓學習者達到「注意與認知技能的自動化」。在學習者已經熟悉聲調的基

本概念後，為了確保學習者每次都能正確無誤的掌握，聲調的操練必頇實地

練習，練習時教師示範，學習者演練（複述），直到熟練為止。一旦熟練後，

就會達到自動化處理（automatic processing）的地步。而這針對性的訓練就

是朱川（1997）所強調的雙音節連調練習，可以將雙音節詞聲調組合圖33秀

給學習者看，然後進行練習。 

最後，在課堂中持續進行聲調複習： 

在完成初學漢語的聲調教學並進入正式課程後，許多教師就停止所謂的

連調練習，僅止於該課生詞的聲調練習，但是這樣的方式不容易讓學習者持

續將聲調的模式儲存於長期記憶中，因此筆者建議教師們將生詞整理成有系

統的「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讓學習者在學習新的生詞的同時，也能

持續進行連調練習，這有助於讓連調模式儲存於學習者的長期記憶中，以達

學習最終目標「注意與認知技能的自動化」。鄭秓豫（1990）研究發現，在

聲調的聽辨感知中，從自然語音（spontaneous forms）中所擷取出來的詞，

失去了上下文，比從朗讀語料（citation forms）中所擷取出來的詞還要難以

聽辨其聲調，因此朗讀語料（citation forms）的部分可以算是基礎，就更不

可忽視了。 

除了實體的聲調教學以外，筆者認為，現在已經是數位時代了，學習者

                                                   
33 請參看圖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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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利用數位學習網站自我練習也是不容忽視的。邵寶誼（2005）曾經提到

數位學習的優點有以下幾點：使用電腦學習聲調最大優點是不受時間和空間

的限制，學習者在實體課堂後，可以自己利用網路的資源自學或練習、學習

者也可以避免課堂中教師當面糾錯的尷尬，進而降低挫折感，而且利用網路

學習，所得到的回饋是立即的且具隱私性的，答對答錯只有學習者自己知

道、利用人和電腦互動模式，可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曾金金（2007）

對線上聲調自我檢測系統的建置及效果評估，整體評價是受詴者認為可以透

過線上聲調測詴的系統輕易地看到自己的聲調錯誤與正確答案，這對他們的

聲調學習是有助益的。 

因此筆者也提倡學習者可以利用數位軟體來自我線上檢測，筆者欲推薦

學習者使用一個數位學習軟體34，這個軟體是以「praat」35為基礎經過包裝

所建製的一個中文發音學習軟體，學習者可以利用這個軟體自我練習聲調並

自我糾錯。在使用此軟體時，學習者可以自己先輸入即將練習的詞，電腦螢

幕便會畫出正確的聲調波形圖（pitch），然後學習者再錄製自己該詞念法，

螢幕便會出現學習者念出來的聲調波形圖（pitch），兩圖會重疊在一起，這

樣一來，不但可以讓學習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聲調是有誤的，且知道錯在哪

裡，利用這樣的一個軟體，學習者可以在家自我練習並調整對聲調的掌握。 

6-3-2  聲調補救教學建議 

聲調補救教學與聲調教學最大的不同，在於補救教學的對象已對聲調有

了基本的認識，因此在介紹方面比較容易，然而比較困難的在於改掉學習者

的習慣，也就是早已僵化的現象，因此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改善學習者的

僵化現象。又加上學習者也有原先的上課進度，因此補救教學最好在以不影

響學習者上課進度為原則，依照原先課程大綱的進度，介入短期補救教學計

畫。 

在補救教學計畫中，筆者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善加利用「依聲調組合排

列的生詞表」，建議教師依照上課使用的教材仏容為學習者編製這個聲調

                                                   
34 http://speakgoodchinese.org/download.html （SpeakGoodChinese） 

35 Praat 是一套可以分析語音的軟體，是由阿姆斯特丹大學語音科學學院 Paul Boersma and 

David Weenink(Institute of Phonetic Sciences)所製作的。此軟體可做講話分析、語音合成、

聽的實驗標記等，對分析聲調、發音正確性等狀況都很有助益。 

http://speakgoodchinese.org/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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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讓學習者在舊有聲調知識中學習新生詞並在進行新生詞教學的同時，適

時再次強化各聲調的特性與掌握方式，不僅如此，也建議教師給學習者「錄

音」的功課，以提高學習者的自我聲調認知。 

6-4 漢語聲調教材編寫之建議 

坊間的漢語教材，關於聲調的部分，或是放在初級程度的教材裡，或是

獨立出來，在中級程度以上的教材就很少出現聲調重要性的提醒了，因此學

習者隨著口語能力的提升而漸漸遺忘聲調的重要性，或是聲調漸漸僵化。教

師也隨著學習者程度的提高而漸漸不再提醒學習者並給予糾音。然而學習者

洋腔洋調的問題始終存在並未得到實際上的解決。根據認知學派，教材的結

構是很重要的，教材同時也影響教師的上課與學習者的學習。因此筆者建

議，無論在初級、中級或是高級程度的教材中，都可以在每一課製作一張「依

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以便於教師教學和學習者練習。聲調的操練必頇

實地練習，練習時教師示範，學習者演練（複述），直到熟練為止，一旦熟

練後，就會達到自動化處理（automatic processing）的地步，也就達到了我

們教學的目的了。 

除了書面的教材以外，如果可以搭配數位教材，那成果可能會更好。曾

金金（2006）的研究計畫中所提出的數位教學平台，如果仏容可以搭配實體

課程的教材來編制，讓學習者可以在課後時間利用線上檢索練習、自我檢

測，以及即時的回饋，這對學習者的學習一定也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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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章主要是總結本文的研究發現及建議、研究限制，以及對後續研究的

建議。 

7-1 研究結果及教學應用 

本研究的偏誤分析與教學結果得到以下幾個發現與建議： 

一、瞭解了美國學習者漢語聲調之偏誤情形。 

二、透過聲調補救教學，得以改善學習者聲調僵化的現象。 

三、證實教師對學習者提出聲調糾音的要求有其必要性。 

四、教材可在每一課加上一以聲調組合排序的生詞表。 

五、學習者認讀發音能力比聽辨感知能力強。 

仐、聲調的難易度不宜將四聲拆開進行排序，因為聲調系統及聲調所出

現的語音環境會影響學習者掌握個別聲調的能力。而且同一聲調的聽辨和發

音的掌握情況也不同。 

7-2 研究限制 

本研究設計之初是希望有較多的受詴者可以參與此次研究，讓研究分析

結果更加客觀，然而礙於正常課程進度以及其他班級教師的顧慮，因此受詴

者就只有筆者班上的學生。再加上時間的關係，導致補救教學計畫只維持一

個月，雖然學習者已有顯著的進步，但要是能將補救教學時間拉長，也許會

有更好的結果。再者，在學習者的發音語料上，因為語料繁多，因此沒有找

多位母語者共同聽辨，要是有經費的話，也許可以找多位母語者一起聽辨，

學習者的發音偏誤分析會更客觀。本研究的偏誤分析語料只在於單音節詞和

雙音節詞，如果能同時蒐集短文語料，並進行偏誤分析，也許可以確認沈曉

楠(1989)與李東輝(1997)的研究結果之所以和王韞佳（1995）、本研究的研

究結果相去甚遠的主要原因是否與研究語料的關係。此外，本研究由於是在

正式課程中進行，得力求教學一致，因此沒有所謂的對照組來加以證實補救

教學成效，只能以教學前後的結果加以相互比較，如果有一對照組，也許能

更加證實補救教學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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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後續研究 

建議對此研究議題有興趣的研究者，在進行聲調的偏誤分析後及提出教

學建議以外，也能同時進行一段教學，再比較教學前後的分析結果。研究對

象上，可提高受詴者人數以及協助聽辨的母語者人數；研究時間上，可拉長

補救教學時間，並且以週為單位，進行語料蒐集，以觀察學習者每週的習得

情況；研究對照上，如果情況从許的話，最好可以加入一對照組相互比較，

以證實成效。最後建議研究者在語料偏誤分析上，除了進行單音節詞和雙音

節詞的分析以外，能再進一步蒐集短文語料以進行分析。歡迎有興趣的研究

者持續將「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應用於聲調教學或補救教學中，共同

為「依聲調組合排列的生詞表」的效用提出證明，並將之推廣到教材的編排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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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聽辨能力測驗 （預先錄製，再統一播放請學生記錄其所感知的聲調） 

 

單音節詞：共四聲，每個聲調有兩個字。 

1. 山 2. 狠 3. 句 4. 竹 

5. 跑 6. 氣 7. 牛 8. 奔 

 

雙音節詞：每一個組合都有兩個詞（每個詞念兩遍） 

1. 沙發 2. 葡萄 3. 樓梯 4. 生氣 

5. 打針 6. 貼紙 7. 滑鼠 8. 綠茶 

9. 公園 10. 貝殼 11. 學校 12. 小學 

13. 漂亮 14. 朋友 15. 夏天 16.電腦 

17. 學生 18. 方法 19. 刀叉 20. 海豚 

21. 膠帶 22. 科學 23. 月曆 24. 敬禮 

25. 老師 26. 電車 27. 跑步 28. 美夢 

29. 回憶 30. 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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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發音能力測驗 

 

單音節詞：共四聲，一個聲調有兩個字。 

1. 刀 dāo  2. 等 děng  3. 吐 tù  4. 僕 pú  

5. 小 xiăo  6. 處 chù  7. 球 qiú  8. 生 shēng  

 

雙音節詞：  

1. 貓咪 māo mī  2. 突然 tú rán  3. 圍巾 wéi jīn  4. 希望 xī wàng  

5. 馬靴 mă xuē  6. 分享 fēn xiăng  7. 祈禱 qí dăo  8. 泡茶 pào chá  

9. 開門 kāi mén  10. 企圖 qì tú  11. 遲到 chí dào  12. 起床 qǐ chuáng  

13. 電視 diàn shì  14. 騎馬 qí mă  15. 汽車 qì chē  16. 汽水 qì shuǐ  

17. 時間 shí jiān  18. 開始 kāi shǐ  19. 咖啡 kā fēi  20. 恐龍 kǒng lóng  

21. 鈔票 chāo piào  22. 犀牛 xī niú  23. 力量 lì liàng 24. 蠟筆 là bǐ 

25. 手機 shǒu jī 26. 蛋糕 dàn gāo 27. 冷氣 lěng qì 28. 炒飯 chăo fàn   

29. 童話 tóng huà 30. 同學 tóng x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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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十九課  中國的”槍手”問題 （上） 

重要生詞表： 

聲調  

ㄧ【1】 稱、專＋V、當 

ˊ【2】 急 

ˇ【3】 No＋起 

ˋ【4】 替＋sb+V、案 

ㄧㄧ【11】 心虛、發生 

ㄧˊ【12】 拖（sb 的）福、專門、他人、高額、開除 

ㄧˇ【13】 槍手 

ㄧˋ【14】 發佈、通告 

ˊㄧ【21】 研究（生）（樓）、其他、違規 

ˊˊ【22】 達成、酬勞、無疑、毫無（疑問）、（毫不）留情 

ˊˇ【23】  

ˊˋ【24】 誠聘、聯繫、角色、存在、嚴厲 

ˇㄧ【31】 舉出 

ˇˊ【32】  

ˇˇ【33】 處理 

ˇˋ【34】 啟事、否認、表示 

ˋㄧ【41】  

ˋˊ【42】 價格、注明、著名、化學 

ˋˇ【43】 代考（者）、上網 

ˋˋ【44】 面議、大概、性質、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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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十九課  中國的”槍手”問題 （下） 

重要生詞表： 

聲調  

ㄧ【1】  

ˊ【2】  

ˇ【3】 管、假、 

ˋ【4】  

ㄧㄧ【11】 張貼、充當、悲哀 

ㄧˊ【12】  

ㄧˇ【13】 驅使 

ㄧˋ【14】 精力、身分（證）、工具、缺陷、知識 

ˊㄧ【21】 逐一＋V、 

ˊˊ【22】 識別、 

ˊˇ【23】 防止、難以＋V、查找、即使、足以、 

ˊˋ【24】 其次、人數、查看、（心甘）情願 

ˇㄧ【31】 首先、 

ˇˊ【32】 處罰 

ˇˇ【33】 考場、以假（亂真）、 

ˇˋ【34】 比較、廣告、擋（得）住 

ˋㄧ【41】 眾多、再說、 

ˋˊ【42】 範圍、進行、 

ˋˇ【43】 是否、 

ˋˋ【44】 校內、證件、四處、氾濫、教育、事後、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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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STUDENT INFORMATION SHEET

36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MU I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MU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        ((________))  ________  --  ____________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ell Phone #: (____) ____ - ______ 

Month/year you expect to graduate: __________  //  __________   Majo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ino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igh School(s), prep school(s) attended (give city and 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tended (give dat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you SMU academic advis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number: ((________))  ________  --  ____________ 

Have you taken a foreign language test such as the SAT II, the Advanced Placement Test, or 

the SMU Placement Test?     Yes   No     If yes, please respond below: 

Languag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r type of te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st resul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re you a native speaker of any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Yes   No     If yes, 

whic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o you speak any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from experience such as the home environment 

or residence abroad?     Yes   No     If yes, whic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w acquir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d you study a foreign language in high school?     Yes   No     If yes, which 

ones(s), for how many years, and how long ag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 此表來自於美國德州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的外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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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you taken other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at SMU or at other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Yes   No    

If yes, please specify as indicated below. Information concerning your grades will be kept in 

strict confidence. We ask that you supply this information so that we are able to identify 

students who may need special attention. (If necessary, continue this section on the back of the 

form.) 

 

Course title & level    Semester hours    Grad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check the descriptive phrase that applies best to the type of instruction you received: 

Grammar and reading    SSpeaking and listening    Combination of both 

How does the language class you are currently enrolled in fit into your over-all program? 

Elective   RRequired for major/minor 

Other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in which you are currently enroll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have complied with the SMU Honor Code in supplying this information.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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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教學後的訪談摘要： 

「今年我的聲調越來越好了，我每天練習，聽錄音或是聽老師說然後 repeat。生詞表

有幫助，對於聲調跟詞的對照有幫助。二聲比較難。聲調的測驗，如果老師給我們的聲

調測驗的結果的話，會更有幫助。聲調測驗對耳朵認知有幫助，比聽再學還要容易。我

們得讓耳朵練習對聲調的感知。老師的聲調手勢對學生學習聲調有很大的幫助。下載了，

但是還沒聽，Praat 我會試試看。」（A1） 

「這個學期我覺得我的聲調越來越好，因為老師要我們錄音，我覺得這個功課對我

們真有用。聽錄音還有聽班上的中國學生念課文也有幫助。Praat 應該有用，我想試試看，

要是我知道怎麽用。看中文的影片對聲調有幫助，還有看中國的電影。這個生詞表對我

的聲調很重要，因為看調號然後念出來有幫助。」（丹） 

「老師給的生詞表真的很重要。每個星期看老師準備的詞表，然後練習，因為我時

時練習我的聲調，我的中國朋友很忙碌，所以這學期不常一塊練習，有時候告訴我我說

錯了，可是他們覺得你是美國人，所以你的聲調已經夠好了，可是我不同意他的說法。

一年級二年級的老師沒有真的很努力的強調聲調的重要性，如果我說話說得很快，別人

不會發現我的聲調說錯了。現在我知道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所以我今年的中文課，我

覺得我真得得練習我的聲調，因為我真得是要有能力說中文。」（貝） 

「聽錄音、課文所以我對聲調的認知提高了。這個學期你常提醒我們的聲調。依聲

調排序生詞表也對他們有幫助。老師的手勢也有很大的幫助。Visual impression 看課文很

有用，有問題就看依聲調排序生詞表上的發音聲調。Handout 有課文很有用，因為我們可

以寫很多筆記。負因對聲調練習只有一點幫助。有時候會把聲調寫在課文上，但不是全

部。有時候抄寫新生詞時會把聲調寫上去。」（美） 

「依聲調排序生詞表有幫助，可是我覺得最好是個別談話，因為老師會糾正我們聲

調，所以你知道我說錯了。老師應該常常告訴學生的聲調錯誤。」（康） 

「我覺得我的中文聲調比較好，因為我常常得錄音，還有念書的時候我也把句子念

出來。老師得常常提醒學生聲調很重要。所以老師對聲調的強調對學生很重要。（第一

個張老師覺得很重要，第二的張老師覺得不太重要。）將聲調寫在上面提醒自己的該字

的聲調也是很重要的。美國學習者習慣將拼音寫下但是並沒有標聲調，這也是聲調有問

題的主要原因之一。」（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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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對我們聲調很有幫助。我覺得 praat 對我們的聲調練習很有幫助，因為可以看

到 pitch 圖，所以很有幫助。上課的手勢也有幫助我們學習，上課練習聲調對學生有幫助。

我練習得不夠，我覺得我應該多練習。一年級的時候，我覺得我們不必用聲調。我覺得

張老師沒特別強調聲調很重要。二年級的時候，聲調更重要，可是我覺得今年聲調是最

重要的。我覺得老師應該常常提醒學生聲調很重要。我覺得聲調比字還有句子重要。因

為字跟句子可以寫出來，但是聲調不好不能跟別人說話。我覺得要是我們的功課少一點，

我們得做很多錄音，我會花更多時間練習聲調。」（杰） 

「我覺得很重要，但是這學期沒為了聲調作什麼事情。我們有多聽寫功課和考試所

以我有時間練習。」（柯） 

「我的聲調比今年初進步多了，我常練習第二聲跟四聲，我現在比較會注意聽聲調。

我需要電腦，所以才可以錄音分析，我將在這個暑假用 praat 練習聲調。錄音對我的聲調

有幫助，因為我會把聲調標出來，然後事先練習。 

老師的聲調手勢也是有幫助的。二聲最難，我總是說錯，尤其是跟二聲在一起（23

或 32），或是跟四聲在一起，最難的。很容易搞混。第二難的是四聲。兩個四聲對他很

難，因為沒辦法維持兩個都是四聲，一樣低。聲調會影響溝通，所以聲調很重要。我知

道聲調很重要，但是過去都沒有很努力，因為當時沒想到未來會去中國，現在決定要去

中國了，所以要好好練習聲調。因為要確定我說的是對的。」（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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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A1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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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七-1 A1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A2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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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七-2 A2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A3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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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七-3 A3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A4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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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七-4 A4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A5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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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七-5 A5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A6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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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七-6 A6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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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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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七-7 A7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A8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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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七-8 A8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A9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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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七-9 A9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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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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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錄七-10  A10 的陰陽上去聽辨與發音能力之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