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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節律朗讀教學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口語教學、語篇韻律、節律朗讀、停延、聲情 

語音教學不該只停留在字、詞、句，一定要提升到語流韻律，才能完整

語音教學。至於語流教學的主要內容是什麼，哪些是改善語音的關鍵？需要

深入研究以提供教學的依據。本論文針對華語語流教學提出節律朗讀為教學

策略，在節律朗讀中實踐語篇韻律教學。能夠利用聲音的長短、高低、強弱、

大小四大元素來活化口語表達，適當的運用停延技巧以呈現重音、節奏、語

調、語氣，循序達成節律朗讀“讀準語音、讀順語流、讀好韻律、讀出情感＂

的語音教學目標，希望改善外籍生的洋腔洋調，訓練高效能的語音溝通能

力，落實完整的華語語音教學！ 

　  本論文引用文獻說明朗讀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功效，也引介成功朗讀教學

模式；應用鄭秋豫（2005）提出的語篇韻律概念，進行節律朗讀教學。研究

步驟先蒐集相關文獻，進行先導式教學，確定外籍生對節律朗讀的反應，並

以此作為課程設計的依據，最後以行動研究法進行教學實驗，記錄教學過程

並根據實驗結果提出結論和建議。 

　  教學實驗有五位受試者，邀請曾指導演說、朗讀的高中國文教師聽審，

根據教學前、後測的錄音，聽辨有無洋腔洋調並且評定節律朗讀語音教學目

標和語流韻律表現。結果在讀準語音、讀順語流、讀好韻律、讀出情感四項

節律朗讀層次，都有顯著性提升。針對重音、停頓、節奏、語調、語氣五項

韻律語流表現，也能明確適當的被感知。同時證實節律朗讀教學對於達成聽

到、聽懂、動聽、動心的語音教學目標上，有明顯幫助。關於去除洋腔洋調，

有兩位通過測試；因為變因太多，研究時程不足，若能延長學習時程，讓個

人基礎發音更穩固後，節律朗讀的語流韻律教學對於改善外籍生洋腔洋調，

應該大有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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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eaching Prosodic Reading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bstract 

Key words:speech instruction, discourse prosody, prosodic reading, pause-extension 

　 　 　  expression of the sound 

Since current trend for a comprehensive phonetic instruction advocates 

prosody instruction besides words, phrases and sentences, it seems to be a good 

way to better students’ accent. Thus,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to propose a 

teaching strategy in prosodic reading and help foreign students ameliorate their 
accent when speaking Chinese. We aimed to practice discourse prosody（Tseng, 

2005）in rhythmic reading of Chinese, and utilize long-short, high-low, 

strong-weak, and loud-soft elements of sound to activate language. Appropriate 

pause-extension skill was applied to present stress, rhythm, intonation and mood, 

thereby achieving the goals of prosodic reading in phonetic instruction, i.e., 

“reading accuracy”, “reading fluency”, “reading with appropriate rhythm” and 

“reading with feelings”. In this way, foreign accent of foreigners could be 

improved, and highly efficient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kills could be acquired. 

As a consequence, complete phonetic instruction of Chinese may be 

accomplished. 

In this thesis, we introduced successful models of reading aloud instruction 

in the literature that proved to be useful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followed 
by investigation of discourse prosody in speech stream（Tseng, 2006） to 

propose our model of prosodic reading instruction. Our research included a pilot 

instruction, as commonly used in the literature, to understand the response of 

foreign students to prosodic recitation, thereby forming the basis of our class 

design.  Then teaching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in action research.  

Observation on the instruction process was recorded, and conclus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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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were drawn from the results. 

Five subjects were enrolled in the teaching experiments. Five teachers who 

have  experiences in teaching Chinese were to evaluate subjects’ foreign accent 

and speech prosody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course. In the “reading 

accuracy”, “reading fluency”, “reading with appropriate rhythm” and “reading 

with feelings” of the prosodic reading categor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noted after the training course. As regards the stress, pause, rhythm, intonation, 

and mood in the speech stream rhythm category, clearer sound and more 

comprehensible speech were also found after the training course. Furthermore, 

prosodic reading was confirmed to be beneficial to attain the goals of phonetic 

instruction, i.e., “loud enough to be heard”, “clear enough to be understood”, 

“pleasing enough to be enjoyable”, and “expressing enough to be interesting”. 

Two subjects passed the “absence of foreign accent” test after the training course. 

Foreign accent tends to be improved, although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due to 

too many variables and short training course. Nevertheless, the training course of 

prosodic reading should be prolonged to make foreign students’ pronunciation 

more stable and subsequently improve their foreign ac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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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就研究者參加節律朗讀比賽語音成長的經歷與指導母語者利用節律朗

讀有效改善語音的經驗，肯定節律朗讀對於語音學習的功效。觀察外籍生的

語音問題比母語者複雜很多，但兩者所發生的語音問題和忽略語流韻律的現

象卻很雷同，因此在台灣華語領域推廣節律朗讀教學，藉由對“字裡音節＂

和“行間節律＂的要求，希望有效改進發音，補強1語流韻律，改善外籍生

洋腔洋調的語音現象。 

　  過去傳統母語教學和大陸對外漢語教學早已將朗讀作為教學策略，但是

在台灣的華語教學領域提出朗讀教學策略，實行上仍是困難重重。一是長久

以來多數國人對朗讀深度的誤解，或以為是有口無心的念經、或是舞台上誇

而不實的朗誦、或是矯揉造作讓人不舒服的語調，因而產生嚴重的排斥；所

以必先建立對朗讀的正確認識，才能破除直覺的抗拒。再者鑑於大環境和台

灣母語教育對正確發音和生動語流的忽略，對於發音上以台灣國語特色自我

寬容，並不講究規範的國語；關於語流韻律教學，即使是母語教師也缺乏概

念而不知從何教起，所以想要落實發音和語流的完整語音教學，建立教學架

構和提出教學策略是當務之急。 

　  雖然起步難，但提升台灣華語語音教學效能，需要有志者一起努力，才

能塑造優質的華語學習環境。然而對朗讀尚未正確認知和突破落實的瓶頸

時，徒然引入朗讀的名目只是形同虛設，最後否定朗讀成效，將是不公正的

評估。因此本論文除了整理朗讀相關理論外，也藉由文獻整理勾勒出實際教

學的重點，分享實際教學經驗，希望教學者能順利將朗讀融入華語教學，發

揮對華語語音教學的最大功效。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開口說外語給人第一印象就是發音，「對非母語人士而言，語音就是社

交的門面。而且發音對錯直接關係語義表達的成敗，- --對外漢語教學中韻

                                                 
1.鄭秋豫（2005)所謂的「語流」，指的是長篇的口語朗讀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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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訓練，不只是門面問題，實際上是訓練構詞、習得語法、關係習得者登堂

入室的大事」（馮勝利，2007）可見語音的學習是語言教學的關鍵，但在台

灣學習華語的外籍生仍難免洋腔洋調，這是什麼原因造成？有沒有方法改

善？讓我們面對問題找出癥結，才能對症下藥！ 

　  曾拜訪台北市某一知名華語教學中心，詢問華語教學二十多年資歷的 F

主任，認為多數在台灣學習華語的外籍生，語音仍有很大進步空間。F主任

觀察語音教學成效不彰，一來是教師不能嚴格執行語音的糾錯。在台灣的部

分老師重視自然討論，多半著墨在詞彙、語法上，覺得時間不足而放棄語音

的要求，而學生一旦被灌輸能溝通就好了，錯失在初級班定型正確語音的契

機，到了高級班不但固化難改，甚至還抗拒改正。再者是教師對自我語音欠

缺嚴格的要求。受國語在台灣地方化，有些老師語音也都不到位，放縱自己

也放棄了學生，相對於老師的不積極，學生也就不在意。　  

　  雖然在台學習華語的外籍生，受台灣國語在地化而影響語音，但是仍有

對語音要求嚴格的老師，不容全盤否定。只是想要整體大躍進，一定要所有

老師一起努力才能突破。F主任堅持學習語音一定要學到位，發音教學階段

是關鍵期，發音要有足夠刺激，不是靠學生自己摸索可以學習，課堂教師必

須堅信「老師可以教得會，學生一定學得好」，關鍵是教師一定要能發音到

位，才能正確示範、監督、輔助。從 F主任語重心長的看法和個人經驗的觀

察，探究華語語音教學的背景： 

一、台灣國語的語音現象 

　  在台灣說不標準的國語是普遍的現象，國語說得標準反而是異類，引來

異樣的眼光，或是「你是大陸來的？」的質疑。華語教師對自己和學生的語

音，都應該以規範的華語自我要求，不能以台灣國語作為放縱語音的藉口。

所以希望藉由朗讀中“字裡音節＂的要求，解決師生的基礎發音問題。 

　  以下資料是研究者自 2006-2008 連三屆擔任宜蘭縣市國中、高中組國語

文演說、朗讀比賽評審，整理參賽員發生的語音問題，對應葉德明（2007）

針對華語師資培訓班 42 位學員受訓前語音測試的謬音統計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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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咬字不清： 

　 1、聲母部分： 

　（1).f (ㄈ)、h (ㄏ)不分。 

　（2).n(ㄋ)、l(ㄌ)鼻音、邊音不分。/ 佔有有 54.7%的偏誤。 

　（3).l(ㄌ)、r(ㄖ)邊音與舌尖後擦音不分。/有 77.7%偏誤。 

　 4).zh(ㄓ)、ch(ㄔ)、sh(ㄕ)和 z(ㄗ)、c(ㄘ)、s(ㄙ)不分/佔全部人士

　 　 91.6%-54.7%。 

　（5).j(ㄐ)、q(ㄑ)、x(ㄒ)的問題：ji(ㄐ一)、qi(ㄑ一)、xi(ㄒ一)成舌

　 　 尖阻音。 

2、韻母部分： 

　（1).ai(ㄞ)、ei(ㄟ)、ao(ㄠ)、ou(ㄡ):複韻母不到位 

　（2).an(ㄢ)、ang(ㄤ)不分：口型、舌位不明。  

　 （3).en(ㄣ)、eng(ㄥ)：前、後鼻音不分，幾乎是台灣人語音共同現象。 

　（4).i(一)、u(ㄨ)、ü(ㄩ)：開、齊、合、撮嘴型定位不明。/以高、前、

　 　展唇的 i取代撮口 ü 的百分比有 80.5%。　 　  

　  聲、韻母發音問題，母語者和外籍生的的偏誤，其實頗為雷同，應該是

音系本身就有發音上的難點，需要在聲母的發音部位和方法與韻母的舌位高

低和口型變化上重新認知。 

（二）聲調不明：二、三聲不分，一聲亂揚、四聲不降。句末全上（第三　 

　 　 聲）已成絕響（葉德明，2007）。聲調掌握對外籍生而言，一直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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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上的難點，大環境難以提供外籍生自然習得的典範。 

（三）欠缺語調，缺乏情感：許多台灣人平鋪直敘而單調乏味的表達方式，

　 　 無法活用語調、語氣以達到語用目標。 

　  未經訓練的母語者朗讀時咬字不清、聲調不明、停頓不當，欠缺聲情；

相對觀察高級班外籍生所存在聲、韻、調的發音問題和台灣母語者的語音問

題頗為類似；而對於語流韻律的認知也都模糊不清，強烈感受需求韻律語流

訓練的迫切性！認為對於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學習者的朗讀語音訓練，即使

教學法或引導技巧不同，但是教學步驟和內容應該相近，希望朗讀也能有效

矯正外籍生的語音。 

　  周質平（2005）提出台灣在華語學習上，突出「台灣國語」與「規範現

代漢語」不同，在語音上企圖保持台灣的地方特色，而不知外國人想學的是

規範的現代漢語，而不是台灣國語。所以華語師生勿再以台灣國語作為不正

確語音的藉口，響應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葉德明教授所主張維持標準華語響

亮優美律動的聲音，作為華語教師共同的目標。 

二、對語音教學忽略與不足 

　  華語教師因為課程進度壓力，通常教完發音符號，學會拼音、聲調後，

就完成傳統語音教學；此後的語音教學，大多老師止於生詞的帶念；有少數

老師會請初級班的學生讀出課文，但對於語流韻律往往是缺而不談。只停滯

在音段、聲調的糾正，而不能進入語流韻律的教學，勢必削弱語言表達的感

染力，導致語音教學內容不完整。所以希望藉由節律朗讀中“行間節律＂要

求，彌補師生語流韻律不足的缺憾，落實完整的語音教學。 

　  對整體語音教學概念不足和欠缺具體的落實方法都是阻礙語音成長的

關鍵。追究概念不足的原因是教師成長的母語語音教育中，就欠缺語流的訓

練。應宜蘭縣政府邀請為一百位中小學教師進行朗讀語音教學，藉此機會詢

問位居語言教育第一線的中小學教師，意外發現進行語調教學者只有兩位教

師。進一步訪談才發現教師們百分百肯定語調的重要性，而未於教學中實施

的原因是不知從何教起，也就是教師對語流韻律概念不足而無能為力。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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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節律朗讀教學，整理出語流教學重點，讓師生在節律朗讀中具體實踐韻

律語流，助益在此環境成長的華語教師突破不知所措的教學困境。 

 　 從楊斐祺（2005）對華語教師角色定位與專業化歷程之研究中，確實也

驗證年輕華語教師語音能力訓練的不足。她訪談了十位資深華語界的專家，

認為過去發音標準的特質是華語教師踏入華語教學篩選機制中不可或缺的

一環，但現今生態似乎有所轉變，曾擔任培訓師資的主任說「早期傳統華語

教師，無論在發音和教學態度上都有一定素質；近年來台灣年輕老師發音普

遍不夠標準，包括本科系學生，這是必須省思的----」新一代華語教師語音

的素養，令先進十分擔慮，教師本身不能具備高標準語音素養，如何進行優

質的語音教學？楊斐棋從綜合訪問中，提出「台灣華語師資正逐漸喪失標準

發音特質，陷入難以突破的困境」，這一個警訊，值得新一輩華語教師深省。

整理十位未來準華語教師朗讀錄音帶，列出其語音現象（參考附錄一），呼

應年輕華語教師語音能力訓練不足的事實： 

1.在朗讀的字裡音節部分：有人聲母的舌面音太緊而出現尖音。舌尖前、後

　音混淆；韻母發音不全、動程不到位，最普遍的現象是前、後鼻音不分與

　聲調二、三聲不明。儲備華語教師發音問題和所整理的母語參賽學生語音

　問題相近，再次證明是台灣國語特色的迷思。 

2.在行間節律部分：普遍欠缺語流韻律。 

　 1).停頓：以字斷句或以詞斷句，造成字音拼湊停頓瑣碎；未能適當停　 

　 　 頓以提示修辭結構或韻律分層，長句也未能貼切處理。 

　 2).延連：重音不明顯，未能適當凸顯焦點語義。句群間未能利用停延為

　 　韻律單元分級。 

　 3).節奏：語速一致，一字一音清楚卻沒有快慢節奏。表達上宜重點凸顯，

　　 非重音部分較輕鬆帶過，應有長短、快慢、輕重的差別；句群間的開

　 　端、發展、結尾，也都應該以不同的語速、強弱節奏來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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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情感語氣：語調、語氣是朗讀是否感人的關鍵，但多數的錄音聽不出

　 　 情感。情感不能激發的主因是朗讀者不能融入情境，只是客觀敘述而

　 　 無法傳情達意。 

　　即將投入華語教學行列的教師，在字音和語流尚有求進的空間。華語教

師不該再以能溝通為指標或以台灣國語特色為藉口，語言之美不只在文字而

且在語音，平鋪直敘、單調乏味的語音，無法給予學生正確示範；掌控語調、

語流與激發語言情感，以語音技巧提升教師課室語音效能。研究者從個人語

音成長的歷程，極力推薦以節律朗讀的“字裡音節＂和“行間節律＂訓練來

補強教師語音所欠缺的能力，喚醒教師對語流教學的重視。 　   

第二節  研究動機和目的  

　  本論文研究動機是順應語音教學的新趨勢，建立語流教學的共識，完整

語音教學的內容，彌補年輕華語教師語音能力不足的缺憾；並且利用節律朗

讀具體落實完整語音教學，突破傳統語音停滯於音段教學的困境，協助外籍

生改善洋腔洋調的語音現象。 

一、以節律朗讀完整華語語音教學 

　　 傳統語音教學止於字、詞的發音，不足以完整語音教學。 

　 Goodwin（1996）認為過去英語的發音教學著重在子音、母音的發音動作，

　和最小音對的辨別；但近幾年強調重點已轉移到超音段特徵領域中，像是

　重音（stress）、和語調（intonation）、語流韻律（Prosody）。 

　林燾（2001）指出過去習慣將語音教學侷限於漢字，盡所能分析一個字內

　部的聲、韻、調，而語流中的重音、停頓、語調卻輕輕帶過。 

　鄭秋豫（2005）認為近十年來語音研究的轉變，由傳統的發音、聲調研究

　走向全面性的語流韻律現象之探索，透過大批語音資料，證明語流的韻律

　其實是字調（tone）、語調(intonation) 和語篇韻律（Discourse Prosody）

　疊加後的代數和，是由小到大各個韻律範疇互動的結果，其中又以語篇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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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律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 

綜合三位所言，傳統字、詞、句的語音教學已不能滿足時代所需，進入「超

音段語音教學」2，是中外語音教學的共同趨勢，目前在英語語音教學界已

有音段應與超音段同時教學的共識。李智強（1998) 也認為音段和韻律是構

成語音的兩個共時系統, 它們在語音產生過程中相互作用, 最終結合為一個

整體。所以完整的語音學習應該包括基礎的音段到超音段的語流韻律。 

　  台灣華語教學往往在課程開始一、二週時間內，教授發音、拼音，但是

學生學了拼音符號，並不具備讀順語音的能力，況且發音的習慣也不是在短

暫時間就可建立或定型，卻因為基礎不穩，造成語音偏誤，僵化而不易改正。  

對於語音的要求不容忽視，「求乎上得乎中；求乎中得乎下」忌諱初期的忽

視而造成錯誤語音的石化，因為不正確的語音會傷害發言者自信與人際溝通

關係。Goodwin（1996）認為在開始的階段就應該十分重視，讓學習者意識

語音正確的重要性，用有效的教學方法啟動學習者的語言學習機制，能自我

監控修正語音。就語言輸出而言，節律朗讀有助於訓練發音器官，使肌肉能

適應華語發音的需要，在語流中強化發音，補強語流韻律能力，同時啟動自

我監控系統培養自我修正語音能力(Krashen, 1985)，以一套完整的語音教

學來滿足第二語言學習者對正確語音的渴望。 

　  節律朗讀教學目標是完整語音教學，首先訓練以字裡音節為基礎進而要

求行間的語流韻律，但是語流韻律是近代新崛起的語音教學重點，仍被大環

境所忽略，即使母語教師也不知如何進行語流教學。孟子敏（2000）提及「華

語語音偏誤，教學方面問題首當其衝當屬教師因素，教師語音知識、修養直

接影響學生發音。華語教學中，不能準確聽音、清晰辨音、有效糾音，不在

少數；不少語音教學，往往都走過場」。教師的語言能力影響教學信仰，教

師對朗讀的肯定與技能補強是左右朗讀教學成敗的關鍵。因此本論文主張藉

由節律朗讀的訓練來突破教師語音能力的困境，同時整理出韻律語流教學要

點，讓教師掌握教什麼，怎麼教，才能樂於參與節律朗讀教學的推動，循序

                                                 
2在語音系統中，音段特徵通常是針對元音和輔音系統而言；超音段的韻律特徵，廣義上是指聲調、

語調、輕重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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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讀準語音、讀順語流、讀好韻律和讀出情感＂節律朗讀的四項語音目

標。 

二、以節律朗讀改善外籍生洋腔洋調 

　　王魁京（1996）認為外國人說中文，即使單字聽似沒問題, 但整個句子

往往是點字式的拼湊，句中所有音節的輕重長短、間歇停頓都一樣，不但欠

缺抑揚頓挫的節律感，而且無法表情達意，難以達到良好的溝通效果。確實，

觀察華語高級班學生，即使能正確讀出字音，掌握聲調，但進入音節、句子、

篇章的語流中語音就走樣，流露難以掩飾的洋腔洋調，其問題就是出在無法

掌握華語韻律。對於外籍生的怪腔怪調，過去只注意聲調的矯正，但是 

　吳潔敏（2002）研究提出外國人朗讀中文的洋腔洋調，主要原因是沒有處

　理好停延和語調。 

　李芳蘭（2007）認為除了音準和聲調問題，沒有掌握漢語的節律規則是洋

　腔洋調的主要原因而漢語各語音單元之間的停延和有機組合，是漢語語音

　節奏的核心。 

所謂停延、節律、節奏正是華語的語流韻律。所以學習華語不能只顧聲調而

不顧語流韻律，想要改變外籍生語音習慣，一定要加入語流韻律教學，包含

輕重緩急抑揚頓挫的語調變化和語氣情感。在正確語音要求後，進入華語語

流韻律教學，希望外籍學生的語音能真正改頭換面，甚至脫胎換骨。 

　  但是語音教學若止於學理上的解說，理解和落實還是有段遙遠距離。例

如華語教學研究所的外籍生來台學習語音、語法、語義等專業知識，期待未

來成為稱職的華語教師，然而語音中褪不去的洋腔洋調，現實阻礙申請國外

華語任教的機會。據華研所外籍生陳述「曾修習過語音的理論課程，也清楚

自己的發音問題，卻苦於無“法＂改進」，所以找出改進的策略是解決外籍

生語音問題的關鍵。本文提出具體的方法就是以節律朗讀結合停延理論與實

際操練，讓學習者在作中學。 

　　固然語流韻律是變化無窮，但從歸納中仍有通則。研究者提出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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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專家從規範朗讀中整理出韻律語流的規律與理論；相對的，如果要落實

語流教學，則宜“反其道而行＂，從朗讀教學策略中，提供學習和運用語流

韻律的機會，從反覆練習中落實理論、強化韻律而活化口語表達。節律朗讀

教學以理論解說與技巧練習雙管齊下，讓學生在後設認知3中發現自己的問

題，並希望藉由不斷朗讀模仿，改變僵化語音習慣。 

三、以節律朗讀達成口語語音教學目標 

 　 就語音教學目標 Moley （1987）提出有效理解、有效溝通、自信增強、

自行監控說話四點。而節律朗讀所追求音節正確和語流韻律，對於有效理

解、有效溝通、自信增強的語音目標絕對是必要條件，在自行監控下有意識

練習才能達成語音學習的目標。 

　  有人認為言語交流只要聽得懂即可，不必於語音上太過要求。然而 

Goodwin（1996）認為隨著溝通式教學法來臨，學習者的焦點轉移到流暢性

而非正確性，但是對語音控制偏離標準太遠，實在難以聽懂。所以語音教學

正確性重於流暢度，先要求音段的準確，進而追求語流的順暢與韻律。聲音

是溝通時最重要憑藉，微弱、低沈、平淡的聲音，說的人不但使語言喪失生

命力，也使聽的人感到興味索然；優質化語音輸入藉著有表情的聲音傳達意

念，正是所謂「聲情」。如何運用聲情有效能的傳情達意，是語音教學的主

要目標。 

　  即席演說是口語訓練的最高層次，但是面對聽眾時，即使是母語者也因

緊張往往腦中一片空白而不知所云，話都不知怎麼說，更不用說聲情表達。

所以中國大陸口語訓練課程將朗讀作為演說的橋樑，先於課程中做朗讀語音

的訓練。言有所本，不必擔心要說什麼，以朗讀的方式訓練語音達到口語溝

通四層境界： 

                                                 
3 Beyer（1987）提出後設認知的運思內涵，即計畫、監控及評估三大要項，透過計劃策略陳述目

標、運思執行、導引運思、辨識障礙並加以克服、預測結果等過程完成構思，再運用監控策略保

持目標、個人位置、達成次級目標，並再作效果判斷等，可達成後設認知的策略運思過程，以增

進學生有效的學習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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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聽到（loud enough to be heard）：清晰宏亮的音量  

2. 聽懂（clear enough to be understood）：準確的發音聲調 

3. 動聽（pleasing enough to be enjoyable）：抑揚頓挫的韻律語流 

4. 動心（expressing enough to be interesting）：文情合一的聲情 

（A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Program.1984 ） 

　  “聽得到＂是要求發言的音量適當；“聽得懂＂是發音、咬字、聲調清

楚正確；並且訓練語音表達大小、高低、強弱、長短變化，重音、停頓、節

奏控制等技巧，使語音成為“動聽＂的藝術；進而激發情意使語調、語氣等

完整傳達，活化的語音必有強烈的感染力，讓人為之“心動＂。而朗讀本質

要求大聲、明晰，節律朗讀藉著語流韻律技巧學習，不但改善音質更讓聲音

充滿變化。篇章朗讀訓練，不只重視基礎的音節，更進入篇章中訓練語流變

化的能力，讓情感自然流露，以達到語言溝通“聽到、聽懂、動聽、動心＂

的最高境界。 

　  溝通式語言訓練必須在有上下文脈關係的語段中練習，而不是傳統字、

詞或獨立語句的練習。一樣的道理，要掌握華語韻律絕非單句語調所能包

括，一定要在語流中進行學習。節律朗讀語音教學，提供在語流中強化語音

並學習韻律技巧，讓語言的內容情感和生動語音形式彼此相得益彰，達成口

語語音教學目標。 

第三節　名詞釋義 

　 藉由節律朗讀來完整語音教學，首先要建立對朗讀正確的認識，尤其是

澄清一般人對朗讀的誤解；其次簡要介紹節律朗讀、語流韻律、語篇韻律的

概念。 

一、朗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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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朗讀的心理認知4過程 

　 　 「朗」是明朗、清晰、大聲的；「讀」把作者平面文字化作立體聲情；

「朗讀」是將單純的視覺符號訊息變成富有情味的多元感官訊息，把死的文

字變成了活的語言。張志公(1982)認為朗讀的過程是運用語音技巧對書面語

言進行藝術再創作，把視覺形象變作聽覺形象，生動呈現書面文字的思想情

感。朗讀訓練語音技能，把無聲的文字變為有聲的語言，是多種感官並用的

語言「輸入」和「輸出」形式。因為朗讀需要以眼識字、以口讀字、同時聽

到自己所發出的語音訊息，所以「朗讀時腦部視覺、聽覺系統同時進行語言

訊息處理和轉換過程，對視覺感知的語言訊息加以理解的輸入形式，再將資

訊內容轉換為口語表達的輸出形式，使言語聽、說、讀的能力直接得到鍛

煉」。（李桂花，2007） 

（二）澄清對朗讀的誤解 

　  華語教學研究期盼以朗讀教學習得正確語音，理解詞義、句法，培養出

語感，進而增進聽、說、讀、寫四大技能。然而在台灣提及朗讀有人深覺反

感，以為朗讀是刻意矯揉造作的語調，讓人聽起來毛骨悚然，完全遠離自然。

其實朗讀必須將語調建立在正確的發音與準確聲調上，語音自然有高低變

化，絕非恣意忽高忽低的語調。朗讀的原則是以感情為核心，在規範的語音

基礎上作語調、語氣、節奏等語流變化，利用朗讀技巧來凸顯焦點信息和表

達完整情意，助益溝通理解，使語言發揮最高的效能。在此先澄清對朗讀的

一般誤解：  

　 1.朗讀不等於閱讀 

有人質疑，既有閱讀何需朗讀？ 滕吉海（1997）就現代漢語辭典解

釋「閱讀」是指看書報並領會其內容；「朗讀」是清楚響亮地把文

章唸出來，因此閱讀是不能代替或是包括朗讀的。就其觀點，「讀」

包括閱讀(默讀)和朗讀，本質不同但關係密切，因為良好的閱讀理

                                                 
4 請參照第二十五頁節律朗讀認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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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是優質朗讀的前提，朗讀教學成功又會促進閱讀理解，兩者相輔

相成。朗讀可以讀出默讀所讀不到的節律，強調對語義的連貫與分

組，讀出文字結構、修辭和遺失在行間的語流韻律，在台灣華語教

學朗讀卻只扮演閱讀技巧之一的小配角，忽視朗讀對口語語音教學

的積極作用。 

　 2.有別於誦經式朗讀 

　 　彭紅（1997）提出「誦經式朗讀」置課文內容、體裁、情感於不顧，

　 　用固定的腔調朗讀每一篇作品。其停頓方式基本上是以詞語為單位的

　 　均勻頓歇，輕重格式也是一成不變，輕—重—輕—重，並在重的那個

　 　音節上拖腔拉調。在未經老師指導的小學生齊誦模式中常出現這種朗

　 　讀法，語氣和語速平板、沒有任何變化，像小和尚念經，有口無心、

　 　有聲無情。溝通時如果還是用誦經式的腔調表達，顯得僵硬、毫無生

　 　氣，嚴重危害口語表達能力，違背語音教學的初衷。若一味追求齊讀

　 　式的整齊畫一，就等於扼殺朗讀的生命。 

　 3. 朗讀和朗誦的差別 

　  一般提到朗讀，很多人誤以為是舞台上表演式的誦讀，不能接受刻意

拉長的聲音或緩慢的語速，覺得和自然口語差距很大，不切實際。其

實，朗讀不同於朗誦： 

表 一-1 朗讀與朗誦比較表 

區別點 朗讀 朗誦 

場合 教室 舞台表演 

朗讀者身份 師、生 表演者 

聽的對象 生、師 觀眾 

原則 正確、流利、有感情的朗

讀課文，比唸書速度稍慢

正確、流利、有感情外，表演性

強較誇張，語音拉得較長。 

輔助 不用配樂、伴舞 背景、音樂、舞蹈、道具 

目的 培養語音能力，增進溝通

技能 

美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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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朗讀不同於美讀的朗誦。語音訓練，最終目標不是為制式化的表演，而

是將朗讀技巧融入生活中，增進表達和溝通的效能，具有實用價值。「工欲

善其事，必先利其器」，語音就是表情達意的利器。活化語音技巧，讓外在

的語音形式結合內涵情意，以聲傳情。 

二、節律朗讀相關名詞釋義 

（一）語流、語流韻律、超音段特徵、漢語節律 

　  鄭秋豫（2006）認為“語流＂指的是長篇的口語朗讀與敘述，不同於傳

統語音分析孤立句的作法。楊錦陳、楊玉芳（2004）提出語流資訊包括音段

資訊和韻律資訊。音段資訊通過音色來表達，韻律資訊則通過韻律特徵來表

達。韻律特徵主要包含重音、語調和韻律結構，由於都覆蓋兩個或兩個以上

音段，所以常被稱為“超音段特徵＂，在言語交流中，通過對比組合音段資

訊，使說話者的意圖得到更好的表達和理解。 

　  吳潔敏( 2001) “漢語節律學＂研究的是漢語從音節到語篇的不同層次

內音高、音長、音強以及音色的組合規律和層次間的音長、音空的組合規律。

專門研究如何運用漢語語音節律手段來加強表情達意的力度和精確度的學

問（王莉，2005)。鄭秋豫（2006）提出“語流韻律＂指的是口語敘述或口

語篇章裡整體的的高低旋律、拍子節奏、大小聲、停頓、延長。所以漢語節

律也就是語流韻律，語流韻律是所有自然口語的共同特徵。語流變化多端，

如何在絕對的變化中，尋找相對的共性，鄭教授進而提出了語篇韻律結構。

本論文主張在節律朗讀中，體會“語篇韻律＂概念並體現語流韻律（漢語節

律），成就語音教學的完整性。 

（二）語篇韻律 

　　傳統的語音教學採「由下到上」的研究觀點，研究韻律的重點多在聲調

和短語句調，趙元任先生曾以大波浪小波浪為喻，說明了聲調和句調的互動

關係；而鄭秋豫(2006)提出「由上而下」的“語篇韻律＂觀點，在趙元任先

生的論點上擴充為語段和聲調、句調的關係，認為語流韻律規範制約來源是

語段或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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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秋豫(2006)語篇訊息是造成單句調系統性變化的原因，語段管轄並制

約句法單句間的銜接關係，系統性造成句調變化進而達到傳遞語篇訊息的溝

通目的。在口語語流韻律中，篇章是最上層訊息，語段是語篇的次級單位，

字調和句調又在語段之下的次級韻律單位，所以語流韻律實為上層語篇訊息

管轄的效應，還有多短語的韻律預設，會造成下層韻律單位之間產生大範

圍、跨短語的韻律關連性。 

（三）節律朗讀、基調、停延 

　 1.節律朗讀：朗讀既不是閱讀，也不是有口無心的念經，而需以情意為

　 　底本，藉聲音變化來展現，稱之為“節律朗讀＂。節律朗讀前得作朗

　 　讀預備式，唯有了解文章旨意掌握文章的“基調＂，才能運用適當的

　 　“停延＂技巧展現節律朗讀。 

　 2.基調：不同於實驗語音學 F0 基頻軌跡。吳潔敏,何文忠（2003）認為

　 　基調即語篇的基本腔調，準確判 斷基調是節律朗讀的前提。「基調是

　 　對語篇的總體把握。傳達興奮激動的喜悅之情該用高快基調;傳達悲哀

　 　傷感之情該用低慢基調。基調設定要是不符合作者的意旨,便形成了誤

　 　碼，因此節律朗讀要胸有全局才能正確判斷局部。」所謂胸有全局就

　 　是指預備式朗讀時設立基調，也就是語篇韻律的概念。 

　 3.停延：伍巍（2005）認為停延是指話語語流中聲音的中斷和延續，“重

　 　音＂與“斷連＂是漢語表達中不可或缺的兩個有形的語義區別手段。

　 　李芳蘭（2007）說明「停延不僅是發音生理的制約，更是出于言語表

　 　達和聽覺理解的需要。語句的停延既要受到語法結構的制約，又要受

　 　到語義、節律和修辭需要等的制約」。停延切分,不單單反映了“句內

　 　語音切分和語法切分有不一致的＂的現象,而且這一實驗分析結果都

　 　表現出了節律的語用功能 (吳潔敏，2001；王莉，2005) 。規律性逐

　 　字說話，一樣的節拍顯得單調而且讓人抓不到重點；停延技巧運用，

　 　可以引起聽者的注意，凸顯語義焦點；並且可以確立韻律層級的分界。 

　  在篇章朗讀中才能突破傳統語音教學拘泥於字、詞或單句，而是在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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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句子或語段甚至是成篇的文章，貫徹語流韻律的精神。由上而下的語篇韻

律左右語流韻律，而語流韻律也就是漢語的節律。本文主張以語篇韻律作為

節律朗讀的立論，以節律朗讀實踐語篇韻律，至於兩者間交互作用則於第二

章文獻探討中再詳加說明。 

第四節　研究範圍 

　  朗讀教學適用於華語教學哪一階段？Smallwood（1990）認為朗讀對不

同年齡學生都是正向的學習經驗，提供閱讀和寫作的自然泉源。哈佛北京書

院積極推動朗讀教學，從其不同階段的學生每天都安排一堂朗讀課程也可作

為佐證。 

　  其實不同的階段，朗讀教學的重點應該也不同。朱智賢(1989)在心理大

辭典中介紹“正確朗讀、熟練朗讀、表情朗讀＂三種發展層次。初級階段是

語音形成的最佳契機，這時朗讀訓練重點放在發音的穩定性，但從反覆朗讀

中有可以感受語流的順暢性，以要求“聽懂、說對、讀準＂。所以“正確朗

讀＂、“熟練朗讀＂是初級班朗讀教學要點；至於進一步“表情朗讀＂，也

就是本文所提倡的節律朗讀，可於進階的中高級班課程中，循序漸進作語流

韻律要求。中高級生如果語音已固化，更需要有效的語音學習對策來改變錯

誤的語音習慣，否則高級生再好的思想內涵沒有語音外在形式來相輔相成，

恐怕溝通效能也會大打折扣。高級生在朗讀語音學習上，除了調整“字裡碼

的音節＂外，更重要的是學習與活用“行間碼的節律＂，不但要要求“讀準

字音、讀順句子，讀好節律、還要讀出情感＂！最終希望在華語領域建構完

整語音教學輪廓，加入語流韻律教學，去除外籍生固化的洋腔洋調；讓學習

者理解語音教學的全面性，而且在朗讀中反覆練習，內化語音的技能，進而

活用於口語表達。 

　  本論文研究範圍著重於節律朗讀的語流韻律學習，幫助外籍生除去洋腔

洋調，所以研究對象鎖定在高級班外籍生。又因為老師信念關係朗讀教學成

敗，對於完整語音教學內容，教什麼？如何教？是否能於教學中建立老師對

語流韻律的系統認知和運用，也希望從研究中獲知。為兼顧師、生不同角色，

因以華語教學研所外籍生為研究對象（詳細資料參考附錄二）。他們的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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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無庸置疑已至高級程度，但是未褪去洋腔洋調的語音色彩，透過節律朗

讀訓練，能否改善語音腔調；而華研所外籍生返國後都將成為未來華語教

師，藉助朗讀課程學習，是否能對語流韻律了解、接納、運用，具有實踐朗

讀的能力，進而願意推廣朗讀教學，都是本論文研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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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就朗讀與語言學習的相關文獻，說明朗讀是語言習得和語音教學的良

策；整理鄭秋豫（2005、2006）所提出的語篇韻律作為節律朗讀的立論基礎，

以節律朗讀作為語篇韻律的實踐；並且引介成功的朗讀教學模式作為課程設

計的參考。 

第一節  朗讀與第二語言習得 

　  很多人花了很多時間和很大精力想要提升自己的外語能力，但是因為學

習方法不佳而中途放棄。因此主張以朗讀作為學習語言的策略。 

一、以朗讀啟動語言習得的機制 

　  對於嬰幼兒輕而易舉習得語言，總讓成人羨慕不已。Lenneberg (1967) 

提出人類母語學習的關鍵期現象，可從腦傷病人復原關鍵時間分界的研究得

知，腦傷病人若在發展早期受損，將可恢復語言功能；若在青春期後受損，

將無法恢復永久的損傷。如果青春期前是語言發展的關鍵期，成人學習第二

語言早已過了關鍵期，學習效果大減。究竟有無具體的方法可以協助成人習

得第二語言？ 

 　  Krashen(1985)建議在語言班級中使用大量的習得活動，因為「第二外

語是否說得流利，決定於我們所習得，而不是我們所學習」。第二語言習得

是一種下意識過程，和孩子自然習得母語的功能相似，“可理解輸入＂的重

點是說些什麼，而不是分析如何說。Brown （2002）認同 Krashen 說法，提

出成人應盡可能習得，避免陷入語法規則的學習中，過於在意語言形式和學

習成效。Smallwood（1990）根據 Krashen 的 SL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模式，主張朗讀是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理想課堂模式，因為朗

讀提供語言習得優越成分的來源。一般的語文教學多是語音、語義、語法獨

立進行，屬於“學習＂的方式，是刻意有所為而為的語言學習，即使學得語

法卻掌握不了整體的語感；或將課程分為聽力課、會話課、閱讀課、寫作課，

以不同課型針對各項語言能力作補強，也是屬於“學習＂教學模式；朗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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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習得＂模式，聽、說、讀同步，根據川島隆太醫學博士(2006)研究

證明朗讀是最能活化腦部的活動。趙璇（2005）朗讀時腦部的語音、語義、

語法系統同時運作，感性的融入主觀情感又能理智的操控語言形式，對語言

的體悟是形、音、義三合一，語音、語義、語法一體成形的篇章體現。所以

朗讀不是割裂式學習，比較符合語言習得的規律，“無所為而為＂的朗讀能

使人思維敏捷、理解深刻，記憶力強，是培養第二語言語感最直接關鍵的方

法。（王玲玲，2003；劉軍，2005；彭珊珊，2005；蔡晶,2006) 

　  朗讀習得語言的關鍵也可從心理語言學或神經語言學獲得解答。因為記

憶是學習語言的重要過程，學習語言需要輸入大量詞彙，但要記住生疏詞

彙，卻是苦差事。然而研究發現“開口＂朗讀是記憶詞彙有效的方法；“反

覆＂朗讀讓資訊進入長期記憶並便捷腦中信息提取。 

(一)“反覆＂朗讀 

　  據 Kachroo（1962）研究發現，要成功記住一個生詞，學生至少要連續

遇到七次以上！或 Saragi(1978)指出一個單詞碰到十六次後，自然能夠記

住它。不論幾次才能記住，反覆朗讀課文就是重複學習的過程，有助於學生

對單詞、短語的記憶。 

　  朗讀先通過視覺神經傳到大腦；大腦神經中樞指揮發音系統準確地發出

語音；不斷的朗讀練習，視覺捕捉單詞的能力，視覺神經的傳導能力，和腦

神經系統對發音系統的指揮調控能力等，均能獲得培養和提升。藉由朗讀反

覆學習形成的大腦網路，永不損壞（七田真，2006） 

（二）“開口＂朗讀 

　“朗讀記憶法＂能引起多種感覺共鳴。科學實驗證明大聲朗讀的記憶效率

比默讀效率高 70％（周鳳燕，2007）。試想看到一長串的電話號碼，我們

是進行視覺記憶？或是聽覺輸入來記憶？通常我們都是將文字轉成語音，讓

記憶與語音結合。所以記憶的好方法就是發出聲音，有了視覺和聽覺雙管齊

下的輸入和反覆朗讀強化記憶的功效，不論幼兒或成人，在反覆朗讀中不知

不覺就背熟了語篇，提取時達自動化反應。七田真（2006）反覆朗讀和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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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打開深層記憶回路，改善大腦的記憶素質。證明朗讀確實是習得語言的

絕佳策略。　  

二、朗讀習得語感 

　  一舉多得的學習效益，是語言學習者的夢想。朗讀具多元化價值，研究

朗讀對於華語聽說語感的功效： 

1. 朗讀對聽力產生促進作用 

　 破解外語這種暗號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拼命地聽。當輸入與知識相互配合

　 時，理解就產生了。聽者的理解與話語的原意或多或少存在差距。而聽

　 力訓練的作用就在於為彌補理解的差距和增強長期記憶，提供有力的指

　 導和幫助。（李桂花，2007） 

朗讀本身具有多感官並用的特點，與聽力密切聯繫並提供了操練的刺激。李

桂花（2007）認為朗讀時可以聽見自己發出的語音，透過語音回路，強化語

音資訊處理；它不僅是“聽＂的語言輸入形式，也是“看＂的輸入形式，啟

動語音識別系統和文字識別系統的相互轉化。 

　  中國科技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Lin Chen, 2006）領導研究中文聲調

的特點，獲得美國科學院刊發表：　 　 　 　 　 　 　 　 　 　 　 　 

　 人類大腦採左右腦分工方式處理外界聲音，通常左半腦處語義優勢；右

　 半腦處音樂優勢。研究中文聲調具有類似音樂，又具有語義特性發現，

　 中文聲調具有右腦優勢。在前注意階段，右腦依據聽覺輸入的聲學特性，

　 成為漢語處理聲調的主要半球（Lin Chen, 2006） 

中文聲調具有辨義作用，掌握聲調卻是外籍生學習中文的難點，如今證明中

文聲調具有右腦優勢。七田真（2006）提出5右腦學習法，主張以朗讀訓練

來開發右腦。每天朗讀 1小時，產生像換耳般的魔術聽力；學習中文從朗讀

聽音自然習得聲調，不失為學習良方。學習語言始於每天正確聽音和大聲朗

                                                 
5七田真右腦學習法就是去掉理論性的判斷，以習得方式把信息快速、大量地輸入右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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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輸入透過語音回音對聽覺刺激，形成深層學習的記憶。  

2.朗讀對口語訓練的效益 

　  學生往往不知如何說而沈默，朗讀讓學生養成開口說的習慣。就訊息處

理理論，資訊若經過反覆練習，就容易從短期記憶進入長期記憶，傳遞訊息

的神經纖維也會因為反覆練習，來回提取資訊而變粗，如同高速公路或寬頻

傳輸，使提取的速度變得極快。趙璇（2005）「朗讀活動就是對語音信息、

語義資訊間進行反覆聯繫，達到“自動化程度＂，讓學習者輸出口語時，能

夠準確快速提取所需資訊」對口語表達所需建立的心理語料庫有所幫助。 

　  朗讀教學要求學生大聲讀，不但養成開口說的習慣和培養不怕錯的的勇

氣，而且重視語音正確性，也利用重音（Stress）、節奏（Rhythm）、語調

（Intonation）等聲音的表情，傳達作者書面的思想情感。以朗讀停延技巧

為基礎，後續內化並活用於口語語音，提升口語表達的自信與效能，這目標

不是一蹴可幾，卻是節律朗讀實用的目標。 

3、語感培養 

　　朗讀訓練有助於培養學生的語感。(蔡晶 ,2006；葉竹鈞，2000；王玲

玲，2003；彭珊珊，2005；韓李，2006；張立，2006)神經語言學家認為語

言學習的關鍵在於語感的生成、發展和提高，所以培養語感成了外語教學的

重要任務。劉軍（2005）「在表達語言時不需考慮語法、修辭、邏輯，而可

以迅速、準確、得體地使用語言，體現聽、說、讀、寫時不需有意控制的自

動化程度」。語感是後天培養，是在言語實踐中產生、發展而逐漸形成的，

來自人們長期的積累、反覆接觸，憑藉直覺就能夠正確、熟練、靈活地使用

語言。反覆高聲朗讀課文，聽覺、視覺等各種感官通過與語言材料的接觸中，

體會出語音、語義、語調及語氣，逐漸培養了對語言的感知。在熟練一定量

的文章之後，很多常用句子會不自覺地脫口而出。　  

　朗讀時，腦部前額葉皮質區、頂葉、顳葉、枕葉各種場所，都會和左右兩

　側一起活化；比起默唸，發出聲音的朗讀會使腦部活性化加強。（川島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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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006） 

　  朗讀時視覺、聽覺雙管齊下，給予頭腦雙重的刺激來增強記憶，學生口

讀、眼看、耳聽，反覆接觸到甚至可以背誦；同時在腦中儲存大量詞彙、句

子，內化後一旦要使用，詞句自然湧現。所謂熟讀成誦就是對文章反覆朗讀，

不自覺地儲存到長期記憶區，大腦自然整合和內化成為有序的記憶，在進行

表達時能準確再現。所以反覆朗讀優美詞句、豐富語彙、句式的文章，達到

琅琅上口時，書本的語言就自然湧現。楊愛英(2000)提出朗讀直接並積極影

響寫作能力。有了這種語感，無論是口語表達還是文字表達，都可以得心應

手。 

　  朗讀是促進聽說讀寫技能的有效活動，在聽懂、說準、念順、讀好的前

提，不僅有效地鞏固已經學得的語言，而且也是吸收語言的新養份的重要途

徑，在華語教學中應獲得更多重視。 

第二節　朗讀功效與運用 

　  「朗讀」在中國過去傳統教學中備受重視，所謂「讀書百遍，其義自見」，

意指在反覆朗讀中，咀嚼出文義。至今小孩讀經班，就在反覆朗讀中自然而

然的背誦，不知不覺的識字，朗讀功效不言而喻；而在第二語言學習中，朗

讀扮演什麼角色？ 

一、朗讀對外語學習的成效 

　  英語朗讀可以訓練發音器官，提高聽力，助於語音語調改進，進而提升

語感，增進文章理解與寫作能力。彭珊珊(2005）據 1992 年美國華盛頓州調

查顯示：有 80%的 ESL 教師經常要求學生在課堂上朗讀，大多數教師認為朗

讀能提高 ESL 學生說英語的流利程度和聽的能力，也能提高英語寫作水準。 

　  邵欣欣、黃能（2000）曾以實驗組每日清晨至少保持一小時的朗讀時間、

對照組不作要求，一學期過後，實驗班平均英文成績明顯高於對照組，顯示

朗讀對學生英語學習幫助很大。實驗證明朗讀能力強者對於英文的熱情、學

習效率成果都比朗讀能力弱者更勝一籌；沒有讀的能力，對於單詞、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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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流和語韻的掌握都大打折扣，相對的開口溝通、聽力、語篇理解與書寫能

力也會受到限制。透過朗讀學習外語，不但能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更是記

憶的一種有效方式。 

二、朗讀助益腦部活性化 

　  根據日本醫學博士川島隆太(2006）以朗讀方式訓練語言中樞前額葉皮

質區，以腦機能顯像技術驗證，提出三個實驗研究成果:  

1.朗讀活化腦部：大腦藉由持續朗讀的適度運動，可防止老化和衰退，並可

　促進腦力。證明自閉症、唐氏症、老人癡呆症、中風等腦部的障礙或傷害，

　都可以藉朗讀活化腦部，不僅喚回記憶，也能找回學習能力。 

2.朗讀增強記憶：健康的人藉由每天朗讀十到二十分鐘朗讀，朗讀的速度可

　以經過訓練而變快並且活化前額葉皮質區，使記憶力提升百分之三十。並

　且驗證透過某種方法鍛鍊前額葉皮質區，將可以促使掌管語言中樞的前額

　葉皮質區所司掌的其他語言能力都隨之提升。 

3.朗讀提高學習的集中力：運動前我們會做暖身運動，激發肌肉潛在能力；

　上課時我們大量使用腦力，透過朗讀作為腦部暖身，藉此可以激發腦部潛

　能而且提升學習。朗讀作為進行學習前的熱身操，記憶的量可增加為兩倍。 

　  川島博士實驗證明正式上課之前，設置朗讀時間，讓嘈雜不休、難以投

入課堂的學生，在琅琅讀書生中收斂，增加集中力上課專心。因此，若受時

間限制無法獨立朗讀課程，也可利用一般課程前五分鐘進行朗讀，揭開學習

的序幕，使後續詞彙、語義、語法學習效果倍增。 

　　至於朗讀為何能使大腦活性化？因為朗讀時以眼追隨文章，枕葉運作而

能閱讀；將文章化為語言輸出，額葉運作才能說話；聽自己聲音時顳葉運作。

朗讀同時運作聽覺和視覺的輸入形式與口語輸出形式，使腦中文字的形、

音、義同步理解，符合第二語言習得精神，研究證明最能活化腦部語言學習

機制。在華語學習中利用朗讀活化大腦語言學習區，提升第二語言的學習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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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外漢語教學以朗讀訓練口語能力 

　  大陸對外漢語教師利用對話或敘述性短文做朗讀練習，使學生成段表達

思想，熟練運用敘述、評論、感慨、質問等不同語氣，在口語教學獲得明確

成果: 

　經一學期的實踐結果，學生口頭能力都有明顯提升，針對一個話題，學期

　初 95%的同學只能說幾句話，到期末 90%的同學都能用正確語氣、語調來

　論述。（李曉琪，2006） 

 　 由此可見節律朗讀訓練可以提升到語用層面，而語用是對外籍生語音教

學中最難的層次。肯定朗讀教學的作用，對外漢語的教材紛紛將朗讀融入教

學中，由字而句至篇章加以訓練。以「新實用漢語課本」為例，第一冊十四

課，每週以五小時計，一至六課四週，是全書基礎發音階段，之後進入語流

訓練： 

1.教材：語音教學與課本會話教學緊密結合，確定每課集中練習的語音重點。 

2.教學重點: 前四週掌握語音和聲調，準確說出課文句子，以拼音形式出現

許多詞語，作為鞏固語音的練習教材；四週後仍需嚴格糾正鞏固發音、聲

調並進行詞重音、焦點、語調等訓練。 

3.教學原則：每課進行系統語音訓練，開始宜集中並且嚴格要求，奠定良好

　發音基礎，才能增強學習興趣；若等到僵化再予以糾正，效果不彰且費時

　耗力。 

 　 “新實用漢語課本＂就是以朗讀為語音訓練的教材，每課都有語音教學

重點，從聽音、辨音，教師進行領讀、範讀，將朗讀融入華語教學。特別是

在教生詞或讀課文時，仍要嚴格糾正語音語調；在進行會話練習時也要用適

當方式指出學習者語音問題，作為語音教學的延伸。 

　  中國傳統教學中朗讀占極重要地位，外語教學中 Reading Aloud 也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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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日本醫學以朗讀來治療腦傷病人，使他們恢復學習；用於健康成人，

也具有增強記憶的功能；更可作為學習前腦部的暖身活動，提升學習效果。

大陸對外漢語教學以朗讀作為口語訓練的方式，反觀台灣華語教學中朗讀只

扮演閱讀的小配角。期盼培養專業教師，將朗讀融入華語教學，進而將朗讀

技巧實踐於生活語言中，以提高溝通的能力。 

第三節　節律朗讀心理認知歷程 

　  節律朗讀具有朗讀清楚明朗讀出的特色外，更要求呈現華語的節律。 

　吳潔敏,何文忠（2003）說明“語言的節律＂是語音中聲音的高低、輕重、

　長短、快慢、間歇和音色所造成。漢語節律包括停延、重音、句調、基調

　和節奏等,存在於音節、音步、氣群、句子、句群、段落、篇章的不同層

　次中。 

　吳潔敏（2002）認為“節律朗讀＂是以“雙碼認知＂即通過“字裏碼＂和

　“節律碼＂的雙重編碼，把作者隱含在“字裏行間＂的思想感情全部表達

　出來。“字裏＂指音節內的聲、韻、調；“行間＂是指音節以上層次的“節

　律＂。兩者都具有表意、表情、表態功能。節律朗讀是把“字裏的音節＂

　和“行間的節律＂雙重整合來表情達意的。 

　高霞（2007）認為朗讀認知心理過程，首先是“文本輸入＂，這些意義單

　位聚集在短期記憶裡，直到形成一個命題，並與長期記憶中的圖式相作用

　，得出篇章的意義；同時文本視覺形象激活心理詞庫中相應詞的語音，用

　 於訂定“語言計畫＂，根據對篇章意義理解的基調，影響言語計畫中的

　 語音語調及斷句處理。最後由“發聲機制＂落實言語計畫，轉化為外在

　 的有聲言語：而“監控機制＂則負責發現錯誤並自我修正。朗讀時經過

　 信息處理，準確產出語碼的最終目的是為了準確再現語篇。 

綜合以上學者所言，製作節律朗讀心理認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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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 節律朗讀心理認知流程圖 

 

 　 節律朗讀前所作的準備稱為“預備式朗讀＂： 

1.解碼：就是對作品必先深刻理解。了解篇章中作者的心情旨意，才能掌握

　節律朗讀的基調，作為語流韻律最高指導原則，。 

2.重新編碼:朗讀者確定字裏音節和找出遺失行間的節律，心理進行雙碼認

　知整合後重新編碼,讓擬定的新碼和作者原來的編碼一致，才能原意重現。 

3.擬定語言計畫:在文本上利用符號標示明確停延、抑揚頓挫，將心理編碼

　具體呈現為語言計畫。 

4.節律朗讀：啟動發聲機制實現語言計畫，利用停延技巧進行節律朗讀。 

5.監控機制：語言監控自我檢視，清楚的發出每一個音。在節律朗讀中，經

　過反覆的練習，學生具備了分析聲音、自我察覺與自我糾正的能力，不再

　單方面依賴老師，逐步達成讀準字音，讀順語流，讀好韻律，讀出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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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朗讀教學要求。 

     預備式朗讀中掌握基調、確立態度和情感，正是 Seidlhofer（1995）

所說：「發音本身不是終點，而是談話過程中協商工具，被鑲嵌在特定社會

文化與人際背景中」的確，發音教學要配合其他談話技巧而來，在實際語境

中“做中學＂並體會語用。語言透過朗讀來實現，可以鞏固正確發音習慣，

培養語流韻律能力，在揣摩基調、語氣中，達到語用學習。反應 Dalton and 

Seidlhofer(1994)列出六項發音溝通能力： 

1.凸顯（Prominence）：凸顯所強調重點。 

2.主題管理（Topic management）：標示以及辨認一個主題結束與另一主題

開始。 

3.資訊狀況（Information status）：如何辨識彼此共有知識與新事物。 

4.話題轉移（Turn-talking）：何時說話或沈默，如何不將發言權交給他人。 

5.社交意義和角色（Social meaning and roles）：考慮地位、禮貌、團結

分裂、支配權威，確立我們自己和交談者關係。 

6.參與程度（Degree of involvement）：如何表達情緒態度等。 

　  朗讀韻律語流韻律教學，正可培養這六項溝通能力。教學證明節律語流

技巧教學可以奠定口語溝通要項的基礎，在溝通中增強說的自信。溝通時以

情感為基礎，使用語音技巧來彰顯主題、重點、情緒，讓對方能更明確理解

所傳達資訊或感受，達成溝通目的。所以讓學生瞭解語流韻律的特性，活用

停頓、凸顯、語調、節奏等語音技巧，來提示主題管理和暗示話題轉移，並

讓人感受語用態度。 

　吳潔敏、何文忠（2003）認為表情達意的節律朗讀恢復文本原有資訊，使讀

　者和聽者對文章產生共鳴。幫助聽者在接收資訊時,通過對“節律＂的感

　知,獲得對言語深層的解讀與認知,從而進一步加深對文本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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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表達兼顧內容與形式，語音即是外在形式，在節律朗讀中，表達的思

想雖然是文本作者的心意，但是藉此培養學生以聲傳情的語音表達能力，將

來傳達自己想法時，也能藉語流韻律來彰顯語義、表達態度、傳達心情，達

成有效的溝通，是節律朗讀語音訓練的主要目標之一。 

第四節　語篇韻律與節律朗讀 

　  鄭秋豫（Tseng，2005） 年提出的「多短語語流韻律模組架構」，主張

由上到下（top-down）的研究取向，獲得日本學者藤崎博也先生的讚揚，認

為是語音分析之先驅，也是現今最全面性解釋韻律組織的理論。筆者從朗讀

教學的經驗，也十分認同鄭教授的語篇韻律主張，以此作為節律朗讀教學的

立論基礎，特別加以介紹。 

　　“多短語語流韻律模組架構＂(Tseng ，2005)說明了韻律單元包括音

段、音節 SYL(Syllable)、韻律短語 PW(Prosodic Word)、韻律句

PPh(Prosodic Phrase)、韻律句群 PG(Prosodic Phrase Group)。階層式架

構表示上層管轄下層，同層次韻律等級相同。韻律短語的句調一旦進入語

段，如何開始、發展、結束，也就是架構中的韻律單元、韻律邊界、停延等，

都具有系統性聲學的韻律特徵，可以說明跨短語之間的韻律關係。語流韻律

正是各韻律單元貢獻度的總和。（Tseng，2004、2005）。 

鄭秋豫(2005)語篇韻律來源是篇章語意的連貫。因為溝通時無法以單一

句表達完整語義，需要以語義相關的句群來陳述，因而每組句群形成語篇中

意群板塊。板塊中句與句間間形成口氣相連的語段，句群中的句調序列又存

在一定的組合規律。所以節律朗讀前宜先分割語義板塊，並以停延技巧呈現

句群的語義關連性。鄭教授透過大批語料分析，「證明語流韻律實際來自語

篇語意關連性所造成的各級韻律單位的制約與互動，而非只是字調和句調的

互動」所以學習語流韻律不能以字、句孤立單位表現作為處理單位，而是語

段、句群動態韻律，表現在停延、節奏、重音、語調、基調等方面。 

比較語篇韻律和傳統語音研究：紀玉華、許其潮（2001）；Tseng（200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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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節律朗讀語篇韻律教學和傳統語音教學比較表 

教學 傳統語音教學 節律朗讀語篇韻律教學 

內容 純語音體系的範圍內：按音

素、語流、語調的架構編寫，

內容較少超出句子範圍 

超出句子的範圍，把常見語篇類

型（記敘、論說、抒情、應用、

詩歌等）的各種朗讀規則和技

巧，納入課堂教學中，精講細

練。 

重點 孤立語音、韻律單位。特別

注重單音素的講練。（80%以

上都在處理輔音、元音。） 

大單位的韻律基型（放大語境，

檢視韻律單位間的語義關連性） 

注重實際運用能力的培養，理論

從簡，進行講解各類體裁作品朗

讀技巧。 

形式 跟讀等機械操練為主，學生

容易感到單調、枯燥無味。

朗讀藝術課程的形式比較靈活

多樣、生動活潑，講故事、演講、

話劇、詩歌朗誦等學生喜聞樂見

的活動，課堂氣氛比較活潑。 

角度 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視野 微觀 宏觀 

單位 字調、句調 句群為語流韻律單位 

　  鄭秋豫（2008）強調語篇韻律，在聽覺感知的顯著特徵是： 

1.多短語語段如何起始、延續、終了。 

2.各短語句調如何受制於上層韻律訊息而調整。 

　  此二特徵關係節律朗讀的優劣。朗讀的篇章是由語段構成，語段則由數

組句群合成；每組句群由許多語義相關的句子組成。朗讀時如何利用聲音的

變化來提示語義相關的同組句群的開端、發展、結束，正是我們朗讀時要經

營的語流韻律，也就是鄭教授所指句群的句調序列所存在的一定組合規律，

例如句群前必有較長停頓（熊子瑜,2003）開始時語速慢，即邊界後的輔音

音段延長（曹劍芬，2005），聲音不會太強，如故事開始娓娓道來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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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段中要注意句群的分組，並以聽覺感知提示，提供韻律層級分層的效果（林

茂燦，2000）。而語流的變化，也就是各短語間的停頓、延連等實質的把握，

重音、語調、節奏不同呈現，總控權來自於基調的整體掌握，再針對語段、

句群、焦點語義作局部調整，不可忽視上層韻律訊息！ 

 　 語流韻律作用不只是為變化語音以求動聽，更能在溝通過程中，給聽眾

“優質化輸入＂，利用重音、停頓技巧凸顯語義，喚起聽眾注意力，不同節

奏的語音組合，更如同長短、快慢、強弱、高低不同的動人的樂章，讓聽眾

保持聽覺的新鮮度，符合“注意力假說＂的輸入理論。根據研究，優質的輸

入不但能增進溝通的理解度，更可以強化輸入訊息至長期記憶區，提高溝通

的效能。 

　　對於朗讀和語篇韻律結合，吳潔敏、何文忠（2003）提出節律朗讀，基

調是前提，停延是基礎，重音是焦點，語調是大局，節奏是靈魂。主張找到

了“字裏＂和“行間＂碼的最佳組合模式，讀者的語流音律才能和作者的意

象心律相碰撞。如果節律朗讀不到位，將會導致誤碼或非全息碼,結果便無

法傳遞作者原有資訊。本文據上述理論進行節律朗讀教學，針對基調設立；

停延凸顯韻律結構、重音焦點、句群分隔、節奏掌握；情感、語氣流露三個

面向來加以闡釋，並以耳熟能詳的文言篇章舉例，因為流傳千古的文言名篇

的寫作背景、動機明確，適合做為基調的說明；文辭典雅清麗，利於修辭舉

例；同時方便教師取得原文。 

 
一、基調設立來自上層韻律訊息 

　　基調是說話前就要訂立，依據題旨、語境、思想感情、目的、對象等，

決定發言人基於什麼態度，用什麼語氣措辭來營造篇章氛圍。究竟是猜疑或

肯定、嚴肅或詼諧、輕快或緩慢、高昂或低沈，確定情感後以不同的語速節

奏來活現其文氣與心情。所以理解篇章主題、掌握中心思想才能設立正確基

調！再據此擬定語言計畫，建立語流韻律模型。最後進行節律朗讀便是依據

語言計畫中“字裡音節＂和“行間節律＂的最佳編碼，準確再現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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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律朗讀表達的是文章中作者的思想，藉立體聲情再現作者平面文字的

思想感情。首先要求準確理解文本背景、動機、旨意才能準確解碼;重新編

碼後進行節律朗讀才能忠實傳遞作品原有資訊。如果朗讀者不能準確理解作

品,或不懂運用節律手段來呈現原作思想感情,「朗讀的結果就會產生"誤碼"

或"非全息碼"」（吳潔敏,何文忠 2003）。以下舉古文朗讀為例： 

　  蘇軾有名的前赤壁賦中，「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糜

鹿；駕一葉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很多學生常以一副瀟灑悠閒的語調來朗

讀，就字面語義詮釋為遠離塵囂，享受自然風光，與世無爭的自得。忽略了

句群其上層語段的韻律訊息。這整段文字是吹洞簫者因懷古而生的感慨，想

起曾叱吒風雲的三國人物曹操，如今也是化為一抔土，何況我們這種「小人

物」呢？生命短暫如天地蜉蝣，個人渺小如滄海一粟，人生苦短是整段文字

旨意，所以是哀傷的基調，怎會於朗讀中出現輕快自得其樂的語調，這樣的

詮釋是忽略句群上層段落的訊息，望文生義而造成的誤碼。 

　  又如柳宗元的始得西山晏遊記，一、二段落都是「出遊」，卻是兩種截

然不同的心境。很多學生未能深入了解文章背景和作者寫作動機，以一樣的

雀躍心情來朗讀，自以為是的詮釋正是犯了語篇韻律的大忌。文章背景是柳

宗元因永貞改革失敗而被貶為永州司馬，為善卻遭貶謫，心情惡劣可想而

知；加上司馬是一閒官，不得藉處理政事或服務百姓以轉移注意力，化解鬱

悶心情，只得每天閒晃，排遣煩憂。所以第一段出遊是漫無目標的遊蕩以消

磨時光，藉遊消愁愁更愁，在朗讀「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林、窮迴溪、幽

泉怪石無遠不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更相枕以臥，意有所極，

夢亦同趨」宜表現心情煩悶，整日無所事事，如同行屍走肉般的閒逛，應是

“低慢＂的基調，絕無出遊的快意！而第二段發現西山後，超脫了個人遭

遇，達到寵辱偕忘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的心境，此段的遊宜以“高快＂的基調

表現。雖然兩段都是出遊的文字，因為語段基調不同，朗讀出來的節奏不同，

顯現氛圍不一，如此才能感受作者發現西山後心境的轉變，體悟出「遊於是

乎始」！  

　  從以上兩個例子得知，若只針對字面語義自作主張變化，將造成誤碼，

錯亂語義，形成傳達的嚴重偏差。鄭秋豫（2006）「語流中各短語句調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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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型，其實是由於上層韻律單位系統性的規範制約而致」。句子語調變化，

可能因人而異，但句群形成的語流韻律，仍有共性，正是所謂殊途同歸，整

體呈現出來的氛圍，應該有其一致性，畢竟文章情境相同、旨意一致下，基

調不可能變調。文章中字有字義，句有關鍵詞，段有重心，篇有主旨，要充

分瞭解上下語意才能掌握要旨，朗讀中基調把握和語氣揣摩是語用最好的訓

練。由此可知，節律朗讀以理解文本為前提，以語篇為最上層的韻律訊息，

決定朗讀的基調。　 

二、停延凸顯語義焦點和確立韻律層級 

　  先介紹停延與韻律層級關係，至於停延和凸顯語義的關係於第四章華語

運用中再作說明。 

（一）韻律結構 

　  節律朗讀的停延是以韻律結構為依據。韻律結構中對於詞的切分和句法

分析是透過“音係結構框架＂進行的（仲曉波、楊玉芳，1999）。韻律特徵

的音係結構與語法息息相關，卻不是完全對應。最大差別在於組成成分是韻

律詞和詞的分別，詞是語法分析的結果，韻律詞是根據聽的知覺得到語言學

的層次，此知覺特徵是內部的聚合性和外部的分開感。（仲曉波、王蓓、楊

玉芳，2001）。韻律結構雖不等於句法結構，但韻律特徵對於句法結構的把

握仍有重要意義（林茂燦，2005）綜合以上所言，節律朗讀必須提供聽者韻

律結構感知，才能提升語義的理解度。 

　  音係結構提供的聲學感知可以消除歧義。聲學感知不同的重音位子將左

右不同的語義，比如「我爬過陽明山」，「過」字置不置重音，語義不一。

置重音代表越過陽明山；不置重音時代表曾經上過陽明山的經驗。因此歧義

句透過韻律特徵讀出來時，歧義就能被消除。又如：「孩子沒有了媽媽就活

不成了」，究竟是誰活不成？「孩子沒有了，媽媽就活不成了」，或「孩子

沒有了媽媽，就活不成了」，音系結構停頓位子不一，語義截然不同。李智

強（1998）認為在組成韻律成分低一層的各韻律成分中，必有一個被賦予重

音。至於單句何處該置重音，則受上層韻律結構句群的旨意影響。仲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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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芳（1999）音系結構中每個韻律成分由比它低一層的韻律成分組成，每

個韻律成分都有它的邊界（boundary），同層次的不同的韻律成分透過邊界

區分開來，高層次的韻律成分帶有邊界語調（boundary tone）。由此可知

韻律結構由不同層級的韻律成分組成，在音係結構中，重音和邊界與語調相

互聯繫對應。在朗讀預備式進行韻律結構劃分時，語法、標點固然是參考對

象，但不是絕對依據，還得加入語篇、句群大單位的韻律架構，才能貼切呈

現行間節律，否則見樹不見林，無法全面性宏觀，難以拓展篇章朗讀的格局。 

（二）停延對韻律單元的分界功能 

　  熊子瑜（2005）認為韻律分界功能是借助韻律特徵來確定韻律詞在語句

中的位置。主要考察語句邊界在音高、音長、音強和停頓四個方面的韻律表

現,並試圖在此基礎上概括出自然語句邊界的韻律模式。在實際溝通中,聽話

人能從停延聲學感知，正確地識別話語的韻律結構而不會產生誤解。由此可

見,瞭解和掌握韻律單元的各種邊界停延特徵,進而認識話語的韻律結構,是

話語表述和話語理解的基礎。停延造成韻律單元的不同切分,也會影響到話

語的語義結構。如“下雨天留客天留我不留＂這樣一段話,它可以有多種不

同的韻律結構，語義截然不同。李芳蘭(2007)分析留學生因為不明韻律結

構、欠缺節律知識、缺乏對停延功能的認識和自覺，造成停延偏誤。其偏誤

類型有句法結構的停延偏誤、意群切分的停延偏誤、節律的停延偏誤和停延

層次的紊亂等。唯有進行停延教學，在語流朗讀中讓外籍生確切體驗，以避

免停延偏誤發生，更能發揮停延韻律分層的積極功能。 

　  擬定朗讀停延的語言計畫，是預備式朗讀的主要任務。節律朗讀時才能

讓聽者明確感知韻律分層，助益語義理解和層次結構掌握。相對的從停延位

置，也可以判斷朗讀者對於篇章的正確掌握與否？例如蘇軾的「教戰守策」，

從朗讀題目的停延方式就可以知道文章旨意是否理解，一般人都唸成教戰 /

守策，意思是教導作戰的守策，其實語義不通；但從文章內容結構，前半是

教導作戰、後半教導防守，也就是教導作戰和防守的策書，所以題目要唸成

教/戰.守/策才是正確。 

　  停延專項訓練在於培養學生判斷韻律結構不同層級，利用停延適當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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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聲學感知。韻律結構有不同層級，如何運用韻律特徵來區分？林茂燦

（2000）認為運用韻律特徵的“間斷＂使話語具有韻律結構。所以朗讀語流

中“間斷＂的運用是普遍且重要的語音技巧。語音中可感知的間斷有兩種： 

1.無聲波間斷：由停頓引起。 

語流結束或間歇出現在語流中的無聲段。造成停頓原因: 

1).是生理上的要求,利用停頓時間來換氣,停頓處需要配合韻律語法。 

2).是韻律組織要求,語音停頓體現韻律單元間的組織關係。適當的語音　 

　　 停頓體現語義單元間的鬆緊關係,適當的語音停頓是保證言語有效理

　 　解的前提。 

2.有聲波間斷：由語音拉長引起。 

　曹劍芬（2005）通過音節內部的時長分佈特性來界定音段延長類型： 

1）.邊界前的音段延長，即韻律域末尾延長。以音節的韻母延長為主。 

2）.邊界後的音段延長，即韻律域起始延長。以聲母輔音延長為主。 

3）.重音凸顯相關的音段延長則是涉及整個音節的、相對平衡的延長。 

　  曹劍芬（2005）不同類型的音段延長具有不同的韻律價值：邊界前延長

傳達語義未完、話語待續的資訊;邊界後延長可以傳達新話題開始或者話輪

轉折的資訊;而與重讀相關的音段延長則不但指示話者要表達的語義重點,

傳達話語的資訊焦點,而且具有揭示話語層次分別的作用。不同類型的音段

延長為韻律結構的知覺聽辨提供了可以捉摸的客觀依據，共同體現話語總體

的韻律結構信息。 

　  林茂燦（2000）提出的間斷也就是韻律朗讀中停延技巧運用，大部分停

頓之前有音節的時長拉長現象，音節拉長則語速變慢，可見停頓前有慢的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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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是停頓的過渡表現。語音拉長代表語義未完，不會造成後面的停頓是莫

名的停歇，或被誤解為話輪的轉移而被插話。而此時的停頓有凸顯語義的作

用，藉停頓韻律特徵安排，引起聽者的注意力。 

　  熊子瑜(2003）考察四級韻律單元邊界處的語音聲學研究表明： 

1.停頓：韻律詞末尾不會出現可以感知到的無聲停頓,其他層級韻律單元末

尾會有一定長度的無聲停頓,隨著韻律單元的層級提高,其後無聲停頓的

時間就會越長，韻律單元的層級越低,其後邊界處的無聲停頓時間就越短。 

2.延續：韻律單元起首音節韻母的時長不受韻律層級的影響,既不會拉長也  

不會縮短；而韻律單元末尾音節韻母的時長則明顯受到韻律層級的影響,

韻律詞末尾音節韻母時長不會拉長反而縮短；其他層級韻律單元的末尾音

節韻母的時長均有不同程度的拉長。 

　　除了林茂燦的間斷、曹劍芬的音段延長、熊子瑜的不同韻律層級的停延

規律，此外吳潔敏,何文忠（2003）說明停延由音長和語流音空組成,解決語

言在語流中的分合問題。進而提出了漢語內三層和外三層的停延規律，即語

篇> 段落> 句群> 句子>氣群>音步>音節。句子的內三層是音節聲調、音步

和氣群的連續變調；外三層是句群、段落、語篇。「靠句子裏的音節與音節

之間的間歇停頓大小的作用, 能對某個句子裏的小句和小句之間的結構關

係, 或“意群＂與“意群＂之間組合關係起到標示作用」。說明不只停頓可

以作為韻律分界，延連也可使聽者感知語流間斷，王魁京（1996）藉朗讀停

延顯現韻律單位的大小。因此停延技巧的聲學感知可以給予聽者韻律分層和

語義焦點的語音提示，助益聽者對語義的有效把握。朗讀者如何適當區分句

群語塊，運用適當的停延技巧朗讀，才能清楚的呈現文章的層次、脈絡和思

緒；否則可能產生歧義或不知所云。 

三、語調、語氣傳達語篇情感　  

　  沒有情感為後盾的語言就失去動人的生命力，而語音與情感結合就是本

文所倡導節律朗讀的聲情教學，而聲情展現就在語調、語氣中。在語音教學

中，華語教師注重聲調教學並進行糾錯，然而對句子的語調、語氣的聽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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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卻少有教學。學習者應該理解並活用句子語調、語氣，掌握多方位訊息

才能達成有效溝通。但語調、語氣教學因為抽象不易掌握，教師要能具體示

範，讓學生能聽辨出語調特徵和語氣情感態度後，學生才能進一步模仿、激

發內心情意並能“溢於言表＂，如果忽略語氣和語調而聽辨不清，一定會造

成理解偏誤或訊息不全。在此先區別語調、語氣定義和作用再進入聽辨理解

法則。 

（一）語調、語氣區分與作用 

　  語言的旋律是由音節的聲調、連調影響以及說話者情緒或態度三種因素

交互作用。關於語調，趙元任（1982）主張聲調是疊加在語調之上，很像小

波紋騎在大波浪上的。孫汝建(2000)主張狹義的語調專指句子的音高變化，

可以分為平調、升調、降調和曲調；廣義的語調不僅跟句子的音高變化有關, 

而且與語句的強弱、快慢、輕重、大小節奏，包括語速、停頓、重音都有密

切關係。綜合上述字調的音高限制了基頻在語流中的自由變化，所以朗讀的

語調是建立在正確的聲調上，再利用語音高低、輕重、長短、快慢變化造成

旋律模式，句子的語調變化會影響聲調並且關係到句子的節律和整體語義表

達。 

　 孫汝建（2000）認為語調存在三個層面中，一是語言結構層面，語調受

語言結構的制約；二是語用層面，視情境、語用選用語調表達不同語氣； 三

是心理層面，比如邏輯重音、語義焦點或反映說話人的情緒。 王魁京（1996）

語調也可以分為客觀反映的“中性語調＂和帶有主觀感情色彩的“情感語

調＂。即使是相同序列文字，語調不同所表達的意思也就不一樣。 

　  至於語氣，語言與語言學詞典將語氣定義為說話的方式，以表達態度。

王力（1985）認為語氣是語言中對各種情緒的表示方式。呂叔湘(1982)提出

廣義的語氣包括正反、肯定和不定、虛和實等區別的語意和輕重、緩急的語

勢；狹義的語氣是相同的語句，因使用的目的不同所生的分別。徐世榮（1993）

認為語氣包括全句語調的抑揚、意群的停頓、語速的快慢、音量的輕重，這

與思想情感的表達有密切的關係。綜合所述「語氣」就是針對不同目的，以

變化的語調來表達的情感和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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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氣和語用關係密切，說話者身份、地位、性別、職業、文化素養左右

其語調和語氣；和受話者的關係是上對下或下對上、是師生、同事、親友、

情人，對象不同說話的語氣也就各異。以李斯諫逐客書一文為例，朗讀「臣

聞吏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時，若以李斯反對秦逐客令的立場，便以責備

口吻、強硬的語氣來朗讀，其實犯了諫言的大忌。因為從題目的「諫」可以

了解是下對上的勸告，如果忽略了聽話的對象是掌生殺大權的秦王，不當的

語氣不但勸諫無效，必定惹來殺身之禍。所以說話者一定要權衡語用，拿捏

恰當語氣來表達；聽話者也要具備聽辨理解能力，根據語調所透露出來的信

息，全方位深入的理解，判斷說話人的態度和情感。 

　  語調和語氣關係密切。王魁京（1996）區分語調的本質是整個句子的聲

音情況，傳遞的資訊是多方面的；而語氣的本質是說話人的態度情感，也就

是語調中所傳遞情感和態度資訊的這部分。所以朗讀時語氣源頭是內心的情

感和態度，藉由外在語音語調的變化而將內在情意態度具體傳達使聽者感

知。由此可知沒有情感作為內涵，徒具形式的語調只是空殼，即使運用語音

技巧，有高低強弱快慢語調變化，缺少了語氣徒感生硬；由情感左右語調變

化，語氣才能從中感知。 

（二）語調與語氣聲學感知的認知功能 

　  王魁京（1996）認為對語調的構成要素進行聽辨，理解語句正確的語義

和表達的作用是「語調理解」；而「語氣理解」是通過語調進行聽辨, 進而

理解說話人所表達的情感和態度。說話時的心理狀態和語調、語氣有必然的

聯繫，所以沒有情感和態度的表達呈現的語調必定生硬；有感情的言語表

達，有時語義尚未完全就可以感知說話人語氣的喜怒哀樂愛惡欲，諷刺或真

誠、熱情或冷漠。根據說話的語音特徵來理解話語，因為語音的高低、輕重、

長短、快慢、調類等都是說話人表情達意的重要手段，整理林燾、王理嘉

1992；孫汝建，2000；王魁京，1996 提出語調的認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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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 語調聲學感知的認知功能 

高 

低 

高  說話人往往是緊張或激動的  

中 說話人的感情是平和的 

低 表現為感情上的不快、厭倦或失望。 

輕 

重 

輕 細聲輕語、呢儂軟語 

重 大聲吆喊、語重心長 

長 

短 

長 
拖長髮音表示說話人的傲慢,例如︰打官腔；或表示說話留

有餘地；拖長髮音含有譏諷之意  

短 
如果說話時語音乾脆俐落、直接了當,表示說話者的嚴厲或

激怒 

快 

慢 

快 快說用於急速發展變化的場合, 或用於爭辯、歡呼、暢談。

慢 
慢說用於平靜穩定的場合,或用於對話、閒談絮語。語速快

慢也可以看出說話人的性格、心情原素。 

調 

類 

升 
升調是對某種情況提出疑問, 表現了說話人對所說事情的

懷疑的態度；情緒激動或疑問時用升調。  

平 沈思或表示遲疑時用平調。 

降 降調是陳述某種事實；表示堅決、肯定時用降調。 

曲 情緒激動或表示複雜的情感時用曲調。 

　  在聲音中加入大小、強弱、長短、高低不同的聲音元素，便給聽者不同

的聲學感知，而聲音是隨著感情起伏和語境變遷而變化的。如「他明天要

來」，如果語速慢、升調，代表質疑；如果語速快、升調可能表示驚訝；句

子的語調不同, 它所表達的說話人的情感和態度自然也就不同, 句子的語氣

也就不同。音質、音長、音高、音強等要素組成的語音，是語言的形式，沒

有這外在形式，語意和語用就沒有附著的依據。但徒有形式，沒有感情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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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呈現的語音一定無法感人。 

　 　由於語調受不同語氣調節而有極多的變體，很難找出規律。「你要去

嗎？」試用一般邀請、羞怯、猶豫、威脅、不屑等語氣來表達。就可了解一

句話基於心境不一，語境不同與不一樣的語用目的，其語速、語氣、話語的

溫度都不相同。因此在語調教學中，即使所設的焦點重音不同，也沒有絕對

是非，重點不是追求語調的一致性，而是情感完整與恰當性。朗讀者在擬訂

語言計畫時，心中應有選擇的立論依據，不可為有語調而刻意語調，比如違

背聲調高低標準製造出不自然的聲情，或將不該成語義焦點輕聲「的」拉長，

都是未經審慎思索的恣意語調造成。其實語調變化的依據關鍵在語篇韻律架

構，也就是最上層的篇章立意是最高指導原則。吳潔敏、何文忠（2003）認

為華語節律朗讀就是要讀出意群中句調群的組合規律。鄭秋豫（2005）在具

有揚抑律節奏的上下句之間結構嚴密，需要讀得聲斷氣連、一氣呵成那樣才

能讀出節奏和神韻。以語篇韻律概念落實節律朗讀，先「由上而下」進行大

單位的宏觀研究，找出跨短語大單位的基調；接著檢視語音單位間的關連

性，再附加停延、語氣等聲學特徵。朗讀訓練最難的是情感展現，但唯有文

情合一才能贏得聽者的心。表達感謝時，一句單調無情的「謝謝你」，或是

放慢語調、放輕聲音的說聲「我真的真的非常感謝你」，聽在對方耳裡，產

生效應一定不同。而朗讀的“聲情教學＂便是要激發學習者動人情感並使情

意在言語間完整呈現，避免只聚焦在語言外在形式，忽略了真情而遺失了語

言動人的精神！ 

　　進行節律朗讀前，我們會先擬定語言計畫，利用聲音抑揚頓挫的停延技

巧，更準確地表達語義和傳達情感態度。所以聽話人在語調聽辨過程中,把

語音中的停頓、延連、節奏等變化區別出來，對應語調的構成要素跟語義、

韻律結構的關係，通過對“節律＂的感知，獲得對言語深層的解讀與認知，

聽者聲學感知的解碼才能與說話者語言計畫中的編碼一致，真正引起共鳴。

整理文獻資料，結合語篇韻律和節律朗讀的理論，架構節律朗讀教學的內

容，以圖表方式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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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 節律朗讀教學內容架構圖 

 

完整華語語音

音段聲、韻和字調 超音段韻律語流 

運用節律朗讀

上層韻律 字裡音節 行間節律 

建立語篇韻律 穩定發音和聲調 提升語流韻律

前提 
基調 

基礎 焦點 靈魂 大局 
停延 重音 節奏 語調 

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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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構圖說明完整華語語音教學包括音段的聲母、韻母、字調與超音段的

韻律語流。為了落實完整語音教學以節律朗讀作策略，在預備式朗讀中，先

進行篇章理解，也就是掌握文章的“基調＂，體現語篇韻律是最上層韻律指

導原則，才能擬定適當的語言計畫。在落實朗讀語言計畫時先把握字裡音

節，也就是穩定音段字音和聲調，要求發音到位；同時實踐語言計畫中停延

的重音、停頓、節奏等語流韻律的安排，讓聽者從語調變化中感知語氣的態

度情感。而語流韻律則是朗讀者宜具備“停延＂基本能力，能以“重音＂、

“停頓＂來凸顯語義焦點；在句群的開端、發展、結束的韻律發展中提示韻

律分層，除了生動的“語調＂外，更以拉長、快接、停頓等來控制語段的“節

奏＂；融入情感表達語氣態度，讓聽眾的心情隨聲情起伏，節律朗讀重現文

章行間所遺失的節律，提升華語語流韻律表現。 

第五節　朗讀應用於華語教學的可行性 

　  一般朗讀教學，偏重於大聲、正確讀出，其實隨著學生程度的不同，應

漸層要求以臻於節律朗讀四項目標，加強語流韻律訓練而能適當表情達意。

透過演講和訪問，報導現行成功的朗讀教學模式，作為執行參考。 

一、密西根大學華語朗讀教學模式　 

 　 希望提供教師朗讀語音教學參考的具體模式，對朗讀教學更具信心，整

理二００八年五月十六日於台灣師範大學所舉辦的一場相關演講“密西根

大學初級班華語教學＂（Teach First Year Chinese a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主講人是在美國密西根大學任教 40 年的陶老師（Hilda Tao），不管是在發

音或是語法點、漢字，都以教出超級學生（Super student）為師生共同目

標。從教學成果錄影帶中，看到初學中文九週的外籍生，可以以清晰標準的

中文對答如流，究竟是如何達成？陶老師堅持對一年級的中文教學進行每週

帶領朗讀的課程，配合自製的教學錄影帶，讓學生反覆聽讀，要求背誦並每

週測試，陶教師的用心塑造了超級學生！將其中朗讀語音教學內容整理如

下： 

（一） 朗讀語音課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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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礎語音教學：就課本發音表，一一練習外，更重要是聲調的掌握。中文

有十六種聲調組合，開始就要讓學生懂得把握，教學後如果學生弄錯，老

師一點明這不是「二、四聲」嗎？學生立刻能自我糾正。除了上課領讀拼

音外，老師更將每一聲母和所有韻母的拼音錄音下來，這樣一套語音訓

練，放到網站上，讓學生時時可以點播，為語音教學奠下正確拼音的根基。 

2.自製二十七段錄像短劇（skits），每一段約十句話左右，每個星期五下

午帶領學生朗讀，領讀方式由最小單位詞開始，熟了再加長，不可以一開

始就以整個句子來進行朗讀。領讀時間約二十分鐘左右，特別注意聲調正

確，上課中就要求背下來，星期一考試。 

 　 在帶領學生朗讀中，老師認為初級班學生最重要的是掌握聲調，所以過

程中一定要穩固不同聲調組合的十六種連音聲調，除了糾正發音外，聲調確

定才不會有怪腔怪調。先教過學生後，當有問題時只要提示一下錯誤所在，

學生就能意識而且有自我糾正的能力。關於語調的要求，T老師也會盡量注

意斷句、語調，讓學生在模仿中自然學習。 

（二）教材 

星期五領讀課對語音學習十分重要，課堂中先由教師帶領朗讀，回家後

讓學生在影音輸入輔助下複習。朗讀教材以短劇內容為主，短劇屬於補充性

教材，因為選用的課本經常更換，補充性教材不需隨課本更換而變動。陶老

師說： 

　　其實早在多年前就利用短劇來教學，但那時篇幅設計得太長，造成初級

生過重的負荷而效果不彰；目前使用這套教材是在經費拮据、演員自謀情況

下，花了兩年時間克難錄製完成，如今版權歸學校所有，置於網站上，讓有

心學習的學生自由點閱。經修正後錄製的短片精鍊，學習效果卓著。教材以

句型為主軸，融入於生活實用會話中，也就是配合教材句型來設計對話，當

學生記住對話內容，句型自然也就記住了。一切的設計都是針對學生的需

求，所以教學在不斷的琢磨與修正中成長，到現在覺得教材漸趨完善也顯現

了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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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師把句型、生活情境對話都融入在短劇（skits）中，當學生背熟後，

很容易在生活中活用，所以在不斷練習後，學生對於句型不僅強記於短期記

憶區中，進而內化完成程序性記憶進入長期記憶，在需要使用時能自動化反

應，不需要思考語法的排列組合關係。這套教材是生活常用會話，符合實用

性，學了可以立刻在生活中派上用場，自然提高學生學習的動力。 

（三）領讀技巧 

不可以句子為單位，而是以合於語法的韻律結構為小單位，反覆朗讀練

習；並運用不同的朗讀方式，固化學生學習。例如「這週末你要去哪兒？」

先練習「這週末」合誦熟悉了，再獨誦，確定每個人的語音沒有問題後，再

進入下個單位，直到整個句子都呈現了，再以整句練習。陶老師建議千萬不

可以一開始就念整句，甚至有人一到三句反覆念，這樣的單位太大，成效不

彰。所以同樣的教材運用成效不一，掌握竅門自然事半功倍。 

　　陶老師發現語言學習最大問題是在於欠缺練習，沒有練習強化記憶，隨

著時間流逝便逐日淡忘；所謂「程序性記憶」包括動作和認知，也就是經由

實地操作的行動記憶。動作技能是按一定程序學習來，記憶檢索的初期受意

識支配，按程序進行活動；到了純熟階段，其記憶檢索將成為自動出現的方

式。技能性的程序性記憶，需要反覆練習到了熟練境界後，想忘都忘不了。

領讀課程中學生自己練習多次，也聽了十幾位同學的練習，詞語句子自然而

然就記住。至於學生對於反覆操作是否會不耐煩？陶老師就其教學經驗認為

朗讀課程對於零起點學生有挑戰性和成就感，加上星期一考試的壓力，學生

都能保持量好學習態度，不會在反覆操練中顯得不耐煩或意興闌珊，而學生

在一段段對話累積，學習能力提升中，自己也能尋獲學習熱情。 

（四）教學評量 

1.每週一考:在星期五下午老師帶領朗讀後，利用假日讓學生反覆複習，週

一考試。考試時兩人一組，學生不知道自己扮演是 A或 B，所以學生一定

是全文背誦，屆時由老師臨時指派。評量時對學生發音要求嚴格，絕不放

鬆；但給分要慷慨，依老師的原則一到五個語音錯誤都算滿分，超過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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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一分，考完試立刻告訴學生錯誤所在和分數。在老師的嚴格要求下，學

生不敢隨便；當語音進步與生活中能活用背誦的句型時，學生更感念老師

的嚴格要求。 

2.期末考 

（1）.錄音考試:讓學生將十五個短劇背熟，兩兩一組，進錄音室錄音，六

鐘內一定要完成，為了在合理的有限時間內完成，一定要複習熟記，

藉這個總複習的機會加深學習記憶。學生經過這樣的背誦，記憶策略

對語言學習有很大功效，詞彙、句型儲存了一定量，生活對話可以直

覺反應，確流暢進行。 

（2）.期末大會審:由一個人上台，讓所有同學公審（發問），同學運 skits

中的句型輪流發問，回答的同學更將短劇中句型內化，配合生活經驗

回答，活用自如！ 

 　 從成果的錄影中，可以感受同學學習的快樂氛圍、接受挑戰的刺激與運

用自如的成就感。能在九週內對零起點學生起這麼大作用，為正確語音定

型，陶老師強調教師帶領朗讀和短劇所扮演角色功不可沒。短劇提供學生不

斷聽辨的機會，可以反覆點閱來模仿學習；但之前的朗讀課也絕不可省，在

帶領朗讀過程中，示範正確發音，糾正錯誤發音，課後再配合線上短劇強化

記憶。從期末會審的成果證明，九週內達到談笑風生的漂亮語音確實是可以

成就的；而同學們燦爛笑容，更足以證明陶老師讓學生快樂學中文的魅力。 

 　 或許在強調溝通式教學時代，有人對於這樣的操練是反對。但陶老師心

中堅持的理念是語音正確先於流暢，強調溝通絕對不能忽略準確，不正確的

發音一定會影響語音，肯定傳統聽說教學法在語音教學上還是有積極的作

用。藉由領讀嚴格要求語音，在學生初級班時就打下良好的語音基礎，避免

語音僵化到二年級時才無能為力，所以教初級班的老師不應該推諉塞責而錯

失語音學習的契機，深信初級班是訓練發音最具可塑性的階段。T老師從教

學成果和學生的回饋上，肯定自己的教學理念和配合學生需求而調整修正的

教法，堅持教出「super student」，學生也以「super student」自我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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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對學生的錯絕對不輕易放過，一而再、再而三要求、練習，讓學生知道

目標所在，了解老師的用心，師生在共同的信念中，追求第二外語語音的完

美呈現。 

二、對外漢語教學朗讀之運用 

　  哈佛大學中文部主任馮勝利(2007)來台灣師範大學的演講“韻律語法

與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誦讀訓練＂，對於培養韻律語感提出以下的主張： 

 

　 1. 韻律語感培養四大類型：發音、重音、節奏、語調 

 

　 2. 韻律語感培養與訓練的先後階段： 

　 　（1）初級階段：聲調>重音>節奏>語調； 

　 　（2）中高階段：齊頭並進，聲調、韻律同步而行。 

     和本文主張先讀準、讀順再求讀好，循序漸進的立場相同。 

 

　 3.朗讀法：首重教師能力培養。運用聲音輕重、高低、長短、緩急等要

　 　素變化，表達自然適度、避免誇張為基本原則。教學實踐要點如下表： 

 

 

表 二-3 朗讀教學實踐表 
 實現方法和實踐原則 類型 

重

音 

長短 

調值、元音 

詞重音（雙音節、三音節、四音節） 

短語重音（語法重音） 

焦點重音（焦點、焦點結構─句型） 

節

奏 

停頓、間歇、拖腔、快慢字 

自然避免歌詠或戲劇化 

短語節奏 

句子節奏（單句、複句、連句、長句） 

綜合效果（語段、語篇） 

語

調 

輕重、高低、快慢 疑問調和肯定調（他確定） 

命令調和警示調（別去！） 

俗諧語調和正式語調（你說什麼？） 

低慢調和高快調（他走了） 

 

　  馮勝利老師為落實韻律訓練，更是不遺餘力推動朗讀教學。為探究如何

落實朗讀教學，訪問三位曾任教於哈佛在北京書院的華語教師，分享參與朗

讀教學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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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老師介紹哈佛在北京的密集班每天都有朗讀課，教師對該日所學的課

文或對話進行朗讀。帶朗方法從詞組慢慢擴增，嚴格糾音，氣勢奪人，反覆

操作，教師以獨朗和齊朗不同的方式交錯進行。學生在老師嚴格糾音與回家

配合 CD 反覆練習後，每週五有朗讀測試，隨意抽取本週所學四篇中的一篇，

進行測驗評分，經過如此的訓練，整體學生語音有顯著的進步。但 W老師特

別提出講究方法而且重視成效的朗讀課若移植於台灣執行，由於學生學習態

度的差異，老師帶領朗讀的技巧和專業訓練不足，如果無法掌控上課節奏，

將會影響整體的學習成效。 

　  C 老師也十分喜愛朗讀教學。他說道：所有課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朗

讀課程。在尚未接觸朗讀課程時，對於朗讀有所誤解，以為是不合於自然口

語的朗誦，未見在台灣推廣。但哈佛在北京的課程十分重視朗讀課，每天在

大班課後，緊接著有二十五分鐘的朗讀課程，教師針對課文內容帶領學生朗

讀，讓學生在直接模仿中，矯正發音、培養語感。朗讀教學和以往語音教學

最大不同是傳統語音教學多在發音、詞彙上的語音加強，而朗讀教學卻是讓

學生在成句、成篇的語流中，培養語感。在哈佛初、中、高各階段，都十分

強調朗讀教學。每天都有一節朗讀課。經過八週的訓練，發現學生的語音有

驚人的顯著進步。 

　  哈北班在師訓中，設立提升教師朗讀能力的課程，因為如果教師不知道

朗讀的技巧也不熟悉帶領朗讀方法，課程效果很容易就大打折扣。但是即使

參與了師訓課程，剛開始帶朗也往往不知所措，多方嘗試，在知道如何指導、

示範、糾錯並掌握速度和節奏後，師生就可以共同體驗開心的朗讀課。其實，

教師熟悉朗讀語言對於活化自己課室語言也有很大幫助。因為這次接觸，深

深愛上朗讀課程，往後要是有執教機會一定將朗讀課程融入華語教學。 

　  至於朗讀促進各階段學生語音學習的功效，可由學校堅持每天設立朗讀

課程得知。特別提及朗讀對二、三年級的學生效果尤佳；四年級的朗讀課程

老師要特別注意學生反應，有些人還是很有熱情跟隨朗讀；而對於程度好的

學生，老師要著重於重音、停延等語流韻律教導，才能吸引繼續學習的熱忱。 

　  Y 老師執教期間所帶領的朗讀課深獲班主任的讚許；個人對朗讀認知由

否定而肯定，特將其教學經驗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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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導原則：從短語擴增句子長度，不可一開始就教學生念，而是由老師先

　做示範，要求齊誦，從齊誦中挑出有問題者進行個別朗讀，同時進行糾錯，

　個別朗讀分誦四次，再來一次合誦。若是課文中的重要句型，不妨多練習。

　不要讓學生一味看課本，有時要要求學生注意老師的表情，如：「這句看

　我」、「看我表情」、「看我嘴巴」等提示，情感的掌握將助益於語調變

　化的掌握和情意呈現，更可以增加教學趣味。學生可以在反覆中記憶句型

　而不是有口無心的照本宣科。朗讀課程成敗在於老師能否「有效」的示範。 

2.糾錯：糾錯是朗讀課有別於學生自聽 CD 的關鍵環節。糾錯有直接、間接

　的方法。有時「直接」示範未必是好，因為學生容易受挫也欠缺自省定音

　能力，只不過是將老師的發音再次模仿。有時「間接」糾錯的使用，比如

　表情提示或是用填空的方法，讓學生把發錯的音自己再重複說一次，效果

　更好。不管如何，有錯必糾，不可輕忽。糾音兩次為準，不可太多造成壓

　力太大的反彈，畢竟語音的習慣需要時間來改變，教師要有耐心。 

3.節奏速度：由於朗讀課只有二十五分鐘，有時課文很長，所以時間的掌握 

　不容忽視。師生間要培養出默契，手勢、動作，下指令一定要快，不可拖

　泥帶水，獨誦、合誦的轉換都要緊湊。獨誦時點人原則是讓學生平均都能

　說到話，在齊誦中特別留意那些弱音、缺陷所在，要特別點出。生動的帶

　朗呈現節奏感，讓學生聚精會神熱情有勁的跟著老師朗讀，一旦老師沒有

　語言的熱度，又無法掌控節奏，速度一慢下來，氣氛很容易潰散！ 

4.熱情與鼓勵：適時讚美避免學生在反覆操練中不耐煩，但鼓勵不可浮誇，

　以真誠為可貴。老師要能隨時保持熱情、充滿活力為學生學習熱力加溫，

　教師語言要稍誇張以保持學生聽力上的刺激度，也可靠近學生近處聆聽。

　成功的朗讀課程，老師熱情帶朗，讓學生不斷開口維妙維肖的模仿老師的

　語調，「能做到讓學生不斷喝水，就是成功的帶朗老師」，雖然累得口乾

　舌燥，學生在鼓勵中努力，不斷挑戰自己語音的難點，體驗突破的成就感。 

5.評量和建議：期末給學生一篇讀過的文章，由三位老師共同評量。朗讀課

　程時間不要超過三十分鐘而且要有效率的運用。學生人數不宜超過六人以

　上，最好四人左右，隨時注意學生的感受，作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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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動、互動、熱情、糾錯的朗讀課程特色是傳統自行聽 CD 或錄音所不

能及的。三位教師參與後都十分支持在華語教學中設立朗讀課程，但是因為

學生程度差異、老師帶朗的技巧和專業訓練，都會影響學生學習的成果。三

位教師也都認為台灣一般華語教師對於朗讀感受力不足，加上一般台灣人說

話的語調平淡乏味！除非老師能拋除成見，接受朗讀專業訓練，否則因為先

天課型安排和學生學習態度差別，對於在台灣推動朗讀課程的成功機率並不

樂觀。Y老師告白自己也是從反對立場一路走來，進而肯定朗讀教學，他從

個人教學經歷，發現學生前兩星期和後兩三星期語音表現有很大差別，到後

期學生不但減少了錯誤斷句和不當停頓，而且語感好、反應快，語調輕重、

長短分明，甚至情感洋溢！體驗在朗讀中糾錯可以培養正確性外，也積極培

養語言的流暢度，進行有趣、有效的朗讀教學！ 

　  以台灣華語教學單位國語中心為例，並沒有硬性規定進行朗讀教學，全

憑教師信念，實行朗讀教學的比例不高；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簡稱

ICLP）是國內明確規定教學前得先進行課文領讀的單位。國內大多數華語教

學單位都忽視朗讀重要性，少數單位或部分老師的堅持也難以喚起全體的共

識。一些教師要求學生念課文，只作為閱讀的一項技巧或是填空上課時間的

可有可無活動；不但未對語音積極的糾錯，對於語調、語氣等語言精神也不

作要求。所以突破朗讀教學困境，一定要先提升教師的語流教學意識，參考

成功的朗讀教學案例，讓朗讀在華語教學中扮演擔綱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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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說明選用的行動研究方法所採用的研究模式，並且解釋研究流程和

資料蒐集方法，也針對不同國籍研究對象的語音問題加以分析。 

第一節　行動研究法 

　  本文採行動研究法。陳向明（2002）認為行動研究所具有的特色，一是

以統計等科學方法驗證假設的科學性；二是以實驗研究解決行動中面臨問題

的實踐性；三是在研究歷程進行反思的批判性。研究者以個人對母語朗讀教

學的經驗為基礎，並以對外漢語朗讀教學成功案例作為參考，扮演華語朗讀

教學行動研究的實踐者，希望藉由教學實驗發現實際問題並尋找具體解決之

道，觀察學習的歷程與改變，體驗朗讀教學難點和結果，提出修正或明確的

建議，以提升節律朗讀教學成效。 

　  本研究配合行動研究應有七個主要的步驟實施 (呂廷和，1971；李祖

壽，1979；張鈿富，1986；)，概述如下： 

1、發現問題: 台灣年輕華語師資正喪失標準發音特質（楊斐棋，2005）和

　 外籍生洋腔洋調的語音困境。 

2、分析問題：語音問題來自於發音不到位，語音教學不完整，只重視發音

　 聲調，完全忽略語流教學。李芳蘭（2007）語流停延不當是造成高級班

　 外籍生洋腔洋調的重要因素。 

3、擬定計畫：在語音教學加入節律朗讀教學的對策。因為節律朗讀不但得

　 注意字裡音節使發音到位，還要鍛鍊行間節律補強語流韻律的不足。 

4、蒐集資料：蒐集文獻與相關訊息、錄音、應用實驗語音分析來觀察，有

　 系統的來蒐集所需的資料，設計節律朗讀教學。 

5、批判與修正：進行前導試驗，了解外籍學生對於節律朗讀教學反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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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朗讀師訓課程中，驗證節律朗讀教學內容的可行性與實用性。藉著情

　 境中的反應與問卷資料，批判修正內容之缺失。 

6、試行與考驗：著手實驗教學，應證假設；改進現況，直到有效的解決問

　 題為止。 

7、提出報告：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完整的報告。　 

實驗教學中的行動研究則以施方良（1996）所主張行動研究經歷計畫、行動、

觀察、反思、計畫循環的實驗模式，進行每週的教學。 

 

 

 

圖 三-1 行動研究循環模式圖 

 

先擬定教學綱要，依照教學計畫進行實驗，在過程中觀察發現問題，反思提

出解決之道，加入或調整計畫，進行循環研究。詳細說明於下： 

 

一、計畫 ：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擬定教學大綱 

　　以教學大綱為本，並從教學反思中調整每週的教學規劃。 

　  建立教學理論與彙整教學內容，訂出每堂課的教學進度，同時搜尋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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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想要提升語音能力，先了解問題所並找出改進的方法。彙整朗讀教學

經驗中常見的問題並提出改進的建議： 

表 三-1 朗讀常見問題與建議表 

問題 原因 建議 

1. 咬字不清 聲母、韻母、拼音的問題 最小音辨、舌位、口型定位 

2. 聲調不明 一聲亂揚、二聲不夠高、

三聲不全、四聲未下降 

四聲（調值）練習：一聲平

（55）、二聲揚(35)、三聲

先降後升(214)、四聲降(51) 

3. 不自然的

語調 

聲調不穩，刻意語調 

 

雙音節十六種聲調組合練習 

4. 破音 先天音質、音色問題；送

氣太急或不足 

練習急吸慢吐的發聲練習 

注意共鳴腔。 

5. 首字爆出 

 

尾音不見 

爆音是氣出太急； 

 

氣不足導致虎頭蛇尾 

速度放慢。首字要完整發

音，避免吞字；練習腹部呼

吸，氣足貫串到句末尾音。 

6. 欠缺韻律 單調乏味、重點不明 重音、停頓、節奏、語調。 

7. 隨意斷句 句以詞斷，或逐字斷音，

破碎語音阻礙文義了解 

盡量一口氣讀完一句；長句

可分為二，於適當處換氣。

以停延技巧標示韻律分層。 

8. 速度太快 發音、聲調不到位，含糊

帶過 

強調韻母的完整發音，重音

加強與停頓技巧運用。 

9. 欠缺精神 聲音低沈、口型太鬆 以氣托聲；口型定位再發音 

10. 欠缺情感 避免生硬、冰冷的語言。

冷淡難以引起共鳴 

設立基調、表達語氣，練習

重音的情感加工，融入情感 

針對節律朗讀所發現問題和能力需求，提出教學綱要（參見第四章教學設

計）。節律朗讀課程內容包括聲、韻、調、詞語、句子、語段、篇章韻律，

但得針對個人基礎發音作糾正，才能進入進階語流訓練。 

二、行動：蒐集資料、試行與考驗 

　  採小班制，依照教學規劃進行每週一次的教學。先進行理論教學讓學生

知道是什麼，為什麼，進而如何做到。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感知學生的直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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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了解學生學習的難點，發現問題與確認課程設計的可行性。對外籍生語

音教學，先求其語音正確性，其次要求語流自然順暢，進階於停延、語調的

韻律變化，最後是情感與文字的融合！教學要項： 

 （一）學生聽辨 

　  王韞佳（2003）提出知覺是信號的輸入，發聲是信號的輸出。聽辨知覺

研究最終是為正確發聲服務，而研究發聲的錯誤常常從知覺入手。所以訓練

過程先讓受試者錄音，母語者也錄下同一篇短文朗讀。利用第二語言學習

“注意力假說＂理論，請受試者聽辨比對差異。聽辨後討論心得，引起注意

力後可以增進學習理解和成效。 

（二）朗讀技巧探討 

　  教學途徑一是理論性解說；一是操作性練習。告知理論並與實際語音結

合，確實落實教學目標。聽辨同樣的語句，不同詮釋方法有何不同的感覺，

再進行討論；說明停頓、重音、節奏等技巧運用理論，不只知其然，而且知

其所以然，真正了解語音變化的用意。畢竟語調隨語境、心情、語用有不同

的變化，重點不在於模仿一句話的語調，而是了解不同技巧在話語中的作

用，有了實踐語言技巧的能力，變化自在人心。 

（三）教師領讀 

　  朗讀教學在教師指導下，通過具體情境的創設和聽說教學活動的開展，

規範和發展學生語言，培養學生的聽說能力的教學過程。學生模仿以學習語

調，實踐正音與語流韻律的技巧。 

（四）課後聽音與錄音 

　  課後宜反覆聆聽跟讀母語者朗讀錄音，彌補上課時間不足與滿足個人不

同需求。要求學生每週錄音並記錄語音難點與改變情況。 

三、觀察：不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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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錄學生課堂中的行為反應和學習成效，彙整成教學札記。關於糾

音技巧，如何提高聽辨能力是一大關鍵，利用語圖分析幫助學生以視覺彌補

聽辨的不足。教學中發現，學生讀不準往往是聽辨上就分不出正、誤的差別，

而老師糾音有時感覺出學生語音有誤卻說不出癥結所在，無法給予一針見血

的指正。此時可以參考文獻，從別人研究經驗中釐清問題，發現解答或教學

策略。若能輔以語圖的具體說明，糾音效果就更加顯著。例如泰籍受試者朗

讀 [他知道一個人先要不忘本]，其中的四聲有難以道出的怪異。參考了李

紅印（1995）對泰國學生漢語學習的語音偏誤研究找出了解答，泰籍生發去

聲時降得太過。所謂太降是去聲加長造成的感覺。 

　 　為分析錯誤語音，將音檔做成語圖，提供觀察工具。 

例一： 

　  李紅印（1995）了解泰國學生四聲讀音聽起來又降又長。例如在回答不

是、不對、不會，總是在「不」後稍作停頓，然後充分唸出後面四聲調。 

從受試者篇章朗讀中擷取「不忘本」做成語圖： 

 

 
圖 三-2 實驗語音分析圖─泰籍生「不忘本」 

上圖讓學生從視覺上發現具體偏誤，二聲（35）調值不到位，停頓後全力念

四聲，四聲非俐落的降調而是先升再降，應證文獻中泰國人語音的偏誤現象 

L2：不　 　 忘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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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從母語者朗讀篇章中擷取相同語句對照比較，因為正確的二聲調值是

（35）四聲調值是（51），所以二聲調值夠高正好和四聲開端連結，語流中

「不忘」的詞中也不會有停頓。 

 

圖 三-3 實驗語音分析圖─母語者「不忘本」 

例二： 

　  李紅印（1995)也提及泰籍生一聲加四聲在語流中的問題，泰國學生讀

一聲＋四聲時，一聲的聲調出現低調。 

 

 
 

圖 三-4 實驗語音分析圖─泰籍生「一聲＋四聲的連調」 

　　 先　 　 　 　 　 　 要 

　 L1： 　 不　 　 忘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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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母語者「先要」一聲＋四聲的語圖： 

 
 

圖 三-5 實驗語音分析圖─母語者「一聲＋四聲的連調」 

　  一聲的終點和後字四聲調的起點基本上在同一水平線上。因為一聲調保

持高平，一聲（55）的終點和後字四聲調(51)的起點基本上在同一水平線上。 

 

受試者「先要」一聲＋四聲語圖，前字一聲聲調終點與後字四聲聲調起點不

在同一水平線上，兩點落差很大，反應出前字一聲的聲調音高變低；四聲則

先升再降，非（51）直接的降調。此例也說明了中文聲調本身就有聲音高低

的抑揚，語流變化一定要建立在正確聲調基礎上，才不會有怪腔怪調。 

　  上述二例，泰籍生四聲先升再降的問題和四聲前一聲的低平調，是聽覺

上不易聽辨的錯誤，卻可從語圖上明確呈現，所以參考文獻找出盲點，再佐

以語圖說明，在糾音上確實有很大幫助，驗證語圖視覺輔佐是行動研究中觀

察的好方法。從前測、後測、每堂課的錄音和教學札記、語圖分析觀察學生

問題與反應，掌握學生語音學習的變化與教學需求。 

四、反思：批判與修正 

　　語音學習是靠聽辨和模仿。林燾（2005）主張音發不準，主要因為聽不

準。聽辨能力提高，模仿能力才能提升，通過朗讀的訓練，準確模仿力，培

　母語者　 ：　　 先　 　 要　  



第三章研究方法 

 55

養正確發音習慣，而這種訓練方式最好在教師指導下進行，當學生無法聽辨

和模仿時，教師要反思協助解決。 

　　課堂中教師要顧及層面頗多，對語音變化有時不能入微觀察，所以將堂

課錄音製成 MP3 檔案，將語音問題、優劣評估做成書面整理，一併用電子郵

件寄給學生，師生藉由錄音可以較客觀找出語音瑕疵與評估語音的改變。有

時發現學生的語音問題，卻不知原因所在，教師必須藉由文獻或其他協助，

不斷思考尋獲解答。教師在歷程中發現並解決問題，反思找出可改進突破的

環節，並針對問題搜尋適當教材於下堂課變換教學內容或方式再強化。　   

　 　總之，朗讀行動研究是以教學大綱為依據，付諸教學行動，從課程中

觀察學生學習狀況和問題，反思調整下一週教學的內容和進度。唯有在實踐

中的研究者比較能切實思考，並將思考化為行動，在行動中推進探究、增加

參與者分析和重組能力，助益於變革。　   

第二節　研究流程 

　  本論文研究步驟是發現研究問題，尋找相關文獻、決定研究方法、擬定

教學計畫，設計教學並於執行歷程中檢驗。蒐集資料的工具包括問卷、訪談、

教學札記、錄音，實驗語音分析等。 

一、研究時程 

　  規劃十二堂節律朗讀課程，每次兩節的時間，每週進行一次教學。正式

實驗前已於十五位泰籍生的班級進行前導試驗，了解學生們對節律朗讀教學

的反應；教學實驗以五位受試者為研究對象，由實務工作者針對節律朗讀課

程進行小型的教學研究。研究者以行動研究法觀察並記錄過程中所發生問題

與學習情形，研討解決的方法並檢驗節律朗讀是否提升語音學習的成效，目

的在於發展節律朗讀教學的可行模式。 

二、研究步驟　  

　  採取的研究步驟以文獻探討為理論基礎，進行前導試驗（pilot 

study），觀察學習者學習歷程與反應，作為修正或確定教學模式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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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實驗教學的行動研究，探究有效能的華語節律朗讀教學。 

（一）文獻探討與資料蒐集 

　  進行相關資料蒐集，澄清台灣人對朗讀的誤解並分析、歸納出朗讀對語

言學習的功效，作為理論的支持。採質化研究，報導相關學者、專家，如何

進行朗讀教學的實務經驗。整理密西根大學陶老師來台的演講，了解在班級

如何帶領朗讀，使初級班外籍生在九週內獲得準確的語音；並訪談三位曾經

參與哈佛北京書院朗讀課程的華語教師，分享教學經歷。 

（二）前導試驗 

　　整理文獻與訪談專家，擬定教學的雛形並在師大推廣部泰國團短期華裔

班作試教，最後以問卷調查方式了解學生對華語朗讀教學內容、功效的反

應。教學中利用語圖幫助學生發現語音的問題，並希望藉由不斷朗讀練習，

能夠模仿而改變僵化習慣並強化正確語音。前導研究紀錄學生學習需求和反

應，作為修正節律朗讀教學設計的依據。 

（三）設計教學課程 

　  研究教師角色、學生角色、教材角色，確立教學目標、教學理念、教學

與評量模式。因為師資專業理念與技能關係朗讀教學成敗，必須補強教師所

需能力；所以分析朗讀師訓課程的問卷，了解教師對節律朗讀教學內容可行

性與實用性的反應，以確定節律朗讀教學內容，並探討朗讀教學對教師語言

和指導學生能力的幫助。 

（四）進行教學實驗 

　　北京大學為外籍生開設漢語正音課，有計畫的引導學生發現自己的語音

問題，設計針對性的教材，用多種練習方式糾正錯誤發音，建議對於發音不

準的留學生，應先診斷語音，再經過聽辨和朗讀的循環，加強聽辨能力和實

踐檢驗。據此本實驗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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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6 語音教學循環模式 

　  教學內容以聽辨和朗讀為主。所以語音教學重點是耳朵要能聽辨，發音

器官要會模仿，並在不斷的模仿過程中養成新的發音習慣。教師在旁引導提

醒，隨時矯正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教師語音教學循環模式： 

1.診斷：前測發現學習者語音問題。 

2.聽辨：由老師說明與示範，學生能分辨正、誤讀音區別；錄下受試者與母

　語者短文朗讀比較異同。 

3.模仿：講述音理、指出偏誤、先聽後說、給予糾正方法體驗修正。 

4.朗讀強化：針對學生問題選擇教材，在語流中反覆練習，實踐朗讀的技巧。 

　  偵測學生語音問題，透過不斷朗讀練習與模仿，讓學生能在長篇語流

中，避免語音走樣達到自然流暢生動。課後應用 Moodle 線上課程，作延伸

學習（陳慶華，2008），彌補上課不足與個人不同需求。錄音記錄學生每週

語音的改變；安排定期朗讀測試或競賽，讓學生在適度的壓力中，積極成長！ 

（五）實驗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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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節律朗讀作為語音教學的具體方法，透過理論解說與技巧練習，當外

籍生掌握篇章中字裡音節和行間節律，希望能去其洋腔洋調，提升表情達意

的語音效能；課程結束後，將受試者的前、後測錄音，由五位曾擔任節律朗

讀競賽評審的專業教師聽辨，評判是否去除了洋腔洋調，同時評鑑語流韻律

表現；另外也借重語圖分析，比較學生前測、後測篇章朗讀的語音差別。將

研究步驟以流程圖呈現如下： 

 

 

 

圖 三-7 節律朗讀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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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實驗研究對象針對口語溝通無礙，但仍不免外國人口音的高級班外籍

生。五位受試者都是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的外籍學生（詳細資料參閱附

錄二），對節律朗讀研究深感興趣，主動要求參與計畫者。對於這些未來的

外籍華語教師，洋腔洋調一直是難以突破的罩門，現實的限制未來華語教學

的出路。以華研所外籍生為研究對象，一來是針對外籍生角色，再者也是進

行教師訓練，提升示範和指導能力，完整語音教學以改善目前語音教學困

境。以下分別介紹受試者背景和語音狀況。 

　  T1 是來自泰國的同學，立志將來返鄉從事華語教學。警惕自己避免用

泰語教中文，因為那只能說出泰國人才能了解卻不道地的中文，無法成為稱

職的華語教師，所以致力學好中文語音。此受試者自發性的動機強烈，對每

一次交代的任務，都能盡力完成，配合度高。其語音問題是嚴重鼻音、尖音，

聲調不穩，受母語長音韻母影響，語流中過度強化每個字音卻無法適時弱

化，但當每字都加強時反而聽不出語義焦點；語調無法融入情感，也不能表

達語氣的語用層面。 

　  另三位 J1、J2、J3 是日籍受試者。陳慶華認為（2008）日籍生在學習

上少了書寫漢字的困難，但在語音方面的障礙，永遠是學習上的夢魘，也讓

華語教師深切感到日籍生中介音現象很難導正，嚴重僵化。日籍生語音偏誤： 

1.在聲母上以 h代替 f，舌尖後音發成舌尖前音，zh、ch、sh 和 z、c、s

　不分；邊音 l、鼻音 n、和舌尖後音 r混淆；發音方法達不到送氣音標準。 

2.在韻母方面：對於舌位高低和口型變化未能清楚定位，a、o、u都以日語

　的韻母代替華語韻母的音，無法發出完整優質的華語語音； an、ang 不

　分是日籍生最困擾的語音問題，所以韻母教學是矯正華語發音重要關鍵。 

3.聲調部分：劉毅（1998）認為判斷字音是否偏誤應同時顧及調型和調域。

　日籍生二聲上升不到位，四聲唸成低平或低降，原因是起音點不夠高或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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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不夠低。一聲偏誤是不夠高，唸成低平。上聲偏誤率最高。其描述完全

　符合三位受試者的聲調問題。 

4.受母語負遷移的影響:將華語音節音拍化，以字斷音，阻礙語流流暢。 

　 J1 對自己語音欠缺信心，自言因不敢開口，惡性循環導致語音表現愈來

　愈差；J2、J3 生活中有台灣朋友可以對談，溝通能力較強。但是發音問

　題已呈現固化狀態，也從未注意過語流韻律變化。 

　  第五位 K1 是韓籍學生，雖然聲、韻、調也存在許多問題，但本身對學

習外語很有興趣，語音敏銳度高，發音習慣最好，基礎語音問題只需要微調，

教學上一點就通，很快就能發出正確的語音，但是進入語流中，仍顯得吃力，

對於半上、四聲降調部分，仍花了許多精神和時間，偏誤才漸漸減少。可見

能在語流中掌握發音才算是正確穩定的語音。 

 

第四節　資料蒐集方法 

　  本研究資料蒐集有質化和量化兩方式，包括演講、訪談、問卷調查、課

室觀察、教師教學記錄、學生朗讀錄音與儲備教師口試錄音帶、實驗語音語

圖分析。 

一、問卷調查法 

　  包括前導試驗學習問卷、節律朗讀師訓課程問卷。 

（一）前導試驗學習問卷。對象是短期泰國團十五位學生，於朗讀教學課

　　  程結束後，設計問卷了解學習反應與學習成效。 

（二）節律朗讀師訓課程問卷。為提升教師朗讀教學能力，進行教師朗讀 　 

　　 訓練課程，課後填寫問卷和心得，確定師訓課程內容的可行性和價　 

　   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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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講、訪談 

（一）對外漢語朗讀教學經驗分享 

　  報導推動對外漢語朗讀教學的哈佛北京書院的朗讀課程、教師帶朗的技

巧和評量方式；整理密西根大學陶老師來台的演講，分享課堂領讀結合輔助

視聽教材的成功語音教學案例，作為朗讀教學的參考。 

（二）與受試者的晤談 

　  除了問卷回饋外，也與學生晤談了解想法、學習狀況、策略。能針對個

人狀況給予特別叮嚀和鼓勵，隨每人語音問題和程度不同，給予加強練習內

容也不一。課堂中也會讓學生針對教學內容、活動提出當下反應和看法，對

課程進行即時性有效的微調。 

三、教學札記 

　 記錄教學進度、內容、問題、解決方法、學習狀況，提供課程修正的依

據。由於採小規模實驗，希望對受試者問題能深入彙整，找出有效解決之道。

對其朗讀語音學習狀況，特以語圖分析提供給教師不同的參考面向。總之，

雖然不同國籍學生的語音問題不一，老師宜蒐集解決語音問題的相關文獻作

為先備知識和教學指引，至於朗讀教學的流程、原則不因國籍而變更。 

　　預備式朗讀學生擬定的語言計畫是心理認知的過程，所以請學生道出處

理依據，從中可以發現學生思考模式、學習難點或學習成效，可貴的是在討

論、分享中強化語音技巧處理能力的過程，整理成教學記錄。 

四、錄音 

　  以前測和後測錄音作為評量教學目標的主要依據。課程分為基礎、進階

訓練兩階段，基礎測試偏向單音、單句，主要解決音段和聲調問題；進階訓

練測試主要針對語流的處理能力。宜掌握基礎語音後再進入語流，避免音

段、聲調與語流混為一談，增加學習困難度和複雜性；每堂課後盡可能錄下

當日朗讀內容，可從每個星期的錄音發現學生的改變。錄音軟體採用 Ad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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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ion 1.5。麥克風是 SONY ECM-MS957。並利用 Audacity 1.3 Beta

（Unicode）軟體，對篇章朗讀的長段語流切割，再以 Speech Analyzer 3.0.1

作語圖分析。 

（一）第一階段 

　  前測錄音發現學生聲母、韻母、聲調的語音問題對症下藥，要求單字字

音外，於單句中也能正確發音。當教師覺得學生的錄音已具有正確發音的能

力，或發音還不穩定但能自我辨別和修正時，才可進入第二階段語流訓練，

此後在語流中出現發音的問題，老師一提示學生就能自行調整。 

（二）第二階段 

按課程大綱循序漸進加入語流要求： 

1.前測：進入語流訓練前，作篇章朗讀前測錄音，了解在語流中的問題與欠

　缺的能力。 

2.後測：完成語流韻律學習後，進行篇章朗讀後測錄音，測試學生語流韻律

　處理能力，檢驗是否達成學習目標。 

五、實驗語音分析 

　  利用實驗語音分析前測與後測錄音。曾金金（2008）提出中高級階段華

語語音固化無法突破，是導因於自我聽辨時，無法察覺發音與目標音的差異

所致。所以透過語音分析儀，提供學生發音具體的視覺圖像，作為找出學生

腔調差異所在的佐證。朱川（1986）認為回饋對於語音聽辨和發聲相當重要，

大腦能針對這些資訊進行綜合分析，然後對發音進行監控和修正。本文透過

語音分析儀顯示音高、音強、音長、音色，建議除模仿外，輔以視覺回饋，

不管是基礎語音訓練中，聲母送不送氣問題、韻母發音舌位高低、口型圓展、

定位問題，都可以從語圖 F1、F2、F3 中具體說明；藉助實驗語音學分析，

同時幫忙找出語流的問題，提供受試者與教學者具體的比對，從視覺上的語

圖幫助聽覺上的認知，協助學生改進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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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華語節律朗讀教學運用 

　  如何在華語教學中實踐節律朗讀教學？首先分析老師、學生、教材在節

律朗讀中所扮演的角色；接著提出語流教學的具體內容，將理論化為具體可

行的教學；並且擬定教學模型以進行前導式實驗，作為修正教學設計的依據。 

第一節  節律朗讀教學研究對象 

　  朗讀教學研究對象包含了教師、學生、教材。 

一、節律朗讀主體：學生角色分析 

(一)學習者培養節律朗讀語音技能 

　  宋欣橋（2004）正音訓練不僅體現在字和詞上，還要通過朗讀的訓練逐

步運用到實際口頭語言中。節律朗讀助於學生提升語音相關技能如下： 

1.讀準發音：改正輔音、元音發音常見偏誤。開始多是單音、單詞，進而在

　語流中強化準確發音。 

2.讀順語流：中文是聲調的語言。作十六種連調類型的練習，進而三字連音、

　四字連音、句子、句群，才能流暢語流。 

3.讀好韻律：掌握語流韻律。  

1).重音：語法重音、邏輯重音、焦點重音。 

2).停頓：了解停頓的意義與作用。 

3).語調：學習語調的表態功能。學生能根據作者的思想、情感進行大膽

　 的藝術再創作。 

4).節奏：字詞、句群停頓、延連鬆緊、快慢的呈現。 

4.讀出情感：聲情流露是朗讀訓練中最難達到的境界。揣摩作者心境，掌握

　文章的基調，融入情感、表達語氣。 

　　外籍生在朗讀篇章時，一字一停或一詞一停、不適當斷句，讓聽者不容

易抓住語義，要求讀順語流就不容易；對於語流韻律、融入情感更是毫無概

念，依照教學大綱培養語流韻律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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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語音診斷和矯正 

　 1. 進行語音診斷:外籍學生因受母語負遷移影響，不同國籍學生各有其

　 　 語音上系統性偏誤。了解自己的語音問題才能對症下藥。 

　 2. 矯正語音:學生應該不斷聽音、朗讀練習、錄音後設。避免流於主觀

　 　 的不自覺，錄音是客觀監控的有效方法。 

　 3. 學習策略:策略是以陳述性知識(declarative knowledge)或程序性知

　 　 識（procedural knowledge）來呈現。陳述性知識，學習者仍需刻意

　 　 依規則操作；程序性是經多次反覆練習而熟練，學習者不自覺而至自

　 　 動化操作。學生宜針對不同的學習任務，如獨立性任務(isolated 　 

　   tasks), 功能性任務(functional tasks)，整合性(integrative)任務

　 　分項式任務(discrete-point)，運用學習策略達成有效學習。 

　  朗讀語音教學首先要引導提高辨音能力，若發音錯誤而未能及時糾音，

反覆錯誤反而造成語音的殘害。節律朗讀訓練從篇章理解、擬定並實踐語言

計畫、自我監控與回饋修正，在不斷的聽音、辨音、正音、表達的循環中磨

練成長，達成節律朗讀目標。　   

二、節律朗讀客體：教材運用 

　　川島隆太（2006）提出不懂語義的朗讀與理解性的朗讀對腦部的活化部

位不一，但兩者對腦部活化都有幫助。本論文主張節律朗讀，以能理解文本

為前提，課堂中朗讀教材選擇要遵循 i＋1（Krashen，1985）的原則，也就

是比水平高一點的輸入，輸出時能讓聽者了解和聽懂。避免有口無心朗讀而

感到無聊；宜深入體悟語調、情韻。 

　　朗讀如附屬於一般課程內，可以就地取材以課文進行節律朗讀訓練；若

設立專屬朗讀課程則應針對教學目標，設計具有針對性、實用性而且趣味化

的專門教材，避免反覆練習課文的枯燥，有效達成每堂課教學目標。所以隨

課程不一，教材分為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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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課文為教材：朗讀與課程結合 

朗讀課文強化上課內容，學生不會有額外的負擔，教師不必另尋教材，     

較為方便省事。以哈佛北京書院密集班每天的朗讀課和台灣 ICLP 的教學

領讀策略都是以課文朗讀為主。高級班課文較長，所以對上課節奏的掌

握尤其重要。配合華語教學教材，教學重點在處理語流停延，自然展露

聲情。 

 2. 以教學目標選擇朗讀教材：針對目標另擇適當教材，如： 

表 四-1 朗讀教學目標與教材選擇 

　 教

學目標 

　 　 　 　 　 　 教材選擇 

提升音質 對於韻母發音完整性練習，利用多是一字一拍的兒

歌，或是民歌帶朗又帶唱，使發音清晰，音色優美。

掌握基調 應用喜、怒、哀、樂不同語段，體會朗讀文本的內容

情感對於語速、語氣影響。 

訓練節奏 利用繞口令訓練口舌的靈活度。 

涵養情韻 從詩詞感受意境。 

體現語氣 利用不同文體表達議論、記敘、抒情、寫景不同語氣。

 　朗讀訓練有遞進目標，針對教學能力大綱，選擇適當教材進行實驗課程，

落實教學目標。 

三、節律朗讀本體：教師角色 

　　教師是朗讀教學的靈魂人物，是教學成敗的關鍵！教師本身要具有領讀

能力，不只語音正確而且要熟悉朗讀技巧運用；但是如果只在技巧上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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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製造出不自然的語調，或只知其然不知所以然的教師，是無法得體進行

朗讀教學。所需要的教師特質，必須具有正確朗讀能力，豐富教學經驗，以

專業技巧作示範、教學、說明、糾錯，將朗讀技巧活用於教學中，因為朗讀

不是為了表演，本身就是語言習慣的塑造與培養，宜實踐於生活的語言。教

師教學重要任務： 

（一）思想引導：學習者嘗試新行為時，應受思想指導。當老師體會朗讀對

　 　 語音的效益，了解指導內容和歷程，有了堅定信念才能投入推動朗讀

　 　 教學；同樣的教師在教學前也務必讓學習者了解課程的實用與影響。

　 　 確立目標以引起學習動機，在學習過程中才有克服障礙的毅力，積極

　 　 學習態度才能達到高效能學習。所以激起學習動機是教學的起點，也

　 　 是達成教學目標的基礎。 

（二）示範練習：教師如果只是提供講義不作示範，同學望文生義往往造成

　 　 誤解；示範讓學生有具體可模仿的形象，但要避免全是教師示範，「精

　 　 講多練」原則應該著重於學生練習，避免教師一股勁兒的解說、誘導、

　 　 替說；而是站在輔導立場，有錯糾錯、必要時示範、適時讚美，切記

　 　 「教是為了不教，學是為了再學」的原則。教學重點是教學生如何釣

　 　 魚，不只示範要怎麼讀，而是要讓學生了解“為何＂和“如何做＂。

　 　 鼓勵學生將想法說出，未來才能有自我判斷和活用的能力，使學生潛

　 　 移默化中模仿、練習、想像、思考、乃至應用創造，提高語文教學的

　 　 效率。 

（三）耐心指導：改變語言習慣，不是一朝一夕，要讓學生有足夠機會練習

　 　目標行為，更需要時間發酵才能穩定學習。剛開始學生甚至無法意識

　 　問題所在，完全分別不出和老師示範的差別；即使能分辨差異，“知＂

　 　到“行＂間仍有段距離。教師要耐心等待，鼓勵學生專注聽辨以訓練

　 　聽力；要求學生錄音，後設觀察學習狀況。此外，課堂中不厭其煩示

　 　範並要求學生公開大聲地朗讀，初期音量小並且常有添字、漏字、讀

　 　錯字的情況發生，只要教師逐步要求且多方鼓勵，讓學生在做中培養

　 　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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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及時回饋：仔細聆聽朗讀便可確定學生字音是否讀準，文義是否理解，

　 　語流韻律是否得當。並於朗讀後及時回饋，加深學習。朗讀能力強的

　 　學生，停延把握，節奏快慢、語調升降、語氣緩急等變換都能準確呈

　 　現，讀出字裏行間不可言傳的意涵；相對於發音不穩定的學生，在基

　 　礎階段可能要花更多時間琢磨。課堂中掌握學習的情況，給予適當回

　 　饋；課後教師藉由實驗語音視覺輔助，對提升行動中的語音觀察和給

　 　予學生具體語音回饋有很大助益。  

（五）善用同儕團體的影響並加入學習策略：節律朗讀需要學生放下衿持、

　 　勇於嘗試，在不斷練習中求進步。所以建立和諧、積極、輕鬆而不隨

　 　便的學習氛圍，讓學生從緊張、防衛心態中解脫，把注意力集中到所

　 　學的內容上，反覆學習分析、模仿、練習、運用，達到自動化。藉由

　 　同儕互動和激勵的不斷練習，讓訊息從事實層次提升到技能層次，達

　 　此層次後知識便程式化為無意識的慣性，當訊息提升到技能層次時就

　 　容易擷取，也不會因一段時間不用而忘記。 

（六）朗讀語音學習為語用服務：節律朗讀教學習得語音技巧，最終是為語

　 　言運用服務。所以教師活潑生動的課室語言，應該是活用朗讀語音技

　 　巧的最佳示範，讓學生感受語流韻律是助益溝通的重要元素。教師也

　 　要引導學生展現熱情的朗讀，避免有氣無力、語調冰冷的朗讀；體會

　 　語流變化沒有絕對標準，宜接觸真實對話，體會舒緩、緊張、低沈、

　 　高亢、輕快、凝重不同氣氛，配合情境作語調選擇。鼓勵學生大膽嘗

　 　試，在不同情境背景，以不同語調、語氣、節奏呈現語言，在朗讀中

　 　具體體會語言的「語用」效果。 

　　教師進行朗讀教學讓朗讀的主體“學生＂和朗讀的客體“教材＂全然

　  結合，動腦動口、心口合一，培養以聲傳情的表達能力。 

第二節　節律朗讀教學內容 

　  欠缺韻律語流教學源自於教師概念不足而不知所措！提供教學範圍、要

點、方法讓教師有所依循。綜合不同語音版本綱要（參見附錄三）與個人教

學經驗，將節律朗讀語音教學內容表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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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 節律朗讀教學內容表 

發音生理訓練 基礎發音訓練 進階語流訓練 

腹部呼吸 聲母 基調 

韻母 重音 

聲調 停延 

口腔操 

（內外口型、舌位） 

輕聲 節奏 

連音變調 語調 

兒化韻 語氣 

    以下就教師教學前對每項綱要的內容應該具有的基本認識作說明，教師

了解“是什麼＂、“為什麼＂、“如何作＂，做為教學參考。至於教學實況

和學生反應則記錄於第五章。 

一、發音生理訓練　  

　  發音生理訓練幫助發音正確與語流韻律變化。從生理語言學了解帶動發

音的「氣」是發音的動力。氣流經喉頭和聲帶，藉口腔和鼻腔各部分配合，

發出各種不同聲音。曹文（2002）音色、音高、音強、音長是聲音四要素。

在發聲練習中，培養自己發長短、輕重、大小、虛實不同聲音的能力，對於

讀出情感的朗讀目標，一定有加分效果。學習丹田發聲，避免因氣流不足而

不當停頓，不但可以改善音色，而且音域也變寬廣。用喉音傳不遠而且容易

損傷聲帶，而別人接收到的聲音，或是欠缺氣力而細弱單薄，或是誤用氣力

而刺耳難耐，可說百害無一利。至於口腔操訓練讓外籍生習慣中文開齊合撮

的嘴型快速變化與保持韻母發音口腔肌肉的緊張不變形。　  

二、基礎發音教學 

　  第一階段發音訓練是進入語流教學前的音段、聲調、拼音教學。針對診

斷的發音問題，綜合學者專家提出的理論與個人教學經驗，擬定朗讀教學策

略於課堂中糾正語音。基礎語音教學要點如下： 

（一）教師必先了解外籍生容易造成的語音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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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發音診斷:百字表測音（附錄四），紀錄偏誤語音並調整成正確發音。

　 　教師將偏誤記錄於語音難點卡，交給學生隨身攜帶，方便自我提醒。 

　 2.整理朱川(1997）所提出外國人在學習聲母上常發生的偏誤於下表 ： 

表 四-3 外籍生常見的聲母偏誤表 

就發音部位而言 就發音方法而言 

1.唇齒音與舌根音相混 1. 鼻音：有無鼻音的問題 

2.舌尖音與舌面音相混 2.清濁系統:在漢語中只有 sh和 r有清濁對　

　立；而許多語言清與濁都構成音位對立。 

 3.有系統的送氣和不送氣問題。 

教學上要清楚描述聲母發音部位與送不送氣、清濁聲帶振動的發音方法。 

3.整理朱川(1997)指出外國人在學習韻母上常發生的偏誤於下表： 

表 四-4 外籍生常見的韻母偏誤表 

單韻母 複韻母 鼻韻母 

發音不夠緊張 介音丟失 前、後鼻韻混淆。 

不夠亮（共鳴腔） 動程不到位  

音色不穩 頭、腹、尾比例失調  

教學上注意口型定位、舌位高低、發音完整。 

(二) 提高學生音色與宏亮度 

　　 　朗讀追求發音正確與完整，a、o、u等韻母教學是一大重點。張家

騄（1995）超音段韻律特徵和音段特徵是相互影響的。比如在語流中因韻律

需要置重音時，因為單字韻母隨便帶過，共鳴不足形成發音不完整，造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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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生硬不清也不好聽。所以音段也會影響超音段。主韻母變長是重音加強的

關鍵，因此發音完整需要注意： 

1.口型：了解元音口型圓展、鬆緊的性質。韻母中除了ə (ㄜ)央元音較鬆外

　，其餘都需要發音時口舌肌肉緊張的特點。 

2.舌位：除了練習緊元音，可以先練極端音感受舌位高低和發音前後的區 　 

　別。例如感受 i這是最高、最前的元音；a 這是最低、最前的元音；u　

　這是最高、最後的元音。 

表 四-5 韻母口型、舌位系統表 

標音符號 發音前後 舌位高低 口型圓唇？ 

a（Y）　 央 低 不圓唇 

o（ㄛ） 後 半高 圓唇 

e（ㄜ） 後 半高 不圓唇 

e（ㄝ） 前 半低 不圓唇 

i（一） 前 高 不圓唇 

u（ㄨ） 後 高 圓唇 

ü（ㄩ） 前 高 圓唇 

er（ㄦ） 捲舌元音  

前四個 a (Y)、o（ㄛ）、ə （ㄜ）、e（ㄝ）讓學生體會舌位的高低；後三

個（i[前]、u[後]、ü[前]）體會發音前、後（華語 u 是圓唇、後、高元音，

ü是圓唇、前、高元音）與齊、合、撮三種基本口型變化。 

　  以英、日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容易將 u 發成前元音，類似 book 的 oo

發音，舌位比漢語低而且發成鬆元音，教學時宜提醒將舌位抬高，圓唇並保

持口腔緊張，嘴唇盡可能前伸。ə （ㄜ）的發音可以先發 o，再慢慢展唇，

由圓唇的 o變成展唇的ə （ㄜ）。ü是跟 i相對的圓唇元音。先發展唇的 i

再收回圓唇，舌位不動。體會漢語單元音發音前後、舌位高低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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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改正學生受母語負遷移的語音習慣 

　  孟子敏（2000）認為華語是音節的語言，一字一音節，一個音節一拍。

韻母不論是單元音或二合、三合複韻母，音節長度都相等。日語是屬於音拍

的語言，日語連續發音時，每個假名的時間長度是一致的。這等長時間單位

稱為音拍。日本人受母語影響說不好英文，因語言習慣會把每個輔音配上元

音發成很多音；中文母語者發英文 can, candy,canada 分別是 1、2、3拍；

英文母語者發中文「飛機」，無法發兩個重音，因英語習慣一字只有一重音，

所以重音節處特別加強，其它便被弱化。了解學生母語的節奏，再想辦法使

他了解中文節奏 

（四）協助學生開齊合撮嘴型定位  

表 四-6 開齊合撮口型定位系統表 

口型 

四呼 

定義範圍 開尾韻母 元音尾韻母 鼻音尾韻母 

開口呼 開頭不是 i 

u ü的韻母 

i  a  o  e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ong)  

齊齒呼 韻頭或韻腹

為 i 的韻母 

i  ia  io  

ie 

iao  

iou 

ian  in  iang  

ing  iong 

合口呼 韻頭或韻腹

為 u 的韻母 

u  ua  uo uai  uei  uan  uen  uang  

ueng  ong 

撮口呼 韻頭或韻腹

為 ü 的韻母 

ü       üe  üan  ün  iong 

（五）聲調教學 

　 1.調值：從聲調符號認識調值，把握聲調。 

　一聲￣高平（55）、二聲ˊ上揚 (35)、三聲ˇ降而升(214)、四聲ˋ　 　

　下降(51) 

2.單音聲調練習：確定四聲聲調掌握。媽、麻、馬、罵，以肢體動作提符，

　幫助聲調掌握。在學習的韻母上加上四聲聲調反覆朗讀，讓學生可以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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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聲變化，讀準了可以起定調作用。接著以教材進行辨調練習。 

3.雙音節聲調練習（參見附錄五）：共十六種調型。用哼調法感受四聲的連

　音變化。 

4.輕聲和變調練習（附錄五）：掌握輕聲在於前音的拉長和輕聲字央化。 

　  第一階段發音訓練接近傳統語音教學的全部內容，但本文認為第一階段

的訓練是過程而非終點，目標是奠定語流訓練的基礎。基礎發音階段不容忽

視或省略，否則在語流中因音段、聲調不穩定，將對語流造成莫大干擾，學

習者分不清是語調或聲調問題，使語流學習複雜化；又如語流重音加強時，

若是發音不準確或聲調不穩，對韻律語流的順暢度和韻律感必造成嚴重破

壞！所以先穩定發音準確度，繼而在語流中強化基礎發音的正確反應並增強

語流韻律的運用能力。 

二、韻律語流教學 

　  關於語流教學，是語音教學的新趨勢，國內尚未有研究整理出明確的教

學內容。結合大陸學者對節律朗讀研究所提及的要點和個人教學經驗，提出

五項訓練項目。教學內容設計以李曉萱（2000）提升教學效能的四大考量“為

什麼教？教什麼？教給誰？如何教？＂來介紹。韻律語流教學對象鎖定高級

班外籍生，教師透過了解韻律語流各項教學的內涵和作用，示範並教導學生

培養落實的能力，更促進生成能力使學習者活用於平日表達中。 

（一）基調教學 

　  以基調為本，在語段中分析句群，以具體符號標示（林葳葳，1997）重

音、停延、節奏、語氣、語調等語流韻律的語言計畫。掌握基調實行要點： 

1.通篇閱讀，確立文體、心情：記敘文、抒情文、論說文、應用文不同文體，

　敘述文章的情感語氣就不一樣。例如記敘文的「桃花源記」，陶淵明說故

　事般的敘事心境，娓娓道出時間、地點、引出人物和事件發生的背景。李

　密抒情的「陳情表」，拿捏作者在祖孫之情與君臣之義間進退兩難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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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難捨祖母的誠懇心情。韓愈「師說」論述老師的重要與指責當世恥於

　相師的謬誤，堅定立場來說理，力挽狂瀾於既倒，體會韓愈匹夫而為百世

　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的氣勢和氣度。 

2.了解文章背景、立場，確立語氣態度：以李斯的「諫逐客書」為例，論述

　歷代君王因客之功而建立的霸業，若人才必秦所生然後可，對秦朝將是嚴

　重的損失。懇求君王要有江海下百川的包容心，共創秦之霸業。因為是給

　君王的書信，一定要拿捏好語氣。例如首段言「臣聞吏議逐客，竊以為過

　矣！」，段旨是竊以逐客為過，語義重心是「過」，一定要強調才能凸顯

　旨意，但語氣上是語重心長的勸說，絕不是強硬式的批評，所以不能以大

　聲、強勢語氣來凸顯重音，否則皇帝不但聽不下去反而招來殺身之禍。 

表 四-7 基調教學設計表 

教學目標 掌握適當基調，能擬定得體的語言計畫。 

A.是什麼？ 基調是探討以何種心情、態度來呈現朗讀篇章，節律朗讀前

必先依基調「擬定語言計畫」，才能落實適當的語流韻律。

B.為什麼？ 作為語流韻律的最高指導原則。 

C.如何作？ 基調設定必先了解文章的背景、作者的心情，把握文章的氛

圍，確立朗讀的立場、態度，作為安排韻律語流的依據。 

　  

　  於朗讀篇章時一定要將作者作文時謀篇立意、架構、修辭等初衷，一一

體悟以語音呈現，才是篇章朗讀的典範，因此文本信息輸入到語言輸出，信

息在大腦轉換的歷程，是透過預備式朗讀來理解，也藉由語言計畫來實踐。 

 



 

 74

 
 

 

圖 四-1 朗讀信息輸入、輸出認知圖 

 

　  基調掌握借重於預備式朗讀準確理解，不但要了解文章性質而且要釐清

陳述對象，掌握基調才能決定語流韻律的安排，而朗讀的停延、語速、節奏、

語調、語氣都關係基調的準確再現。 

 

 

 

 

 
 

圖 四-2 語言計畫擬定流程圖 

　 　而設立“基調＂是節律朗讀前先確定作者心境和目的。由於文章有固

定的背景，感受作者的心情，所詮釋的感傷之情不可能成雀躍之心、勸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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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也不可能化為命令之語，即使語流的變化會因人而異，可是所呈現的重

點、語速、風格、心情氛圍會大致相同。繼而斟酌語氣究竟是動之以情、說

之以理、誘之以利或威之以勢！在朗讀中化為作者立場，以聲情傳文情，成

為作者的代言人。語言計畫關係文意和情感能否完整被聽者提取，所以精心

的“編碼＂助益聽者理解的“解碼＂，得體的態度語氣的語用表達，使情意

百分百的傳輸，掌握基調所體現的語用層面是語音訓練最高難的境界。　   

 （二）停延技巧之重音訓練 

表 四-8 重音教學表 

教學目標 1.了解重音種類並能設定重音； 

2.聽辨出示範重音所在； 

3.讀出重音，且能讓人聽出用意。 

A.是什麼？ 

  

重音分類：重音分為節奏重音和語義重音。節奏重音強

調節奏，好聽卻與語義無關；語義重音又分為語法重

音、邏輯重音（心理）、焦點重音。 

B.為什麼？　  

　  

重音作用：彰顯主題、重點、情緒，讓對方能更明確理

解所傳達資訊或感受，達成溝通。 

C.如何作？ 運用原則和表列的例子練習 

　  吳為善（2005）說明華語的重音並不是以音強為基礎，而是以增強時長、

凸顯聲調為主要特徵‧ 趙元任先生（1979）指出漢語重音首先是擴大音域

和持續時間，其次才是增加強度。徐世榮（1980）發現漢語的重讀表現為主

要元音變長，聲調特別分明。王士元（1983）通過聲學實驗證明，漢語聲調

的特質主要依據頻率中的基頻（F0）高度，同時也取決於時間長度和音強振

幅。所以從聲調分明、元音加長的音長中，體現語義重音的加強和凸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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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重音是學習重點，分類列表說明並舉例提供練習： 

1.句法重音位置有其穩定性： 

表 四-9 句法重音 

重音類型 重讀部位 例句 

主謂結構 

主語＋謂語 

 

重音在謂語 他在讀書 

她生病了 

動賓結構 

主語＋謂語＋賓語 

主語＋謂語＋賓語(代詞) 

主語＋謂語＋賓 1賓 2 

 

1）.重音在賓語，是述語

　 的關涉對象 

2）.賓語是人稱代詞時不

　置重音，前面動詞重音

3）.帶兩個賓語的句子，

　 後一個賓語重音。 

我買飲料 

父母照顧我們 

 

老師給我一本書 

 

我教他寫中文 

動補結構 

主語＋謂語＋補語 

主語＋謂語＋補語（趨向）

1）.重音在補語（情態、

　 結果、數量、程度補

　 語） 

2）.表示趨向的補語不重

　讀，前面動詞重讀。 

我聽懂了，也學會了 

妹妹英文說得很流利 

 

弟弟跑過來 

偏正結構 

主語＋狀語＋謂語 

主語＋謂語＋定語＋賓語 

 

重音在修飾或限定內容

的短語(定語、狀語重讀)

非常喜歡 

妹妹傷心的哭泣著。 

他買了間豪華的別墅 

疑問句 重音在疑問代詞 這是什麼東西？ 

誰在唱歌呢？ 

一個句子一般可以出現一至二個重音（主重音、次重音）；句子沒有重音時，

說話沒有重心，顯得單調無力，但是在不該重讀處重音，會覺得語調生硬而

不自然，甚至產生錯誤的理解。語法重音是參考但是不是唯一依歸！ 

2、心理重音（邏輯重音）　 　 　 　 　 　 　 　 　 　 　 　 　 　 　 

　 為了強調句中某種特殊含義而把句中的某個詞或詞組重讀，叫做邏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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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邏輯重音沒有固定位子，隨著說話人想要表達的意思而改變。一個句子

實詞所在，都有可能重讀，因表達重心不同而有不同選擇。 

表 四-10 邏輯重音朗讀練習 

邏輯重音 

1.誰幫媽媽洗碗？ 妹妹幫媽媽洗碗。 

2.妹妹幫誰洗碗？  妹妹幫媽媽洗碗。 

3.妹妹幫媽媽作什麼？ 妹妹幫媽媽洗碗。 

 

即使沒有問句，隨心裡所要強調的焦點來做重音：（李明，石佩雯，1986） 

表 四-11 心理重音朗讀練習 

今天我來這兒上課 —昨天沒來，明天不來 

     今天我來這兒上課。　 　 —不是別人來 

今天我來這兒上課。 —不是上別的地方去 

今天我來這兒上課。 —不是開會 

邏輯重音和句法重音的關係：句法重音是一種自然的語言節奏，即使是孤伶

伶的一個句子，只要說出來或讀出來，就會有句法重音。邏輯重音則和語言

環境有關，離開上下文，沒有前言後語，就談不上邏輯重音。 

3）、焦點重音 

　  說話者透過焦點重音將語義中最重要信息表達出來，幫助聽話者理解。

焦點是句子所負載信息中最突出的部分，在語篇連續的概念下，必須區分新

舊信息，因為信息結構關係重音分佈，「舊信息不置重音，重音放在新信息

上，全新的信息比一般新信息更容易成為語篇的焦點」。楊玉芳、黃賢軍、

高路（2006）研究發現，新信息重讀程度高於舊信息，當舊信息在句子處於

對比或焦點位置時，也會被重讀。負載信息新舊狀態主要是名詞；動詞的重

讀程度較低；形容詞重讀程度比較高。如何確定文本語篇中焦點所在位子？

以「包餃子」這篇文章為例：「我和媽媽經常一起包餃子，媽媽喜歡在我們

家的小花園裡包餃子。」第一句邏輯重音在於包餃子，因為是主題；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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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重音則放在包餃子的地點，而不再包餃子，因為那是舊訊息了。 

　　朗讀重音教學的重點鎖定於語義重音而非節奏重音，而所強調的新信息

與語法重音和心理重音時有重疊，所以部分主張不另設焦點重音。應用練習

原則是： 

1.活用語法重音、心理重音、焦點重音。 

　單句出現時，可以語法來判斷重音，也可以自己假設情境設立邏輯重音；

　若於語篇中，上下文句關連性強時，找出邏輯重音來，有助於文章脈絡的

　理解；注意新、舊訊息差別，凸顯焦點重音助於語義重點把握。 

2.擬定語言計畫：嘗試以符號標示語義重音，請學生說明所依據的原則。 

3.落實語言計畫：以語音來凸顯語言計畫所標示重音。仲曉波、鄭波、楊玉

　芳（2002）漢語普通話中存在韻律短語重音，且重音落在短語的語義焦點

　所在詞上，詞的重音節時間延長是短語重音的一個重要聲學表現。 

4.聽辨感知：讓同學猜猜看。就表列的邏輯重音例句練習，A同學隨意變化

　問句順序，讓 B同學聽辨問句的重音選擇正確重音句來回答，再由 C同學

　判斷正確與否。這活動確認聽辨與重音能力的建立。 

（三）停延技巧之停頓教學 

表 四-12 停頓教學設計表 

教學目標 了解停頓偏誤原因，避免瑣碎不當停頓；發揮停頓正面意義 

A.是什麼？ 語段、句群、句間、句中（學習難點）停頓； 停頓和間斷 

B.為什麼？ 停頓作用：生理需求、語義凸顯、韻律分層、情感延續 

C.如何作？ 段落標誌、句群分類、標點符號停頓時值、長句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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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頓作用： 

　1).生理換氣需求 

　2).凸顯語義和消除歧義:藉停頓喚起聽者注意，搭配重音使用來彰顯語　 

　 　義。不同位子停頓也會造成不同語義，所以停頓可以消除歧義。 

　3).語音結構層次分隔：不同的停頓時值，代表不同層級的韻律結構。段

　　 落間停頓最久；段落中的句群間也有較長的停頓，句間可參考標點符

　 　號，但標點不是依據的重點，而是以韻律結構為主要的考量。句中適

　 　當停頓對外籍生最為困難。 

　4).情感：所謂字裡行間，就語音而言「字裡」強調單字發音的正確度，

　　 而「行間」則是文義、文情、文氣的貫串，憑藉語流韻律感覺聲情的

　 　流竄以營造文章的氛圍。比如疑問句後的停頓絕非無意義的留白，而

　 　是聲情餘韻流蕩的空間，是情感的延續，在留白中給予聽眾更多的思

　 　考和想像的空間。 

2.停頓位置與方法：包含語段、句群、句間、句中停頓；又有間斷和停頓之

　別。 

　1).語段停頓：可從段落標誌（降兩格書寫）明白辨別，停頓時間最長。

　 　朗讀時作段落承轉的停頓，也就是結構間語義和情感結束與開啟的轉

　 　折處。 

　2).句群停頓：每個段落由幾組句群構成，每組句群有完整語義，藉由句

　 　群開始、發展、結束的聲學特徵來表現。所以句群間宜作停頓，以區

　 　隔語塊並承轉不同義組。 

　3).句間停頓：由標點來作分隔。大致而言，停頓時值、<，<。< ;< !< ? 

　  問號停頓提供思考空間，停頓時間最長；驚嘆號語句充滿情感，停頓作

用是在無聲中感受情感的蔓延；分號使用往往伴隨排比、對比。標點雖有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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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價值，但不是唯一的依據，還必須考量句群節奏、語義、韻律結構、修辭、

情感------。加上這些變數時，甚至要跳脫標點停頓的束縛，而以凸顯修辭、

韻律結構、句型、語義情感等為停頓的主要考量。 

　  除了標點符號可以幫忙釐清語義外，利用語句中的停頓或間斷也可以分

辨語義（林茂燦，2000）。太多停頓使語言破碎會影響表達和理解，而間斷

卻可以很多（沈炯，1997）。停頓可以區別歧義。選擇不同停頓區，意義截

然不同，例如： 

衣服不要退回台北；（退不退？） 

衣服，不要退回台北。（不退）；衣服不要，退回台北。（退） 

停頓不同，意思完全相反。朱川（1995）認為區別歧義是鍛鍊學生句法語義

敏銳很好的練習，不宜講解過多規則，結合朗讀自然培養語感。 

3.難點：對外籍生而言，最難判斷的是句中停頓。李芳蘭（2007)造成停頓

　偏誤的原因： 

　 1）.生字詞障礙 

　 2）.意思不明 

　 3）.分詞斷句的失誤 

　 4）.不良的閱讀習慣：採用點式閱讀及逐字逐詞的讀句子、文章，速度

　 　  慢且總的意思不能迅速領會。 

　 5）.節律知識的欠缺：停延意識與知識的欠缺，忽略整句、整段、整篇

　 　 的概念或受母語節律干擾。 

　  對於高級班學生正確停延能力培養，著重於後兩點的練習。熊子瑜

（2003）提出「韻律詞末尾不會出現可以感知到的無聲停頓,其他層級韻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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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末尾會有一定長度的無聲停頓,隨著韻律單元的層級提高,其後無聲停

頓的時間就會越長」。在反覆帶朗中，讓學生養成韻律邊界不同的區隔法，

來製造韻律特徵。小單位的韻律詞不會以停頓來作區隔，避免句子出現過多

停頓造成支離破碎的語音反而阻礙語義。改變不良朗讀習慣，灌輸正確停延

知識，適度運用停頓和間斷，製造語言的韻律特徵。 

（四）節奏教學 

表 四-13 節奏教學設計表 

教學目標 運用語流的大小、強弱、長短、高低、快慢、停頓表現節奏

A.是什麼 狹義來說，如果以韻律中長短作為重音指標，那快慢便是節

奏，關係語速和句子鬆緊的連接，至於大小、強弱、高低則

是重音和節奏中的加工。 

B.為什麼？ 節奏和語義、情感、修辭、韻律單位關係密切。 

C.如何作？ 李芳蘭（2007）以停延為朗讀節奏主要關鍵，將停延分為語

法、語義、節律、修辭停延。 

　  在此以修辭為例，說明修辭與節奏停延關係： 

1.頂真修辭:上一句的末字與下一句起首字相同。把每一句的結尾當作下一

　句的開頭，句子之間互相連貫緊湊，文章不會鬆散無力。頂真的作用是讓

　語句一氣呵成，文章緊湊有力的訣竅。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 

　 「我不能停止懷念，懷念你、懷念從前。」 

　頂真所在不但要接緊，後者更以強音壓過前者，讓聽者很容易聽出文章安

　排頂真修辭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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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比：以相同或相似的句法接二連三的排列而下，以製造文章的氣勢。

　 文章中使用排比具有鼓舞、增強、說服等作用。 

　 孟子：「富貴不能淫、貧賤不能移、威武不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 

　 所以語音中排比句的呈現，要能助長氣勢，宜以漸層漸強方式來呈現。 

　 師說：「（生乎吾前，其聞道也，故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上例的排比句是由幾個句子形成（）上組，同組句子間不作停頓，唸完

　 同組後稍停，再一口氣念（）下組，以凸顯排比的對應性。 

3). 對偶：字數相同、詞性相對的句子，互相對稱。就詞性上，名詞對名詞、

　 動詞對動詞；就語意上，顏色對顏色、數字對數字、景物對景物，產生

　 語言美感。 

　 登鸛鵲樓：「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流」其中「白」對「黃」、名詞「日」

　 對「河」、「山」對「海」；動詞「依」對「入」、「盡」對「流」 

　 朱子治家格言：「（一粥一飯，當思來處不易）；（半絲半履，恆念物

　 力維艱。）」 

　 隔句對的對偶，和上述的排比句一樣，不可隨標點停頓，宜一口氣唸完

　 上聯，稍停再念下聯，語音上宜凸顯詞性的對應，對偶修辭聞而可辨。 

4).譬喻：譬喻修辭的結構是[喻體（甲）＋喻詞（像、如、是）＋喻依（乙）]，

　 也就是藉乙來比喻甲，甲、乙間有類似點的關係，藉喻依使喻體的形象

　 清楚呈現 

  李煜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流」情思、語氣要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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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諫太宗十思疏：「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流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以前面兩個物喻引出末組積德的主旨。物喻

　為烘托，三組譬喻的賓主關係則以聲音大小強弱來凸顯。 

5).感嘆：人在喜怒哀樂等情緒中，不免發出「啊」「哇」「呀」「唉」等

　 詞來感嘆，抒發內心的情感。 

　 楚漢相爭時，項羽受困垓下感慨「力拔山兮氣蓋世，時不利兮追不逝，

　 騅不逝兮可奈何！虞兮、虞兮，奈若何！」 

　「哇！你看！藍藍的天、白白的雲，正是出遊的好時節。」 

　改變平敘的口氣，有感而發表達強烈的情感，呼叫驚嘆而令人心動。感嘆

　句重要的是情感強烈顯現。 

6).摩寫：利用五官的感覺將眼所見、耳所視、鼻所嗅、口所嚐、身所感具

　 體呈現。 

　 我最討厭在寒流來臨的清晨起床，爬出被窩的感覺就像洗三溫暖，從熱

　 水池跳入冷水池中，一股寒意直竄全身，雞皮疙瘩滿佈，連牙齒也不由

　 自主打起寒顫，發出喀喀喀的聲響。 

　 朗讀的聲情、表情在視覺摩寫時彷彿眼前所見，聽覺摩寫如親耳所聞，

　 嗅覺摩寫正如鼻所嗅，味覺摩寫如口中正咀嚼、觸覺摩寫肌膚正感受。

　 心有所感，藉聲情傳達，聽者才能明確感受。 

7).誇飾:用誇張的筆法來修飾，與現實距離遠，卻使文章具有強大感染力。 

　 「白髮三千丈，離愁似個長」 

　 「君不見黃河之水天上來，奔流到海不復回；君不見高堂明鏡悲白髮，

　　 朝如青絲暮成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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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著他的故事，她的眼淚像雨滴般，沒有停下來，早已哭成個淚人兒。 

　 朗讀誇飾文句，宜以誇示的語氣加以凸顯，讓聽者強烈感受作者用誇飾

　 筆法的用心和震撼。。 

8).映襯：用兩種不同的事物或相反的概念，形成對照比較，使主題更為凸

　 顯。 

　 「菊，花之隱逸者也；牡丹，花之富貴者也；蓮，花之君子者也」 

　 「教室裡浮現著一張張枯燥無趣的臉龐，教室外洋溢著一個個燦爛無比

　 　的笑容。」 

　 反襯中相對存在正面的肯定和負面的貶抑，語氣一定大不同，把落差加

　 大，聽者就可以感受作者對比的用意；陪襯中明分主客之別，客體存在

　 目的是使主體更為凸顯，以音量大小、強弱分辨主客，千萬不可喧賓奪

　 主。。 

9).設問：文章中用疑問的語句進行，引起別人的注意。設問的種類分為疑

　 問和反詰，差別在疑問是需要答案來解答，但反詰並不需要答案，答案

　 就在問題本身中可見。 

　 （疑問）「愛是什麼？愛是恆久忍耐有有恩慈，愛是不嫉妒」  

　 （反詰）你以為被放鴿子的滋味好受嗎？  

　朗讀時對於設問的處理，問後一定要停頓，留給聽者思考的空間。此時的

　停頓，不是形式上的休止，而是質疑或疑問情緒的延續，是情感在無聲的

　語言中繼續蔓延，無聲勝有聲；至於反詰是不需解答，答案就在問題本身，

　所以朗讀時質疑語氣尤為重要！ 

10).雙關：一詞或一句話，關係到兩個意思。「年年有餘（魚）」、「歲歲

　（碎碎）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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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禹錫竹枝詞：「楊柳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棹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晴（情）似有晴（情）」 

　在朗讀時，應該將雙關詞特別拉長，以語音明示雙關不同或特殊的語意。 

　  朗讀節奏掌握和基調關係也十分密切，基調定調，情緒的揚、抑，左右

語氣，影響表達的語速。 

（五）情感教學：重音加工─情感融入訓練 

表 四-14 情感教學設計表 

教學目標 反應基調，讀出情感。 

A.是什麼？ 

 

朗讀時以聲情反應文情，使文字和情感融為一體，聽者才能

感受其聲情；適當詮釋文情才不會造成誤碼。 

B.為什麼？ 呈現基調，文情合一。徒有語音技巧運用，沒有情感為內涵，

不能心口合一，聽起來生硬而欠缺說服力，無法動人。 

C.如何作？ 情感教學是以情帶聲，以聲傳情。 

重心要凸顯，需要在拉長的語音中，選擇以大小、強弱、高

低不同的聲音要素，作情感的加工。 

　　落實具體方法是要能於拉長的重音中加工，注入心情。例如朗讀歌詞「恰

似你的溫柔」中「某年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張破碎的臉」，意謂那不堪回

首的日子，如同破碎的臉讓人碎裂心痛。重音在「破碎」時，不只是唸出破

碎的語音，那內心傷痛之情應溢於言表。「難以開口道再見，就讓一切走遠。」

相見時難別亦難，悲莫悲兮生別離，難以道別只好遺忘一切，所以重音在「走

遠」，可以長音朗讀，以淡出的聲情表達記憶遠離的距離感。總之，朗讀者

對文章一定要先有感覺，用心體悟才能將情感傳達給聽者，引起感動。 



 

 86

1.以情帶聲，以聲傳情：重音如果只是語音拉長，沒有注入感覺，語氣會嫌

　生硬。如何改善？首先設想情境，可以揣摩重音詞的語義，例如重音詞是

　修飾語「豪華」的別墅，眼前先想像出金碧輝煌的豪宅，再來念該詞，讚

　嘆羨慕之情必溢於言外。重點是心有所感，將感覺融入語言，讓傳達的語

　音是有溫度的語言而非冰冷無情的口述。在拉長的語音中，根據重音詞的

　語義或假設語境，決定是加入大聲或小聲、強或弱、高或低的語音元素，

　例如：「他悲傷的哭著」重音「悲傷」拉長並加入小、弱、低的語音元素。

　唯有拉長才能有足夠空間注入情感讓聽者可以知覺並辨識心緒。 

2.教師示範與學生聽辨模仿：藉由語音技巧飽和傳達心中情意，聽者可以從

　聲情感受說話者語義、情緒、態度，語音才能發揮語用的功能。節律朗讀

　要求情感到位是最不容易的境界，但不能屆此節律朗讀絕不能感動人心。

　情感表現雖然抽象，教師要激發學生的同理心，設身處地才能感同身受；

　教師要能融入情感具體示範讓學生聽辨模仿，或讓學生感受有情、無情的

　語言溫度區別，鼓勵學生放開嘗試。可利用詩詞練習，因為詩是以最經濟

　的文字表達最豐富的意涵和情感，又有強烈的節奏性、韻律感，適合作為

　讀出情意訓練的朗讀教材。 

　  朗讀語音教學由生理訓練、基礎發音、進階語流訓練，層層遞進。最大

的特色是在語流中強化語音，彌補語流韻律教學的不足，具體在作中學習，

是既完整又具實踐性的語音教學。 

第三節　前導試驗 

　  節律朗讀是否能解決老師和學生的語音問題，擬定的教學內容是否得

當，透過泰國學生團和朗讀師訓教學兩個前導試驗問卷反應，修訂教學模式

和確定教學內容。 

一、泰國學生與節律朗讀的教學和反應 

　  二００八年三月至四月於師大進修推廣部華裔班進行前導式研究。試驗

對象為十五位中高級程度的泰國學生。朗讀教材以華裔班的課文為主，並配

合隨機補充教材以強化語音。最後以問卷調查法了解學生對朗讀教學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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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教師反思教學內容與歷程，作為修正實驗教學的參考依據。 

（一）先備知識與前測 

　  從朗讀錄音、語圖分析，找出泰籍生發音難點；從文獻探討語音指導的

策略與訣竅，指引學生改進語音。 

　  對泰國學生而言，聲、韻母都有系統性錯誤： 

1、泰國學生聲母發音難點：就發音方法而言，送氣和不送氣音並無明顯區

　 分。約八成以上同學，送氣音幾乎都以發音方式同組的擦音取代。就發

　 音部位 j、q、x咬音太緊是共同的問題；舌尖前 z、c、s、舌尖後 zh、

　 ch、sh 聲母都有明顯發音上問題！所以如何讓學生掌握舌尖音與發出送

　 氣音是聲母教學兩大重點。 

2、泰籍生韻母發音難點：參考蔡整瑩，曹文（2002 ）語音教學建議並佐以

　 語圖。 

1）.母語中沒有的音：提醒學生沒發過的音可能犯的錯誤。比如泰語中沒

有撮口呼的元音，所以泰國人在發[ü]音時容易向[i][u]音遷移。透過

示範要學生了解[ü]和[i]差異在於靠雙唇的運動，讓學生由 i開始發

音，雙唇向 u 音移動，舌位不變，找到發ü音的正確嘴型和舌位。 

以語圖具體分析泰國學生發聲問題，M同學發 ü 音不穩定，發音前有找音

的發音動作，不會發[ü]先由 i發動才能發出，單韻母成二合音。由 ü 音語

圖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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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 實驗語音分析圖─泰籍生ü(ㄩ)發音問題 

 

 
 

圖 四-4 實驗語音分析圖─泰籍生ü(ㄩ)發音問題 

上圖右邊[ü]發音過程也呈現不穩定現象。泰籍 Z同學在念單韻母時也有二

合音的色彩。因為在發[ü]時口型開始雖然是圓唇，但不能保持在發音位置

上，發音器官鬆弛或改變，單韻母發一半就改變了！如[ü]發一半沒有堅持，

嘴唇鬆弛就變成 i的語音出現在韻尾。 

i（一）　 　 　　  u（ㄨ）、　 　 　 　 ü（ㄩ） 

i（一）　 　 　　  u（ㄨ）、　 　 　 　 ü（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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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兩圖，說明泰籍生念單韻母時有二合音的色彩。究其原因：不

會發[ü]先由 i發動才能發出；或發音不堅持，嘴唇鬆弛就變成 i出現於韻

尾。此外拼音時，韻母和聲母結合較鬆，如採拼音文字發音，先發聲母動作

再發韻母，兩者結合太鬆，出現二合音其實。齊齒、合口、撮口的動作從聲

母發音就有，而不是韻母才開始。 

2）.複合元音發音比例不當：出現在[i][u]開頭元音的韻母上。漢語中以　 

　 [i][u]做韻頭是介音，介音發音短促，只是開端一帶而過，發音重點在

　 後面的元音；泰語的中元音分成長短兩類，以[i]為韻頭的三個複合元音

　 中，有兩個[i]讀做長音，把漢語中以[i]為介音的字拉長向有兩個[ii]

　 如：xia 讀做[Xiia]；以[u]為韻頭的三個複合元音中，有兩個[u]讀做

　 長音，泰國學生習慣把 u變成長音，造成元音發音比例的不當。漢語中

　 hua 的 a 是主要元音，讀音長而響亮，泰國學生反而將 u變成主要韻母，

　 a 變成附帶元音，造成發音不完全，而使 ua 和 uo 發音混淆。韻母間比

　 例不當問題，如複合韻母 ei（ㄞ）變成兩個音節。　 

 

 

圖 四-5 實驗語音分析圖─泰籍生複韻母比例問題 

　 T 同學 ai、 ei 複韻母問題出在後面的韻尾太長，也就是韻母比例的問

題，下圖第二個音 ei，韻尾長於韻腹的主要元音。ei(ㄟ )全音時長 0.3667。

韻尾 0.2351 所佔比例約 0.64，韻腹和韻尾比例 6:4(朱川，1997)。 

　 　 ai（ㄞ）、　  　 　　 e i(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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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了解鬆緊元音的差別：關鍵舌位要提高；發音時肌肉要緊張。注意時長

　  控制，正確發音後再發短促些。泰籍生韻母常發成鬆元音。 

下圖 Z生的 a音單韻母發得不穩定，舌位太高共鳴腔太小，聲音不亮。音色

不穩，變成二合聽起來變成 ao，原因是嘴型開口度不夠，發音後肌肉立刻

鬆懈似央元音。

 

圖 四-6 實驗語音分析圖─韻母發音舌位 

　 宜練習發長音並保持口型正確穩定。a、an、ao、ai、eng 這些韻母都

　 帶有 a，口腔夠圓（舌位低），音程足夠才能把韻母中韻頭、韻腹、

　 韻尾中所包含的音清楚顯示。學習拖長單元音，幫助學生發音動作的

　 持續與穩定，也是朗讀優美音質與凸顯語義所必備。 

4）.漢語拼音干擾：受漢語拼音「省略音符」的影響，為了使拼式簡化

　 而省略音符，卻影響發音正確性。如：iu，ui，其實是 iou(ㄧㄡ)，

　 uei(ㄨㄟ)的省略式。大陸人看見省略符號的拼音，因母語而自然修

　 正；但外國人若依照漢語拼音來發音，往往造成遺失，形成不正確的

　 語音。例如：「求」「救」、「優」「秀」、「悠」「久」，丟音韻

　 母 uei(ui)、iou（iu）。由漢語拼音引起的問題，要提醒學生韻母實

　 際發音和書寫形式不同，例如（iu）和(ui)丟失了元音 o和 e，很容

　 易把「堆」唸成[dui]；「灰」唸成[hui]；「溜」唸成[liu]。呂必

 

 

　 a(ㄚ) 　  　 　 　 　 　  o(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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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1984）加強正確練習，對於初級或零起點學生甚至不用漢拼省略式。

　此外聲母中陳述的翹舌音問題，把 zhi、chi、shi 音節中的空韻韻符，誤

　會成 i介音。兩組空韻最好配合 zh、ch、sh；z、c、s 整體認讀練習。

　語音正確要避免用替代政策，泰國有不少漢語教材，採用泰語語音為漢語

　語音注音，是造成泰國學生發音不準的重要原因之一。泰國學生漢語拼音

　造成干擾和以泰語的音取代華語語音現象十分嚴重，為完全剷除干擾於教

　學中帶入注音符號教學。 　  

3.口型定位與發音完整：單韻母因嘴型開口度不足，聲音含糊不清，唸雙韻

　韻母時，很快帶到尾音，而使語音不明；鼻韻母都能發出鼻音，但前半音

　不足。口型、舌位訓練對於泰籍生由重要，口型總是鬆而無力，出現黏而

　不清又帶鼻音語音。 

　 　進行基礎語音教學，才能適當糾正語音。 

（二）節律朗讀教學訓練 

　　利用補充教材或課文朗讀改變錯誤語音習慣並強化正確語音。十五位學

生，除了一位大學生語音較清楚，其餘同學的發音都模糊不清。先進行整體

發音教學，具系統性、完整性，效果較佳，也較節省時間！讓學生自信發出

每個音，有勇氣的大聲朗讀。  

表 四-15 泰國學生節律朗讀教學 

 第一階段：基礎語音教學 

（一）音位教學 

1.聲母教學: 注意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 

1).送氣音不明顯要特別訓練，利用紙片至於口腔前，發 p(ㄆ)或 t(ㄊ)等

送氣音時確定紙片受氣流影響而震動！ 

2).舌面音是所有泰國學生的問題，因舌位的上抬，造成舌面和上顎空間

不足，部分聲音從鼻腔出而造成鼻音；或造成塞音或塞擦音的發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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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要求舌位下壓於下齒後且放鬆舌頭，保持舌面與上顎氣流通暢性！ 

3).舌尖前音也要將舌尖置於下齒後勿置於兩齒間，避免又造成鼻音。舌

尖後音有時會忘記翹舌，變成似舌面音。教師領讀，學生複誦確定聲

母正確發音。 

2.韻母教學:注意口型和舌位 

 1).避免鼻音：泰國華裔學生很容易將發音鼻音化，特別叮嚀除了 n（ㄋ）

　和鼻韻母外，避免氣流從鼻腔出，此習慣可能受母語發音負遷移，加

　上發主要韻母時不習慣將口腔打開，部分氣流從鼻腔出而造成鼻音，

　改正方法是下顎下拉形成口腔足夠的共鳴，讓氣流從口腔前衝出。 

 2). 注音符號教學，避免漢語拼音干擾。經過半個小時教學後，發出的

　韻母正確度聽起來和母語者無異！學生上課學習興致高，配合度夠，

　倒是記憶符號不是很積極，後來以小組競賽聽寫，提升學習成效。 

3.口型定位：含有介音的齊齒、合口、撮口嘴型，一定要定位後再發音。 

以正確嘴型練習介音與韻母拼音。 

4.提升音質：重點在發 a 、o 、u音下顎下拉口腔內開口度要足夠，確實

做到時發出的音質較圓潤！ 

5、聲調教學：先解釋四聲，以聲調符號配合調值圖解說四聲音值，一聲

平、二聲揚、三聲先降後升、四聲降，再以學過的韻母配合四聲練習，

由教師領讀學生複誦。等學生明確感受後，再以介音配合韻母拼音，

實驗結果學生既正確又清楚地讀出四聲。教師以課本單詞詢問學生這

是幾聲，學生能正確分辨。過程中特別解說上聲在句中與句末發音有

半上和全上區別。修正過程中二聲上揚高度不足，三聲降後再升的長

度要足夠，句末上聲必以全上發音，四聲下降要呈現力道。腹部吸足

氣再發四聲，有助於四聲發音。 

6.練習拼音:任務教學。利用國語歌曲卡拉 OK 比賽，訓練正確朗誦歌詞。

逐字練習拼音並重複朗讀，確定學生能正確拼音，藉由不斷朗讀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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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固化發音習慣。 

第二階段：進階語流訓練 

1.課文朗讀 

1).讀順語流：讓句子完整呈現，避免單字、單詞斷句，將一個句子割裂

得支離破碎，阻礙文義了解。學生沒有朗讀習慣，不懂朗讀要領，剛

開始盡力讀出每個字發音，呈現單字或單詞發音，語氣不但不流暢，

語義也不容易被理解，因為一個句子的重心未凸顯，似乎仍停留在拼

音階段。朗讀的要領，一般短句宜一口氣唸完，長句最多分成三部分，

於可停頓處提供換氣的時機，所以讓學生領悟此要領。對於念不順的

句子，教師反覆領讀，讓學生在操練中熟悉語流呈現方式。 

2).讀好韻律： 

（1）語調訓練：發音正確，聲調自然，當學生能一口氣完整呈現句子，

　 　進而要求語調的凸顯。語調要建立在自然的聲調上，才不會造成刻

　 　意語調而違背自然，語調是由輕重、快慢、大小、長短的語音變化

　 　來烘托文章的情境，並利用聲音的變化來凸顯重點、醞釀氣氛、表

　 　達語氣、流露情感。 

（2）重心：往往是焦點訊息所在。中文句子傳達訊息通常是由已知到未

知，所以焦點信息通常在句末；利用語流韻律凸顯句型上的重點，

分析句型語義「雖然----但是」關鍵在於後半的轉折；「不但----

而且」後半更是表達重點。 

（3) 停頓：考慮語法和韻律單位；生理與語義焦點需求適當停頓；分辨

韻律分層決定頓、挫。 

（4）節奏：逐句朗讀課文，練習找出每一句的重心，以加重、拉長或大

聲來凸顯，句子有了輕重、長短、大小聲，語調自然呈現；句群語

氣銜接與連接快慢的變化，強化朗讀的節奏感。 

（5)掌握結構，分析句群：章有章旨，段有段意，大段中又有不同的小綱

要組合成段意。每個小綱要由一組句群聯合表達，朗讀中要注意句

群的銜接性！避免學生總是以頓音方式表現，破壞句子完整性；讓

學生感受句群接緊，節奏呈現；更重要是情意貫串於朗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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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觀察紀錄 

　  上課開始，一方面複習，一方面利用朗讀來集中上課注意力，提振精

神。領讀前交代學生練習重點，讓學生注意焦點所在。經幾次練習，學生

在潛移默化中體會自己的進步，更樂意配合。 

　  找機會讓學生有個別演出機會。曾想讓兩三位學生個別朗讀，避免合

誦時有人濫竽充數，出乎意料的是每位同學都躍躍欲試，到下課時間都還

欲罷不能，即使上課不是那麼積極的同學，都有不錯的表現。相信只要老

師能做適當示範，學生模仿力強，就能效法老師的聲調和語調，凸顯焦點

甚至感受情感；教師可從學生的朗讀，了解學生對文義、語法的掌握。 

　  請每位學生到錄音室錄音！凡朗讀過的課文每位學生都能加強焦

點、融入情感、適當斷句、流暢語氣，語流表現遠優於徒有教學沒有進行

朗讀的課文！而沒有朗讀教學的課文，讀起來十分生澀，幾乎是以「字讀」

或以詞斷句的方式，無法反應連音變化，例如「一不小心」「一」和「不」

的變音，反覆更改還是錯誤，最後含糊帶過！何處停頓，完全沒有語感。

而過多停頓和不當停留，會嚴重阻礙語義了解，讓聽話者聽得十分吃力還

不知所云！ 

更意外的是，學生分批入實驗室錄音，錄完的學生在等候室中，不知是意

猶未盡或對自己表現不滿意，聽陪伴等候的老師說：「錄音出來每個人都

還拿著課本，十分用心的朗讀著」老師慎重其事激發學生的求好心和榮譽

感，若能啟動這種運作機制，就能意識更多語音問題，不斷改進以提昇自

己口語表達力。課程進行後，以問卷方式詢問學生學習狀況，藉以了解學

習者對節律朗讀教學的反應。 

 
（三）泰國團學生朗讀教學問卷調查 

　 本問卷（參見附錄七-1）以短期華裔泰國團十五位學生（參見附錄八）

為受試對象，採全面普查方式，共發出 15 份問卷，回收 15 份問卷，有效樣

本 15 份，無效樣本 0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100%。 

以下是問卷統計結果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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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6 泰國學生朗讀教學問卷調查表 

朗讀教學問卷統計 
題

號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不

知

道 

不

同

意 

（一）基礎語音教學反應 

1 聲母朗讀教學對我的語音改進有幫助 12 3 0 0 0 

2 韻母朗讀教學對我的語音改進有幫助 11 3 1 0 0 

3 聲調朗讀教學對改正聲調有幫助 8 7 0 0 0 

4 注音教學對語音改進有幫助 1 4 8 2 0 

（二）進階語音教學反應 

1 朗讀中我會加強重音，抓到重點 4 9 0 2 0 

2 朗讀讓我學習說話的語調 1 11 3 0 0 

3 朗讀中我可以理解語氣，注意態度 2 11 1 1 0 

4 朗讀教學讓我注意句群和語義關連 8 6 0 1 0 

5 朗讀讓我感覺得到聲音的情感 11 3 0 1 0 

（三）朗讀對詞彙、句型、語法、語音的功效 

1 朗讀對記憶單詞有幫助 3 5 5 2 0 

2 朗讀讓我更了解句型結構 5 8 1 1 0 

3 朗讀讓我可以正確斷句 3 11 1 0 0 

4 朗讀教學後同學的語音都有明顯進步 8 6 0 1 0 

5 朗讀讓自己說話語音更清楚 3 12 0 0 0 

（四）朗讀對聽說讀寫的功效 

1 朗讀對聽力改進有幫助 4 11 0 0 0 

2 朗讀讓我更願意開口說，對說話有幫助 8 4 1 2 0 

3 朗讀對閱讀理解有幫助 7 6 0 2 0 

4 朗讀對寫作有幫助 6 8 0 1 0 

5 朗讀對培養語感有幫助 7 7 1 0 0 

（五）對朗讀態度 

1 朗讀對上課氣氛、提振精神有幫助 0 9 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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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下課後會拿課文朗讀 2 5 8 0 0 

3 我喜歡朗讀教學 3 12 0 0 0 

問卷主要分為三部分，首先是朗讀教學內容對語音的幫助。包括基礎的聲

母、韻母、聲調教學；進而是語流停延、情感教學，了解學生對於學習內容

的需求和反應；其次是朗讀教學功效的理解。請同學自評在朗讀教學中對於

華語聽、說、讀、寫能力與培養語感，掌握語音、語義、語法與記憶詞彙是

否有助益；最後是對朗讀課程的感受，喜歡或排斥朗讀教學，進而觀察能否

養成朗讀習慣。統計圖示於下： 

（一）學生對於聲母、韻母、聲調基礎教學都持肯定態度 

0

2

4

6

8

10

12

14

聲母朗讀 韻母朗讀 聲調朗讀 注音教學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不知道

不同意

 
圖 四-7 泰國學生朗讀教學問卷調查分析圖─基礎發音 

 

（二）學生能夠認同、辨別、模仿、實踐語流韻律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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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重音 說話語調 語氣態度 句群語義 聲音情感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不知道

不同意

 
圖 四-8 泰國學生朗讀教學問卷調查分析圖─進階語音 

 
（三）100%肯定自己語音進步；93%可以明顯感覺同學語音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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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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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

不知道

不同意

 
圖 四-9 泰國學生朗讀教學問卷調查分析圖─詞彙、句型、語法、語音 

 

 
（四）學生對朗讀在語音、聽力、句法、閱讀深度、語感培養等功效多

　 　 持正向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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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力改進 開口說話 閱讀理解 幫助寫作 培養語感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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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

不知道

不同意

 
圖 四-10 泰國學生朗讀教學問卷調查分析圖─聽說讀寫 

 

 
　 （五）學生都喜歡朗讀教學。教學者樂見學生能知之、好之且能樂在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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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1 泰國學生朗讀教學問卷調查分析圖─朗讀態度 

　  未經帶朗的課文，常出現不恰當的停頓或瑣碎過多的停頓，經帶領朗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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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文，少有不當停延，還可聽出重音加強，語調語氣較多變化，甚至能夠

融入情感。反覆朗讀增加對文章的熟悉度，當老師上課針對課文內容發問

時，學生能自動化反應，以課文的句子直接應答，語感比較好。因為短期團

學生每天的課程都滿檔，課後主動朗讀的同學比例不高。所以教師盡可能把

握課堂時間，多費勁來激勵學習，才能為朗讀課加溫，提升學習效果。同學

一旦有上台或錄音時，希望有好的表現就會積極投入。因此老師多樣化教學

方式和熱情活力絕對不可缺。值得高興的是教學後所有學生都喜歡朗讀教

學，這是教學者所樂見的反應。針對前導式教學，在課程修正上： 

1.加入語篇韻律概念教學。這次前導試驗語流教學偏重於停延，也就是適當

　停頓和重音標示，於句中加入情感也就是語氣的練習，並加入句群（語塊）

　的教學，但未給學生關於語篇韻律概念。韻律語流是變化不定的，如何讓

　學生除了模仿外，更能知其所以然，統整語流韻律變化原則，內化後而能

　運用自如。語篇韻律即是在變化語流中找到指導的依歸，所以宜加入掌握

　基調的語篇韻律教學。 

2.教師宜斟酌朗讀時段和情境:學生自云以前很少念書給別人聽，朗讀練習

　雖有壓力，但模仿老師語調，覺得自然好玩也不困難。十六歲左右的學生，

　個個活潑，除了第一堂課未睡醒、第四堂課肚子餓，比較不適宜進行朗讀

　課外，只要老師能充滿熱情，稍微誇大語調，活潑的青少年也很容易釋放

　自己學習活力。學生的表現以平日勤於練習或在朗讀課熱情跟隨朗讀的學

　生，進步尤其顯著。 

3.變化帶朗方式：帶朗時避免學生為了整齊出現奇怪的停頓和語調。多給學

　生上台機會，為了有好的表現，連平日疏於練習的學生都爭取下課時間不

　斷練習。朗讀後老師要適當提醒鼓勵，學生朗讀興趣會快速提升；或者進

　行朗讀錄音，學生可以客觀評估語音表現。當學生聽到自己的錄音，常覺

　得可以更好而要求再錄一次，這份求好心就是進步的泉源。 

　  希望透過教師帶朗示範，學生能有具體模仿對象，學會了朗讀技巧後更

能活用於口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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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律朗讀師訓課程問卷調查與分析 

　  二００八年七月四日，擔任宜蘭縣市政府所舉辦中小學教師朗讀訓練課

程的講師，希望建立教師對朗讀的正確概念；具備分辨朗讀語音優劣的能

力，能正確示範並糾正語音，除了希望教師具有指導學生進行節律朗讀的能

力，更期待教師運用朗讀技巧來活化課室語言。以上節所述的基礎發音和進

階語流作為朗讀師訓的教學內容，課後填寫問卷確定教學內容的可行性與有

效性。以下為該日回收八十份6問卷調查分析： 

　  問卷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份於教學前填寫，藉此了解老師們對朗讀的

觀感，平日教學運用狀況與對朗讀技巧認識和掌握情形；第二部分於教學後

填寫。希望確定基礎發音和進階語流教學對教師語音影響的程度，理論教學

和實務練習後的實踐能力，對於節律朗讀是否認同、接納、具示範和訓練學

生的能力。最後開放式問答，未強制填寫，但從老師熱情反餽中肯定師訓課

程的作用，可以補強老師所欠缺的朗讀能力，藉由示範讓老師正確認識與喜

愛朗讀，樂意將朗讀帶入教學或藉朗讀訓練活化教學語言，具有信心引導學

生提升語言表達能力。　  

表 四-17 節律朗讀師訓教學問卷統計 

題

號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不

知

道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A部分：請於朗讀教學前填寫 

1 我以前就喜歡朗讀  11 46 18 5 1 

2 我平日會主動拿詩文來朗讀 10 30 17 21 3 

3 課堂中我會帶領或要求學生朗讀課文 34 41 5 1 0 

                                                 
6
回收八十一張問卷中，有一份問卷除了填寫了非常同意或同意外，同時也勾選不知道，造成

每題兩個選項，有礙於統計正確性，此問卷不列入統計，所以後半段問卷總數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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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會在課堂語言中運用朗讀技巧 17 36 26 1 1 

5 以前就清楚朗讀技巧 2 19 38 20 2 

B 部分：請於教學後填寫 

（一）基礎語音教學 

1 聲母朗讀教學對我的語音改進有幫助 40 37 2 1 0 

2 韻母朗讀教學對我的語音改進有幫助。 41 36 3 0 0 

3 四聲聲調哼調教學對我的聲調正確有幫助。 44 33 3 0 0 

（二）進階語音教學 

1 朗讀教學後我會利用重音凸顯焦點 46 29 5 0 0 

2 朗讀教學讓我注意適當斷句與停頓 46 34 0 0 0 

3 朗讀教學讓我學習說話的語調 44 35 2 0 0 

4 朗讀教學中我可以體會語氣、態度 53 27 0 0 0 

5 朗讀教學讓我注意句群和語義關連 45 33 2 0 0 

6 朗讀讓我感覺得到聲音的情感 60 20 0 0 0 

（三）朗讀教學功效 

1 朗讀對閱讀理解的深度有幫助 33 44 2 1 0 

2 朗讀助益口語的理解 41 39 0 0 0 

3 朗讀教學對活化教師課室語言有幫助 40 35 4 1 0 

4 朗讀教學後，我更清楚並能夠運用語音技巧 33 43 4 0 0 

5 朗讀教學對語音學習有幫助 54 24 2 0 0 

 

A.一至五題是教學課程前先填寫，想了解老師師訓前對朗讀的態度、運用和

　技巧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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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8 朗讀師訓課程前的問卷分析 

第一題我以前就喜歡朗讀。 

唯一選擇非常不同意的老師，標明「我不會朗讀技巧，課堂中不會運用」

但經過一天朗讀教學研習後，後半部他對朗讀教學運用的選項，67%都勾

選非常同意，33%勾選同意。另五位勾選不同意的老師在教學後也完全改

觀，全面給予的正向回饋，認為最大收穫是： 

知道朗讀應注意事項，懂得如何教導學生。 

　 對朗讀有更清楚、仔細的了解，意外有這麼棒的收穫！ 

　 讓我了解朗讀的技巧和方法。講師認真態度、無私付出令人動容！ 

可見雖然教師有心於教學專業提升，因學有專精，礙於對不同領域學有所

不足而無法邁步前進。只要能給予專業的訓練課程，第一線的教師都樂意

突破精進。 

第二題我平日會主動拿詩文來朗讀。 

選同意和非常同意者約 49％，選後三項約 51%可看出未能領略朗讀效能，

將朗讀融入生活中。 

第三題課堂中我會帶領或要求學生朗讀課文。 

93%老師都會作，問題是開場的時候詢問百位老師，當學生朗讀時會進行

糾正、示範語調的老師只有兩位。在老師忽略語調教學時，學生的朗讀很

容易流於誦經式的朗讀，欠缺情感、有口無心的齊誦，非所期待能著重於

語流韻律和聲情教學的節律朗讀。所以老師不能運用朗讀技巧時，表面上

讓學生大聲朗讀課文，對於完整語音中學習語流韻律的幫助不大，而千篇

一律的語調反而殘害語音的生動表達。 

第五題以前就清楚朗讀技巧。 

有 75%以上的老師不清楚，可見師訓課程的重要性，培養教師朗讀能力，

才能成功推動朗讀教學！否則在不清楚的情況下，第四題「我會在課堂語

言中運用朗讀技巧」表面上進行朗讀教學，只是徒具形式罷了！無法發揮

節律朗讀的真正功效！ 

 B 部分教學後填寫: 本次研習經過理論解說與朗讀技巧現場操練後，老師

們對朗讀教學功效大都抱持肯定態度，以統計圖示： 

（一）聲母、韻母、聲調基礎教學能改進發音，讓教師的語音字正腔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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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2 朗讀師訓課程後問卷調查分析圖─基礎語音 

（二）進階語音教學掌握停延、語調、語氣、句群、聲情表現。教師比喻語

　 　 音是溝通的橋樑，語流韻律則是橋墩，可以強化溝通。｜ 

 

 
圖 四-13 朗讀師訓課程後問卷調查分析圖─進階語音 

（三）肯定朗讀對語音表達的功效。教師覺得朗讀訓練使自己說話有自信，

　 　 更懂得如何表達，也能學以致用，知道如何指導學生朗讀。 

 

圖 四-14 朗讀師訓課程後問卷調查分析圖─朗讀教學功效 

並將 20 題朗讀教學後個人最大收穫？開放式問答要點摘錄於下（詳細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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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請參照附錄九）： 

1.對於自我語音：朗讀對教師語音幫助很多，咬字變清楚了！了解聲調

　常犯的錯誤，修正自我語音，勉勵自己要養成正確語音的習慣。了解

　朗讀發音及聲調的正確，對朗讀產生興趣和自信。力求字正腔圓，並

　以重音凸顯語義重點，更明確表達語意和情感，可讓人更專注傾聽。

　關於聲情學到很多，認為語言是溝通的橋樑，而語調、語氣、節奏快

　慢等是強化的橋墩。 

2.對於指導學生：知道朗讀注意事項，認為最大收穫是懂得如何教導學

　生，將技巧學以致用，受益於學生。教學相長，因教學時自己需先投

　入、練習，強化語音和表達能力。藉由教導學生增加自身朗讀的信心

　和訓練。語言技巧可以應用於課堂教學上，活潑上課語言。 

3.對於朗讀：找出文章、句子的重點為何，更能融入文章情境，運用於

　教學情境，提升孩子的學習樂趣。將看到孩子更樂意去讀書，更有感

　覺的去讀一篇文章，能讀出趣味來並引起內心的感動，欣賞領略語文

　之美。師訓課程提升對朗讀內涵的認識，原來它是這麼豐富！讓我了

　解朗讀的技巧和方法！朗讀不再是專業的束縛。 

　  從教師熱情的反餽中，肯定師訓課程的需求和作用。透過朗讀師訓

課程，提供給教師執行朗讀教學的具體方向、內容、方法，從教師親身

體驗中肯定節律朗讀對語音教學的功效，提升教學自信與能力。師訓以

知行合一為標竿，認識並且落實完整的語音教學內容，正是本論文研究

的宗旨。 

第四節　節律朗讀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必須考量教師、學生、教材所扮演的角色，為前導試驗準備已

於本章第一節作過分析；此外教學理念、原則、大綱、目標、評量等，則於

本節中作說明。 

一、教學模式理論依據 

　  採用 Brown、Collin、與 Duguid(1989) 提出了“認知師徒制＂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教學模式，不同於傳統師徒制只著重於外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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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技能傳授，認知師徒制重視教學者在教學過程中內在認知歷程的具體

化，以及教學者在學習過程中為學生提供鷹架，扮演協助者之角色，幫助學

生建構新概念，以此作為朗讀教學理論依據: 

（一）模仿：老師要有示範的能力並製造大量機會提供學生模仿；教師示範

　 　 讓學習者有具體典範，避免抽象指示讓學生憑空臆測。模仿通常用於

　 　 學習初期，雖屬被動學習，宜鼓勵以積極態度參與其中；對於高級班

　 　 學生，知其所以然的解說與作中學雙管齊下，可以幫助活用。  

（二）鷹架：引導學習者循序漸進的工具。將朗讀的精神、原則、教學綱要、

　 　 目標闡釋清楚；說明可能遇到的問題、有組織逐步描述整個概念，扶

　 　 持學習者進入狀況。教師引導學生在探索中往一定方向發展。 

（三）教練：教練指導學習者，模仿、建構、鷹架提示或診斷學習、回饋獎

　 　 勵，觀察學習者狀況給予提示、引導和協助；教師採個別調教方式，

　 　 發生錯誤時給予適當的糾錯、評論和指引。讓學習者在探索中歸納、

　 　 建構自己的知識。學習者熟練所學智能，教練角色再逐漸淡化。 

（四）闡釋：「說清楚、講明白」是檢驗學習者了解程度的最佳途徑。朗讀

　 　 學習情境中，提供學習者解釋處理語言計畫依據的機會。可以自我解

　 　 釋才是學會，說明為何在此放慢速度或小聲或加強等背後處理動機，

　 　 幫助思慮與技巧的掌握。 

（五）省思：能自我反思學習的問題屬於後設認知。超脫學習中主觀的自我，

　 　客觀偵測並控制學習中的自己。朗讀中對於他人的建議，有時不易感

　 　知，例如教師建議要放慢速度，學習者往往覺得速度已放慢卻仍被嫌

　 　倉促。最好的方法是錄音後再來自我品評，才能客觀體悟。對朗讀表

　 　現，一段時間就要自我評量，檢核表現以精益求精。讓學習者在重複

　 　練習中，模仿、建構、熟練、創造所學智能。 

　  認知師徒制強調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概念改變需要更多來

自教師及同儕之間的引導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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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律朗讀課程大綱與目標 

　  大綱的選用宜考量適合性，本課程選用“能力主題＂的教學大綱。分析

需要達成哪些語言能力？設立可教可學的單元。首先確立朗讀訓練內容，教

師要精心設計每節課的朗讀訓練點，單元訓練使每次訓練有所側重，例如：

聲母、韻母、聲調的讀音正確，可再細化聲母送氣不送氣練習；單韻母、雙

韻母、鼻韻母；開、齊、合、撮嘴型定位、一、二、三、四聲調值掌握等細

部訓練。進而要求超音段語音訓練，讀出重音凸顯、語調抑揚、節奏把握、

情感詮釋。教學內容有順序性，針對訓練目標要求學生完成不同任務，達成

學習目標。朗讀技巧說明屬於知識性傳授，但朗讀技巧掌握得在行動中落

實，教師一定要誘導學生勇於嘗試、表現，在作中學。 

表 四-19 朗讀課程能力主題表 

韻母 聲調 聲母 介音 韻母辨音 聲母辨音

口型 

舌位 

 

調值說明 

一平二高 

三轉四降 

全上、半上 

連音哼調法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送不送

氣） 

開齊合撮 

嘴型定位 

 

介音與韻

母 

混淆音 

單韻、雙韻 

an、ang 

en、eng 

混淆音 

d、t 

n、l、r

f、h 

zh、z 

 

基調 重音 停頓 節奏 語調 語氣 

心情 

語音要素 

 

語法重音 

邏輯重音 

焦點信息 

關鍵句型 

凸顯方法 

停頓 

間斷 

韻律分層 

標點符號 

長句處理 

輕重緩急 

抑揚頓挫 

修辭 

句群關係 

 

廣義 

狹義 

態度 

認知聽辨

 

　  配合大綱所欲達成的階段性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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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礎發音階段：朗讀教學目標要求讀準、讀順。 

　 朗讀從發音、聲調基礎掌握開始，由跟讀、模仿開始，在朗讀中修正、

　 強化、內化做到發音準確、聲調自然。 

2).進階語流階段：朗讀教學目標要求讀準字音、讀順語流、讀好韻律、讀

　 出情感！ 

　 適用於中高階段華語學習者。訓練朗讀技巧，利用語調大小、輕重、快

　 慢、長短變化，凸顯焦點、掌握語言節奏、表達情感語氣，增強說服力，

　 達成高效能的溝通目標。 

　　琅琅的讀書聲給課堂營造了濃濃的學習氛圍，讓學生以四射的熱情和飽

滿的精神來完成一節課的學習任務。 

 
三、節律朗讀教學評鑑 

　  朗讀教學的評量方式不同於一般教學以紙筆考試來測驗，而需要在朗讀

實踐中驗證是否掌握朗讀技巧，並期望融入生活語言中。宜配合教學大綱與

設立的教學目標來作評量。可以自行編制檢核單評鑑，評定這些行為改變或

發展程度。朗讀是語音放大鏡，在放慢的語速中使語音缺點無所遁形，同時

可以偵測是否把握語義、語法、章句。 

表 四-20 節律朗讀教學評鑑細目表 

 基礎語音 語流韻律 朗讀層次和語音目標 

評

量

細

目 

♦ 發聲 

♦ 聲母 

♦ 韻母 

♦ 聲調 

♦ 連音變化

♦ 基調 

♦ 停延(韻律分層、焦點)

♦ 語調（抑揚頓挫） 

♦ 語氣（態度表達） 

♦ 節奏（句群、修辭） 

♦ 語音讀準、語流讀

順、讀好韻律、讀

出情感 

♦ 聽到、聽懂、動聽、

動心 

可於下列活動中進行細目評量，比較課程前與課程後改變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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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堂表現：運用不同朗讀形式激發學習興趣，並從參與態度、成果表現

　 來評量。透過學生朗讀，教師可就顯現在停頓、重音、語調等不當處理

　 的問題上，診斷內容理解偏誤，而能適時糾正指導。 

2)、課後錄音：錄音作業這一環節，是將課堂練習延伸到課後，不硬性規定

　 練習幾次，只要求將最滿意的一次錄下交給老師。課後錄音可以彌補上

　 課時間的不足，下課作業過程也強化朗讀學習。李曉琪（2006)錄完音後，

　 有 90%以上學生已經背下朗讀教材了！評量學生是否針對教學綱要，確

　 實認真錄音學習。 

3)、活動與競賽：通過班際或個人朗讀比賽、戲劇表演等豐富多姿的活動給

　 教學過程注入活力。在競爭刺激下，激發學生自我學習的能力，並提供

　 給學生表現的舞台，在追求榮譽感中成長。評量學生是否用心完成任務

　 活動，將語音學習融入活動中。 

4)、個人整體溝通能力：測試學生朗讀水準，給參加測試的學生頒發等級證

　 書，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從而促進其語言應用能力的提高。 

　  除了評量學習的成果外，也要觀照學生的反應，隨時調整教學。利用回

饋單，在一段學習時間或各節活動結束後，請受試者填寫，以輔助了解教材

吸收、課程設計、學習成效、專注力或焦慮度等，作為修正課程的參考依據。

或於期末填寫問卷，了解學習狀況與效果，對教材滿意度、教學方法、進度、

語音助益、建議等，進行朗讀教學研究的追蹤記錄，在總結性評鑑中作調整

診斷並評斷朗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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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節律朗讀之教學實踐 

　　教學實驗係採行動研究，希望在教學觀察中發現並解決問題。課程設計

分基礎和進階兩階段教學，記錄教學的實況。 

第一節　節律朗讀基礎發音訓練記錄 

　  第一階段發音訓練是進入語流教學前的音段、聲調、拼音教學，其流程：  

 
      圖 五-1 基礎語音實驗教學流程圖 

 
一、發音測試 

　 百字表測音（附錄四）。紀錄偏誤音段，接受基礎發音訓練，調整成準

確發音。 

二、偏誤現象與對策 

　 難點卡：教師分析記錄偏誤。 

表 五-1 發音偏誤紀錄表─J1 

J1 難點 對策 

聲

母 

聲母習慣和 o拼音發聲 聲母是無聲，藉助 e發音較

易拼音 

 

b、p、m、f 外唇用力發音就不自然。

 

唇音和唇齒音發音部位外唇

放鬆，例如 f是上齒和下內

唇摩擦所產生。 

不會發邊音 l l ㄌ氣流從舌頭兩邊通過。 

發不出 q、 ch 兩個送氣音 標音符號送氣音系統性練習 

感受送氣音時紙張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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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難點 對策 

韻

母 

a、 ai 舉凡有 a音者，舌位太高。 中日語 a音差別 

ao 尾音未收 o 雙韻母動程到位 

ou 尾音 u太長 雙韻母腹、尾比例調整 

an ang 前後鼻音不分 an、en 舌尖由下而上到上牙

齒後，舌頭碰上顎 ；ang、

eng 舌頭在下，嘴型張開往兩

邊拉。 

中文 u 發成日語的 u  發音部位宜往後移，口腔圓

（舌根下壓、下顎打開） 

嘴

型

定

位 

開口音 a o 舌位要低 口腔定位再發音 

i 齊齒音口型往兩旁拉成直線型 

u 合口呼口型縮成圓而小 

ü撮口呼嘴型比 u 更噘起 

聲

調 

音拍習慣，聲調不明。 

二聲與三聲混淆 

一聲練習拉長，二聲再沖高

練習全上先抑後揚的調型 

 

表 五-2 發音偏誤紀錄表─J2 

J2 難點 對策 

聲母 b 發成濁音 英語 b是濁音；中文ㄅ是清音

d舌尖放到上顎，太後面 舌尖放上齒背，不同英、日語

z c s 舌尖前音。舌尖放

上齒後  

宜放於下齒後 

韻母 an、ang 不分 所發的 a音是日文中的 a─口

型往兩旁，舌位太高。a發音

不足，很多字的 a音幾乎消失

嘴型定位 未定位好 i、u、ü齊合撮

的嘴型 

口腔定位再發音 

聲調 音拍影響，對於拉長語音

感到困難。 

二聲不夠高，上聲「先抑

後揚」揚的部分不足。 

利用母語口音提高發音意識 

一聲拉長一點，否則容易和短

促的輕聲混淆。二聲沖高， 

以哼調法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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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3 發音偏誤紀錄表─J3 

J3 難點 對策 

聲母 z(在)、ch（襯、成） 

送氣音：t 

舌尖前、後音再求穩定 

加強送氣音練習 

 

韻母 單韻母：a、o有鼻音 

複韻母：主要韻母不明、尾韻

遺失（久、走） 

鼻韻母：an、en、ang、eng

不分（銀、迎；晚、關、三）

介音 i、u、ü口型、舌位有誤

（春、宿、住；劇、綠、全）

避免日語 a、u；舌位要低 

 

注意動程到位 

 

加強鼻韻母的 a和 e 音，鼻音加

強，前、後鼻音區分 

拼音 

口型

定位 

波（婆、摸）po；翁 

介音遺失 

加入 u音 

開齊合撮口型定位 

聲調 二聲不夠高（國、德、人）、

三聲未掌握（產、晚）、 

部分四聲未降（去） 

四聲調值說明，從調符幫助掌握 

聲調 

三聲全上到位練習 

 

表 五-4 發音偏誤紀錄表─K1 

K1 難點 對策 

聲母 sh、z 

d、l 

舌尖前音 z舌尖後音 sh 舌面拱起

的捲舌音 

d、l不同於英語的 d、l  

韻母 單韻母：a、o有鼻音 

複韻母：比例分配不當 

鼻韻母： ang、eng 尾韻加強

 

a、o舌位要低 

注意動程到位 

加強 a和 e 音，鼻音加強  

口型

定位 

開齊合撮口型定位 保持口腔肌肉的緊張度 

聲調 一聲偶而會亂飄，二聲不夠

高、句中半上未掌握、全上不

完整、四聲先揚再降，三四聲

降調部分掌握不佳 

聲調不穩定，尤其與四聲連音時。

四聲調值說明 

三聲全上到位練習、四聲俐落下降 

T1 的語音問題和前導試驗中泰國學生發音問題相似，不再贅敘。 

 



第五章節律朗讀之教學實踐 

 111

三、基礎發音教學與反應 

　  針對診斷的語音問題，綜合學者專家提出的理論與個人教學經驗，擬定

朗讀教學策略，進行實際教學並觀察記錄反應。以下教學舉例都按照問題、

策略、反應三個部分記錄如下： 

（一）聲母教學紀錄 

表 五-5 聲母教學紀錄表 

聲母教學舉例一─發音方法 

問題 如何指導發出正確的送氣音？ 

策略 1.整理出標音符號送氣音的系統性，朗讀並辨音： 

聲母送氣、不送氣系統分析： 

不送氣 b d g j zh z 

送氣 p t k q ch c 

 m n h x sh s 

 f l   r  

2.分辨第一列不送氣音和第二列送氣音差別，可於發音時，拿一紙

　張靠近嘴巴，感受送氣音時紙張震動。 

反應 送氣音不明顯現象，日籍學生特別嚴重，朗讀並確定學生能分辨且

正確發出送氣音，於語流中強化後才逐漸穩定。 

聲母教學舉例二─發音部位 

問題 如何改善聲母 j、q、x出現咬音太緊的尖音？ 

策略 發音前舌面不要和上顎或牙齒緊密摩擦。舌位在下齒後，非上齒

後。發此組音時，舌尖前伸下垂，抵住下門齒齒背，保持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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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面前部和硬顎形成窄縫，讓氣流從窄縫中擠出而成聲。（李明，

石佩雯，1986） 

反應 這是泰籍學生難以克服的聲母問題，T1 開始時對自己發音的錯誤

還不太能分辨，教師示範正確與錯誤發音，先確定能聽辨再告知

舌位後，能正確發音。 

（二）韻母教學紀錄 

表 五-6 韻母教學紀錄表 

韻母教學舉例一 

問題 如何幫助發音正確與完整？ 

策略 確定單韻母、複韻母、鼻韻母細部要求： 

1.單韻母：a、o音舌位要低，口腔共鳴足，音色才能好聽。 

2.複韻母：ai、ao 音避免尾音太長或遺失！注意比例分配。 

　  TIPS：複元音韻母（曹文，2002） 

　 1).複韻母中的分元音並不等於字母所代表的單元音音色。如　 

　 　 ai 複韻母其實發成 aI，而 i只是起標示舌位運動方向作用。 

　 2).口腔發音器官的狀態是口型漸變的、連續的，舌位是滑動　 

　 　 的。一般人為了省時和方便，說話常有不到位現象。 

　 3).複元音韻母中各組成元音，在韻母中的作用和所佔比例並　 

　 　 不相等，其中只有一個聽起來最響亮。 

 3.鼻韻母：漢語系統中共有十六個鼻韻母，朗讀以熟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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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韻母拼音系統表 

 a e a e o 

 

i 

u 

ü 

an 

ian 

uan 

üan 

en 

ien 

uen 

üen 

ang 

iang 

uang 

 

eng 

ieng 

ueng 

 

ong 

iong 

 

　 TIPS：n 和 ng 兩個鼻輔音在發音方法上的不同（曹文，2002）

　 1）.舌位不同：發前鼻音 n時，舌前部頂住上牙床；發 ng 後　

　 　  鼻音時，舌頭後部高高隆起，後舌面盡力後縮，抵住軟顎。

　 2）.口型不同：發前鼻音 n 時，上下門齒是相對的，口型較閉；

　 　　發後鼻音時，上下門齒離得遠一點，口型較開。 

反應 日籍生發不好前鼻音，主要是由於舌頭習慣後縮或者阻塞面太大

（雖然舌尖抵住了上牙床，但是舌面也抵到硬顎，甚至舌根抵到軟

顎，如此一來 n和 ng 的共振腔形狀幾乎沒什麼不同，發的音也就

無法區別。有些日本同學受母語影響，發鼻韻尾時舌面與上顎中部

接觸。糾音時延長舌尖與上齒齦（舌面中部與上顎則不能碰到）接

觸時間，也就是延長 n的發音時間。日籍同學 an、ang 音掌握不好，

對其口型、舌位再仔細描述，當場立刻掌握。 

韻母教學舉例二 

問題 如何追求音色穩定與亮度，呈現悅耳的發音？ 

策略 朗讀要求音質，宜練腹部發聲，在消極上不傷喉嚨，積極上滿足語

流變化需求，達到流暢、悅耳的效果。在完整悅耳發音上，中文韻

母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所以在韻母教學上應該指導如何發出好聽的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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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氣足：聲音的物理原理來自於氣的帶動。雖然震動的聲帶是先

　 天決定，但氣要足，口腔要圓，發音完整是後天可以練習的。 

2).到位：韻母舌位、嘴型到位。許多學生尚未到位就發音，如此

　 想說出一口字正腔圓的中文是絕對不可能事。未到位是因為不

　 習慣，所以每天練習口腔操，目的是讓學生習慣中文說話時的

　 正確口型定位。 

3).腔圓：舌位低、下顎打開。 

　 口腔內要圓，共鳴腔足才可修飾出完整正確、圓潤美化的聲音

　 例如 a、 an、ao、ai、eng 這些韻母都帶有 a，舌位要低，音

　 程足夠才能把韻母的 韻頭、韻腹、韻尾音一一清楚顯示。 

4).長音練習：學習拉長單元音，幫助學生增強保持發音動作的能

　 力，在朗讀或口語表達中，需要強調語義焦點或流露情感時，

　 都需要長音來展現。 

反應 日籍生受母語音拍影響，對於語音拉長似乎感到困難，如何拉長

音？除了將音拍變成音節，速度放慢，把音發完整外，口型大小也

會影響發音完不完整，日籍學生發 an 音，以日語 a音代替，因舌

位太高，一下子就帶到 n 的音，單音只聽見前鼻音，a音卻幾乎消

失，所拼出來的發音，不但不完整、不正確，因為沒有主要元音於

其中，生硬拉長聽起來也不好聽。 

建議發 a音舌位低、口腔夠圓，嘴型才能由大而小，有足夠時間發

出完整的語音，例如「安」排若 a 音不足，只聽到 n 音生硬拉長。

凡帶有 a、o、u的韻母的字，都應注意此訣竅，唯有把中文音節中

的韻母念好，才能發出完整又好聽的音；後天練氣、腔圓和韻母長

音練習是聲音的化妝術，可以修飾美化聲音。讓學生發好每一個韻

母，除了清楚發音外，更能提升音質使朗讀的音色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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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掌握不同國籍學生受母語影響的語音偏誤 

　  以日本學生為例，普遍發音問題在聲母部分是發不出送氣音 t、q、ch、

x、唇齒音、邊音 l；韻母部分 a、u發成日語的 a、u。an、ang 分不清楚。

教師對外籍生因國籍差異所發生語音偏誤要深入了解以助益發現並糾正個

人語音偏誤。 

表 五-7 改變日籍生音拍習慣教學記錄表 

改變外籍生母語影響的教學舉例 

問題 如何改變日籍生音拍習慣？ 

策略 世界語文單位性節奏(temple）有三種，以中、日、英語為例： 

1.日文單位是音拍（Mora） 

2.中文單位是音節（Syllable） 

3.英文單位是重音（Stress） 

 Allen，Valette（1975）主張利用母語口音提高發音意識，將日

語音拍變成音節來念，讓日籍生作打拍訓練，掌握節奏，了解中文

音節性語言的拍子。以實驗 A、B示範： 

A .目標語是中文；母語是英文 

　 中文是一種節拍語言，英語是重音語言，避免連音或以重音方

式弱化他音，所以用打拍子的方式，讓英文以節拍語言呈現。例如：

telephone →Te  le  phone，不弱化音節，呈現三個重音。 

B.目標語是中文；母語是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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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是一種節拍語言，日語是音拍語言。日文習慣以音拍呈現，

滴滴答答讀音速度比較快，通常字音都是點到為止，未能完整發

聲，更不習慣語音的延長。用中文語調說日文，拉長音拍讓他們習

慣音節節奏。對於改變日籍生音拍語言習慣，體會音節語言不同有

顯著幫助。 

反應 此實驗確實幫助受母語音拍嚴重影響的日籍受試者，了解中文音節

和日語音拍分別，學會拉長中文的語音，避免了一音一斷的中文音

拍化。 

（四）開齊合撮嘴型定位：建議作「口腔操」為改進對策 

表 五-8 開齊合撮口型定位教學紀錄表　   

開齊合撮口型定位教學 

問題 未定位就發音；一字有二合音；肌肉緊張度不夠；發音持續度不足 

策略 所謂的「口腔操」是讓學生模仿並跟隨教師大聲發音，口內發音位

子要盡量離央元音遠一些，或高或低、或前或後，教師要能說明。

在拼音時一定要了解聲母在發音前就已經為韻母的發音做準備。保

持嘴型穩定，準備鏡子一面發音一面注意口型，反覆練習到穩定。 

1.口內的口型、舌位：針對韻母 a (Y)、o（ㄛ）、e（ㄜ）、e（ㄝ）、 

　 i（一）u（ㄨ）、ü（ㄩ）、er（ㄦ）練習口腔變化，體會舌　 

　位高低。 

2.嘴型定位再發音：所謂開齊合撮的四口呼是中文韻母系統的特　 

　色，也是中文四種基本口型，注意口腔操「四口呼」的正確性。 

口型定位教學舉例─日籍生 u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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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如何避免日籍生以日語 u 音取代中文 u音？ 

策略 日本學生很容易將中文 u音發成日文的 u 音，差別在日文 u發音

在前，中文 u音發音部位在後。也就是日籍生發中文 u音時，忽略

是圓唇後高元音，口型也不夠圓。 

1).口型：建議先發 o（ㄛ）音，保持口腔內共鳴腔大小，再將嘴

　 型收到合口位子。 

2).舌位：對於前、後若感到抽象難以掌握，可藉由確定舌根下壓、

　 打開兩耳旁的下顎骨，如此 u 的發音舌位才是正確。　   

反應 發 u 單音時，日籍生普遍把 u 的口型讀得開口度較大，唇圓不夠，

例如「出」、「去」二音不分，其實發音準確與口腔內舌位高低，

口腔肌肉的緊張度有明確關係。繼續口型的朗讀發音練習，中文一

定要定位開齊合撮口型後再發音；但也發現學生在句子中，因為要

定位後再發音，造成字音間的停頓，所以口腔操增進學生在語流中

口型快速定位的能力。 

口型定位教學舉例─一字二音兩段式 

問題 如何避免單音卻有一字二音兩段式口型變化？ 

策略 受漢語拼音影響，會以拼音方式讀音，例如「出」嘴型先念 ch 再

念 u；「束」嘴型先念 sh 再念 u。「福」先發 f再發 u，其實都應

該定位到 u（合口呼）的嘴型再動作。發音前就要先定位，不可像

拼音文字一音一音過渡。口腔操是一個發音準備活動，充分活動發

音器官，讓學生從生理方面習慣中文的發音方式和肌肉緊張程度。

反應 經過教學和朗讀練習，學生發音的完整與正確性進步很多，受試者

表示進步的原因是來自於明確注意的舌位和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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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聲調：一聲平、二聲揚、三聲先降後升、四聲降 

表 五-9 聲調連調教學紀錄表 

聲調連調教學─確立雙音詞十六種連調類型的穩定性。 

問題 聲調不穩是所有外籍生的共同問題，到語流中更為嚴重。 

策略 以哼調法教學練習十六種聲調連音調型。 

　  在讀字音時發現聲調掌握很不穩定，因為讀字時重心會放於拼

音無法兼顧聲調。所以用哼調方式，讓焦點集中於聲調的把握。 

1).聽辨：老師哼調讓學生辨別是十六種雙音節連調的哪一種組合。 

2).朗讀：老師哼調領讀十六種調型。 

3).模仿：由學生分別哼調讓其他人猜出調型。 

藉由三字詞、成語練習，增加連調單位量，幫助語流聲調穩定。 

反應 經過這樣的練習效果顯著，受試者當場都能猜出且哼出正確調型。

最後進入雙音節連調練習，同學都能正確讀出連調。聲調建議：一

聲練習拉長，否則容易和短促的輕聲混淆；二聲沖高，避免與三聲

混淆；句末全上和半上的區別。要求把語音發完整，才能發好聲調。 

以泰籍生 T1 為例，下面是連調測試的評分: 

表 五-10 T1 聲調連調測試評分 

連調 一一 一四 四四 四一 一三 三一 四二 二四 

評分 A＋ B＋ A A A- A＋ A＋ A- 

連調 一二 二一 四三 三四 二二 三二 二三 三三 

評分 A A A- A＋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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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連調測試中， T1 學生聲調偏誤最嚴重的是一聲和四聲組合，具體表

現是一聲不夠高，四聲調太降長。其次二聲尾音不夠高、句末全上尾音太長。

因為多次示範學生不太能體悟正、誤的差別，後來從李紅印（1997）文獻中

找到泰籍學生語音偏誤現象： 

1).漢語一聲:是高平調，泰國學生讀來不夠高，調值不到 55 主要受泰語中

　 平調干擾，把一聲讀得比較低。 

2).漢語四聲：泰籍生發去聲時降得太過，把去聲加長或有先升再降的現象。 

3).一聲＋四聲: 一聲在老師糾正下，同學可以改進。而遇到一聲＋四聲連

　 調時，一聲調的偏誤就相當普遍而且頑固。調查了一百多個一聲＋四聲

　 連調雙音節詞，無一例外都是四聲過降過長，一聲由高平變低平。  

　文獻解釋了測試中一、四聲連調的最低評分原因，應證 T1 朗讀“當作、

因為、先要＂等語調偏誤是來自於一、四聲連調的問題。教師從實驗語音分

析找到問題的癥結並提供視覺上的輔助(參照圖三-4；三-5)，受試者從語圖

才具體體會出一聲太低，四聲先升再降的錯誤現象。朗讀訓練宜回到一＋四

聲連調訓練上作基本功，多練習一、四聲構成的雙音詞，去其四聲過降過長

的調尾，提升一聲的高度，再回到語流中改正這固化語音問題。 

（六）以句子強化語音練習 

　  J1 句中語音問題是 f、h不分。因為日文中沒有唇齒音常以 h音或日文

中的雙唇擦音取代。所以「複雜」、「服務」等詞都發不出唇齒音。教學說

明 f、h兩個都是擦音，發音方法相同但發音部位不同；f音是下唇跟上門

齒微微接觸，但不要咬緊；h音舌後縮，舌根抬高，聲母單音矯正後，於句

中加強語音，體會發音不準語義就會混淆。 

表 五-11 句子朗讀練習（一） 

飯碗、換碗 這不是我的飯碗，誰為我換碗 

犯人、換人 扮演犯人的演員換人了 

發展、畫展 他除了事業發展順利，還舉辦了個人畫展。 

廢話、會話 我想練習會話，不想說廢話 

舒服、疏忽 工作時，一旦貪求舒服，就容易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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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內容整理自（李明，石佩雯，1986） 

　  又如 J2 句中單音都能發出正確的音，但是拼音時在送氣、不送氣的音

仍有混淆現象。尤其是 d、t 兩音，d 音有時會變成 l 音，t 送氣音不明顯。

宜藉由朗讀對送氣音多練習。 

教學：在朗讀句子時，凸顯送氣與不送氣的對比音，穩定送氣不送氣音。 

表 五-12 句子朗讀練習（二） 

兔子、肚子 那隻兔子正餓著肚子尋找食物呢！ 

跑了，飽了 這孩子在屋裡一會兒也待不住，吃飽了，就跑了。 

退款、兌款 這是銀行，只兌款不退款 

圖書、讀書 在台灣大學讀書時，那裡的圖書可豐富了。 

套上、倒上 我套上外衣，倒上牛奶，喝了趕快出門去。 

表格內容整理自（李明，石佩雯，1986） 

注意語句朗讀練習原則： 

1. 朗讀連音練習：外籍生習慣一字一音停，造成詞內停頓；或習慣以詞斷

　 句，造成瑣碎停頓。要求將氣連結，將字音結尾順著帶到下個字音發音

　 位置，嘴型變化要正確而且快速，中間沒有停頓。練習時注意: 

　 1）. 發音完整，避免以“音拍＂方式呈現的短音。 

　 2）. 嘴型快速定位。 

　 3）. 轉換嘴型時，注意每字聲音相連，字間氣的連貫。 

　 盡量要求一口氣唸完一句話，長句需作停頓換氣時，停頓最多不過三次。 

2.音質飽滿：注意共鳴腔和韻母發音完整性，發出圓潤飽滿的正確語音。 

　 在確定音段、聲調準確發音後，有待朗讀句子練習強化語音，也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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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語流訓練作準備。 

四、基礎發音教學結果 

　　基礎發音教學中發現固化的舊習仍會不經意浮現，但是稍加提示就能立

刻改正。主因是舊習已深而新習尚未形成，還需要一段時間的拉鋸戰，教師

需要給予耐心與鼓勵，讓正確的語音出現頻率增加，錯誤語音浮現機會減

少。畢竟語音是習慣的養成，同時頑抗的語音也需要更多的練習才能矯正，

因此利用句子來強化語音，也作為篇章朗讀的準備。 

　  心理語言學在語音處理上認為讀字最單純，讀詞時就有連音的變化，進

入句子還有句調，而朗讀篇章時語流的掌握最為複雜。所以基礎發音訓練，

讓外籍生知道如何正確發音，在有意識監視下都能做到。但真正進入語流

時，其實語音“全面性＂的挑戰才真正開始呢！　   

第二節　節律朗讀進階語流訓練紀錄 

　　在完成語音基礎訓練後，正式帶入進階語流訓練，也就是韻律語流練

習，以基調、重音、停延、節奏、語調、語氣為教學內容。 

一、語流測試與語流中強化發音 

（一）語流前測 

　  紀錄五位受試者前測的語流現象，置於結果分析中與後測對比（參見附

錄十）。初測中發音偏誤甚多，因為受試者進入語流幾乎完全失去監視正確

發音的能力。雖然經過第一階段基礎語音訓練，在語流中仍出現發音的錯

誤，難免令人沮喪，甚至質疑基礎發音訓練的必要性。其實是因正確發音尚

未習慣，而語流中要注意的細目更多；但是曾接受第一階段的訓練，只要點

出錯誤，學生就能自行改正；甚至不需提醒，也能意識到錯誤而修正，因此

不可否定基礎發音訓練的意義。語流訓練目的是在語流中強化語音並且學習

韻律的技巧。  

（二）強化語流的語音：讀準語音和讀順語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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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發音階段的目標是讀準語音，讓學生至少培養出分辨對錯和發出正

確音的能力；進階則進入語流，首要是強化語流中的發音並讓語流順暢。以

朗讀歌詞與繞口令為練習素材，從句子進入語段。強化語音的教學舉例： 

1.歌詞朗讀教學 

表 五-13 歌詞朗讀教學紀錄表 

歌詞

朗讀 

語音教學重點 

看我

聽我 

1.句末全上：句末「我」、「你」、「朋友」、「牽手」、「拍手」

「歌手」 

2.開口呼：加強 a ㄚ 

3.動詞重疊（輕聲）：看看、聽聽、拍拍、微微 

4.加強 an（ㄢ）和 ang（ㄤ）口型穩定：歌詞中有 an（ㄢ）和 ang

　（ㄤ）音練習，「看」、「唱」、「裝扮」、「歡」　 

5.複韻母：「憂愁」、「害羞」、「拍手」、「微笑」 

　此首歌詞多短句，先帶領朗讀。 

如果 1.上聲變調: 小草、小雨 

2.合口、撮口、齊齒口型定位:如果、朝露、偎依、甜蜜、雲、於是 

行動觀察：朗讀速度比唸書來得慢，加上拉長的重音，若發音不好，缺點

很容易暴露，所以語音的要求會越來越精密。或許剛開始錯誤很多，無法

一次通通改正，隨著不斷糾正，精雕細琢把一向忽略或粗糙敷衍帶過的語

音一一修正到位。 

例如在朗讀中覺得學生聲母、韻母都發音正確了，但拼出來的語音仍有瑕

疵，仔細探究原來是韻母韻頭、韻腹、韻尾比例不恰當。韻腹通常是主要

韻母，發音比例安排若受漢語拼音影響將每個音符平均顯現，沒有主從之

別，很難將語音恰當表現。例如 J1 在「手、走、愁、羞」等 ou 音字，動

程比例不恰當，o是主要韻母發音不足，卻又在 u的部分發音太久，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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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長的部分主要是韻母的韻腹而非韻尾。 

問題與解決：日文是音拍語言，語流中日籍生不習慣語音拉長，不會加重

語音。建議練習腹部發聲，主韻母發音完整與發音部位後移。例如：J2 能

拉長凸顯，但拉長的聲音柔弱無力欠缺精神，建議練腹部發聲，以加重音

時的力道。J2 發現在發三聲（先降再升）和下重音時都需要腹部力量，可

將手置於腹部，感覺念對時腹部的振動。在過程中發現問題，協助比較差

異，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反思與計畫：日籍生在語流中發音 an（ㄢ）和 ang（ㄤ）問題依舊存在，

可喜的是受試者自己能分辨對錯，發音錯誤時可見其對自己的懊惱不滿和

抱歉的神情，而且能自己嘗試改進。為穩定日籍生 an（ㄢ）和 ang（ㄤ）

發音，加入繞口令練習。 

2.繞口令：an ㄢ和 ang ㄤ朗讀發音練習 

表 五-14 繞口令朗讀教學紀錄表 

繞口令 學習目標 

對面過來一隻船

這邊飄去一張床

行到河中互相撞

不知是船撞床，還

是床撞船（王若

江，2005） 

三位日籍學生對於前後鼻音的掌握，進入語流中幾乎

完全失控，所以針對上課中所發現的問題，提出解決

之道，以繞口令方式在語流中，快速定位ㄢ、ㄤ不同

口型，確定正確發音，並增強反應，先求念正確，再

求念順與速度，末求韻律，強化語音能力。 

觀察與反思：進入語流朗讀音段的問題仍會不經意就出現，主要是一注意

語流時，尚未習慣的正確語音往往被固化已久的錯誤語音所取代，所以老

師要不斷提醒糾錯，在形成正確習慣前是必經歷程，但有了基礎發音階段

洗禮，只要老師稍作提醒，學生立即覺悟，可以自行修正發出正確語音。

　　 學生都能分別朗讀中的優劣句，過程中可見求好心與自我突破的成就



 

 124

感。所以朗讀新篇章外，也要不斷複習舊篇章，來穩定語流中的發音。 

二、教學與行為反應 

　 當學生於語流中，具有改正語音的能力時，就可進行語流韻律重音、停

延、節奏、語調語氣、基調教學。 

下圖是語流教學流程，首先要引起學生想學、想改的動機，才有積極學習的

態度；其次 建立理論知識讓學生了解「是什麼，為什麼，如何用」。接著

在練習中教師作出正確和錯誤示範，讓學生比對差異且能說出感受的異同；

讓學生道出語流處理的依據，確定學生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以加強意識、

知識與落實能力。最後讓學生將抽象概念做成具體的語言計畫（話譜），按

所擬話譜朗讀出來，並且確定聽覺感知與語言計畫的符合度，若有落差則嘗

試調整，讓語言計畫能真正落實於語音表達中。在學生表現後，讓其他同學

互評或給意見，利用同儕互動實踐教學理論。 

 

 

圖 五-2 語流實驗教學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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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流教學中為何教、教什麼的知識理論，已於第四章第二節教學內容中

論述。在此就教學練習舉例： 

（一）重音練習 

表 五-15 重音朗讀練習紀錄表 

教

材 

山前有個崔粗腿，山後有個崔腿粗，兩人山前來比腿，不知是崔腿

粗的腿粗還是崔粗腿的腿粗。 

練

習 

1.讓學生練習標示重音位子。 

2.說出為什麼在此下重音或停頓。 

3.朗讀聽辨落實能力。 

反

應

記

錄 

經過語法重音教學，覺得有了依循的準則而豁然開朗，但隨著篇章

朗讀運用時，卻又發現句型不定、句群複雜，重音沒有想像中容易

把握，再度失去信心。加入邏輯、焦點重音理論說明後，學生在討

論中道出重音位置：「前」、「後」是對比重音；主角「崔粗腿」、

「崔腿粗」是語義焦點；山前、比腿是地點和事件的語義重點可置

重音，「比腿」是主重音，因為「山前」是舊信息次重音即可。末

句「不知是---還是----」以重音凸顯句型。可見理解重音種類能幫

助分辨所以然。 

（二）停頓練習 

表 五-16 停頓朗讀練習紀錄表 

教

材 

八老爺/有八十八棵芭蕉樹，來了/八十八個把士，要在八老爺的八

十八顆芭蕉樹下住。八老爺/拔了八十八棵芭蕉樹，不讓八十八個把

士在/八老爺的八十八顆芭蕉樹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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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

習 

1.聽辨說唱藝術繞口令的錄音帶，標示出停頓位子。  

2.共同探討所做停頓的原因。 

紀

錄 

學生了解停頓作用的理論，就長句生理的換氣停頓、主謂語法的停

頓、焦點停頓等各自說明，都能言之成理，帶領朗讀除了讀順外也

能模仿出韻律。 

（三）節奏練習 

表 五-17 節奏朗讀練習紀錄表 

教

材 

數字歌 

說 1，1是個 1。 

12，21，還是個 1。 

123，321，21，還是個 1。 

1234，4321，321，21，還是個 1。 

12345，54321，4321，321，21，還是個 1。 

123456，654/321，54321，4321，321，21，還是個 1 

練

習 

1.由教師有節奏帶念 

2.讓學生聽辨並說出整體節奏運用 

學

習

記

頂真、排比、層遞修辭的運用，練習緊接、速度由慢而快的體驗，

同時活用前面所學過的重音、停頓，綜合感受文字的節奏。學生感

受由慢而快的速度，因無法加速而感到吃力，卻也因為速度變化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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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 如遊戲而感到有趣，念到上氣不接下氣，氣喘吁吁，學生更能體會

腹部呼吸“快吸慢吐＂ 的訓練目的。 

（四）語調語氣 

表 五-18 語調語氣朗讀練習紀錄表 

教

材 

王之渙　 登鸛鵲樓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流。欲窮千里目，更上一層樓 

練

習 

詩是最精鍊的語言卻含有最豐富的意境與情意，念詩的速度比念文

章來得更慢！在較慢的語速中，日籍生最初不適應語音的拉長，強

調在主韻母上注意發音的完整性，朗讀才能順利拉長和有好的音色。

學習在拉長的語音中加工─注入情感，也就是利用大小高低強弱長

短的語音變化，呈現出變化的語調，並要求學生體會語氣態度不同。

例如唐詩通常前二句寫景，後兩句入情，讓學生在詩詞中學習寫景、

抒情語氣的分別。學習在整齊的句法中追求語流的變化，避免制式

化而顯得呆板。 

反

應

記

錄 

受試者很快學會置重音，但沒有感情的重音顯得突兀，語氣不能順

暢；對於融入感情需要較長時間的醞釀。經過練習，在場同學都能

藉由對方語音，正確揣摩出說話者所設的抽象語境，具體體會語用

目的，聽出和聽懂對方所要表達的心境。T1 同學學了重音加工，才

掌握了文字和情感交融的聲情；從學生的反饋肯定重音理論教學，

讓學習者知道下重音的目的並找出下重音處，但徒有重音欠缺情感

則語調顯得生硬；經過情感融入的重音練習，抓住重音詞的語義和

語感，從中加入詞義感覺，聲情自然展現，節律朗讀才能動人。 

　  發音是一種習慣，高級班學生語音固化現象，需要不斷的提醒與強化練

習才能改變。過程中發現問題，協助比較差異，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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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各種不同的方式來改正其問題語音。 

三、節律朗讀語段教學練習舉例 

　  綜合上述五項語流教學要點活用在篇章朗讀中。在朗讀過程中，應先發

準讀音並強調出句子語調、重音和準確切分意群，逐步達到語段的流暢與韻

律。紮實準確的讀音，有利於口語能力的快速提高（李梅，2000）。語段教

學原則圖示如下： 

 

 

圖 五-3 語段教學程序圖 

1.擬定語言計畫: 先進行“預備式朗讀＂。同學閱讀時可以提問，確定文義

　的理解！閱讀同時以符號標示出句群分佈、段旨、綱旨與重音所在、停頓、

　延連和情感強烈處，以便於朗讀落實。節律朗讀前先進行討論，讓學生道

　出語言計畫設計的用意，從中肯定或修正學生理念。 

2.落實語言計畫：通常看懂了並不代表可以念順，比如氣不足就無法一氣呵

　成也作不出重音，必須適當停頓以換氣，並讓語音力量要貫串到最後一個

　字，不可於句中氣就鬆散了；長句未經適當處理，最容易出現遺漏、添字、

　誤代、錯序等現象。掌握適當的語氣、語速，運用貼切的語調來烘托文氣，

　使文義在語流中清晰順暢表達。知道不等於作到，不斷練習以拉近和語言

　計畫間的差距。 

　  綜合第四章教學理論和第五章實踐教學能力養成後，於範文朗讀中考核

學生的生成能力。範文節律朗讀是句群分組、重音標示、句型與修辭、停頓、

節奏、語氣與情感的綜合練習。讓學生在朗讀篇章上綜合所學擬定語言計

畫，並能以聲情落實語言計畫，讓聽者確切感知。範文的節律朗讀實踐細節

表列於下： 



第五章節律朗讀之教學實踐 

 129

表 五-19 節律朗讀範文一綜合教學記錄表 

範文

一 

多心 

有時候，你難免多心，心眼一多，對許多小事就跟著過敏。於是別

人多看你一眼，你便覺得他對你有敵意；別人少看你一眼，你又認

定是他故意對你冷落。多心的人注定活得辛苦，因為情緒太容易被

別人的情緒所左右。多心的人總東想西想胡思亂想，結果很容易困

在一團思緒的亂麻中，動彈不得。有時候，與其多心，不如少根筋。

1.句群分組 

句群的劃分教學於理論課程部分先解釋句群產生由來，劃分句群用意。接

著讓學生練習劃分並各自發表劃分依據，由教學者指出何者為正確之劃

分，再由受試者對其他成員說明其劃分原則，達到同儕學習的效果。 

每個段落由幾組相關語義的句群所組合。以（）分出句群。分法不同，請

同學說出句群分組的認知依據，並試圖說服不同意見的對方。學生分法不

一，分別有三種分法： 

 1).分為三組句群： 

（有時候，你難免多心，心眼一多，對許多小事就跟著過敏。於是別人多

看你一眼，你便覺得他對你有敵意；別人少看你一眼，你又認定是他故意

對你冷落。）（ 多心的人注定活得辛苦，因為情緒太容易被別人的情緒

所左右。 多心的人總東想西想胡思亂想，結果很容易困在一團思緒的亂

麻中，動彈不得。）（有時候，與其多心，不如少根筋。） 

 2).分為四組句群有兩種分法： 

（[有時候，你難免多心，心眼一多，對許多小事就跟著過敏]。[於是別

人多看你一眼，你便覺得他對你有敵意；別人少看你一眼，你又認定是他

故意對你冷落。]）（[多心的人注定活得辛苦，因為情緒太容易被別人的

情緒所左右。）（ 多心的人總東想西想胡思亂想，結果很容易困在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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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緒的亂麻中，動彈不得。]）（[有時候，與其多心，不如少根筋。]） 

　  先肯定每位學生的嘗試，比較哪種分法最恰當。評選以[]符號標示的

分法為最佳，請 J2 將句群分組的依據與大家溝通：「第一組是題意；第

二組是兩個對比；第三組好像兩組相關的排比句，意思很像，用來加強說

明；最後一組是作者的建議。J2 生將句群分組依據說得很好，另外兩組同

學也被說服了！ 

教師補充語段是由不同語義板塊所組合，像此段四組句群分別具有起、

承、轉、合的語義，第一組句群破題說明多心會過敏；第二組承上說明為

何會過敏；第三組轉到多心的人活得辛苦的同情；第四組提出建議。語義

不同表達也氣不一，朗讀時句群分組間的停頓適當轉換情緒並區隔語義，

提供聽者句群開始、發展、結束的聲學感知，以提升語義理解度。 

2.重音標示 

標示句重音外，也要找句群中綱要句、標示語義重心。 

同學一起找的結果是： 

第一組：難免多心、過敏；第二組：多、少；敵意、冷落；第三組：活得

辛苦；第四組：少根筋。 

朗讀落實所擬定的重音；句中有重音，語調就不會單調平淡。 

3.句型與修辭： 

學生在語言計畫中看出了映襯（對比）的修辭，所以將「多」看一眼、「少」

看一眼加以凸顯。或請學生找出老師範讀的依據，比如：「難免多心，心

眼一多」，兩句間老師接得非常緊密，且後字語音強度壓過前字，學生聽

覺感知，立刻有兩位學生道出頂真修辭。此外，凸顯「與其-------不如」

的句型和語氣拿捏，都是在朗讀中宜注意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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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頓與節奏： 

句群間有較長的休止。句中停頓如「於是（別人多看你一眼，你便覺得他

對你有敵意）；（別人少看你一眼，你又認定是他故意對你冷落）。」「於

是」後一定會停頓，再呈現兩列排比句的對應性；而（）內同列的排比句，

中間即使有標點也不作停頓，要能接緊。節奏上注意句群的開端、發展、

結束，韻律結構才能分明。 

5.語氣、情感： 

理解句群的意義後，分出情緒的轉折，讓表達的語氣得體，才能掌握語用

的適當性。此語段的四組句群有起承轉合的結構關係：第一部份破題，提

出多心必過敏的主張，語氣理智客觀；第二部分闡釋為何多心會過敏，語

氣多貶抑之情；第三部分對多心注定辛苦，予以同情的口吻；第四部分以

積極建議的口氣簡潔結論。 

表 五-20 節律朗讀範文二綜合教學記錄表 

範文

二： 

磁鐵 

 

（你是一塊磁鐵，相不相信？其實你真的是一塊磁鐵。）（ 當你

身心愉悅、喜歡自己、對這個世界充滿善意，美好的東西就自然地

被你所吸引。相反的，當你悲觀、鬱悶、覺得什麼都不對勁，負面

的一切也就相繼來報到了。）（因為你是一塊磁鐵，吸引的都是你

相信的東西，所以「快樂的你」就吸引讓你快樂的人、事、境，「煩

憂的你」則吸引讓你煩憂的人、事、境。）（ 幸運與厄運，在於

你如何使用內在的磁力。這是信念的奧秘。） 

1.句群分組：朗讀練習句群開始、發展、結束。能將意義相關的句群作緊

密連接，於句群開端聲母拉長，語速較慢；發展部分注意焦點凸顯為情感

加溫；結束時能以較長停頓提示韻律結構的邊界。句群間的停頓和聲學特

徵呈現韻律單位不同層級，助益聽覺感知語義的理解和掌握。 

2.重音標示：將邏輯重音凸顯，「因為你是一塊磁鐵，吸引的都是你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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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所以「快樂的你」就吸引讓你快樂的人、事、境， 「煩憂的你」

則吸引讓你煩憂的人、事、境。」重音放在新的焦點訊息「相信的東西」，

而非已知信息「磁鐵、吸引」。「快樂的你」、「煩憂的你」引用或括符

中的字一定要置重音，而快樂、煩憂對比語義也是邏輯重音所在。 

3. 停頓與節奏：標點可作停頓的參考，但停不停頓不受標點限制，例如

「當你身心愉悅、喜歡自己、對這個世界充滿善意，美好的東西就自然地

被你所吸引。」一般人都會隨著頓號存在，將此組句子分為四段；其實句

型是「當-------，就--------」。所以念「當你身心愉悅、喜歡自己、

對這個世界充滿善意」，應該一氣呵成，氣勢逐步高漲，不可停頓。上述

是句中有標點，因句型結構卻不停頓的例子；下例是句中不存在標點，卻

因句型結構而作停頓： 

因為/（ 你是一塊磁鐵，吸引的都是你相信的東西），所以 /（「快樂的

你」就吸引讓你快樂的人、事、境，「煩憂的你」則吸引讓你煩憂的人、

事、境。） 

「因為---所以」句型，「因為」後面是理由，「所以」後面是結論，朗

讀時我們會在「因為」後稍停，引起注意，再一口氣陳述理由；相對的「所

以」後也會稍停，再一口氣說完結論。（）內都屬關係密切的意群，中間

不受標點影響而停頓。 

4.適當聲情表達:「（當你身心愉悅、喜歡自己、對這個世界充滿善意，

美好的東西就自然地被你所吸引）。相反的，（當你悲觀、鬱悶、覺得什

麼都不對勁，負面的一切也就相繼來報到了）。」這是由排比句組合而成

的句群，中間由「相反的」作轉折。前組愉悅之情由小而大、由內而外（個

人而世界）擴散，所以可以逐漸加強，強烈感染愉快的語氣。上組「美好

的東西」因是對比重音而拉長；「自然地」是狀語，作語法重音加工─融

入適當情感；後面「被你所吸引」是舊焦點信息，語速較快帶過即可。停

頓後再接「相反的」作情緒轉折。而排比的下組是對比形式，情緒是負面，

所以聲音越來越低沈，才能感覺鬱悶到最高點。雖然上下兩列排比句型相

同，但呈現節奏、語氣卻是截然不同。將排比句一氣呵成的朗讀，讓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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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感受作者增強氣勢的修辭技巧；而對比語義做出正負情感的落差，最能

感受情意，例如語段中「美好的東西」、「負面的一切」；「幸運與厄運」；

「快樂的你」、「煩憂的你」都是正反面的對比，對比不管新、舊信息都

是重音所在，差別在於加工的情愫不同，前一個融入喜悅之情、讚揚之心；

後者加入低沈聲情、貶抑情緒，兩者語氣不同，情感態度自見。  

語流韻律沒有一定的表現方式，但應有處理的依據或立意。重點在於表達適

當性，可以使說者傳達情意，幫助聽者掌握語義情感，達到優質化的語音輸

入。 

四、語流教學結果 

　 學生從未曾留意語流韻律到處理朗讀範文篇章時，都能自訂並落實語言

計畫，學習語流教學內容的興致和學習成效都很高。每一項教學透過解說，

讓學生知其然更知所以然，理解力和接受度很強；經由句子或句群練習確定

落實能力後，並在不斷朗讀練習中強化生成能力。除了研究者對受試者錄音

個人語流表現前、後測記錄（參見附錄十）外，為實驗客觀性，設計節律朗

讀教學評量表（附錄十一），將受試者前、後測錄音交由五位專業中文教師

評斷學習成果，可參照圖五-5 前後測的語流表現。 

 

第三節  教學成效分析 

　  語音是整體的表現，透過專業評審聽覺感知評定教學前、後測的差異；

並將抽象的語音以實驗語音分析，提供具體的視覺語圖證明語流前後測的改

變。 

一、實驗教學成果評鑑 

　  為客觀評定實驗結果，特別邀請了五位教學年資都在十五年以上，專門

指導朗讀、演說競賽的高中國文教師（基本資料請參照附錄十二），就受試

者前、後測錄音來評定發音、語流的表現，審核是否聽到外籍生的洋腔洋調

與評判是否達到朗讀和口語語音教學的目標。選擇高中國文教師為評審的原

因，一來是專業指導教師嫻熟節律朗讀的語音技巧，再者避開華語教師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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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生語音超敏感的專業特質，較能中立客觀來評定。 

　  本實驗沒有設立對照組，或以為有失客觀，因為有學習自然會提升，也

質疑語音提升未必是節律朗讀教學的效益。一般實驗設立對照組，主要是控

制變因。本實驗未另設對照組，而是以前測為對照。原因是受試者是華語教

學研究所的外籍生，並非剛來台學習華語的學生，他們華語程度都是高級班

以上水準，學習中文至少四年以上，語音情況早已固化。未來都將成為華語

教師，即使很有心改變語音，卻苦於沒有對策。因為實驗期間內未再上其他

加強語音的課程，所以教學後語音的改變，主要受加入的新刺激影響，這部

分可從與受試者的晤談獲得進一步確認。根據受試者 J2 描述： 

　其實前測本身就是最好的對照組，兩年前華研所語音課中，教師、同學早

　都標示出自己的發音問題，但是知道問題卻不知如何改正，無力改進只好

　放任語音，依然故我。 

而語流教學的空白，藉由提出的教學綱要進行學習，確實提升語流韻律能

力，自然是教學者所樂見，也是補強語流韻律不足的主要研究目的。 

　  此次教學成果的驗證實測，由五位非以中文為母語的外籍生受測，五位

本國籍的中文教師擔任評分者，針對學員節律朗讀的四個面向作教學前、後

的評分: 

1. 節律朗讀的四項語音層次 

2. 受試者五項語流韻律的改變 

3.四項口語 語音教學目標的表現 

4. 腔調的測試 

（一）節律朗讀教學語音的四層境界 

　  以節律朗讀所要求讀準語音、讀順語流、讀好韻律、讀出感情四項語音

層次做為評分項目。甲圖為學員受課前、後的個別評分；乙圖為全體學員受

課前、後節律朗讀四項語音層次的平均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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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4 節律朗讀前後測四項語音層次評分等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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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受試者訓練前後四項語音層次的評分等級。等級最低為零分，最高為

五分。圖示資料為受試者平均分數±標準差。＊表示訓練後（後測）與訓練

前（前測）有統計上顯著差異（P < 0.05），受試者人數為五人。 

  　第一組統計圖（參照圖五-4）是節律朗讀所要求讀準語音、讀順語流、

讀好韻律、讀出感情四項語音層次評分結果，明顯看出個人前測與後測成績

的進步。參照圖五-4 甲圖，即使五位學生本身差異性頗大，但不論是程度

好或是程度差的學生，藉由節律朗讀教學，其學習結果四項節律朗讀語音目

標都有明顯的提升，在整體統計分析上也達到顯著差異（P < 0.05）。證明

節律朗讀對於基礎發音和語流韻律的訓練確實有所助益，並且可以激發內心

情感，訓練以聲傳情的表達。 

（二）細部韻律語流表現 

　 提升語流教學是當務之急，因此以另一組圖表針對語流教學所提出的五

個要項加以評比，驗證朗讀語流教學的有效性。 

　  語流韻律的表現是以焦點重音、適當停頓、快慢節奏、語調變化、語氣

態度五項語流教學目標做為評分項目。甲圖為學員受課前、後的個別評分； 

乙圖為全體學員受課前、後對五項語流教學目標通過測試的平均百分比。 

下圖是受試者訓練前、後語流韻律的表現。五位教師評定平均百分比數

±標準差。＊表示訓練後（後測）與訓練前（前測）有統計上顯著差異（P < 

0.05），受試者人數為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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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5 節律朗讀前後測五項語流韻律評鑑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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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統計圖（參照圖五-5）反應朗讀教學前、後，學生韻律語流的改

變情況。本論文針對語流教學提出五項教學要目，包括焦點重音、適當停頓、

節奏快慢、語調變化、語氣態度（基調），特請評審教師就聽覺感知評比，

若確實感受此五項語流韻律的適當變化，則予以肯定；若聽到不自然、不適

當的語流變化或是單調的語流，則予以否定。避免學生刻意語調，雖有高低

強弱大小輕重的起伏，卻是造作與文情不符的不當語調。因為不當的語流變

化，不但違背自然的語言規則而且背離節律朗讀旨意；應該以語篇韻律，也

就是基調的掌握作為韻律語流變化最高指導原則。從所評定的個人語流測試

結果，初測統計呈現學生語流韻律各項通過率都很低，可見韻律語流教學的

不足；但後測統計各項通過測試的比例都很高（參照圖五-5 甲圖），可見

藉由教學可以提升語流韻律表現；也證明篇章朗讀訓練，確實是語流教學的

好對策。學生透過訓練能運用適當的語流韻律來表情達義。整體統計分析

上，訓練前後有明顯的進步，各項都達到顯著差異。 

（三）口語語音教學目標 

以“清晰、宏亮、理解、停延、聲情＂五項對應“聽到、聽懂、動聽、

動心＂的口語語音教學目標做為評分項目。甲圖為受課前、後的個別表現；

乙圖為整體通過測試的平均百分比統計。 

下圖是受試者訓練前後語音目標的表現。五位教師評定平均百分比±標準

差。＊表示訓練後（後測）與訓練前（前測）有統計上顯著差異（P < 0.05），

受試者人數為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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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6 節律朗讀前後測語音目標評鑑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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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組統計圖表（參照圖五-6）是受試者訓練前、後語音目標的表現。

語音教學目標希望達到聽到、聽懂、動聽、動心的目標。斟酌口語語音目標

和朗讀常見的問題，設計了清晰、宏亮、理解、停延、聲情五個明確評量標

的： 

 　 關於“聽到＂測試，就清晰度和音量（宏亮）兩項評比。由於五位都是

高級班學生，其中四位在清晰的選項上，初測的分數都已經不錯，所以後測

整體統計未達顯著差異；莫非朗讀對於改進語音清晰度作用不大？以 J1 同

學為例，J1 在基本資料中提及的挫折「語音從來沒有被別人稱讚過。所以

一直對自己的語音沒有自信。後來越來越不想講話，引起了惡性循環」，因

為少說又欠缺練習，導致初測評分評審一致認為 J1 語音不清楚。但就 J1

同學“清晰度＂的前、後測試通過百分比由 0% 提升到 100%，則是明顯進步，

說明朗讀對於改進語音清晰度實在助益良多。而第二項“音量＂的測試，T1

本身中氣十足，K1 發音習慣佳，在初測時就呈現不錯成績，但一般人朗讀

時並沒有提氣的習慣，尤其日本人受母語音拍影響，要求一口氣流暢讀完句

子往往有困難，對於提氣進行有精神的朗讀、凸顯焦點重音完全需要透過訓

練來達成。關於音量“宏亮＂的要求，三位日本學生初測成績差，但透過腹

部呼吸訓練後，其氣流有強弱差異，語流韻律才能自如的變化，此項整體統

計上達到顯著差異，驗證節律朗讀訓練能有效掌控音量表現。 

　  後三項就“理解＂“停延＂“聲情＂評比，五位受試者在訓練後都達到

顯著差異。關於聲情要能讀出文中的情味，道出心中的情感，這部分是節律

朗讀訓練中最難達到的部分。教學中發現再多的韻律技巧變化，如果沒有語

義理解的情感為核心，語音表達絕對無法動人。以實驗成果最好的 T1 同學

為例，在學習過程中經過相當時間醞釀才領悟如何展現聲情，此後朗讀就能

讓聽者具體感知所表達的語氣和態度，做到文情合一，以聲傳情。情意部分

的困難度正是呼應語用是語音教學的最高難的境界，這也是外籍生學習語音

最難突破的障礙，而利用節律朗讀表達語氣態度，正可達成語用的訓練目

標。至於其他受試者此項目的後測成績雖然大有提升，仍有進步空間，尚未

完全跨越到文情合一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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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腔調測試 

　  腔調的測試以評審主觀聽覺感知做為評分標準。甲圖為學員受課前、後

的個別通過比例統計；乙圖為全體學員受課前、後通過比例統計。 

 

 

圖 五-7 節律朗讀前後測口音腔調測試通過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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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受試者訓練前後是否去除洋腔洋調的評定。五位教師評定平均百分比

±標準差。 

　  第四組統計圖（參照圖五-7）是腔調的測試。前測五位全未通過腔調測

試，所有老師一聽就知道是外籍生。經過十二週教學 T1、K1 兩位通過腔調

測試，五位評審一致通過沒有洋腔洋調；J1、J3 全未通過；J2 有兩位老師

評定聽不出，一位老師寫幾乎聽不出洋腔洋調，但仍選聽得出，可見要通過

洋腔洋調測試相當不容易。統計上未達到顯著差異，但有兩位通過測試，成

果相當具有激勵作用，相信學習歷程延長些，節律朗讀對語音腔調的改進應

大有助益。 

　  洋腔洋調因為影響的因素太多，是諸變項中最難改善的。造成原因可能

是發音不到位，而不正確發音和聲調會影響溝通品質；也可能是存有不妨害

溝通的外籍口音，造成的原因是母語影響或欠缺韻律語流的概念。想要去除

洋腔洋調，對於發音和語流兩者都不容忽視，而發音到位是去除洋腔洋調的

基本要求，否則聲、韻、調任何一點瑕疵出現，不用進入語流的評比，立刻

聽得出怪腔怪調。舉個例子來說，日本人容易以日語的 u音取代華語的 u

音，兩者口型和舌位定位都有很大的差別，那怕嘴型定位正確，只要舌位太

高，此音一出現立刻被斷定是外籍生的身份。光是改變高級班外籍生的發音

習慣，就是高難度的挑戰任務，更何況還要要求語流韻律的適當表現。 

　  至於通過測試的兩個案例，其一是 T1 學生，曾經是筆者修習語音課的

受試者，早一學期就進行基礎發音矯正與語流教學，過程中周遭同學就肯定

其語音的進步。因為練習時程早於其他人，所以參與本實驗時，初試程度則

優於其他四人，加上每次指定學習目標，T1 同學都會勤加練習，除了聽辨

比對與母語者差異外，還會請室友聆聽指教，經過重音加工─情感融入說明

後，體悟了文情合一，節律朗讀的功力大增，達到讀出情感的最高層次。K1

同學初測時發音習慣比一般外籍生好，需要調整的基礎發音問題較少；本身

對於語音敏銳度高，學習能力強，在語流中強化聲調中三、四聲降調的處理

和進行語流教學後，表現就十分出色，如果能繼續努力，想達到 K1 鎖定的

語音學習目標「能說像中國播音員一樣水準的華語」，不是遙不可及的夢想。

秉持勤奮與持續的力量，相信是外籍生去除洋腔洋調的不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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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語音分析 

　  針對通過腔調測試的 T1、K1 兩位受試者，應用實驗語音分析前測、後

測語音差別（朗讀文本參照附錄六），對照比較於下： 

(一 )、停頓技巧適當運用 

朗讀語句：[當做父母的人] 

（文本：當做父母的人，每天要求子弟學中文，自己卻表現一副崇洋心態，

夢想變成藍眼睛時，他的孩子可能真用功嗎？） 

正確斷句是「當/做父母的人」，但初測斷句成「當做/父母的人」，把

「當做」視為一個詞，句型不同造成語義也不同。 

 

 

圖 五-8 實驗語音分析圖─不當停頓 

經朗讀訓練後： 

1.「當.作父母的人」正確停頓適當斷詞，表達正確語義。 

2.「的」輕聲弱化。音長：0.0917；初測是：0.1409 

L2： 當  做　 父　　  母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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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9 實驗語音分析圖─適當停頓 

 

（二）適當加強句重音 

語句：[你在異國能挺得起胸嗎？]  

 

7  

圖 五-10 實驗語音分析圖─前測句重音表現 

                                                 
7
經實驗研究證明，分辨輕重音時，音強不是決定的音素，以北京話為例，北京話輕音主要徵 

兆在音節長度的縮短。 

 

L2 當　 做　   父　 母　  的 人 

　　 你 在　異  國 能 挺 得起　 胸 嗎？ 



第五章節律朗讀之教學實踐 

 145

後測經過朗讀的訓練，能以音強、音高、音長來凸顯重音節「能挺得起」。 

1.音長：重音節「能挺得起」在全句長的比例，前測是 0.9598：2.647＝　 

　 0.362；後測是 1.2815:2.794=0.459。 

2.音高：游標間重音節處音高明顯提高，能將重點凸顯。 

3.音色:共振峰的濃淡8，也可以確定後測音質的提升。 

4.後測尾音疑問詞「嗎」能弱化，時間較短。 

 

 
 

圖 五-11 實驗語音分析圖─後測句重音表現 

 

（三）節奏：語音照應修辭，適時凸顯與弱化。 

語句：[因為他的眼光夠遠，眼界也夠寬]。 

「眼光夠遠，眼界也夠寬」是排比句，用兩個相似句型製造文章氣勢，是語

句的重點所在；朗讀時後句宜加強唸出，表現排比句加強的氣勢；「眼光」

                                                 
8
在語圖上可由共振峰燒灼濃淡顯示，燒灼痕濃，振幅大、音節強。一個音節從開始到最後音

強變化形成振幅曲線，振幅曲線在寬帶語圖上所包圍面積大小說明音的相對強弱，面積大者

聲音比較強。（林燾、王理嘉，1995） 

 

你 在　異　 國 能 挺 　 得　起　  　 胸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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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眼界」、「遠」和「寬」形成對比重音；後測中能注意排比的修辭，在

朗讀中以重音凸顯。 

初測：全句長 4.3345，而「眼光夠遠，眼界也夠寬」佔 2.9378 

後測：全句長 3.7687，而「眼光夠遠，眼界也夠寬」佔 3.1939 

可見 T1 能使用語音技巧凸顯語義重點，也能適時弱化其他非重音音節。 

對 T1 而言，受泰語長韻母影響又中氣十足，強化每個字反而無法凸顯語義

焦點；弱化其他不重要音節是 T1 個人學習的重點之一。外籍生具備了正確

發音能力，如果用“字讀＂方式進入語句，嚴重違反華語韻律規則。在中文

韻律掌握上，過度拘泥於字音也會影響語流的自然度，如何適當弱化，“不

到位＂比“到位＂的語音更難掌握！藉由朗讀自然模仿，T1 學會加強重音

並適度的弱化非焦點處，才能真正凸顯重音；對於輕聲的弱化，也在練習中

掌握。由語圖可證 T1 已掌握適當弱化的技巧，使語流有輕重強弱長短之別，

韻律中的語調、節奏自現。 

 

 
 

圖 五-12 實驗語音分析圖─前測修辭與節奏表現 

　因 為　  他的眼 光  夠 遠　　眼 界也 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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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3 實驗語音分析圖─後測修辭與節奏表現 

 

（四）運用停頓，突顯對比焦點。 

 

瑣碎的停頓必然影響語調的完整和連貫。停與不停取決於停頓作用9的需求。 

 

 
圖 五-14 實驗語音分析圖─前測未照應修辭 

                                                 
9
停頓功能有三：一是語法需要，停頓可使句子的語法結構的關係明確。其二是語義表達需要，

使語句中語義表達顯明；三是為換氣需求。（朱川，1995） 

 

只  怕 表 面 挺起了， 骨子裡也是軟的 

　 因為　 他的眼光夠遠， 眼　界　也 夠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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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5 實驗語音分析圖─後測停頓凸顯對比焦點 

後測游標內所作停頓，是修辭和語義上的凸顯，句中「表面」和「骨子裡」

形成內外對比，以停頓引起聽者的注意力，使聽者更容易掌握語義。所以上

圖語句中的適當停頓是照應了語義、語法、修辭。說話者選擇停頓位置所在，

藉此表達所要傳達的主要信息，同時也照應了映襯修辭上對比的突顯。 

（五）句群發展：語流變化 

　  句群開始、發展、結束都有不同的聲學特色，就怕不明韻律結構，韻律

安排只以單句的句調為單位或單純以語法為處理依據，忽略語流中句群語義

的連貫性，殘害了語流活潑度。以 K1 朗讀王之渙登鸛鵲樓的前、後測錄音

作為應證。 

情感教學以唐詩做為教材，因為詩總是以最經濟的語言表達了最豐富的

意境，朗讀時要在每個字義中注入最濃厚的聲情才能將詩朗讀好。將節律朗

讀情感教學 K1 單堂課前後測做成語音分析圖於下： 

 

只 怕 表面 挺起了，骨子裡   也是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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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6 實驗語音分析圖─前測語流問題 

 

 
 

圖 五-17 實驗語音分析圖─後測語流變化 

 

白日　依山盡 黃河 入海流  欲窮　千里目 更上　一層樓 

 白日 依山盡　 黃河 入海流　 欲窮千里目 更上一層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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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首五言絕句，初測時 K1 每句都是以二言、三言斷句來朗讀，雖

然語法上沒有錯誤，但是在只有四句的整齊詩句中，規律化停頓、一樣的強

度的處理，呆板的語流反而阻礙了情感發展；後測時，語句停頓處有了變化、

強弱韻律也不同，前二句都採二、三言斷句，以照應對偶的修辭；後兩句沒

有斷句一氣呵成，將前半寫景和後半抒情語氣作了明顯的劃分。 

句群方面，前測每句一致的處理手法，感覺不出語義相關和發展性；後

測呈現了意群的聲學特徵，首句是句群開端以輕起方式進行，不像前測首句

爆出般的突兀，語義情感詮釋上也較能符合詩的意境，因為「依山盡」是指

太陽隨著山勢隱沒了，既然太陽被遮蔽了，就不會像前測唸成猶如旭日東升

般的雄偉。末句帶到情意的高點，感受句群結束，情意貫串全詩。後測可從

音強弱的表現看出句群開始、發展、結束的特徵。 

　  在朗讀習得過程中，語圖提供視覺感知，對師生聽辨語音的區別都有很

大的助益。細微的問題連教師也很難道出關鍵，若只是一味的示範，學生在

聽辨不出的盲點中，很難辨別異同。當教師利用語圖比較母語者和學習者的

語圖差別，對學習者具有充分的說服力，學習者從具體視覺中很快就領悟抽

象語音變化的差異性，協助發出正確的讀音。從前測、後測的區別，也可以

證明朗讀訓練確實能助於語流重音、停頓、節奏、情感上充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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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要旨在於以節律朗讀完整並落實語音教學。首先澄清一般人對朗

讀的誤解，探討文獻說明朗讀的功效。從研究者本身語音的成長和指導母語

者的經驗，肯定朗讀教學對語音學習的貢獻；並鑑於對外漢語教學設立朗讀

課程並成功改善語音的實證，希望台灣華語教學不再以朗讀為閱讀的小配

角，而能於課堂中積極領讀，拓展口語語音教學的深度和廣度。教學設計研

究朗讀教學中教師、學生、教材的角色，提出教學綱要，並以行動研究進行

教學實驗，確定教學內容的可行性與有效性。本章就研究結果提出結論與建

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依照節律朗讀實驗結果、課程設計、教學實務與學習心得等逐一探討。 

一、節律朗讀教學成效評估 

　  教學成效評估由四項節律朗讀語音層次、五項語流韻律表現和聽到、聽

懂、動聽、動心的語音教學目標與是否去除洋腔洋調四個面向加以評估。於

第五章以四組統計圖列表呈現，每組圖表各有甲、乙二圖，甲圖是個人前、

後測的五位評審評分平均等級；乙圖是甲圖資料的統計分析。就四組統計圖

表總結如下： 

　  從實驗的結果確定節律朗讀的練習，在基礎發音聲、韻、調的掌握，可

以幫助讀準語音，讓表達更清楚；也可以改變外籍生在語流中點字式讀音的

壞習慣，避免瑣碎的停頓造成語義理解的隔閡，達到語流順暢；進而加入語

流韻律教學，讓表達有精神，並且凸顯焦點和韻律分層來助益理解，使語音

有抑揚頓挫的變化，去除單調無味的語音現象；除了生動語音，更要求學生

能將文字的情感藉聲情傳達讓聽者感知，達到以聲傳情的節律朗讀語音訓練

目標。 

　  語流學習成果是本論文關注的焦點，希望透過節律朗讀要求補強語流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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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的不足。經過語流韻律分項教學後，讓學生充分了解其意義、肯定其作用、

確定能做到。並於篇章朗讀中一一實踐教學目標，高級班學生對語流韻律聽

辨、吸收能力都很強，接受度高、學習效果佳。反而是固化的音段較難改變。

然而音段和超音段語流是互相作用影響的共時結構，如果音段問題少，加上

韻律語流教學後，很快就有不錯的表現；若是音段尚未到位，即使具有韻律

語流技巧，一加上重音拉長，音段缺點就更容易暴露，仍是無法褪去怪腔怪

調。三位日本受試者迫於課程進度，音段問題尚未穩定，就進入韻律語流教

學，雖能在語流中繼續糾正與強化語音，也逐漸解決音段問題，但即使掌握

語流韻律技巧，存在未能克服的音段問題，必定波及整體的語音表現，這也

就是語流教學成果雖呈現前後測的顯著差異，但仍被聽出外籍生口音的原

因。 

　  五位受試者經朗讀訓練後，前測全部教師認為每位都有洋腔洋調。後測

有兩位完全通過測試，獲得聽審老師一致認同沒有洋腔洋調， T1 通過測試

是因學習的時間較長又勤於練習；K1 是基礎發音問題較少，很快進入語流

韻律學習並在語流中強化正確發音，完成整體的語音學習。成功比例 48%，

雖然未達顯著差異，但這結果卻能鼓舞人心，畢竟洋腔洋調造成因素十分複

雜，那怕只是口型、舌位的定位錯誤、韻母動程不到位、或是聲調走位不對，

任何一個小點就會暴露洋腔洋調的口音。透過節律朗讀訓練，有兩位獲得完

全改善，其他未過關的也逐次進步，每次錄音發現的問題越來越少，證明缺

點一直在改進中，相信只要持之以恆必大有助益。其實節律朗讀教學成效的

展現，不能以有、無二分法選擇的評量方式，造成學習成效全盤被否定。所

以加入其他評量面向，證明節律朗讀可以提升發音和語流能力，完整落實口

語語音教學；對於洋腔洋調的改進，短期訓練能有此成效已具有相當的激勵

作用，未來可以擴大實驗以更多樣本數來佐證。肯定的是透過節律朗讀讀準

語音、讀順語流、讀好韻律和讀出情感的四層語音要求，可以達到聽到、聽

懂、動聽、動心的口語語音目標。 

　  利用節律朗讀在語流中穩定基礎發音並加強語流訓練，除了上課的領

讀、糾音外，課後的勤練更不可少，川島隆太（2006）實驗證明大腦在反覆

運作中可以促使神經纖維變粗，纖維和其他神經細胞接觸的突觸數量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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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強化腦部網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反覆朗讀＂。遺忘是記憶痕跡的淡

化或消失，記憶要經常提取來回儲存，藉由朗讀反覆練習，可以加強大腦皮

層痕跡，修補鞏固記憶並加深了解，讓處理語言形、音、義的神經線路變粗，

不但訊息能準確快速提取而且可將記憶從短期記憶區儲存於長期記憶區。唯

有如此在短期內去除洋腔洋調才可能實現。 

　  除了實驗結果證實外，訪談五位受試者全都肯定朗讀訓練的成效，J2、

T1 兩位認為朗讀是矯正語音最有效的方法，另外三位也覺得尚未發現比朗

讀更有效的方法，基於實際參與體驗自己聽辨和語音的提升，與了解朗讀理

論與實務經驗進行，學習者不但肯定節律朗讀可以完整語音教學，而且也表

達未來樂意推廣朗讀課程協助學生改進語音。 

　  J2 表達過去就很清楚自己語音問題所在，卻不知“如何＂達到準確的

語音；加上平日與台灣人接觸，一般人對語音都不太講究，發現自己的語音

反而在退化中。而透過朗讀訓練監視發音比較穩定，印證在語流中強化語音

的理念。J2 反應朗讀前的理論解說對語音技巧的運用幫助很大，自己在朗

讀中最難克服的是提氣進行活力十足的朗讀，因為本身聲音單薄，日語音拍

習慣少用腹部發聲，所以難下重音和變化語調，也難一口氣讀完一整句。經

過腹部發音練習，重音、節奏、情感等語流特色才逐漸釋放，對於達成有活

力、有精神的朗讀，體會最深刻。課堂中從 J2 的表情可以辨認同學朗讀的

表現，並能給同學適當的回饋，協助教師解說讓日籍同學達到要求，具有聽

辨和示範能力。 

　  而 J1 因為語音不佳，少與台灣人接觸，惡性循環就越不想開口。慶幸

從朗讀中找回自信，願意開口說，也有分辨語音好壞的能力，覺得獲益甚多。

從前發音習慣不好，重新教學後知道發音的正確定位很重要，而在朗讀教學

中 J1 至今覺得最困難的還是發音的部分，仍努力在語流中改善基礎發音。

未來樂於利用朗讀教學，幫助學生糾正發音和學習語流。 

　  T1 是所有受試者中語音表現最好的。T1 在學習心得中表示： 

　本以為語音已僵化不可能改變，應同學要求作為受試者，不好意思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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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不抱任何期待。經過一學期接觸，漸漸聽到別人對自己語音進步的稱　 

　讚，後來又經過正式十二堂課洗禮，不斷練習，連自己都感到明顯進步。

　至今確信固化語音是可以改變的，從 J1 身上更明確體悟，過去聽 J1 報告

　幾乎聽不懂，現在都可以聽得懂，雖然 J1 的評鑑表現居末，但是比較從

　前確實進步很多，她的學習成果讓人感動。 

T1 覺得朗讀語音教學很有效，讓自己懂得運用語音技巧，說得好聽、說得

有重點和情感，覺得自己在語音的各部分都有很多收穫，不但增進語音整體

的學習而且喜歡朗讀教學，未來教學一定會採用節律朗讀教學作為語音學習

策略。 

　  受試者都是未來華語教師，全數肯定朗讀對發音、語流的幫助，一致同

意節律朗讀教學可以完整發音和語流教學，符合本文主張在朗讀語流中強化

語音並學習語流韻律，落實完整的語音教學宗旨。在提升自我聽辨和實踐朗

讀的能力後，也都樂意推廣朗讀教學。雖然實驗課程已結束，但感受自己的

進步，受試者仍繼續參與朗讀課程。對教學者而言，看到受試者神采奕奕朗

讀與突破語音難點時所綻放的笑靨就是最好的回饋，希望外籍的華語教師不

管平時語音如何，至少上台教學能示範規範的語音，並有好的對策進行完整

的語音教學。 

 
二、朗讀教學設計 

　　 從實務教學中，針對教學設計提出建議： 

（一）朗讀課程與視聽教材相輔相成 

　  有人覺得視聽教材非常普遍，何必再設立朗讀教學課程？其實學生課後

少有主動聽音的習慣，一來影音多是輔助教材，未必有此設備。再者學生下

定決心聽音，卻因枯燥半途而廢；課堂教師沒有要求下，造成學生對語音的

忽視。固定時段的朗讀課程讓學生有一定進度的壓力，若再加上口試或任務

教學，進步將更迅速。教師控制教學節奏進行有效能的朗讀課程，以生動聲

情、豐富表情和肢體語言輔助來示範領讀，除聽覺輸入外更具有視覺感受，



第六章結論與建議 

 155

效果優於只有聲音的錄音帶；而且教師可以針對現場的語音問題當場解惑，

發揮立即糾音的效果。所以課堂中的領讀不可少，課後再輔以視聽教材，反

覆聽音彌補上課時間不足，兩者相輔相成下，成果更加卓著。 

（二）依教學目標層層遞進 

　  朗讀大綱中設有基礎、進階目標，進行有系統的教學和針對性的糾音。

朗讀要求讀準語音、讀順語流、讀好韻律、讀出情感四項要求宜層層遞進逐

步穩固；教師不可操之過急，否則同時要求過多，學生負荷太大反而造成反

效果。循序漸進是指在確定字音時可先忽略語流，但進入語流後不可輕忽字

音，而是在語流中穩固字音；讀順語流後逐一加入韻律語流教學，追求適當

的韻律變化，最終文情合一，藉外在聲音展現內在情感。每堂課各有教學重

點，讓學生理解是什麼、為什麼、如何作，並且利用篇章朗讀綜合活用各項

技巧。 

（三）先基礎發音教學再進入語流教學，語流中才能真正穩定發音 

　  同時進行音段、聲調和語流教學，學習焦點容易混淆。雖先進行聲母、

韻母單音教學，進入語流時音段表現仍不穩定，還要在反覆朗讀的語流中繼

續強化語音，才能真正穩定基礎語音教學；若直接從語流入手，忽略基礎語

音正確性，即使擅長了語流技巧，但不標準的字音或聲調，在語流中都是嚴

重干擾。J3 是明顯的例子，語流受日語音拍影響不多，但基礎發音存有日

籍生系統性的錯誤，因晚幾堂課後才加入學習，發現即使學會語流技巧，但

是基礎發音問題就會造成怪腔怪調。當上課中點出錯誤發音，因未曾進行基

礎語音訓練，在眾目睽睽等待的壓力下，即使 J3 多方嘗試以求發出正確讀

音，卻因摸不著頭緒耗時良久，其他人處於等待中，不但跳脫了語流學習焦

點，也耗費上課的效益，而 J3 一時猜對的語音也不能持久，下堂課還是犯

一樣偏誤。後來另加個人課，從基礎語音教學做起，讓 J3 清楚個人聲母、

韻母、聲調上偏誤，並藉由教學達到能正確發音。在參與下一堂團體課時，

語音偏誤減少很多，即使不小心犯錯，都能自行調整改進。所以朗讀課程設

計在語流訓練前，一定要先建立聲母、韻母、聲調正確發音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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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籍生而言，讀準字音已經十分不容易，即使經過基礎語音訓練，進

入語流時固化的字音、聲調的問題還會不斷浮現。教師不需要太沮喪，此時

老師只要眼神稍提醒，學生自能意識錯誤及時修正。學生往往為犯相同的偏

誤深感抱歉，相反的教師應該肯定學生的自覺力，強調唯有在韻律語流中反

覆練習，才能由刻意監視語音過渡到自動化正確反應，而朗讀訓練正是提供

語流訓練最好的策略。K1 對於基礎語音矯正很快就能掌握，在單音、單詞

測試都有不錯的表現，但是進入語流練習時，對於半上、四聲的正確掌握，

常常狀況百出而懊惱不已。其實在語流中要注意音準、聲調、語流韻律、基

調情感，想要面面俱到真的很不容易，所以語流中一再犯錯是正常，但隨著

練習次數增加，偏誤率會逐次下降。現在 K1 已能在語流中完全掌握三、四

聲的降調，由此可見唯有經過語流的訓練，才能真正穩固發音，讓正確語音

在語流中自動化反應。 

（四）高效能的朗讀課程 

1.密集與分散學習：十二堂課究竟是密集上完或是分散一週一次，也是值得

　研究。分散有時間的緩衝，但每週一次課，課後如果不夠積極，課堂中的

　成效拖了一星期後衰退殆盡，下堂課需要多花時間喚醒舊經驗。大致而言

　學生學習態度影響課程設計，原則上基礎發音教學關係習慣的改變，需要

　較長時間練習改正；語流教學對學生而言是新的概念，接受度高、吸收快，

　學會了技巧後，利用不同教材觸類旁通，就可強化運用能力，密集一點上

　課學習成效也不錯。 

2.上課時間: 一堂解說、一堂練習，不宜超過兩節課。時間太長注意力不易

　集中；必須考量學生的體力。曾經上完課後外加錄音，發現 K1 與上課表

　現有明顯落差，原來中午未進食，以致效果不彰，所以老師進行教學時，

　宜留意學生狀況，避免影響學習品質。真正領讀時間不超過二十分，領讀

　注意節奏控制和效能發揮，教師以熱情喚起學生的熱忱，採任務教學以持

　續熱力，提供表現的舞台，立即呈現努力成果，可以增強學習動機。 

3.班級型態：根據受試者的反應多喜歡個別指導，建議若是團體班希望不要

　超過三位學習者。節律朗讀教學策略採認知師徒制，老師扮演教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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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針對個人特殊狀況予以個別指導。課程開始從前測找出個別問題，

　讓學生清楚自己語音現象。教師發現初期許多語音問題都很雷同，甚至同

　一國籍學生語音偏誤都有系統性，所以前大半課程可以團體班進行，因為

　同學間觀摩切磋，互給意見與彼此激勵的力量，勝過個別指導；但進入後

　半課程，時而要加入個別的指導，因為愈來愈細微的問題，不是在齊誦下

　能被輕易發現，個人難以突破的語音瓶頸，需要老師給予針對性的對策，

　所以小班制的型態外加個別指導有絕對必要性。 

4.教材可多元化：針對不同的教學目標選擇適當的教材。在語流中既要發音

　標準，又要語流通暢兼顧韻律和情感，確實是沈重的負荷！這項艱鉅的任

　務讓學習者往往顧此失彼，想要面面俱到，真是難上加難。朗讀篇章時宜

　先重質不重量，讓學生習慣在熟悉的篇章中，漸層要求，逐步修正，才能

　漸臻完善。 

三、教學心得與學習反饋 

（一）勇於面對語音問題才能一一克服 

　  學習過程中學生曾感慨何以問題越來越多？其實節律朗讀要求發音完

整而且語速較慢，發音的問題很容易發現；平日僅以溝通為主，說話含糊帶

過未能仔細要求，語音的問題自然被忽視。而且在語音的修正過程，不是太

過就是不及，很難立刻到位，學生需要在不斷嘗試中，才能摸索出正確的語

音，並在語流中不斷練習，才能穩定發音。學生感覺舊問題尚在改進中，新

問題又不斷被發掘，質疑是不是愈來愈退步了？其實所有問題早都存在，只

是從未被點出，想要提升語音能力，需要有勇氣一一面對逐一克服。開始的

糾正，先從大而顯著的問題作分析修改，大問題解決後，才能再注意小的問

題；小問題解決後，才能調整更細微的問題。例如對於 K1 的聲調，開始只

糾正第四聲，因其四聲會先揚再降，等四聲改正後才又發現半上的前降調也

都會先微揚，浮現了半上問題。所以並非問題愈來愈多，而是明顯的大問題

逐一解決後，才有餘力注意較不顯著的小問題，耐心修正練習，問題一定愈

來愈少，精確度愈來愈高，洋腔洋調的色彩才會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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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音學習是自我不斷修正的過程 

　  五位受試者的語音程度差異大，即使都是高級班學生，每個人語言能力

不同，對語音的敏銳度也不一，教師要接受學生表現的差異性並要求學生和

自己比較。教學中有些學生語音問題修正得快，很快可以進入語流訓練；有

些學生調整較慢，本身語音偏誤點也較多，進入語流後還需要重複修正發

音。教師需要耐心以待，學習過程經歷的現象： 

　 聽辨→做到→屢犯→錯誤漸減→正確漸多→準確穩定 

也就是由固定的錯誤，變成常犯的錯誤至偶犯的錯誤，最後經常正確至正確

無誤。利用朗讀語流訓練讓學習者自動化反應出正確語音。觀察學生語音改

變，從聽辨正、誤的差別，實踐正確發音的能力到穩定發音，需要一段改變

時間；之後的語流處理，從理解到活用，需要不斷探究以精益求精，才能感

受語音的藝術魅力。J1、T1 學生認為朗讀教學個人最大收穫是獲得自信，

因為透過節律朗讀，不再怕開口了。如果我們的語文教師平時有意識的訓練

學生表達，幫助學生克服害羞或焦躁心態，對學生將來口語發表必有裨益。  

（三）培養分辨正、誤的指導能力 

　  學習者要啟動監視系統，尋找學習策略。J2 曾表達課後如果沒有立即

練習，對於上課的叮嚀很容易遺忘；私下的朗讀練習，對於自己偏誤的感悟

力也會減弱。對此請學生上課中準備語音小冊子，紀錄每堂課教師的叮嚀，

時常翻閱以自我提醒，並藉助輔助視聽教材進行聽辨並朗讀。學生經過一段

時間訓練，都能感受自己表現的優劣，比如錄音時對哪一句不滿意，就都會

要求重錄。觀察最後幾堂課，學生不但有能力聽辨別人語音的好壞，還可以

找出同學的問題並糾正發音，甚至能告訴同學發音的訣竅呢！這正是本論文

所期待樂見「教師有分辨能力並能示範與糾錯」，才能推動成功的朗讀教學。  

（四）突破正確語音止於課堂的侷限 

　  學生肯定朗讀帶來語音的進步，為自己能正確發音，辨別優劣的能力感



第六章結論與建議 

 159

到喜悅。但是觀察受試者平日與人閒聊中，仍習慣以一向不標準的語音進

行。其中 T1 學生感慨說： 

　和熟悉的朋友閒談並未覺察我的語音進步；在正式場合或與陌生人說話，

　自己會啟動語音監視。記得回泰國電話徵詢一所華語教學大學，對方對我

　稱說是泰國人非常訝異，他說從語音中完全聽不出。又一次泰國學生詢問

　詞彙念法，我很正式的讀出，對方投以稱羨的眼光說「和錄音帶一樣耶」，

　可見有意識監控和隨興的語音表現落差頗大。 

其實在台灣也有這現象，認為字正腔圓地與熟人說話，無形中會造成距離

感。曾擔任新聞主播後來轉戰娛樂新聞主持的侯佩岑，自云得大幅降低新聞

主播的國語標準度，才能拉近與娛樂節目觀眾的距離，讓人感到親切。基於

語用功能，隨著不同場合、角色拿捏語氣無庸置疑，至於降低國語的標準，

恐怕是台灣大環境的特殊現象，對此不管認同與否，華語教師一定都要具備

規範語音示範的能力。 

（五）節律朗讀提供改善語音的具體落實方法 

　  就華研所的外籍生在語音學習上，最需要的是改進的對策；受試者經歷

傳統語音教學，學中文也都有四年以上的歷史，沒有新的刺激或要求，少有

學生會再費力去糾音，語音學習狀況早已進入停滯、固化、放任的狀態。至

於語流部分更是未曾接觸過，所以語流前測各項評分普遍低落。在語流教學

懸缺的背景下，尋找良策落實語流教學是本論文的主要目標，而節律朗讀教

學中字裡音節與行間節律結合要求下，使發音到位並鍛鍊語流韻律，做到「知

行合一」。五位受試者一致認為朗讀是語音學習的好策略。紀錄受試者的心

得： 

　我認為華語教學研究所缺少語流教學（含發音）的課程。所開設的課程比

　較偏向語音概論，課堂中會討論外籍生的錯誤發音，但卻沒有針對性的正

　音課程。這次參與節律朗讀教學實驗，不但讓我更加理解中文基礎發音，

　還讓我了解韻律語流的重要性，而且學會如何落實的具體方法。我認為外

　籍生，尤其是華研所的外籍生非常需要調整自己的發音以及具有掌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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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語調的能力。希望以後華研所能開設語流（含發音）的課程，所有的

　同學都適合選修，在自己受過的語音訓練中，發現利用節律朗讀的語音教

　學最有助於我的發音，朗讀技巧能幫助語音說得清楚、有活力、讓人抓得

　到重點。未來有任教機會，也會採用朗讀教學，希望讓學生跟我一樣喜歡

　上朗讀教學！ 

　  高級班外籍生的語音學習，最需要的是具體可落實的對策，而節律朗讀

教學策略是字裡碼的音節和行間碼的節律雙管齊下，在語流訓練中逐漸改善

學生洋腔洋調，穩定學生的發音並且補強語流教學的不足和忽略。專業評審

教師認為五位受試者在整體語音運用技巧已勝於一般台灣人了，確認有教學

就有提升，在語流教學空白的背景下，讓朗讀教學為教師和學習者升起一道

曙光！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時程限制 

　  語音改變的歷程，很難立刻到位，通常在太過與不及之間來回擺盪，對

於學習中的學生，因為朗讀常見的問題是不及，如太小聲、沒精神、沒重音、

語調、節奏、語氣、情感，所以開始寧可太過，就怕放不開，讓學習者勇於

嘗試，可能過度大聲、重音突兀、語調變化生硬、情感誇張等，只要能放開

自己盡力去作，從做過頭再慢慢調整回來作細部修正，需要時間從作中學並

體會，最終能適當到位，讓真情自然流露。經歷這蛻變的歷程，學生的語音

狀況才能趨於穩定，對於發音、語流、情感拿捏能恰到好處，達成教學目標。

這歷程要在十二堂課完成相當不易，其中得分最高的 T1，整體表現最好，

其實早在實驗課程的前一學期，曾擔任研修課程的受試者，有較長時間在基

礎發音作比較深入的指導和改變的等待。記得 T1 學生在語音準確、語流技

巧運用達到一定水準後，一直難以體會文情合一的朗讀，當語音中欠缺情感

滋潤，再多的技巧只顯得匠氣而無法打動人心，需要時間沈澱和歷練才能自

然展現聲情。所以技能純熟需要時間發酵，有時急不得；然而受限於時間，

醞釀不夠當然難以流露香醇的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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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受試者個別語音程度差異大，有些人敏銳度高學得快；有些人則需

要更多時間反芻，由於時間限制往往難以深入個別指導。實驗結束時，受試

者在自我意識監控下，肯定語音有明顯進步。但觀察平日閒聊中，仍有諸多

舊習，應該是習慣尚未養成，未能自動化反應。 

（二）研究者的限制 

　  研究者雖在中學任教多年，但和受試者畢竟是同學與學弟妹關係，教學

活動難以師生立場嚴格要求；深刻體會研究所學生課業繁雜，也未給壓力強

迫落實課後練習；個人即使有指導母語者的經驗為基礎，畢竟對外籍生的教

學實務仍有限，相信如果在豐富的華語教學經驗下，應該可以更切重要點指

導。因為是行動研究，盡量錄音或筆記每堂課學生的問題和反應，但仍難免

有所疏漏，宜全程錄影或至少以影像記錄最初的狀況和最後成果對照比較，

對學生行為和反應可以更精細的探究。 

（三）研究對象限制 

　　語文程度很難與語音程度劃上等號，朗讀課程學生分級需加入語音程度

考量，教學進度才比較容易掌握。受試者雖然都對研究計畫感到興趣，但是

語音能力差異卻很大。有的發音問題多，在基礎語音訓練上得花費較多時間

琢磨；有的很快就可以帶入語流訓練，在語流中再強化語音；團體節律朗讀

課只能作學理上解說和帶領朗讀，針對個人糾音不能太深入，否則影響其他

同儕；國籍不同，語音問題也不太一樣，但是因為教學策略採認知師徒制，

程度不一也需要更精緻的糾音，所以部分課程以個別指導方式進行。 

　  理想的教學是語音程度接近的同一國籍外籍生一起訓練，語音偏誤一

致，教師可以整體指正。當然學習態度對研究也有很大的影響，在課堂中每

位受試者都很認真，但課後課業繁重心力受限，練習的情況不一也會左右課

程進度和成效；五位受試者樣本數太少，因為樣本間的變異性導致無法有效

確定訓練課程的絕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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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量限制 

　　造成洋腔洋調的因素頗多，複雜度高而難以量化，最後請教師評量學生

後測錄音，以整體考量直接判斷是否有洋腔洋調？雖然教師只是鉤出有或

無，但對學生而言這是項艱鉅的目標。因為在篇章中只要一個音位或聲調不

注意，就會顯現怪腔怪調，加上面對錄音測試時都備感壓力，想達成目標真

不容易。而二分法的評分方式，甚至全盤否定學習價值，對於立足點不同的

學生，其實是不公平的，所以另就朗讀語音目標、語流教學要項、語音教學

目標請老師逐一評比，即使學生不能通過腔調的測試，但可以了解自己細目

上學習的進步和有待改進之處。學習過程重於結果，評量只是檢驗的工具，

非絕對目的；過程中有收穫才是學習的重點。畢竟語音是長期的習慣養成，

宜鼓勵學生再接再厲。 

第三節　對未來研究發展的建議 

一、課程設計 

　  教學設計從基礎教學出發，而且花在基礎發音教學的時程，將近三分之

一時間。質疑如果直接進入語流教學，是否在反覆朗讀中也能矯正發音，效

果好不好？教學複雜度會不會增加？學生反應如何？教學上的體悟，如果沒

有穩定基礎語音，進入語流怪腔怪調調整既費力又耗時；甚至從實驗結果看

出，即使 J1、J3 語流技巧進步，但是語音不夠標準，整體腔調的表現無法

褪下洋腔洋調的色彩！至於可否省略基礎發音教學，直接在語流教學中完成

糾音；或多少比例的基礎語音課程是必須的，可設立實驗和對照組進一步研

究。 

　  設立節律朗讀課，提供定期練習與改正時機，讓學生對語音問題保持注

意。意識到問題就是進步的開始，但學生反應回家練習時，不自覺就又陷入

不好的習慣，還是在課堂中有老師的效果好！肯定朗讀教學的功效。固定的

朗讀課程可持續追蹤改進情況，老師在旁不斷提醒與輔導，學生一定會進

步。或許可進一步實驗，比較進行實務朗讀教學與徒有視聽教材的朗讀學習

成果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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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研發 

　  設立獨立朗讀課程，宜有完整的教材。節律朗讀課程應配合每項能力大

綱，找出精簡扼要的材料切合標的來鍛鍊，建議學生具備朗讀技巧後，再以

課文作教材來朗讀。因為高級班的課文，一般篇幅太長、贅敘頗多，止於順

暢語流的訓練，難以要求節律、情感；精心挑選的教材，才值得學生反覆朗

讀以熟練篇章與技巧，朗讀的技能才能模式化並被儲存，成為活用時自動化

的基礎。 

　  用心設計教材，讓課程多樣化呈現。鼓勵學習者扮演主動學習的角色，

讓學生在不同的情境中反覆學習而不覺厭煩；如何引發動機，有效達到學習

目標，都是教材的設計要點。互動式教學中，教師掌握學生的程度、興趣和

經驗，藉由多元的教材，情境的創造、學習語言表達，將適當的活動帶入課

程中，讓學生互動完成任務；即使是嘗試錯誤對於整體知識網絡建立也有積

極的意義，因為修正使學習更有意識，對本體了解更深入。所以教材研發，

包含教學活動設計，提供變化朗讀的模式，助益推動朗讀教學；有了現成的

好教材，讓老師更樂於參與朗讀教學。 

三、朗讀的功效研究 

　  本研究著重於節律朗讀對語音的影響，但文獻上對朗讀的功效包含的層

面更廣，藉由朗讀訓練後，對於語文聽、說、讀、寫各方面具體的成效為何，

也是值得深入探討。 

（一）節律朗讀對口語的影響。 

　  口語訓練強化與人溝通的能力，其最高訓練是即席演說，國語文演說競

賽的評分項目包含內容 50%和語音技巧 40%、儀態 10%，因為溝通不外乎表

情達意，重點是將心中的想法（內容）藉聲情（語音技巧）飽和傳達。因此

內心想法需要外在語音形式為媒介，語音技巧確實是語言表達的成敗關鍵之

一。大陸以朗讀作為訓練演說的橋樑，藉朗讀進行口語語音訓練。因為朗讀

文本已備好，不需擔心說什麼，只要著重於如何說好的語音技巧；語音能力

具備後，再進入背稿式演說練習，最後進入即席演說。至於經過節律朗讀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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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的學生，在口說能力上是否明顯提升？說起話來是否幫助聽覺理解？明確

傳達情感語氣，達到語用境界？可以實驗證明節律朗讀語音技巧對於口語表

達的功能意義。 

（二）節律朗讀對閱讀的影響。 

　 　朗讀預備式以擬定語言計畫，一定要理解通篇文義才能掌握適切的基

調，做出貼切情感表達並利用語音技巧為段落、句群、韻律短語做出適當韻

律分層、語義凸顯和修辭與節奏表現。本研究雖然是進行節律朗讀教學，但

基於朗讀前提則先帶領學生練習了朗讀預備式。課後受試者的反應卻是回國

後要用朗讀來開設閱讀課程。節律朗讀對文章的理解是否更深入？藉由節律

朗讀是否可以拓展閱讀層面？閱讀理解是節律朗讀的前提，節律朗讀是閱讀

的深化，兩者關係密切，確定朗讀讀出默讀無法讀到的行間節律，關照修辭、

節奏、語義焦點、句群、段落轉折等。到底節律朗讀對閱讀影響多深遠，其

成效可以深入再研究。 

（三）節律朗讀活化教師課室語言 

　　香港教育學院郭思豪（2006）針對教師語言表現，探討它與教學效能的

聯繫。研究發現優秀的 PMI（Putonghua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教

師都同時具有照顧者和教者的語言特徵，並且成功吸引學生在聆聽和回應教

師話語時高度集中，積極扮演學習者和運用者的角色。通過考察教師的語言

表現和學生學習反應，為“高效能的教學語言＂找出具體含意。 

　  教師傳送信息的媒介是課室語言，研究中獲得高評價教師的課室語言同

時具有自然和自信，除了教者清晰、規範的語音外還需照顧者情態、語調；

也就是表現優異的教師除了話語流暢、準確清晰同時語調親切、生動，讓學

生在可懂前已感受教師情意。證明優秀教師必有高效能的語言能力，而節律

朗讀的語音訓練不只能訓練學生的語音，更希望活化教師的課室語音技巧，

提升教學效能。 

　  曾參與 2006 年美國哈佛大學在北京的師訓課程，內容包含“訓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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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理想教師＂與“朗讀訓練＂二單元，把培養教師朗讀能力作為師訓課程

標的之一。哈佛大學中文部主任馮勝利老師現身說法，親自示範如何帶領學

生朗讀，指導並培養教師朗讀能力，賦予教師語言生命力並且自然貼切表

達，這正是朗讀的精神所在。觀察哈北班的朗讀師訓課程，不只培養教師朗

讀示範能力，而且在“訓練自己成為理想教師＂單元的教學技巧上，處處融

入了朗讀技巧與精神，教師以飽滿精神，宏亮聲音，緊而不鬆的教學節奏，

來帶動學生大聲朗讀。課堂中充滿生動的語調、豐富情感的語言，讓學生集

中注意力，熱絡上課氣氛，更可以提升教學效能和學習成果。而學生接受朗

讀訓練的最高目標，就是要將朗讀的語言融入生活中；當教師將朗讀語言運

用在教學中，正是活用朗讀的最佳典範。教師的語言能力左右教學的信仰，

透過朗讀教學對於提高教師語言的效能是否有明確幫助，十分值得研究。 

四、設立網路教學平台 

　  網路教學平台設立，方便學生點閱，作課後的延伸學習；或提供有心學

習華語者，即使沒有好的語音教師也能有正確的示範；或教學者不諳節律朗

讀技巧，都能藉由網站上解說、範讀進行節律朗讀教學。推廣節律朗讀教學，

無遠弗屆的網路世界，是自學或教學的最佳資源，讓全球師生都受惠。 

五、各階段學生學習成效 

　  對初級班的初學者而言，除了基礎發音聲調教學外，如果對於進階語

調、語流也能進一步要求，讓學生在語流中真正穩定基礎語音，把發音教學

由字的“點＂、句的“線＂教學，提升到篇章朗讀“面＂的教學，成效如何？

對於中級班的學生又會有何成效呢？ 

　  節律朗讀是可學習的語音技巧，給自己學習機會就能提升口語語音能

力。達成節律朗讀教學目標，能同時提升第二語言語音、語義、語法的學習，

更能陶醉於華語語音的藝術魅力中！節律朗讀語音學習就像深埋的種子，需

要一段時間札根、發芽、生長，才能享受成果，讓師生一起在語音成長過程

中感受參與和進步的滿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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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十位華語儲備教師語音現象紀錄表(一) 

診斷項目 1 2 3 4 5 

1.聲母 a、o 帶鼻

音 

前後鼻音

不分 

字詞朗讀

語速慢，缺

點多 

 

前後鼻音

不分 

為完整發

音幾乎以

字斷句，忽

略雙音節

詞緊密性 

韻母發音

完整 

前後鼻音

分明 

語音清晰 

前後舌尖

音不分 

主要韻母

發音不全 

前後鼻音

不分 

有鼻音 

兒化問題 

舌面音成

舌尖音 

韻母前後

鼻音不分 

兒化問題 

2.韻母 

3.聲調 二、三聲不

分（二聲不

夠高、三聲

降調不足） 

一聲尾音

上揚  

二、三聲不

分（二聲不

夠高、三聲

升調不足）

三聲到位

聲調正確

 

二、三聲不

分（二聲不

夠高、三聲

降調不足） 

四聲未降

尾音亂飄 

二聲不夠

高 

三聲不全

4.語速 緊張喘氣

稍顯急促 

速度太慢

未唸完 

快慢適當 念太快而

不夠清楚 

慢而不合

自然口語 

未唸完 

5.斷句 有不當的

斷句 

以字斷句 

每字重音 

句子、語段

焦點不明 

偶有以詞

語斷句，語

氣不夠自

然流暢 

以詞斷句 

長句未處

理 

每字拉長

彷彿合成

音 

6.重音 中氣足，字

字重音，有

習慣於句

末尾音加

有焦點重

音 

四聲未降

形成不自

每字拉長

字字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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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感 

「的」刻意

拉長 

重 然語調 語速一致

而顯不出

焦點 

7.停頓 注意句讀

適當停頓 

句讀不明

對比焦點

未顯現 

焦點停頓 不當停頓

而不流暢 

每字拉長

形成太多

間斷 

8.節奏 欠缺 欠缺 單句處理

佳 

篇章處理

技巧可再

提升 

欠缺 長短快慢

不分，沒節

奏、沒重點 

9. 

句群分層 

欠缺 欠缺 欠缺 欠缺 欠缺 

10. 

語氣情感 

略有感情 語氣不夠

流暢 

未見感情 

融入情感 刻意語調

而感情不

夠自然   

沒感情轉

折也聽不

出語氣 

 

十位華語儲備教師語音現象紀錄表(二) 

診斷項目 6 7 8 9 10 

1.聲母 前、後舌尖

音不分 

複韻母動

程未到位 

韻母發音

不全而有

鼻音 

兒化問題 

前、後鼻音

不分 

兒化問題 

l、r 不分

鼻音、複韻

母動程不

到位 

語音不自

然的拉長 

中氣足 

a、o 主韻

母發音再

求完整，可

避免 a、o

不當鼻音 

2.韻母 

3.聲調 二、三聲不

分（二聲不

夠高、三聲

升調不足） 

二、三聲不

分（二聲不

夠高、三聲

降調不足）

二聲不夠

高；三聲降

調不足；四

聲亂揚；三

聲未變調 

二聲不夠

高；三聲降

調不足；一

聲、四聲偶

而會飄。 

四聲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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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語速 太快而沒

朗讀情味 

語速欠缺

變化 

適當 太慢未唸

完 

白話適當 

文言部分

太快些 

5.斷句 長句未做

貼切處理 

雙音詞每

字拉長 

句以詞斷 

長句未處

理 

長句未做

貼切處理

以詞斷句 

連成語也

陷入二字

一斷的規

律  

恰當 

6.重音 不明確 重音處理

不當 

語調一成

不變 

能置重音

但聲調不

穩，造成不

自然語調 

斷句瑣碎

阻礙語義

沒有焦點

重音 

能置焦點

重音 

7.停頓 不明 多而瑣碎 適當處理 多而瑣碎 停頓使焦

點凸顯 

8.節奏 欠缺 欠缺 欠缺 欠缺 區分句讀

停頓時值 

9.句群凸

顯 

欠缺 欠缺 欠缺 欠缺 凸顯主題

對比分明 

10 語氣情

感 

欠缺 以詞斷句

而不流暢 

略帶語氣 欠缺 語氣流暢 

情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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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受試者資料（由受試者自行填寫） 

T1 受試者資料 

代號 T1 
性別 女 
年齡 26 
國籍 泰國 

華語程度 高級 
口語能力 泰籍腔調是主要的語音問題 

學習中文態度 積極進取 
使用拼音符號 漢語拼音 

學習中文時間、地點 泰國大學四年、台灣國語中心一年、華語教學

研究所兩年 
學習中文使用教材 大學中文系、視聽華語 
學習中文的動機 返回泰國擔任華語教師 
學習中文的難點 

（自評） 
在泰國啟蒙，由泰國人教中文，母語發音習慣

的負遷移造成發音、聲調的問題，語音上有許

多積習難改的錯誤。 
 

J1 受試者資料 
代號 J1 
性別 女 
年齡 32 
國籍 日本 

華語程度 高級 
口語能力 聽讀寫沒問題，但對語音欠缺自信，不敢開口 

學習中文態度 想要積極糾正自己的語音 
使用拼音符號 漢語拼音 

學習中文時間、地點 大陸(一年) 臺灣(四年) 
學習中文使用教材 思想與社會 
學習中文的動機 對唐詩(中國文學品)有興趣。 
學習中文語音難點 

（自評） 
認為 u、an、ang、zh、ch、sh、r 音最難發。 
控制聲調也很難。(尤其是二、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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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語音的挫折感與最

想達成的境界是 
語音方面，從來沒有被別人稱讚過。所以一直

對自己的語音沒有自信。後來越來越不想講

話，引起了惡性循環。 
我想透過這次的語音練習，打破這樣的惡性循

環，找到說話的自信。 
 

 
 

J2 受試者資料 
代號 J2 
性別 女 
年齡 26 
國籍 日本 

華語程度 高級 
口語能力 佳 

學習中文態度 認真(尤其是口語方面) 
使用拼音符號 漢語拼音 

學習中文時間、地點 3 年(日本:大學) 
1 年(花蓮:慈濟大學語言中心) 
1 年(台北:華研所,高級華語) 

學習中文使用教材 曾經使用過的教材：舊版視聽華語第三冊、今

日台灣、思想與社會等 
學習中文的動機 在高中時，學一些唐詩，就迷上中國文學，因

此大學念中國文學系。 
（對中國文學與文化有興趣） 

學習中文語音難點 
（自評） 

送氣與不送氣的音。 
（未達送氣音標準） 

前鼻音和後鼻音的發音分別。 

學習語音的挫折感與最

想達成的境界是 
激動時聲調會不穩定。因此別人會聽不懂我的

表達。(尤其是生氣時) 
 

希望我的語調能傳達心中的喜怒哀樂。 

 
J3 受試者資料 

代號 J3 
性別 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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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 25 
國籍 日本 

華語程度 高級 
口語能力 能與人順利溝通 

學習中文態度 大學時代很積極，現在不太積極。 
使用拼音符號 漢語拼音 

學習中文時間、地點 日本四年，台灣一年 
學習中文使用教材 早稻田出版 
學習中文的動機 想與台灣朋友溝通 
學習中文語音難點 

 
an、ang 不分。zh、ch、sh。 

聲調二聲、三聲不分 

學習語音的挫折感與最

想達成的境界是 
來台後已經受到台灣國語影響了，因此不敢跟

大陸朋友講話了，因為語音的問題放棄了結交

大陸朋友。希望能說出標準的華語。 

 
K1 受試者資料 
代號 K1 
性別  男 
年齡 廿五歲 
國籍 大韓民國 
華語程度 高級 
口語能力 平常說話時尚可，一緊張就口吃 
學習中文態度 熱忱+輕鬆 
使用拼音符號 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皆用 
學習中文時間、地點 十年，韓國+居住四個月的北京。在台灣一年。 
學習中文使用教材 最近使用過『社會與思想』 
學習中文的動機 喜歡外語 
學習中文語音難點 
 

聲調念不準。不認識的字不斷的出現，詞彙不

足。 

學習語音的挫折感與最

想達成的境界是 
別人聽不懂或自己不知如何表達意思時，最為

挫折 
希望能說跟中國播音員一樣標準的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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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不同版本語音教學綱要 

普通語音學綱要（羅常培、王均，1957） 

普

通

語

音

學

綱

要 

語音基礎 語音分類 語音節律 

物理基礎─如何發聲 

聲音四要素：音高、音

勢、音長、音色 

元音分類 聲調 

調值 

調類 輔音分類 

生理基礎─發音器官

（呼吸器官、聲帶喉

頭、口腔鼻腔） 

語音結合 連音變化 

輕聲 

詞重音、句重音 

口氣語調 

節律 

語音課本綱要表 劉廣徽（1997）共二十課 

聲母 韻母 聲調 變調 節律 語調 

 單韻母 一、四聲 三聲變調 詞重音 高低升降 

 複韻母 三聲 一、不變調 句重音 平調 

 鼻韻母 二聲 「啊」的變

音 

意群 曲調 

 捲舌韻母 輕聲 兒化 停頓 基本語調 

輕鬆漢語正音課本綱要表 劉影編著（2003）北京語言大學出版，屬於中高

級漢語教材 

聲母 韻母 聲調 變調 語調 

送氣不送氣 單韻母 聲調基礎 一的變調 升調、降調 

清音、濁音 複韻母 聲調訓練 不的變調 重音 

捲舌音和平

舌音 

鼻韻母  三聲變調 停頓 

舌尖後、舌尖

前、舌面音 

鼻韻母的寬

複合、窄複合

 其他變調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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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擦音、邊音   輕聲  

鼻音、邊音   兒化音  

 

漢語普通話語音辨正綱要表 李明、石佩雯編（1986）北京語言大學出版 

聲母 韻母 聲調 變調  

不送氣、送氣 單韻母  一 重音 

清音、濁音 複韻母  不 停頓 

舌尖後音、前

音、舌面音 

鼻韻母   句調升降 

濁擦音、邊音     

擦音 f、h  輕聲 兒化音變  

 

　  總括語音教本教學內容音段教學包括聲母、韻母、聲調的發聲和細部分

辨，這是語音教學的基礎，也是台灣母語語音教學和華語語音教學主要內

容，佔多數語音課本篇幅的絕大比例！至於超音段語調、語氣、重音、停頓、

節律、句群等概念，在語音課本中，多只是點到為止，輕描淡寫，更是欠缺

具體的練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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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百字測試表（朱川，1997） 

波 白 杯 報 本 朋 表 票 不 夫 

法 怕 沒 門 忙 在 三 走 宿 坐 

詞 四 字 大 他 德 到 地 點 對 

哪 了 來 兩 你 裡 路 女 綠 提 

志 吃 這 產 中 襯 成 住 說 春 

是 日 少 上 受 人 生 睡 劇 全 

向 熊 七 小 先 進 經 學 去 群 

幾 家 介 九 見 關 光 快 哭 畫 

客 和 個 工 國 銀 迎 五 我 翁 

唉 二 一 也 要 有 用 為 晚 語 

 

附錄五 

聲調連音測試表 

一一 一四 四四 四一 一三 三一 四二 二四 

飛機 安靜 電視 互相 方法 好吃 複雜 程式 

參觀 幫助 放假 錄音 基本 簡單 進行 服務 

出發 方便 大概 健康 開始 演出 負責 結束 

春天 豐富 附近 麵包 操場 緊張 練習 決定 

一二 二一 四三 三四 二二 三二 二三 三三 

安排 離開 辦法 比較 從前 檢查 結果 表演 

非常 提高 電影 表示 集合 可能 沒有 領導 

家庭 時間 各種 反對 年級 旅行 游泳 所以 

公園 年輕 汽水 考試 明年 小時 而且 口語 

　 輕聲練習　 　 　 變調練習 

東西 覺得 有的 爸爸 一天 不錯   

姑娘 麻煩 怎麼 部分 一直 不但   

關係 名字 主意 大夫 一起 不用   

清楚 朋友 暖和 故事 一樣 不幸   

收拾 時候 晚上 客氣 一定 不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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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朗讀短文 

    許多受高深教育的華僑，都會要求他的子弟學中文、說國語，因為他的

眼光夠遠、眼界也夠寬。他知道一個人先要不忘本，才能有文化的自尊、有

獨立的人格；也才能在一個有種族歧視的社會，不卑不亢地奮鬥。  

    當做父母的人，每天要求子弟學中文，自己卻表現一副崇洋心態，夢想

變成藍眼睛時，他的孩子可能真用功嗎？ 當你自覺中華文化不如人的時

候，你在異國能挺的起胸嗎？只怕表面挺起了，骨子裡也是軟的。  

    無論你是用哪一種語文跟人溝通，如果你希望自己能站得穩、立得直，

不致從一開頭便在氣勢上輸人，就應該從小培養自己的文化自尊，且從心底

裡告訴自己：「我以中華文化為榮！」 

 

歌詞朗讀 

看我聽我 

看看我　 聽聽我　 我裝扮為了你 

我歌唱為了你　 朋友 

手牽手 走向我 我歡樂為了你 

我憂愁也為了你 

聽我唱　你也唱　 不要害羞 不要怕 

拍拍手　 微微笑　 你我都是好歌手 

看看我　 你不會忘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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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如果你是朝露，我願是那小草 ,  

如果你是那片雲，我願是那小雨 

終日與你相偎依，於是我將知道 , 

當我伴著你，守著你時，會是多麼綺麗。 

 

如果你是那海，我願是那沙灘 ,  

如果你是那陣煙，我願是那輕風 

永遠與你妳纏綿，於是我將知道 ,  

當我伴著你，守著你時，會是多麼甜蜜。 

恰似你的溫柔 

某年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的臉 

難以開口道再見 就讓一切走遠 

這不是件容易的事 我們卻都沒有哭泣 

讓它淡淡地來 讓他好好地去 到如今 

年復一年我不能停止懷念 懷念你 懷念從前 

但願那海風再起 只為那浪花的手 

恰似你的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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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1  

朗讀教學問卷 

題

號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不

知

道 

不

同

意 

一、基礎語音教學反應 

1 聲母朗讀教學對我的語音改進有幫助      

2 韻母朗讀教學對我的語音改進有幫助      

3 聲調朗讀教學對改正聲調有幫助      

4 注音教學對語音改進有幫助      

二、進階語音教學反應 

5 朗讀中我會加強重音，抓到重點      

6 朗讀讓我學習說話的語調      

7 朗讀中我可以理解語氣，注意態度      

8 朗讀教學讓我注意句群和語義關連      

9 朗讀讓我感覺得到聲音的情感      

三、朗讀對詞彙、句型、語法、語音的功效 

10 朗讀對記憶單詞有幫助      

11 朗讀讓我更了解句型結構      

12 朗讀讓我可以正確斷句      

13 朗讀教學後同學的語音都有明顯進步      

14 朗讀讓自己說話語音更清楚      

四、朗讀對聽說讀寫的功效 

15 朗讀對聽力改進有幫助      

16 朗讀讓我更願意開口說，對說話有幫助      

17 朗讀對閱讀理解有幫助      

18 朗讀對寫作有幫助      

19 朗讀對培養語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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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朗讀態度 

20 朗讀對上課氣氛、提振精神有幫助      

21 我下課後會拿課文朗讀      

22 我喜歡朗讀教學      

 

附錄七-2 

節律朗讀教學問卷統計 

題

號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不

知

道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A部分：請於朗讀教學前填寫 

1 我以前就喜歡朗讀       

2 我平日會主動拿詩文來朗讀      

3 課堂中我會帶領或要求學生朗讀課文      

4 我會在課堂語言中運用朗讀技巧      

5 以前就清楚朗讀技巧      

　 　 　 　 　 　 B 部分：請於教學後填寫 

一、基礎語音教學 

6 聲母朗讀教學對我的語音改進有幫助      

7 韻母朗讀教學對我的語音改進有幫助。      

8 四聲聲調哼調教學對我的聲調正確有幫助。      

二、進階語音教學 

9 朗讀教學後我會利用重音凸顯焦點      

10 朗讀教學讓我注意適當斷句與停頓      

11 朗讀教學讓我學習說話的語調      

12 朗讀教學中我可以體會語氣、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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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朗讀教學讓我注意句群和語義關連      

14 朗讀讓我感覺得到聲音的情感      

三、朗讀教學功效 

15 朗讀對閱讀理解的深度有幫助      

16 朗讀助益口語的理解      

17 朗讀教學對活化教師課室語言有幫助      

18 朗讀教學後，我更清楚並能夠運用語音技巧      

19 朗讀教學對語音學習有幫助      

20.朗讀教學後個人最大收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錄八 

泰國學生團有效樣本結構分佈表 

項目 屬性 人數 百分比(%) 總樣本數 

性別 男 6 40% 15 

女 9 60% 

年齡 20歲以上 2 13% 15 

15-20 歲 11 64% 

十五歲以下 2 13% 

學歷 大學生 1 7% 15 

中學 14 93% 

語言背景 主要語言泰語 14 93% 15 

主要語言印尼語 1 7％ 

中文程度 中高級 15  1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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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整理朗讀師訓課程問卷開放性問答： 

朗讀教學後個人最大收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內容分為兩類收錄：第一類是教師個人語音自我成長的收穫；第二類關於

指導學生的教學收穫 

朗讀師訓教學回饋整理表 

  性別、任教、年資 朗讀教學回饋 

一、關於教師語音成長 

1 男、中學、40 歲、10 聲音竟可以如此有感覺，自己會力求字正腔圓。

2 女、國中、16 平時就該注意咬字發音。 

3 女、國中、27 歲、4 對發音要注意的地方更清楚。 

4 女、國小、35 歲、12 勉勵自己說話時語音正確，變成習慣！ 

5 女、國小、42 歲、9 修正自己的語音 

6 女、國小、41 歲、15 了解聲調常犯的錯誤。 

7 女、？、34 歲、10 能感受文章所傳遞的情感，注意聲母、韻母念

法，語調技巧的運用方法！ 

8 女、國小、35 歲、12 口齒清晰、說話流利！ 

9 女、國小、28 歲、4 對自己的發音、語調技巧運用有很多收穫。講

解得非常清楚，指導與示範清晰。 

10 女、國中、29 歲、5 找出文章、句子的重點為何。 

11 女、國小、30 歲、9 輕重音表達，對語義重點凸顯的幫助 

12 男、國小、34 歲、9 語音抑揚頓挫很重要。 

13 女、國小、27 歲、4 了解朗讀的要素並不是只需要重視抑揚頓挫，

還要注意其他的細節。 

14 女、國小、34 歲、7 情感的運用。 

15 女、國小、28 歲、3 朗讀不再是專業的束縛，關於聲情學到很多。 

16 女、國小、41 歲、16 讓語言的表達更有情感！ 

17 女、國小、30 歲、7 語言是溝通的橋樑，語調、語氣、節奏快慢等

是強化的橋墩。 

18 女、國小、46 歲、18 強化語音及表達能力。 

19 女、高中、40 歲、 17 更明確表達語意和情感，可讓人更專注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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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淺顯易懂。 

20 女、國中、46 歲、18 了解朗讀發音及聲調的正確，對朗讀產生興趣

和自信。 

21 女、國小、？歲、10 自信、表達能力提升。 

22 男、國小、38 歲、12 更能融入文章情境。 

23 女、國小、40 歲、？ 引起內心的感動。 

24 女、國小、33 歲、8 欣賞並領會語言之美 

二、提升教師節律朗讀教學認知與能力 

25 女、國小、37 歲、9 提升對朗讀內涵的認識，原來它是這麼豐富！ 

26 女、國小、50 歲、18 讓我了解朗讀的技巧和方法！ 

27 女、國小、33 歲、4 學習了節律朗讀的技巧 

28 女、國小、32 歲、5 增進朗讀技巧。 

29 女、國小、29 歲、7 對朗讀有更清楚、仔細的了解。 

30 男、（其餘未填） 咬字變清楚了！獲得許多技巧、經驗，利於指

導學生。 

31 女、國小、46 歲、19 收穫很多，知道如何訓練學生。 

32 女、國中、29 歲、2 了解語音訓練內容包括音色、字音糾正、聲調、

斷句、 語氣等，讓朗讀融入課程。 

33 女、國小、39 歲、9 修正自己說話的語調、斷句，並知道如何教朗

讀。 

34 女、國中、36 歲 融入語文朗讀課程教學。 

35 女、國中、31 歲、6 知道如何指導學生參加競賽。 

36 女、國中、47 歲、14 較明白指導學生的方向！ 

37 男、國小、30 歲、4 若能學以致用，將受益於學生。 

38 男、國小、38 歲、7 知道朗讀注意事項，懂得如何教導學生。 

39 （未填寫） 希望能多來宜蘭指導中小學的教師們朗讀及演

說技巧。 

40 女、國中、29 歲、18 朗讀課文一直是我教學過程中，非常強調的部

分，也肯定這樣的方式對孩子學習有正向的成

長，謝謝老師的分享和示範教學，我會繼續努

力及耕耘，也希望自己有所表現。 

41 女、國小、5  運用於教學情境，提升孩子的學習樂趣。 

42 女、國小、？歲、？ 可以應用於課堂教學上。發覺出具有潛力的選

手。 

43 女、國小、40 歲、17 將看到孩子更樂意去讀書，能讀出趣味來，更

有感覺的去讀一篇文章。 

44 女、國小、40 歲、15 比較懂得如何於課堂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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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女、國小、43 歲、17 可以與學生共同成長，增進自己多接觸語文的

機會 

46 女、國小、33 歲、7 可以教導學生也增長見聞 

47 女、國小、31 歲、8 藉由教導學生增加自身朗讀的信心和訓練。 

48 女、國小、44 歲、6 教學相長，因教學時自己需先投入、練習，提

升能力！ 

49 男、國小、29 歲、5 受益良多 

50 女、國小、36 歲、8 獲益良多。 

51 （女，其餘未填） 老師是我語音訓練的大恩人！ 

52 女、國中、53 歲、12 半路轉進教學領域，從未參加朗讀研習，此次

一探究竟，眼界大開。期望能繼續適時開課。 

53 

 

女、國小、34 歲、11 老師的教學給予許多實質的收穫，希望以後能

傳授我們更多。 

附錄十 

受試者個人語流前後測試分析表 

K1 語流前後測試分析表 

K1 
 

前測 後測 

重音 每個字發音完整清楚，但聽不

出語義焦點 

凸顯焦點語義 

停頓 短句習慣分成兩段式；長句有

多處停頓 

韻律分層明確 

節奏 平穩、規律、沒有分句群 句群分組、呈現修辭 

語調 大小、強弱、快慢、高低一致 適當變化 

語氣 沒有表達情緒和態度 評論、說明、建議等語氣分明。

 

 

朗讀層次 前測 後測 

讀準語音 鼻音、半上 語音標準 

讀順語流 長句讀不順 語流順暢 

讀好韻律 欠缺韻律 焦點凸顯、句群節奏、語氣態

度、停頓得當 

讀出情感 文字未能和情感融合 文情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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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語流前後測試分析表 

T1 前測 後測 

重音 每個字氣足音長，反而聽不

出重點，應學習適當弱化語

音 

適當弱化，反而能凸顯真正的焦

點語義 

停頓 雖沒太多停頓，習慣在每個

詞尾拉長，過多規律的間斷 

韻律分層明確 

節奏 規律語音、沒有句群概念 句群分組、呈現修辭 

語調 欠缺變化 適當變化 

語氣 沒有情緒和態度 評論、說明、建議等語氣分明。

 

 

朗讀層次 前測 後測 

讀準語音 舌尖前、後音、舌面音太緊、

聲調不穩、四聲上揚 

語音標準 

讀順語流 讀出每個字 語流流暢 

讀好韻律 欠缺韻律 焦點凸顯、句群節奏、語氣態

度、停頓得當 

讀出情感 情感未與文字融合 文情合一 

 

J1 語流前後測試分析表 

J1 前測 後測 

重音 音拍問題，不能拉長語音 能凸顯焦點語義 

停頓 以字斷句或以詞斷句 能適當停頓 

節奏 努力將字句清楚唸出， 

　 沒有長短快慢區別 

尚未能掌控自如 

語調 未能運用聲音變化 有大小強弱變化 

語氣 無法感受感情態度 心力仍多在發音正確上， 

語流情感未能自然融入 

 

 

朗讀層次 前測 後測 

讀準語音 受母語負遷移，聲、韻、調

基礎發音要加強，語流中需

調整改變中，發音、聲調，有明

顯進步，但尚未自然。發現每次



附錄 

 191

要先穩定正確發音部位、方

法、口型、舌位習慣。並且

得先要求完整發音。 

錄音都能改正一些錯誤語音，還

在不斷進步中　  

讀順語流 瑣碎停頓，阻礙文義理解和

語流平順 

字音與字音間，已能連為一氣，

語流順暢很多。 

讀好韻律 語音以音拍呈現，點到字音

即止，無語流變化。 

能置重音，適當停頓。但受發音

牽絆，未能操作自如 

讀出情感 無法感受感情、態度 可感受朗讀的用心但情感尚未

與文字融為一體。 

 

J2 語流前後測試分析表  

J2 前測 後測 

重音 每個字音長短一致 對比重音明確 

停頓 句中有不當的停頓 有句群分層 

節奏 努力將字句清楚唸出， 

　 沒有長短快慢區別 

能注意句群和修辭 

語調 未能運用聲音變化 語流韻律變化，不斷進步中 

語氣 無法感受感情態度 有情意流露但語氣仍不明確 

 

 

朗讀層次 前測 後測 

讀準語音 ang、 an 不分，l、r不清；

送氣音不明。二聲不夠高、

四聲、三聲難降 

發音正確、聲調穩定 

讀順語流 讀出字音，聲音有點單薄 語流順暢 

讀好韻律 沒有呈現韻律 輕重、大小、長短有別 

讀出情感 無法感受感情、態度 用心朗讀但情感尚未與文字融

為一體。 

 

J3 語流前後測試分析表 

J3 前測 後測 

重音 語言沒有生氣精神，欠缺重

音 

凸顯焦點語義 

停頓 短句習慣分成兩段式；長句

有多處停頓 

韻律分層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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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 平淡無奇，沒有分句群 句群分組、呈現修辭 

語調 音量弱小低沈，沒有語調變

化 

能變化語調，尚未自然生動 

語氣 沒有情緒和態度 目前重音加強仍有些生硬 

 

 

朗讀層次 前測 後測 

讀準語音 舌尖前、後音、前後鼻音、

遺失介音、聲調不穩 

語音還未完全穩定 

讀順語流 平順，長句不能恰當斷句 語流流暢 

讀好韻律 欠缺精神、聲音低沈 有重音、有精神活力 

讀出情感 讀出字音，完全沒有語氣情

感 

未能結合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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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一 

節律朗讀評量表 

 
一、語音境界：1很差 2差 3可 4佳 5優 

1. 讀準語音　  1□2□3□4□5□ 

2. 讀順語流　  1□2□3□4□5□ 

3. 讀好韻律　  1□2□3□4□5□ 

4. 讀出情感　  1□2□3□4□5□ 

 

二、語流韻律：（若是不恰當、不自然的重音、節奏、語調、語氣請勾選無） 

1. 焦點重音：有□；無□ 

2. 適當停頓：有□；無□ 

3. 快慢節奏：有□；無□ 

4. 語調變化：有□；無□ 

5. 語氣態度：有□；無□ 

三、語言教學目標： 

1. 聽到 loud enough to be heard                                            

聽得清□尚可 □聽不清□ 

　  有精神□尚可 □沒生氣□ 

2. 聽懂 clear enough to be understood 　 　 　 　 　              

幫助理解文義□；尚可□；阻礙文義理解□ 

3. 動聽 pleasing enough to be enjoyable 　                          

語音技巧運用恰當□； 尚可 □ ； 平淡乏味□ 

4. 動心 expressing enough to be interesting                   

　  文情合一□； 尚可 □ ；沒有融入情感□ 

 

四、洋腔洋調：聽得出□；聽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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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二 

 

實驗成果評審的基本資料 

 

1. 評審老師代號 C1: 

a. 專長:中文教學、指導語文朗讀、詩歌朗誦    

b.教學年資:28 年 

 

2. 評審老師代號 C2: 

a. 專長: 中文教學、指導語文朗讀、演說               

b.教學年資:25 年 

 

3. 評審老師代號 C3: 

a. 專長: 中文教學、字音字形教學與評審              

b.教學年資:17 年 

 

4. 評審老師代號 C4: 

a. 專長: 中文教學、指導語文朗讀               

b.教學年資: 16 年 

 

5. 評審老師代號 C5: 

　 a. 專長: 中文教學、指導語文朗讀              

　 b.教學年資:20 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