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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實驗研究方法採偏誤分析以及語音聲學分析兩種模式，了解零起點

日籍漢語學習者在漢語聲調上十週的習得表現與其過程。以下說明本研究

實驗方法。 

第一節 實驗對象 

在受試者方面，為求日後能以受試者母語背景關係做分析探討，並考

量筆者語言能力，筆者於 2005 年通過日本語能力試驗二級檢定，且自 2004

年起即參與輔導日籍學生、擔任國立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與早稻田

大學合作遠距課程老師、並於 2006 年 10 月至早稻田大學國際語言教學中

心擔任華語教師一學期，之於上述種種接觸日籍學習者的經驗，對日籍學

習者易有偏誤較有心得，因此本實驗決定以日語為母語學生做為實驗對

象。將受試者程度設定為零起點則是希望能從實驗結果中觀察到日籍學習

者在初學漢語聲調時所表現出來的中介語聲調系統，前章討論日籍學習者

之聲調研究上也提到許多學者都認為漢語初級階段的教學重點是語音，因

此我們也希望透過本文能了解學習者從開始學習到聲調系統逐漸成形的

過程為何。本實驗首先委託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的華語老師代為尋

找零起點的班級，再進而詢求日籍學習者受試意願。為求能避免受試者受

到過去學習聲調語言經驗之影響，我們以沒有學過聲調語言的日籍學習者

做為我們的受試對象。 

在語言背景上，本實驗雖以零起點之日籍學生為實驗對象，然來台的

零起點受試者數量實在有限，因此我們將零起點的範圍定義較廣，為在零

起點班級中的日籍學習者也可參與實驗。因此受試者中有幾名是過去已接

觸過漢語，只是水平仍如零起點學生，來台接受分班測驗時仍被分至零起

點班級，如 J6、J7 及 J8。另 J1 與 J5 實際上為台日混血兒，但兩名受試者

在受訪時表示與家人溝通全為日語，並不使用漢語。總計共有八名受試者

參與本實驗，四名男性，四名女性，平均年齡為 28，介於 19-56 歲。此八

名外尚有一名受試者並非在零起點班級，該受試者為一女性，22 歲，事實

上來台前已在北海道學過華語兩年，因此參與實驗過程時，其它受試者皆

在國語中心設置的「視聽華語 I 第一課」之班級，唯讀該生已進入「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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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 I 第十八課」，但由於該受試者對本實驗極有興趣，亦參與本實驗。我

們也將其語料收入本文，在受試者習得歷程的討論中與八名受試者進行對

照探討，然在聲調偏誤及習得順序等分析中，由於不符合零起點程度之背

景要求，故其資料不列入計算。此九名受試者在外語學習的經驗上，除具

有英文的學習經驗以外，並沒有學習其它語言背景。 

表 1：受試者基本資料 
 J1 J2 J3 J4 J5 J6 J7 J8 J9 
性別 男 男 男 女 女 女 女 男 女 
年齡 24 56 21 36 25 26 19 20 22 
成長地 東京 長崎 福岡 石川 東京 新瀉 千葉 北海道 北海道

來台前

接觸華

語時間 

無 無 無 無 6 歲以

前住台

日本 
一個月

日本 
兩年 

新加坡

學習三

週 

日本 
兩年 

備註 台日混

血 
   台日混

血 
   非零起

點班級

在語料的完整度上，J3 於開始錄音第五週後返日讀書，因此該受試者

實際錄音僅四週。J8 則於第六、第七週時返日，回台後於第八週錄音時，

同時補錄第六週，第九週亦前來錄音，但仍缺第十週與第七週。而剩下七

名則有完整的語料檔，唯 J9 受限於錄音時間，因此該受試者之第二週語音

實際上是第七週補錄完成，且 J9 為受試者中唯一不在零起點班級的學習

者，因此在我們計算受試者整體語料時並不將其實驗結果列表計算，J9 的

資料僅在做受試者個別習得過程時予以探討。 

第二節 研究材料 

研究材料包括本研究實驗十週的聽辨測試、發音測試語料及問卷調

查。我們的研究目標是零起點日籍學習者聲調習得現象，如上節描述本實

驗受試者皆來自於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的日籍學習者，國語中心第

一期授課週數共為十二週，為避免學習者在辨識漢語拼音或是注音符號上

有困難而影響了實驗過程中聲調的聽辨感知及實際發音表現，因此學習者

正式上課後的兩週時間，我們不進行施測，第三週起才展開施測，施測時

間至第一期結束，因此實際上施測過程共為十週。 

聽辨測試及發音測試以雙軌進行，第一軌為總聽辨測試及發音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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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施測總表包含所有漢語非輕聲的音節，語料來源取自曾金金(2004)

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全球華語文數位學習及教學之設計、開發與檢

測─華語語音數位學習及線上檢測研究」中台灣男性之語音檔。扣除掉如

ru1 等出現頻率極低之音節，共 1179 個音節，包括一聲 310 個單音節、二

聲 248 個、三聲 287 個及四聲 334 個，我們以 excel 的亂數產生聽辨測試

音節表。為求實驗十週各聲調測試的數目都能相同，因此每週測試 119 個

音節(見附錄一)：一聲 31 個、二聲 25 個、三聲 29 個及四聲 34 個，至於

其中為達到錄音數相同而需要多錄的聲調的聲調，筆者以第一週受試者在

聽辨能力上出現偏誤最多的音做為材料，平均分配在十週中，舉二聲的例

子來說，二聲共有 248 個音節需要進行施測，但由於每週都需要錄 25 個

二聲，十週下來尚缺兩個二聲，因此我們以第一週二聲方面聽辨偏誤率最

高的音 feng2 作為需要多錄的音，而多錄的次數出現在第五週及第十週。 

第二軌為固定音節聽辨及發音測試。這是為要探討調域的習得進程以

及不同元音對聲調是否產生影響。孟子敏(2000)針對漢語及日語所做的輔

音系統對照表中，筆者選定 ma 與 sha 兩組音節，原因在於 m 是兩種語言

皆共有的輔音，而捲舌擦音 sh 則為日語中沒有而漢語所獨有的元音，且

ma 與 sha 在漢語中四種聲調皆有意義，因此筆者選定 ma 與 sha 兩組，讓

受試者進行四聲的聽辨與發音，以進行同一音的長期追蹤與比較。 

第三節 施測過程 

本實驗共為十週，受試者的班級分布情形簡單敘述如下，J1、J2 與 J3

為同一班級，每天上課兩小時。J5、J7 與 J8 為同一班級，為密集班，每天

上課三小時，J4 與 J6 為同一班級，每天上課兩小時，後面兩班的授課教

師為同一人。而 J9 如同前述，並非零起點學生。筆者並於實驗前先行發下

基本資料的問卷(附錄二)，受試者回去填寫後於實驗第一週繳回。 

實際上的實驗過程分為兩軌進行，施測者即為研究者。先進行第二

軌，即固定兩組 ma 與 sha 四種聲調的聽辨與發音測試。兩組聲調的排列

順序以亂數分配，先錄完 sha 組語料再錄 ma 的語料，十週的排列順序並

不相同。受試者先進行聽辨測驗，再進行發音測驗。第二軌施測完畢後，

則進行第一軌每週 119 音節的施測，也是先進行聽辨測驗，再行發音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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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軌固定音節 sha 組與 ma 組實驗步驟簡述如下： 

(1)研究者發給受試者第二軌固定音節 sha 的聽辨測試問卷。 

(2)研究者按該週實驗語聲調順序放 sha 的四種語音。 

(3)受試者按實際聽到的語音判斷其聲調，並在測試問卷上作答。 

(4)sha 組進行完畢以後，ma 組以同樣方式進行聽辨測試。 

(5)聽辨測試完成，研究者發給受試者本週第二軌固定音節聲調錄音順序

表，表內有 sha 組與 ma 組兩欄。受試者按順序唸出。 

第一軌每週 119 音節實驗步驟簡述如下： 

(1)受試者完成第二軌聽辨與發音實驗後，研究者發給受試者第一軌每週

119 音節聽辨測試問卷。 

(2)研究者按該週實驗語聲調順序播放 119 個實驗音節。 

(3)受試者按實際聽到語音判斷聲調，並在測試問卷上作答。 

(4) 聽辨測試完成，研究者發給受試者本週第一軌每週 119 音節聲調錄音

順序表。受試者按順序唸出。 

受試者在聽辨的受試過程中，必需一邊聽音一邊選出聽到的調值，聽

辨完畢再請受試者錄這 119 個音。在發音的測試表上，我們同時標示出注

音符號及拼音，以方便受試者選擇自己熟悉的聲調發音。在聽辨與錄音的

過程中，受試者可以要求某個語音重聽或是重錄，次數不限。我們將從連

續測試聽力與發音的實驗中，探討兩者在習得的關連，並試圖找出以漢語

為第二外語之日籍學生的漢語中介語聲調系統及習得過程。 

每週施測完畢後，筆者對該週第一軌每週 119 音節中發音有誤的部分

進行回饋，包括聲調與發音。 

第四節 語料庫的建立與分析模式 

我們將錄音語料切音建檔後，連同聽辨能力的測驗卷收集後，即開始

進行本實驗語料庫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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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的分析模式以前述所建立的語料庫為根基，兩軌的聽辨能力皆

以 excel 的計算模式進行分析，至於第一軌每週 119 音節的發音能力，我

們請兩位華語教師連同研究者本身，共三人分別進行審聽，三人所紀錄皆

為同一音時，則直接以該音紀錄。所聽的音若有人審聽結果與另兩位意見

不同者，則以另兩位審聽相同結果為紀錄，若是三人所聽的音皆不同者，

則以 51紀錄。 

而第二軌固定音節的發音能力，分為兩部分，一部分同每週 119 音節

的審聽模式，另一部分是以聲學模式分析紀錄語音檔音高，筆者參考李主

愛(2004:67)五度標調的步驟，但由於本文在此處探討的是調值變化，因此

筆者在此處的計算方式，是將含有 sha 及 ma 四個聲調的語料做基本的五

度標調，因此每位受試者每週都將有 sha 及 ma 兩組語料，再以各組頻率

值的對數差繼續往上標，直到能包含該語料中最高音2為止。以受試者 J1

第十週 sha 組語料為例，其中最高音為 118.23Hz，最低音為 80.04Hz，透

過 Excel，求出對數值分別為 2.073 及 1.903。 

2.204-1.925=0.17 
0.17 除以 5 等於 0.034(頻率值的對數差) 
1.903+0.034=1.937 
10 的 1.937 次方為 86.50 (此為 1.937 的頻率值) 

那麼，依次我們可以算出各度頻率值，就可得出五度標調。以 J1 第十

週 sha 的四種聲調語料來看，頻率若介於 80.04 至 86.50 者則為五度標調最

低調，本文中筆者以[1]代表之。 

                                                 
1 「5」在審聽紀錄之分析模式中，代表著無法判定，亦即非漢語四聲調之語音 
2至於如何算出音高頻率呢？筆者採用的方式簡單敘述如下：第一參考的是 CSL Model 
4500 軟體，其功能之一是在輸入語料後能自動分析數值，因此學生主要是參考該儀器之

資料。然若電腦算出音高處顯示為 Unvoiced，則學生將以窄帶語圖來測量，測量方法為

量出第十道窄帶的音高，再將其除以十，若窄帶第十道不清楚，則看第 N 道清楚即以該

數字除以 N 以算出音高，以此方式取音高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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