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文以中介語理論出發做為學習者的習得假設基礎，因此筆者在文獻

探討上分別就「中介語」做為本論文討論第二語言語音習得基礎的文獻回

顧與探討。此外，由於本文也將進行聽辨感知以及發音關係的討論，故我

們也針對過去做過相關的感知及發音實驗進行回顧。除上述理論探討外，

筆者也將對前人學者對於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聲調研究，及針對日籍學習

者在漢語語音的習得表現作回顧，以下分別就此三部分進行討論。 

第一節 中介語 

    在中介語的文獻回顧中，我們分成兩個部分討論。第一個部分，以中

介語的理論出發，討論第二語言學習者所特有之介於母語語音與目的語語

音之「中介語音現象」，第二個部分則是回顧探討過去關於聽辨感知與實

際發音的研究。 

一、 中介語音現象 

Selinker(1972)提出「中介語」(Interlanguage)的理論，指出第二語言學

習者在習得第二語言的過程中，會產生一種不同於第一語言也不同於第二

語言的系統，且此系統會隨學習歷程而不斷發生變化。王建勤(1997)在探

討外國人的漢語語音偏誤中即採用中介語理論做分析，並指出中介語音的

來源可能受到「母語負遷移」、「目的語知識過度泛化」以及「教學訓練不

足」等因素之影響。 

關於母語負遷移的問題，我們不禁好奇，對於母語為非聲調語音系統

的日籍學生而言，在習得漢語聲調的過程中，他們所受到的負遷移會是什

麼樣的負遷移？桂明超(2000) 從美國學習者的聲調偏誤中歸結出美籍學

習者特有的聲調調型，進而與美國英語的語調調型做對比，指出美國英語

語調會對美國學生在漢語的聲調學習上帶來一定的干擾。朱川(1997)也舉

出受到母語影響的聲調偏誤，如韓籍學習者會因為韓語具有一閉塞音收尾

的音節，因而經常把漢語音節發成短促的語音；而日語中詞彙的高低語調

也讓日籍學習者在處理漢語雙音節詞時產生了聲調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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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象既是針對零起點日籍學習者，我們認為有必要先對於日語1語

音系統做一說明。日語的系統是語調系統而非聲調系統，而日語語調中的

特色即為重音(アクセント)，重音可分為高低重音與強弱重音，天沼(1978)

指出日語不同於英語的強弱重音，日語系統中的重音是以高低語調為主，

雖然高低語調也是與漢語相同展現在頻率高低上，但是日語中的高低語調

是出現在詞彙上，而非單音節上，如日語中的「雨」，讀音為「アメ」，音

高為一前高後低的詞，這樣的高低語調是應用在雙音節、三音節，甚至是

四音節詞上，但相對於漢語的每個單音節都有聲調展現音高變化，即產生

差異，日籍學習者不易掌握亦較容易出現偏誤。 

除母語帶來的影響外，目的語本身對外籍學習者學習聲調的影響也是

我們所關心的，但關於漢語語音的特性對聲調處理產生影響的文獻相對來

說則較少，多數的文獻都是討論漢語中連音現象造成調值改變的變調情

形。吳宗濟(2000)即指出漢語聲調中的連音變調情形是相當複雜的，我們

也可從中看出母語者在聲調處理的過程中並不單純。 

朱川(1997)將產生在語音上的中介語系統語音稱之為「中介音」，同樣

指出中介音的來源主要為受母語負遷移影響，另一來源則是在教學過程中

產生的。過去朱曾設計出測試漢語學習者中介音的百字表，並以兩名漢語

程度不同的日籍學習者做測試，結果發現字表可以測出受試者的語音水

平，當然此百字表所欲測試者為外籍學生之漢語中介音的難點分布，其中

包括了聲母、韻母及聲調等三部分，但我們發現透過百字表所得到的聲調

偏誤中，朱僅用「工國也要」四字來施測，實為不足，為彌補百字表測試

聲調的不足性，朱並提議設計二次字表，比方以各類連調組合來分析聲

調。朱的研究當然在外籍學生學習漢語語音的偏誤類型上提供了很有意義

的區分，但筆者仍以為就單音節聲調來說，恐怕這些測試尚未能完全顯示

出受試者的中介聲調現象，或者說得更仔細一些，這無法讓我們看出學習

者的單音節聲調偏誤，是否為一中介語音系統，我們看到了聲調偏誤，但

何以產生偏誤？聲調偏誤與聲韻母的關係為何？又，此偏誤是否能隨著學

習者學習時間拉長而逐漸改正進而習得正確聲調？我們皆未能從該研究

中找到答案。 

                                                 
1 本文討論之日語是以日本標準語為本，並不考慮日語系統中其它地區方言所造成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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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ray and Bohn(2007)在回顧關於第二語言語音習得的發展史及研究

現況時，指出二十年來影響最甚的兩種語音習得模式，分別是 Flege(1995)

所提出的語音習得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以下稱 SLM)及 Best(1995)

提出的感知同化模式(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以下稱 PAM)。這兩個

關於第二語言語音習得方面的模式替此領域開啟更多新的研究，諸如驗證

過往的語音習得理論假說、討論語音相似性或是訓練受試者對非母語語音

的聽辨感知及發音能力。 

    Best and Tyler(2007)對於上述兩種語音習得模式做了簡單地整理，該

文指出 SLM 主要是針對已學習第二語言一段時間或是對第二語言已有經

驗的學習者為研究對象；而 PAM 主要則是針對對於第二語言無經驗的非

母語者。Flege 的語音習得模式提出的關鍵性假設在於當第一語言與第二

語言兩者不相近時，則學習者將可以自行建置一個屬於第二語言的語音分

類(category form)，而當兩種語言的語音相近時，分類不易產生，則第一語

言與第二語言會彼此同化，形成一種融合、同化的形式(merged L1-L2)。

Best 所提的感知同化模式的假設中心則認為，當聽者可以聽辨感知出某個

與其母語語音相似或是不一致的語音時，發出該音的正確性就會提高。 

但即使在語音習得的領域中出現了像這樣引起熱烈後續研究的模

式，這些模式所著重的研究目標卻集中在音段(segmental)的討論上，而關

於語調或是聲調這樣超音段的中介語音習得討論中，相較之下無論研究或

是文獻都顯得較少。 

上述文獻中，我們都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在前人學者的研究，已經有

許多文獻討論到第二語言之語音習得時，母語負遷移所帶來的影響。但對

外籍學習者來說，除了母語的影響外，他們是否會因受到漢語語音本身的

因素，而影響了其聲調表現呢？此外，能否將語音習得模式及感知同化模

式驗證在日籍學習者習得漢語聲調的過程？以上種種皆為值得再深入研

究的問題。 

二、 聽辨感知與實際發音相關研究 

我們另外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是，這些學習者是如何處理漢語聲調

的？聽辨感知與實際發音能力的關係又究竟為何？朱川(1997)在討論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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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時，指出中介音是外籍學習者外顯出來的語音現象，但我們無法得知聽

辨能力的習得，特別像是日籍學習者，他們的母語系統中並無聲調觀念，

那麼他們如何從一無所有建構起對漢語聲調的認知，這似乎並非單從發音

現象即能得知。事實上，聽辨感知能力是否影響著發音能力的好壞，這個

問題也就一直存有爭議。 

而聽辨感知與發音的關係，國內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多半是針對第一語

言，如張顯達(2000)、Shu-Chen Peng, J. Bruce Tomblin, Hintat Cheung, 

Yung-song Lin, Lih-Sheue Wang(2004)等，但當我們討論中介語及第二語言

語言習得等領域時，則發現關於第二語言學習者是如何進行聽覺感知的文

獻卻太少。在 Shu-Chen Peng 等(2004)的研究中，主要是針對 30 名語前聾

兒童配合人工耳進行漢語聲調的聽辨及發音測試，該研究實驗結果發現語

前聾兒童在發調的測試中，一聲與四聲的正確率是高過二聲與三聲的正確

率的，研究並指出這樣的結論與聽力無受損的兒童在漢語聲調的習得過程

是一致的。但是在聽辨的測試中，該研究則指出在聲調搭配中，若有四聲

與其它聲調搭配者，則較容易聽辨，反之，若無四聲與其搭配的組合則不

易聽辨，即使是一聲。 

Flege(1999)回顧過去關於聽覺感知以及發音能力所做的研究中，認為

兩者具有相關性，但是卻不可諱言地指出兩者相關性事實上與實驗方法以

及實驗內容有關，王韞佳(2002)整理過去在第二語言語音習得方面討論聽

覺與發音的關係大致上分三層次討論，分別是 Flege(1995)的語言習得模

式，該模式以感知及發音的聲學特徵討論，他的論點是當學習者以某種聲

學方式區辨感知語音時，也是用相同的方式發音。另一則為 Strange 提出

的以感知及發音的習得順序來討論，其假設在於若語音是先透過感知再發

音這樣重複的過程才習得，何以許多學習者已經可以控制發音後卻尚不能

在感知方面有正確表現，因此此派論點是認為聽辨感知與發音並無關係。

第三個層次則是從學習者出發，也就是當學習者能夠正確感知某音節時，

他也可以正確發出該音節。 

而王韞佳個人的實驗主要調查日本學習者是否可以區分鼻音韻母為

前鼻音或是後鼻音，她以 36 名日本學習者進行感知與實際發音的測試，

測試項目為 160 個韻尾為鼻音的單音節或是某音節中韻尾為鼻韻母的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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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詞，發音的測試項目則為 20 個含鼻音韻母的單音節，並請漢語母語者

進行聽辨。最後研究所得結論有兩方面，從被試的角度來看，聽辨感知的

區分率高於發音區分率，但是以鼻音韻母個別分析來看，則發現兩者偏誤

率相關性並不顯著，王因而認為兩者關係是偏綜複雜，難以單一用某種實

驗方式而對感知與發音的相關性做出結論。 

Flege(1999)回顧其語言習得模式中認為當 L1 與 L2 的語音相似性越小

時，學習者越容易替第二語言進行分類處理的工作，進而習得。但是所謂

的相似性一來難以判斷，二來過去研究中討論的語音多半指的是元音或輔

音，關於母語為非聲調語言系統的學習者如何習得聲調語言則似乎較難從

過去的文獻中得出一個推論。Hallé(2004)以漢語人士及母語中無聲調概念

的法語人士在漢語聲調的認指能力和區辨能力實驗中指出，漢語人士在接

收聲調時，具有分類的能力，而法語人士雖亦能辨識出調型差異，但程度

並不如漢語人士。 

關於聽辨感知方面的研究，曾金金(1999) 以聲調聽辨的測驗討論東南

亞國家國語為有聲調及無聲調之學生對聲調感知的差異，該實驗分別對 25

名東南亞學習者在單音節字、雙音節詞以及句子的聲調聽辨能力上進行測

試，讓受試者勾選所聽到的聲調，在其實驗結果中發現不同國籍學習者在

聽辨能力上之難點是不同的，並提出聲調聽辨能力與學習者中文程度呈現

正相關，可以顯示在聲調聽辨能力上，學習者的正確率會隨著學習時間長

短而愈發正確也確實證明其習得過程。 

Bent (2006)以 13 位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士及 12 位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

共同進行聲調辨認的測試，她分別以三種實驗方式進行測試，讓受試者聽

辨漢語聲調，在這項實驗中漢語人士的正確率明顯高於以英語為母語的受

試者。第二項測試以每 0.5Hz 為單位，對非言語的音頻進行測試，看受試

者可以區辨出音頻高低的數值為何，在實驗結果中發現漢語人士與英語人

士對非言語的音頻區辨上，並沒有太大的差異。第三項測試是對非言語的

聲音進行調值的指認，實驗以 14 個不同音高的平調，以及 14 個以 5Hz 為

單位，從 250Hz 不斷遞加上升的升調，還有 14 個以 5Hz 為單位自 250Hz

開始遞減下降的降調，讓受試者辨認，結果發現兩者在升調的指認能力差

異不大，但在降調上若 Hz 的差異不大時，則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指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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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優於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士。 

Yeon(2004)討論以韓語為母語的人士在發英語舌面音結尾詞的實驗

中，取 11 名韓籍人士以及 3 名美籍人士進行測試，檢視韓國人對英語舌

面結尾音的感知能力，該實驗假設 1.母語為韓語的人士在聽辨舌面結尾音

時會比母語為英語的人差，2.母語為韓語的人士聽辨舌面結尾音的能力比

舌面音+i 結尾的語音差。實驗內容共計三項，第一為受試者聽到一個音節

後進行勾選，實驗詞全為包含舌面音結尾與舌面音+i 結尾的英語假字，第

二是當電腦螢幕上出現一個舌面音結尾測試字時，聽到的音可能有正確發

音及舌面音+i 兩種，受試者勾選正確與否。第二段實驗中，英語實字假字

各佔一半。第三組也是聽到一個音以後選擇電腦螢幕上正確的拼音，第三

組實驗字全為實詞。實驗結果顯示韓語為母語的受試者在聽辨舌面結尾音

的能力較差，但聽辨舌面音+i 結尾的語音時則與英語為母語的受試者差異

不大。該實驗所得出結論引導出母語背景對感知能力確實有影響，卻無法

更進一步證明是否影響至實際發音。 

宋時黃(2003)以中介語為理論基礎，針對初中級韓籍學習者實驗其聽

辨能力可懂度及發音正確度，在實驗中找了 6 名韓國學習者，進行 100 個

單音節發音與聽辨，找出韓國學習者的偏誤現象，並彙整出韓國學生發漢

語聲調可懂度以及聽辨母語者發漢語聲調的辨識度正確率，研究發現當韓

國學生發一聲時，82%是可懂的，18%則被聽成是其它聲調或是無法辨識，

而韓國學生在辨識漢語一聲時，正確率達 98%，二聲的可懂度是 75%，辨

識度是 87%，三聲可懂度是 65%，辨識度卻是 100%，四聲可懂度為 86%，

辨識度佔 100%，宋在其研究結果中表示上面的數據說明了聽辨與說話能

力不同。聲母也是做同樣可懂度及辨識度的分析，如漢語/p/的可懂度為

71%，但辨識度為 93%，說明韓國學習者對於漢語聲母的聽辨能力與發音

能力之間，沒有明顯關係。 

那我們對於母語為日語的日籍生也產生好奇，其聽辨能力習得過程？

難點為何？與發音能力是否相關？在回顧文獻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較難找

到相關的線索。這是因為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大多以第一語言為主，對象

多為兒童或是聽語障礙者，而國外討論第二語言的研究多數研究內容為元

輔音或是 VOT(聲帶震動起始時間)聽辨與發音的關係，關於聲調感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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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則又多是討論母語為聲調語言系統以及非聲調語言系統對聲調感

知的差異，而非針對語言學習，故此方面討論文獻或是研究皆較少，但上

述文獻還是提供本文在討論聲調的聽辨感知與實際發調上許多非常有益

的思考方向。 

綜合上述前人探討，大概可以得出以下的結論：我們可以以中介語理

論的角度來探究分析日籍學習者的中介語音現象。但是我們也同時發現以

中介語的理論專門探討聲調習得歷程的文獻並不是那麼充裕，在學習者自

成系統的中介聲調中，它是如何發展，聽辨能力是否習得？另外我們是否

可以在定期觀察錄音的實驗過程中看到學習者產生僵化現象，又或是我們

是否可以看到學習者中介聲調有逐漸往母語者的聲調系統趨近之情形，這

些都是我們關心但尚未獲得完整答案的問題。 

第二節 以漢語為第二語言之聲調研究 
以漢語為第二語言之聲調研究中，主要的範疇大致上可分為兩類，一

類是以實驗方式找出外籍學習者在聲調表現上的偏誤現象，另一類則是針

對實驗結果或是自身教學經驗提出聲調教學策略，因此本章筆者即以此兩

部分進行文獻回顧。 

一、 聲調偏誤現象研究 

前人關於外籍學習者在面對漢語聲調的討論中，我們發現多數的研究

都是以橫向分析為主，針對學習者偏誤現象做實驗。比方劉藝(1998)針對

日韓學習者的漢語聲調分析中，以兩名日本學習者、兩名韓國學習者進行

發音實驗，四位受試者皆學習漢語超過一年。實驗的發音字包括單音節和

雙音節的不同組合，單音節包括漢語四種聲調，雙音節詞組則以漢語四聲

加上輕聲的相互組合，每一組共選二詞，共計四十個雙音節詞進行發音測

試。在施測的過程中，讓受試者分別按照聲調順序以及打亂順序兩種模式

進行錄音。實驗結果顯示單音節字的測試中，調型方面接近漢語聲調調

型，而調域方面，打亂順序的結果要比按順序發音的結果窄得多。在雙音

節詞的測試結果中則顯現二聲與四聲的偏誤率較高，且在雙音節詞中，調

域的偏誤還是比調型的偏誤來得多。在各聲調偏誤類型的結論上，劉認為

日韓學習者的二聲與三聲曲線相近且高低對比小於漢語母語者，在四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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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認為問題是調型而非調域。 

陳氏金鸞(2005)研究主題為越南學生漢語聲調偏誤，由於越南語也是

聲調語言，故該研究先討論漢越聲調對比，進而對越南籍受試者偏誤分析

實驗，選取單音節各聲調加雙音節各組合，每個項目取三個樣本，將越南

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按學習時間長短分成三組，進行了聽辨與發音的雙向研

究，研究結果發現對越南學習者來說，聽辨能力的難易度分別是陰平>去

聲>陽平>上聲，而發音能力難易度是去聲>陰平>陽平>上聲。除了找出越

南學習者在聽辨與發音的難易程度外，陳氏還以問卷調查上對於聲調認知

難易度進行討論，實驗結果發現越南學習者對於聲調難點的認知與實際上

實驗所得結果並不一致，在聲調難易度的認知上，他們認為去聲>陰平>上

聲>陽平。 

而金東垠(2005)研究韓籍學生華語聲調偏誤分析上，則選用 120 個常

用雙音節詞彙及 60 個四音節詞彙，雙音節詞包括各聲調及輕聲的相互組

合，共 20 種聲調組合，每組 6 個，雙音節詞共計 120 個。四音節詞彙指

的是前述 20 種雙音節詞組合再重複一次，如陰平+上聲，該組四音節詞彙

即指陰平+上聲+陰平+上聲，每組 3 個，共計 60 個。分別測試初、高級的

韓籍學習者漢語發音。實驗結果顯示高級學習者的聲調表現比初期者不

穩。在雙音節詞上面的測試結果，陽平搭配其它聲調的組合是偏誤率最高

的而四音節詞中，初級學習者偏誤率最高的組合是陽平+去聲+陽平+去

聲。高級學習者偏誤率最高的是連續四個陽平的組合。 

張虹(2003)在觀察日籍學生的聲調習得上，分別以初、中高級為實驗

對象進行施測。在初級學習者中找 14 位日籍學習者，有 3 名觀察時間為

一年，其餘 11 位觀察時間為一學期，中高級學習者學習漢語為 1-2 年，共

6 名。實驗過程觀察次數共計三次，以每階段教學重點不同，分別在 40-50

天、80-90 天及 120-130 天進行發音施測，施測內容是隨機自漢語四種聲調

中各取 25 個單音節，計 100 個單音節，每次施測的字表相同。除單音節

詞外，也做雙音節詞及變調與輕聲，雙音節詞的施測詞為四種聲調相互組

合，共計 16 組，每組取 10 個詞，共計 160 個詞。變調則以一搭配四種聲

調，每組 5 個詞，及「不」搭配去聲，共 5 詞，以及四種聲調與輕聲搭配，

每組共 5 個詞。我們在此處特別注意單音節字的實驗結果，發現上聲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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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數量最多，但偏誤類型最高的則為陽平，該文所謂偏誤類型指的是最易

被誤發的聲調。 

從上述的實驗方法中，我們發現縱向分析的實驗及文獻都較少，且受

試者使用的發音測試表有它的侷限性，研究者多半都以單音節字組搭配雙

音節字組為測試語料。而筆者所謂侷限指的是，以漢語單音節含輕聲共

1345 個單音節來說，上述測試字表的實驗詞皆不及全數漢語單音節的十分

之一，根據這些實驗的統計結果，我們或能看出某個國籍的學習者在某種

聲調上所具有的偏誤性，但筆者恐怕以此方式取樣出來的發現可能僅為習

得表現之冰山一角，而未能見著外籍學習者在漢語單音節偏誤之全貌。也

就是說，受到實驗詞的侷限性，我們可能無法看出學習者的聲調與漢語語

音系統中元音、輔音，或是介音對聲調造成的影響。再者上述研究中，除

陳氏金鸞同時探討聲調聽辨能力外，其餘實驗皆只著重在發音部分之偏

誤，以習得歷程的角度出發，我們便很難看出語音在聽覺感知上與實際發

調之間的相關性。 

錢玉蓮(2004)以中介語語音習得理論為基礎，討論留學生習得漢語過

程中起了關鍵作用的因素，她提出三種起關鍵作用的假設，分別為「聲調

認知」、「聲調遺忘」以及「語流聲調」。在其實驗過程中，她讓受試者唸

三種材料，第一種是單字調，也就是讓受試者唱四聲以及發音字調，第二

種是讓受試念生詞與課文，第一次的生詞課文是沒有標示調號的，第二次

再標示調號，審聽老師審聽過後予以成績，兩次評分差距即為聲調遺忘。

第三種材料是請受試者聽音標調及朗讀聲調組合模型，她提到為了知道留

學生對漢語四聲的感覺，有必要從辨別聲調和發準聲調兩方面著手，以 40

個詞語分成聽音與發音，加以考查。最後一份研究材料是讓學生復述課

文，並將受試者分為母語為聲調語言與非聲調語言兩組討論。 

在錢的研究統計結果中，發現記憶聲調語言其實佔了很重要的一部

分。但零起點的班級遺忘情形並不明顯，然中高級學習者卻明顯，這顯示

出留學生在習得漢語時最先遺忘的部分是聲調，特別是母語無聲調國家。

錢並指出對於零起點以及母語無聲調的受試者而言，聲調習得過程中最大

的問題是找不到漢語聲調的正確感覺。但是何謂正確感覺？筆者認為此處

所指不應僅只於調型正確，調型之外尚應該包括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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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討論的部分，均僅只限於學習者在漢語聲調偏誤上的橫切面，未

能再對聲調偏誤做縱向的觀察是較為可惜的部分。 

二、聲調教學策略 

前人的研究除對漢語聲調進行偏誤分析，也有一部分是針對漢語聲調

提出不同的教學策略。趙金銘(1988)為調查學習者母語聲調對學習漢語聲

調的遷移作用，針對以母語為有聲調語言的學習者進行發音測試，研究結

果指出母語為聲調語言的聲調對學習者學習漢語聲調時確實產生了正負

遷移，且認為五度標調法並不是很有效的方法，進而提出改進聲調教學的

方式，以控制聲帶鬆緊的方法讓學習者能學習控制調型變化，教學順序應

為陰平、半上、去聲、陽平、上聲。舉例來說，要發高平調的陰平就告訴

學習者拉緊聲帶、低平調的半上就放鬆聲帶。以科學的角度出發，聲音高

低確實依賴聲帶顫動次數，但是倘若以學習者的角度出發，教師直接將發

音學理教給學習者，透過口述讓學習者自己控制聲帶，筆者認為這樣的方

法相當難行，甚或更添難度。 

余靄芹(1988)根據自身教學經驗提出按一、二、三、四聲聲調順序的

傳統教學並不是有效幫助外國學習者學習漢語聲調的方法，她認為聲調與

詞彙或是語法相同應當由淺入深，因此她提出的順序是一聲、四聲、二聲、

最後才是三聲的順序。針對最難的三聲，她認為對初學漢語的學習者來

說，應該標示出兩種調號，一為低平，另一為降升調，且低平調應先教，

之後再教降升調，這樣較能避免與二聲的升調混淆。關於標示兩種調號的

看法，筆者認為是正確地，外籍學習者畢竟與一般母語學習者不同，外籍

學習者無法以一概二，當兩種調型不盡相同時，就應讓學習者個別學習，

而非讓學習者模糊地接受所謂的三聲可以是降升的調型，也可以是低平

調。 

沈曉楠(1989)對美國學習者的漢語聲調進行錄音調查，在教法上他提

出的建議是應該先教一聲與四聲，這是為要讓學習者掌握漢語全音域，如

此一來較能防止學習者犯了調域方面的偏誤，並認為應該讓學習者知道自

己的音域範圍，以便正確地發出各種調型。 

馬燕華(1994)討論初級漢語水平留學生的普通話聲調偏誤中，觀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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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出母語為日語、韓語、英語的留學生在聲調上的偏誤，她指出對外漢語

的聲調教學可利用雙音節詞教學，並要重視調型的問題，她認為在教學上

應先求學習者的調型正確再求調值正確，最後並參考 1983 年《現代漢語

常用字表》2500 個常用詞頻對聲調出現頻率進行統計，以聲調出現頻率、

學習者失誤率以及學習者母語整理出三種國籍學習者的聲調學習重點。母

語為英語的學習者聲調重點應為四聲及二聲、日本學習者聲調重點為一

聲。韓籍學習者聲調重眼則是二聲與一聲。筆者認為以學習者失誤率及學

習者母語來判斷聲調學習重點是正確的方向，但以漢語出現詞頻來做為教

學考量則較無道理，難道因為三聲出現的頻率最低，它就最不應成為教學

重點嗎？ 

王漢衛(2004:357)對外籍學習者及漢語教師進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幾

乎所有的外籍學習者在學習聲調時都希望能同時了解該字的意義，因此王

指出應以此為基本原則促進學習者學習動機，以單音節訓練為主再進入雙

音節詞訓練。他並認為應該以最小對比做訓練方式，例如讓第一聲與第三

聲對比練習 ba1(八)與 ba3(把)。在該研究中，王也指出目前的聲調訓練多

為四種聲調一起練習，較少對某種聲調單獨練習，以一聲來說，他提供了

透過「同類集合」，如「一三七八」；「擴展詞組」，如「喝湯」；「擴展成句」，

如「吃香蕉-他吃香蕉」；「聯詞成句」，如「今天-星期三-今天星期三」等

方式進行聲調訓練。 

在本節中，我們回顧了前人對於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聲調研究，包括

了偏誤分析的實驗，以及一些針對教學上的建議。我們在下節中將受試者

範圍縮小至日籍學習者在漢語聲調及習得順序上的表現繼續討論。 

第三節 針對日籍學習者之聲調研究 
關於日籍學習者語音方面的研究其實不少，大體上可以分為「語音難

點分析」、「語音教學」與「偏誤及習得順序」等範疇。 

「語音難點分析」的討論，多數的研究或文獻是以自身的教學經驗或

是以日漢語音對比的方式進行分析，如高永安、曹秀棟(1994)、張金梅

(2001)、王志芳(1999)即討論日本學習者常犯之語音偏誤形成原因並試圖找

出解決辦法；長谷川良一(1990)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整理出日籍學習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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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的語音偏誤。然上述研究多著重在日籍學習者較難習得之聲、韻母，關

於聲調部分的討論顯得較少。 

在「語音教學」的範疇中，也多有學者提出針對日籍學習者的語音教

學方向，趙麗君(2003)從聲調、聲母、韻母三方面分析日籍學習者易犯偏

誤，並提出建議，認為教師特別應於初級階段就替學習者奠定良好語音基

礎，以免語音偏誤難以改正，日後發生僵化現象，長谷川(1990)與何平(1997)

也都指出一般對外漢語語音教學部分往往都集中在前兩週到三週的時

間，教師應更有效地運用時間幫助學生學習。奧山望(1996)認為日籍學習

者要改善自身聽辨及發音能力，尤應注意唇形及舌位與漢語母語者之差異

性。何平以日漢語音對比的方式指出了日籍學習者在學習漢語聲母、韻母

及聲調上的難點，關於聲調部分，何指出對日籍學習者而言，漢語語音中

最難習得的便是聲調，最先遺忘的也是聲調，特別在音高上面，日籍學習

者往往因為起音不夠高而發生偏誤，因此在教學上應特別強調聲調的起音

點，掌握調域。孟子敏(2000)亦以對比分析的方式整理出漢語及日語元音、

輔音的異同處，並嘗試找出日本學習者語音偏誤的原因，除母語本身干

擾，可能還有漢語拼音所造成的誤導，以及教學教師水準良莠不齊方面等

因素，根據這些偏誤成因，孟進而找出較為適合的教學對策。 

近年來也有較多的研究是以「習得」為題做研究目標，比方鄧丹(2003)

即以對比分析為理論根基，並讓十名母語為漢語的學生及十名日本留學生

參與錄音實驗，討論日籍學習者在習得漢語舌面單元音的表現，另有前述

張虹(2003)所做聲調習得之實驗等。但是這些研究多數在縱向追蹤上較缺

乏討論，或是觀察時間不夠密集。 

以下我們則要針對前人所做對「日籍學習者之漢語聲調偏誤與習得順

序」這方面做過的研究進行回顧。筆者將提出問題與討論。 

我們發現即使是以偏誤分析為主的討論，在系統性的偏誤以及習得順

序上，還是未能有一致的看法。過去許多學者皆對日籍學習者之聲調習得

順序做研究，田園(2003)及王幼敏(1999)雖同意對日籍生來說，三聲最難習

得，但在二聲與四聲的習得順序上他們卻產生歧見，王認為四聲較二聲

難，田園的調查則認為二聲較四聲難。張虹(2003)的研究同樣指出三聲學

習最為困難，但經由一年的觀察，張指出一聲及二聲是可以隨著時間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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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習得。田園在實驗中的設計為雙音節詞聲調組合，每組各 3 個詞，實驗

結果中，他也提到了日籍學習者之中介語聲調現象，分別是調域不夠寬以

及起點音高不夠高，關於起點音高的問題與何平看法是一樣的。 

在調值上，一般我們都是依據五度制標調，也就是一聲的調值為[55]，

二聲為[35]，三聲為[214]，四聲為[51]，林焘、王理嘉將範圍再略為擴大，

認為一聲也可發做是[54]或是[44]，二聲也可讀成[24]或[25]，三聲可以讀

成[212]或是[213]，而四聲可以讀作[41]。這代表了我們對於聲調的聽覺感

知上，重視的是其區辨性，也就是升調或降調等。 

朱川(1997)在針對日本留學生四種聲調的探討中，指出日本留學生在

發一聲的時候，掌握度是最好的，然而在發二聲時則容易發生上升不到位

的情形，有時則是把二聲發成三聲，在調值上產生了[324]或是[224]等的聲

調。在三聲及四聲的表現上，日籍學習者一樣容易產生其它偏誤，如將三

聲調值發成[224]或是[225]，而四聲發成高平或是中平，所以從朱的研究，

我們可以看到日籍學習者較難掌握需要升或是降的調型。根據朱的研究，

我們不得不有一個疑問，一樣是二聲的聲調，何以有些音可以發得正確無

誤，而有的偏誤是上升時不到位，或是發成如三聲般的調值呢？我們是否

能假設這是與此音節的元音或是輔音有關係？換句話說，不同的聲韻組合

是否對日籍學習者在同一聲調上的表現產生影響？ 

關於聲調偏誤的分析研究中，學習者究竟是調域或是調型出現問題，

也有許多不同看法。沈曉楠(1989)以八位已學習一學期漢語的美國學生作

為研究對象，請受試者朗讀一篇熟悉並附有漢語拼音的課文。結果發現學

習者在調型中的偏誤基本在三聲。但是調型的偏誤率比調域來得低，美國

學習者在發一聲及三聲兩調的相對音高上比中國人低得多，當美國人和中

國人各自用自己的母語說話時，美國人的母語音域比中國人窄 1.5 倍，相

對來說，他們的高調低於中國人的高調。 

我們在上一節也談到劉藝(1998)在日韓學生漢語聲調的分析中認為，

將漢語四種聲調打亂以後，亦即不按照傳統的一、二、三、四聲之順序排

列測試，發現受試者的調域明顯變窄，如日韓學習者的陽平調型偏誤是發

成低平調，或有微升的低調，但上升趨勢並不明顯。劉指出調域的偏誤主

要是因為上升幅度不夠高或是起點過低等所造成。 而去聲偏誤則是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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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念成低平調或是低降調，問題根源在於起點不夠高或是降得不夠低。而

陰平調中產生的問題則是調域不夠高，易念成低平調，有時甚出現降調或

是微降。此處劉討論之調域及調值問題與朱川調查結果尚存不一致之處，

我們也期待在本文中能得一結果。 

綜合上述關於日籍學習者在漢語聲調偏誤及聲調習得上的整理，我們

可以發現幾個現存未解的問題。首先，在以往的文獻及前人所做研究中，

在聲調的測試字上，都是以抽樣的方式選取實驗字再進行，這樣的方式似

乎是將聲調獨立於漢語的語音外，並未考慮到漢語單音節聲韻母對聲調的

影響。其次，在聲調習得順序上，前人研究之結論並不一致，再者，多數

的研究都以橫切面共時性實驗為主，並沒有做出長時間的縱向歷時性觀

察。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再調整關於聲調習得的研究方法。 

此外，我們也發現針對零起點日本學習者所做的聲調研究極為少數，

前人研究的對象多半都是中高級程度的學生。然中高級程度的學習者在聲

調的表現上，所受影響甚多，因此筆者認為以零起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的

實驗在聲調習得的領域上是需要的，因此筆者將透過每週錄音的方式觀察

出零起點日籍學習者的習得歷程，此外也有必要讓實驗音節之數量擴大，

也就是使受試者錄下所有存在於漢語的單音節語音，從中除再次驗證日籍

學習者面對漢語聲調的習得順序，也將試圖了解不同的聲韻母組合對聲調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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