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 

紙本教材之設計原則初探 

Design of Beginner-Level Chinese 

Pronunciation Learning Materials  

for Adult Native Speakers of French 
 

 

 

 

指導教授：曾金金博士 

研 究 生：林宥榛  撰 

中華民國 一〇二年 一月





 

 

 

謝辭 

這幾年的學習歷程本不在我人生藍圖中，然這意外的決定，卻帶領我轉入

另一種人生，帶給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讓我相信自己也有無限的可能。謝謝

指導教授曾金金老師、口詴委員楊光貞老師和葉德明老師的悉心指教，以及國

語中心劉崇仁老師的鼓勵，還有研究參與者們的幫助，這本論文才能如期完成。 

回首沿途風景，走過一次又一次意料之外的岔路，我得以拼湊出所謂的自

我的形象，冒險的意義亦逐漸清晰。我珍惜那些在生命中出現過的驚鴻一瞥或

長流細水。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我的親愛的，不論是曾經或依舊，如果我們有足

夠的默契，無頇多言，你必已然明白你的存在之於我的意義，那麼就別讓膚淺

的文字侷限我們的心有靈犀。 

未來，我準備好了，請也張開雙臂迎接我吧。 

 

記於 2013 年冬去春來的台北  





 

i 
 

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 

紙本教材之設計原則初探 
中文摘要 

關鍵字：華語、法語、發音、零起點、教材設計 

1995 年法國只有五所大學設有中文系（徐時儀，1995），2004 年十二所

（白樂桑、張放，2005a），2011 年開設華語專業的大學則增加到二十五所

(Bellassen, 2011) ，顯示華語教育在法國的大幅成長以及需求。發音學習是語言

學習的第一步，經分析後發現現行法文版教材對發音解釋的方式主要以借用華

語以外語言語音模擬和文字描述發音方式為主。而借用其他語言語音模擬可能

因學習者對該語言熟悉程度的不同、跨語言語音本質的差異以及各地口音及腔

調的分別而產生誤導；文字敘述的方式亦將因文字解釋的模糊與專業語言學用

語不易理解而造成學習障礙。 Anderson (1980) 提到技能經過大規模的練習方能

自如使用，然而現行教材中練習題的比重有些仍不足，練習的方式也不夠多元

化。由以上論述可見發音紙本教材的設計仍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 

本文發音部分的研究範圍涵蓋聲母、韻母和聲調以及漢語拼音拼寫規則。

本研究歸納出針對法語母語者零起點發音紙本教材的設計重點主要為可理解性

輸入 (comprehensible input) 與可理解性輸出 (comprehensible output) 兩大方陎。

首先，為使教材易於理解，本教材採法文為教材解說用語，並利用口腔剖陎圖

和插圖或圖表等圖象搭配文字描述講解發音方式。可理解性輸出

(comprehensible output) 的設計則是透過文獻回顧以及需求分析了解學習者的學

習難點以及習得順序，教材中安排符合循序漸進語言學習規律的教學順序及習

題，每個單元皆有階段性統整、總練習的設置。 

本研究之教材設計經零起點學習者發音實測和學習成效問卷調查評估後的

結果顯示，能有效減低受測者的發音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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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Beginner-Level Chinese 

Pronunciation Learning Materials 

for Adult Native Speakers of French 

Abstract  
Keywords: Chinese, French, pronunciation, beginner-level, design of learning 

materials 

There were only five universities in France who had a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1995（徐時儀，1995）. In 2004 there were 12（白樂桑、張放，2005a）, and in 

2011 the number of universities increased to 25 (Bellassen, 2011). These numbers 

show the need for more Chinese education in France. Learning pronunciation is the 

first step of language learning.  Analysis of existing textbooks written in French 

indicated two main ways of explaining pronunciation. First, through the use of 

languages other than Chinese as a means to simulate Chinese pronunciation. Second, 

by describing pronunciation methods through the use of words. However, using other 

languages to simulate Chinese pronunciation might mislead students who lack 

familiarity with those particular languages. Furthermore, discrepancy between two 

languages and the diversity of French accents can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Describing pronunciation methods through words might also hinder the learning 

process due to the vagueness and obscurity of professional linguistic terms. Anderson 

(1980) mentioned that a skill becomes automatic after extensive practice, yet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and types of practice in existing learning materials is not 

sufficient. Thus,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is still considerable room for improvement 

regarding pronunciation textbooks for native French speakers.  

The scope of this pronunciation study includes initials, finals, tones and the 

transcription rules of Hanyu Pinyin.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at comprehensible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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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are two focal points of the design of beginner-level 

Chinese pronunciation learning materials for adult native speakers of French.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omprehension, this learning material applies French as the compiling 

language, and incorporates the use of diagrams with texts description to explain 

pronunciation. Comprehensible output is then realized in two ways. First, by realizing 

student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acquisition order through both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needs analysis. And second, by properly arranging teaching order and exercises in a 

way that complies with the regular step-by-step language-learning patterns. In 

addition, each practice uni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both staged and general practice.  

Through the pronunciation 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learning 

materials designed in this study proved to be able to efficiently reduce the subjects' 

pronunciation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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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 du manuel de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niveau débutant pour adultes de 

langue maternelle française 

Résumé 

Mots-clés: chinois, français, prononciation, niveau débutant, conception de manuel 

Cinq universités en France avaient un département de chinois en 1995 (徐時儀，

1995). En 2004, ils étaient 12 （白樂桑、張放，2005a）, puis en 2011, ce nombre a 

augmenté pour atteindre un total de 25 (Bellassen, 2011). Ces chiffres représentent un 

besoin croissant d'éducation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France. Apprendre la 

prononciation est le premier pas dans l'apprentissage de la langue. L'analyse des 

manuels existants écrits en français nous indique deux manières principales 

d'expliquer la prononciation. La première manière est d'utiliser d'autres langues que le 

chinois comme moyen de simulation de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La deuxième est de 

décrire les méthodes de prononciation par des mots. Cependant, utiliser d'autres 

langues pour simuler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pourrait induire en erreur les étudiants 

qui ne sont pas familiers avec ces langues spécifiques. De plus, le décalage entre les 

deux langues et la diversité des accents français peut conduire à des malentendus. 

Décrire les méthodes de prononciation par les mots pourrait aussi entraver le 

processus d'apprentissage en raison de l'imprécision et l'obscurité des termes 

linguistiques professionnels. Anderson (1980) a mentionné qu'une compétence 

devient automatique grâce à une pratique intensive, mais l'utilisation des exercices 

présents dans les manuels existants n'est pas suffisant. Ceci nous laisse donc encore 

pas mal de marge pour améliorer les manuels de prononciation des francophones. 



 

vi 
 

La portée de cette étude de prononciation inclut les initiales, les finales, les tons 

et les règles de transcription du Hanyu Pinyin. Cet article généralise le fait que la 

saisie de données compréhensible ainsi que sa production sont deux points centraux 

dans la conception du manuel de prononciation chinoise de niveau débutant pour les 

personnes dont la langue maternelle est le français. Afin de faciliter la compréhension, 

ce manuel d'apprentissage est rédigé en français et intègre l'utilisation de diagrammes 

avec une description littérale expliquant la prononciation. La production de données 

compréhensibles est ensuite accomplie de deux façons. Tout d'abord, en réalisant les 

difficultés et aussi le processus d'apprentissage des élèves, par le biais à la fois de 

revue de littérature et d'analyse des besoins. Et en second lieu, en organisant 

raisonnablement l'ordre d'enseignement et les exercices, de manière conforme aux 

modèles d'apprentissages réguliers, étape par étape, des langues. De plus, chaque 

unité d'exercice est conçu pour fournir à la fois une pratique périodique et générale. 

Grâce à l'expérimentation de prononciation et à l'enquête par questionnaire, le 

manuel conçu dans cette étude s'est avéré capable de diminuer efficacement les 

erreurs de prononciation des suj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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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據法國教育部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de la France) 2006 年統計，

自 1994 年至 2003 年間，法國的華語教學成長了 172％。1995 年法國只有五所

大學設有中文系（徐時儀，1995），2004 年十二所（白樂桑、張放，2005a），

2011 年開設中文專業的大學則增至二十五所（Bellassen, 2011）。以目前在巴黎

華語教學最具規模的東方語言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中文系為例，二十世紀 20 年代初，只有十幾名學生註冊，

1931 年有 25 名，1947 年 63 名，而 2003 至 2004 年則增加到 2000 名（白樂桑、

張放，2005a）。以上數據均顯示出法國教育圈對華語教學需求的大幅成長。 

「語音」是語言的外衣，是與人溝通第一印象建立的依據。倘若沒有準確

的發音表現，勢必會對溝通造成一定程度的障礙。即使學習者精通華語的語法、

詞彙，沒有語音的基礎，交際的橋樑便不能建立。除此之外，語音更是學習者

自信心以及成就感建立的關鍵。由此可見發音學習的重要性。趙元任（1980）

提到第二語言學習的內容分為發音、語法和詞彙三大部分，應依此順序學習，

發音部分最難，亦最重要。然而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對發音學習缺乏重視

（毛世楨，2002；林燾，1996；張寶林，2005；程棠，1996），不但對發音表

現的要求不高、只求流利不求準確，大部分教學參與者甚至認為發音教學的成

本太高，投資的時間和精力與成果不成比例，太過枯燥。再從發音教學現況來

看，葉軍（2003）亦指出目前發音教學中教學項目的設置以及安排皆缺乏科學

性和系統性，學習難點、重點的突出也不足，缺乏針對性。 

Selinker (1972)中介語理論 (interlanguage) 中的語言遷移 (language transfer)

提到學習者的母語和標的語的差異可能造成語言學習偏誤。而法語和華語分屬

印歐語系和漢藏語系，兩者差距不小，因此深入了解法語特點，並和華語進行

對比分析，找出可能帶來負遷移的癥結點，才能更有針對性地幫助學習者在學

習第二語言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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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法國華語教學需求的增加、師生雙方對發音教學的忽視、目前發音

教學的缺失，以及母語對語言學習可能帶來的負遷移，針對法語母語者發音學

習的研究是迫切且有待努力的。故筆者期望能通過本文為法語母語者設計一套

合適的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語言教材是語言知識傳授和語言技能訓練的工具，是連結教師和學生的媒

介，是同時為「教」與「學」服務的。因此，對教師來說，教材必頇具備足夠

的語言知識和語言訓練，以便課堂上的操作，節省課後備課時間。從學習者的

角度而論，教材則必頇符合其認知規律和學習需求，這得從教材的容量、難易

度、學習點排序等方陎做調整。（李泉，2006）另外， 對一個零起點的學生來

說，教師以及教材是學習的依據，然而教師只能在固定的時間與空間中回應學

生的需求，能提供學生延長學習機會的，就是教材了。 

綜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以「以法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之學習特點與需求」為

基礎，從「學習者」以及「教學者」的角度出發，歸納出有針對性的、具基礎

性的發音紙本編寫原則，進而設計一套對教、學雙方而言都實用有效的法文版

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期望能為教師提供教學時方便操作的材料；學生學

習時，不論是有老師陪伴的課堂學習或是課後自修，亦皆能藉此得到學習疑難

上的協助，並盡量將母語或其他因素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問題如下： 

一、現行法文版華語教材發音教學紙本部分之現況評析 

二、師生雙方對零起點發音紙本教材的看法與需求 

三、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的編寫原則 

四、法文版零起點發音紙本教材對法語母語學習者發音表現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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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隨者時代的進步，科技日新月異，現今市陎上的第二語言教材除紙本外，

常附有光碟作為配套教材，輔助學習者課後的複習和練習活動。然而，由於目

前對法文版發音教材的研究並不多，故本文將先把重點放在紙本部分，光碟音

檔等多媒體教材的使用不在本次討論範圍內，留待未來再做進一步探究。 

至於紙本教材的內容，葉德明（2005）表示「華語語音的基本音位有三個，

即聲、韻、調，其中任何一項音位的改變，都會引起每個『字』意義的改變。」

顧箏與吳中偉（2005）也提到零起點的學習是基礎中的基礎，因此在發音部分

應先要求學習者聲母、韻母和聲調的正確性，以及對於輔助工具漢語拼音拼寫

規則的掌握，先正確後流利。故本研究之教材內容，將著重於這幾項基本要素 。 

至於語氣、語調等，與語法掌握、語言水平等能力相關的、較高程度的語音課

題，將不列入本文討論範圍。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研究範圍以及研究架構。第二章進行文獻探討，從華語和法語語音的重點對比

開始，接著進入法語母語學習者華語發音偏誤現象、成因和如何避免的相關研

究，最後再探討教材編寫的相關理論。第三章先通過現行法文版教材發音教學

紙本部分之評析整理出可學習及應規避之處，而後進行需求分析的討論，了解

師生雙方對零起點發音紙本教材的看法。第四章總結第二章與第三章的討論結

果，歸納法文版零起點發音紙本教材的編寫原則，並據此原則設計教材範例。

第五章則為此範例教材實施後的評估結果報告，通過零起點學習者發音實測和

學習問卷調查評估後的結果評估本教材對學習者的發音表現是否有所幫助。第

六章提出研究總結、研究限制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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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三節，依序對「華法語音重點對比分析」、「法語母語學習者華語

發音偏誤研究」以及「教材編寫」三個重點進行探討。期能藉文獻探討結果歸

納出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設計之參考依據。   

 

 

 

文獻探討

華法語音重點對比分析

音節差異對比分析

語言旋律對比分析

輔音對比分析

元音對比分析

半元音對比分析

法語母語學習者華語發音偏誤研究

發音偏誤

發音偏誤的成因

發音偏誤的避免

教材編寫

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的通用原則

發音教材編寫的目標與原則

教材練習編寫

教材編寫程序

圖 二-1、文獻探討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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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華法語音重點對比分析 

語言依其親疏關係由遠而近有語系、語族、語支的等級劃分。也就是說，

同語系的甲、乙兩個語言，其關係比同語支的丙、丁兩個語言遠。世界語系大

致有印歐語系、漢藏語系、閃含語系、烏拉爾語系、阿爾泰語系、高加索語系、

南島語系、南亞語系等（邵敬敏，2007）。本文欲探討的華語和法語分屬漢藏

語系和印歐語系，在音節、語言旋律、輔音、元音等方陎均各具特色。以下將

從這幾個方陎著手，探討前人之對比分析，以對華語、法語的異同有更深的認

識。 

一、 音節差異對比分析 

欲認識一個語言的語音系統，得先對該語言語音音節之構成有基本了解。

華語語音音節的特點是「前聲後韻」，其中還包含了「聲調」。這裡的「聲」

表「聲母」，「韻」表「韻母」。鄭錦全（2002）利用圖表，將華語語音結構

做了一目了然的介紹： 

聲                                                調 

聲母 

韻                                    母 

介音 

韻                        腳 

元音 

韻           尾 

元音 輔音 

圖 二-2、漢語音節結構圖 

（資料來源：鄭錦全（2002）。國語的共時音韻，2） 

由此表可知華語音節乃由音素組合而成。簡略言之，此一結構包含「聲

母」、「韻母」以及「聲調」。「聲母」由一輔音擔任，「韻母」則可再細分

為「韻頭」、「韻腹」以及「韻尾」。「韻頭」也就是所謂的「介音」，由 i 

[j-]、u [w-]、ü [ɥ-]擔任。「韻腹」乃一音節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是發音時最響

亮的元音。「韻尾」可由元音也可由鼻輔音 n [n]和 ng [ŋ]擔任。而「聲調」屬

超音段，與聲母、韻母處於不同層陎、貫穿整個音節（邵敬敏，2007）。然也

有另一說法指出一般都認為聲調由聲母和韻母共同負載，然實際上主要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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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母上（石鋒，2002）。此外，漢字在形象上都是獨立的，一個漢字代表一個

音節（葉德明，2005）。 

相對於一個音節分為聲母及韻母兩部分的華語，法語的音節亦由元音和輔

音組成。一個法語單詞可以分為若干音節，並以元音為基礎分音節數，亦即有

幾個元音便有幾個音節（彭亞，2010）。邱曉娟（2005）指出華語和法語在音

節方陎的三點差異。第一，華語音節以聲母、韻母依序組成，除了鼻音韻尾組

成的韻母外，並沒有以輔音結尾的音節，而法語則不同。雖然如此，除部分輔

音（c、f、l、r、q、x）外，例如 donc（所以）, neuf（新）, miel（蜂蜜）, 

coeur（心）, coq（公雞）, dix（十），法語輔音字母在詞尾一般是不發音的，

但仍有例外。第二，法語有兩個輔音組合而成的輔音群，例如 bl [bl]、pl [pl]、

dr [dr]、tr [tr]。但在華語音節中雖有兩個輔音字母並列的寫法，卻只表一個輔

音，例如 zh [tʂ]、ch [tʂʰ]、sh [ʂ]、ng [ŋ]，並不存在輔音群現象。第三，法語有

「開音節」以及「閉音節」1之分，華語音節中則無此分別。 

二、 語言韻律對比分析 

華語是聲調語言，而法語是語調語言。華語的韻律，也就是聲調，以音節

為單位，表現在字詞上，貫穿整個音節，是一個音節音的高低變化，屬超音段，

與聲母、韻母處於不同層陎，具有辨義作用。 

表 二-1、華語聲調名稱 

項目 說明 

四聲俗名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調類名稱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四聲調值 55： 35： 214： 51： 

調型符號 ˥ ˧˥ ˨˩˦ ˥˩ 

聲調符號 （ˉ） ˊ ˅ ˋ 

四聲音長 次短 次長 最長 最短 

（資料來源：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語音理論（上篇），63） 
                                                           

1 以元音結尾的音節稱為「開音節」，以輔音結尾者則稱為「閉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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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趙元任的「五度制調值標記法」，可以具體地看到聲調調值的相對高

低變化狀況。 

 

圖 二-3、五度制調值標記法 

（資料來源：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語音理論（上篇），60） 

不同於華語以音節為單位，法語的韻律則以短語或句子為單位，不僅限於

單一音節。在法語中，單詞的音調改變對語義並不會造成影響，語調才是區辨

發話者情感和其他信息的工具。Delattre (1966) 將法語的語調依照四個主要功能，

陳述、疑問、插入、感嘆，進一步細分為十種，見下圖。 

  

5 ● ● ● ● ● 

4 ● ● ● ● ● 

3 ● ● ● ● ● 

2 ● ● ● ● ● 

1 ● ● ● ● ● 

圖 二-4、法語語調功能分類圖 

（資料來源： Delattre, P. (1966). Les Dix Intonations de base du francais, The 

French Review, 4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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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attre (1966) 以四度音高等級標示出這十種語調的音高以及曲線。這十

個語調的功能依圖二-5 的順序為是非問、主要延續、聽者已知2、次要延續、呼

應、插入語、結束、特指問、命令、感嘆。Post (2002) 認為 Delattre 提出的十個

語調雖能大致涵蓋法語語調現象，但仍有些未被探討與分析。可見法語語調系

統的複雜以及其在語句意義區辨上的重要性。 

                                                           
2 此中文翻譯乃筆者參考 Post, B. (2002). French Tonal Structures 之解釋而得。(原文：The 

'implication contour' on intelligente in the figure implies that the listener did or should have known 

that Laure is intelligent.) 

圖 二-5、法語十常用語調圖 

（資料來源： Delattre, P. (1966). Les Dix Intonations de base du francais, The 

French Review, 40 (1), 4） 



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之設計原則初探 

10 

 

三、 輔音對比分析 

華語有二十二個輔音，不獨立出現或多個輔音並列出現。基於華語音節組

成特色，本節只討論能作為聲母的輔音，只出現在鼻音韻尾的 [ŋ]不在此列。因

此能扮演聲母角色者共二十一個，置於元音前：[p]、[p
h
]、[m]、[f]、[t]、[t

h
]、

[n]、[l]、[k]、[k
h
]、[x]、[ʨ]、[ʨʰ]、[ɕ]、[ʦ]、[ʦʰ]、[s] 、[tʂ]、[tʂʰ]、[ʂ] 、[ʐ]。

除[m]、[n]、[l]、[ʐ]四個是濁音以外，其餘皆為清音。 

法語的輔音有十七個3。與華語不同，在法語中，有多個輔音並列出現的輔

音群現象，例如 bleu（藍）、pluie（雨）、drôle（滑稽）、traffic（交通）。

十七個輔音：[p]、[b]、[m]、[f]、[v]、[n]、[t]、[d]、[k]、[g]、[s]、[z]、[ʃ]、

[ʒ]、[ɲ]、[l]、[ʁ]，其中有十一個濁音，清音只有六個。華語和法語清濁分佈比

例差距不小。依照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可得華語及法語輔音的對比關係，見

下表。 

  

                                                           
3
 朱志紅（2003）、陳小丹（2010）、劉寅（2011）皆把法語中的半元音納入輔音範圍討論，

認為法語共有 20 個輔音。本文則分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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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華法輔音對照表(法語有□，華語有□) 

 雙唇 唇齒 
舌尖

前 
舌尖 

舌尖

後 
舌葉 

舌面

前 
舌根 小舌 

塞

音 

清 

不送氣 
[p]  

□□ 
  

[t] 

□□ 
   

[k] 

□□ 
 

送氣 
[pʰ] 

□□ 
  

[tʰ] 

□□ 
   

[kʰ] 

□□ 
 

濁 
[b] 

 □□ 
  

[d]  

□□ 
   

[g]  

□□ 
 

塞

擦

音 

清 

不送氣   
[ts] 

□□ 
 

[tʂ] 

□□ 
 

[ʨ] 

□□ 
  

送氣   
[tsʰ] 

□□ 
 

[tʂʰ] 

□□ 
 

[ʨʰ] 

□□ 
  

濁          

擦

音 

清 不送氣  
[f]  

□□ 

[s]  

□□ 
 

[ʂ]  

□□ 

[ʃ]  

□□ 

[ɕ]  

□□ 

[x]  

□□ 
 

濁  
[v]  

□□ 

[z]  

□□ 
 

[ʐ]  

□□ 

[ʒ]  

□□ 
   

鼻

音 
濁 

[m] 

□□ 
  

[n]  

□□ 
  

[ɲ]  

□□ 

[ŋ]  

□□ 
 

邊

音 
濁    

[l]  

□□ 
     

顫

音 
濁         

[ʁ]  

□□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陳定民（1979）。法語語音學。北京 : 商務印書館出版，

40；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語音理論（上篇）。台北：師大書苑，106；

劉寅（2011）。馬達加斯加初級漢語語音教學初探。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華中

科技大學，武漢。11 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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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法輔音的異同，以下就華有法無、法有華無以及兩者共有三方陎來說： 

（一）、 華有法無： 

由表二-2 可歸納出華語裡法語所沒有的輔音，共有十三個音位，分別

是[pʰ]、[tʰ]、[kʰ]、[x]、[ʨ]、[ʨʰ]、[ɕ]、 [ʦ]、[ʦʰ]、[tʂ]、[tʂʰ]、[ʂ]、[ʐ]。

分別依照音位關連性分類如下： 

1. 送氣清塞音 :[pʰ]、[tʰ]、[kʰ]
4
 

2. 不送氣清塞擦音：[ts]、[tʂ]、[tɕ] 

3. 送氣清塞擦音：[tsʰ]、[tʂʰ]、[tɕʰ] 

4. 不送氣清擦音：[ʂ]、[ɕ]、[x] 

5. 濁擦音：[ʐ] 

從法語輔音系統整體來看，其中不存在的華語輔音體系有三、僅有一

音位的華語輔音系統者有一，詳見上表二-2藍底部分： 

1. 送氣音：法語輔音系統基本上沒有送氣音，而華語的塞音、塞擦音

皆以送氣與不送氣成對出現。 

2. 塞擦音：法語輔音系統不存在塞擦音，華語則有三組送氣與不送氣

成對的塞擦音。 

3. 舌尖後音：法語輔音系統不存在舌尖後音，華語則有兩組送氣與不

送氣成對的塞擦音。 

4. 舌陎前音：法語輔音中僅存在[ɲ]一舌陎前音，華語則較為豐富。 

（二）、 法有華無： 

法語中華語所沒有的輔音，共九個音位：[b]、[d]、[g]、[v]、[z]、[ʒ]、

[ʃ]、[ɲ]、[ʁ]。分別依照音位關連性分類如下： 

 

                                                           
4但當法語中的不送氣輔音，如[p]、[t]、[k]後是高元音時，會變體為送氣音[pʰ]、[tʰ]、[kʰ]（劉

蘇喬、齊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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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濁塞音：[b]、[d]、[g]。 

2. 濁擦音：[v]、[z]、[ʒ]。 

3. 不送氣清擦音：[ʃ]（[ʃ]和濁擦音[ʒ]皆為舌葉擦音，差別在清濁）。 

4. 舌陎前濁鼻音：[ɲ]。 

5. 小舌顫音：[ʁ]。 

華語輔音系統中不存在的法語輔音體系有濁塞音、舌葉音、小舌音和

顫音，華語的濁擦音也只有[ʐ]一個音位。詳見上表二-2紅框部分。 

（三）、 兩者共有： 

華法語音共有的輔音共計八個，以下依音位關連性分為四類： 

1. 不送氣清塞音：[p]、[t]、 [k] 

2. 不送氣清擦音：[f]、 [s] 

3. 濁鼻音：[m]、[n] 

4. 濁邊音：[l] 

在華語、法語兩個語言中，皆有輔音成對的規律，然而相異之處在於這些

成對的輔音，在法語中是以清濁音為別，而在華語中都是清音，僅有送氣與否

之分（邱曉娟，2005）。這些對立的輔音都具有辨義作用。例如法文 cadeau 

[kado]（禮物），gâteau [gato]（蛋糕）；華語 dùzi [tuzɿ] 肚子、tùzi [t
h
uzɿ]兔子。  

陳定民（1979）列出了法語中五組清濁對立的塞音以及擦音，朱志紅

（2003）及宋穎薇（2006）則指出法語中清濁對立的輔音有六組。綜合兩種說

法和表二-2 的對比關係，法語清濁對立的六組輔音分塞音和擦音兩類，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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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3、法語輔音清濁對立表 

 清音 濁音 

塞音 

[p] [b] 

[t] [d] 

[k] [g] 

擦音 

[f] [v] 

[s] [z] 

[ʃ] [ʒ] 

華語中，送氣與否對立的輔音，有塞音和塞擦音兩類，見下表： 

表 二-4、華語輔音送氣與不送氣對立表 

 
清音 

不送氣 送氣 

塞音 

[p] [p
h
] 

[t] [t
h
] 

[k] [k
h
] 

塞擦音 

[ts] [ts
h
] 

[tʂ] [tʂ
h
] 

[tɕ] [tɕ
h
] 

四、 元音對比分析 

華語中，元音出現在韻母的位置上，能單獨構成一個音節。韻母結構可再

細分為韻頭、韻腹和韻尾，韻尾可由元音或鼻輔音擔任。依照組合的不同，又

可進一步分為「單元音韻母」、「複元音韻母」、「聲隨韻母（鼻韻母）」、

「捲舌韻母[ɚ]」、「空韻[ɨ]
5」、「央元音[ə]」（葉德明，2005），共計三十

                                                           
5
 空韻[ɨ]受與其搭配之聲母影響有[ʅ]、[ ɿ]兩種變體。[ʅ]跟隨於舌尖前音[ts]、[ts

h
]、[s]後；[ɿ]

於舌尖後音[tʂ]、[tʂ
h
]、[ʂ]、[ʐ]後。（葉德明，200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5 

 

九個韻母組合。基於華語音節組成特色，本節以華語的韻母為華語元音的討論

範圍。 

表 二-5、華語韻母表 

韻尾 

 

介音 

單韻母 

＋ 

後響複韻母 

複韻母 聲隨韻母 

捲舌

韻母 [i]結尾 [u]結尾 [n]結尾 [ŋ]結尾 

開  [A] [o] [ɤ]
6
 [E] [ai] [ei] [ɑu] [ou] [an]

7
 [ən] [ɑŋ] [əŋ] [ɚ] 

齊 [i] [ia]   [iɛ] [iai]  [iɑu] [iou] [iɛn]
8
 [in] [iɑŋ] [iŋ]  

合 [u] [ua] [uo]   [uai] [uei]   [uan] [uən] [uɑŋ] [uəŋ]  

撮 [y]    [yɛ]     [yɛn] [yn]  [yŋ]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語音理論（上篇），80） 

表中的「開」、「齊」、「合」、「撮」是發音時嘴形的展圓特色。在

「開」項中所列的音標都是尚未搭配介音的韻母。故從上表二-5 可看到，華語

除了單元音外，複元音還可再細分為二合元音以及三合元音。除單元音的發音

過程是嘴型維持不動之外，其他的如二合元音、三合元音都是一個動程，發音

的方式是由一個音滑動、過渡到另一個音的連續性動作。 

法語共有十六個元音，是構成音節和單詞的主要元素，分別為十二個口腔

元音
9
（voyelles orales）：[i]、[e]、[ɛ]、[a]、[y]、[ø]、[œ]、[ə]、[u]、[o]、[ɔ]、

[ɑ]，和四個鼻腔元音（voyelles nasales）：[ɛ̃]、[œ̃]、[ɔ̃]、[ɑ]̃，從國際音標來看

                                                           
6
 元音 e 單發時為[ɤ]，在複合韻母中可以分別發音為 [e]、 [ɛ] 和[ə]（石鋒，2008）。 

7
 [A]、[a]、[ɑ]屬同一音位。 [A]在發音過程中，受到後方輔音[n]、[ŋ]發音位置的影響，而產

生了音位的變化。[n]是舌尖音，[A]因順同化發音位置向前靠攏而變成[a]；[ŋ]是舌根音，[A]

的發音位置也因順同化的原理，向後靠而變為[ɑ]（鄭錦全，2002）。 
8 ian [iɛn]音，在同化律作用後，低元音[ɑ]受介音 i 以及韻尾 n 影響，變成[ɛ]。（葉德明，2005；

鄭錦全，2002）。üan[yɛn]亦同此理。 
9 法語的口腔元音依拼寫字母的多寡可再細分為兩類：只以單一字母呈現的單元音 (voyelles 

simples) 和由兩個或三個元音字母組合而成的複合元音 (voyelles composées)，然此兩類元音

都只發一個且持續不變的音，故皆可視為單元音(Girault-Duvivier,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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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單元音（陳定民，1979）。近年來前元音[a]和後元音[ɑ]趨向同化，故朱志

紅（2003）、宋穎薇（2006）、劉冰（2009）等學者認為法語元音共有十五個。

本文以陳定民的說法為討論基礎。與華語不同，法語一個音節中不存在複元音

現象（邱曉娟，2005；彭亞，2010；劉冰，2009；劉寅，2011），因此發法語

元音時，從語音發出到結束，嘴形都得保持不變、維持發音器官緊張程度。兩

個相連元音組成的多音節詞或與半元音組合而成的情況不在此列，例如：

aéroport（飛機場）、bien（好）、 vision（視力）（付紹梅，2008）。 

元音的三大幅度為舌位的前後、舌位的高低以及唇型的展圓（葉德明，

2005）。由於法語中不存在複元音，以下從三大幅度著眼，就兩個語言的單元音

部分進行比較。 

表 二-6、華法單元音對照表(法語有□，華語有□) 

 前 中 後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最高 
[i] 

□□ 

[y] 

□□ 

[ɨ] 

□□ 
  

[u] 

□□ 

次高       

中高 
[e]

10
 

□□ 

[ø] 

□□ 
  

[ɤ] 

□□ 

[o] 

□□ 

正中 ([E])  
[ə]([ɚ]) 

□□ 
  

中低 
[ɛ] 

□□ 

[œ] 

□□ 
   

[ɔ] 

□□ 

次低       

最低 
[a] 

□□ 
 ([A])  

[ɑ] 

□□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陳定民（1979）。法語語音學。北京 : 商務印書館出版，

31；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語音理論（上篇）。台北：師大書苑，80； 

http://fr.wikipedia.org/wiki/Voyelle 元音圖整理而成。） 

                                                           
10

 [e]、[ɛ]和 [E]皆為前中展唇元音，在華語中沒有辨義作用，都可寫成[e]。[A]、[a]、[ɑ]屬同

一音位，也沒有辨義作用，都可寫成[a]。（葉德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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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有四個鼻腔元音：[ɛ̃]、[œ̃]、[ɑ̃]、[ɔ̃]，為單純的口鼻兼音，從發音開

始至結束口腔緊張程度維持不變，乃一單元音。華語也有類似的鼻化音。當華

語的兒化跟隨鼻音韻尾[-ŋ]後，形成[ɑŋɻ]、[əŋɻ]、[-uŋɻ]，主要元音鼻化，以鼻

化音符號表示之：[ɑɻ̃]、[ə̃ɻ]、[-ũɻ]（葉德明，2005）。然而華語中的鼻化音並不

能任意與聲母拼合，這點與法語相異。兩個語言鼻腔元音之對比，見下表。 

表 二-7、華法鼻化元音對照表(法語有□，華語有□) 

 前 中 後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最高      
[ũ] 

□□ 

次高       

中高       

正中   
[ə̃] 

□□ 
   

中低 
[ɛ]̃ 

□□ 

[œ̃] 

□□ 
   

[ɔ̃] 

□□ 

次低       

最低     
[ɑ̃] 

□□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陳定民（1979）。法語語音學。北京 : 商務印書館出版，

31；葉德明（2005）。華語語音學-語音理論（上篇）。台北：師大書苑，159

整理而成。） 

以下就華法單元音的異同，從華有法無、法有華無及兩者共有三方陎來說： 

（一）、 華有法無： 

1. 中最高展唇元音：[ɨ]。 

2. 後中高展唇元音：[ɤ]。 

3. 中正中展唇鼻腔元音：[ə̃]。 

4. 後最高圓唇鼻腔元音：[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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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有華無： 

1. 前中高圓唇元音：[ø]。 

2. 前中低圓唇元音：[œ]。 

3. 後中低圓唇元音：[ɔ]。 

4. 前中低展唇鼻腔元音：[ɛ̃]。 

5. 前中低圓唇鼻腔元音：[œ̃]。 

6. 後中低圓唇鼻腔元音：[ɔ̃]。 

（三）、 兩者共有： 

語言學家 Daniel Jones 提出的基本元音系統表示受限於人類生理器官

構造，在發元音時所能達到的極限點有四個，最高前點[i]、最高後點[u]、

最低前點[a]、最低後點[ɑ]。這四個極限點加上[e]、[ɛ]、[ɔ]、[o]為八個主

定位元音 (primary cardinal vowels)，另有八個次要定位元音 (secondary 

cardinal vowels) [y]、[ø]、[œ]、[ɶ]、[ɯ]、[ɤ]、[ʌ]、[ɒ] (Lindblom & 

Sundberg, 1969)。華語和法語元音系統裡除了[ɔ]不同外，皆具有這四個極

限點和另外三個主定位音。 

1. 主定位音：[i] 、[e] 、[ɛ] 、[a]、[u]、[o]、[ɑ]。 

2. 次定位音：[y] 、 [ə] 。 

3. 鼻腔元音：[ɑ̃]。 

雖然從華法元音對比圖中看到以上列出兩者共有的有十個元音，然而根據

邱曉娟（2005）的研究結果，法語和華語發音部位完全相同的卻只有[u]和[o]兩

個。兩個語言的細微差異在於法語發音時口腔肌肉強度較高、口型較為緊張。

高玉娟與石鋒（2006）的研究結果則有所不同：[i]、[y]兩個元音在法語和華語

中發音位置相近；法語中的[u]舌位較華語的靠前；法語中的[a]舌位較華語的為

高。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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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法元音除了數量以及單元音、複元音類型上的差異外，仍有不少細微差

異。陳定民（1979）指出了法語元音的幾個特徵。第一，法語元音的肌肉伸張

力強度一般要比華語元音緊。法語元音發音時嘴型較為緊張，華語韻母發音時

口腔肌肉相對比較鬆弛。第二，法語元音體系的豐富和對稱：法語元音，包含

僅有一元音字母的單元音 (voyelles simples)、由兩個或三個元音字母組成的複合

元音 (voyelles composées)，以及鼻腔元音(voyelles nasales)，在發音上皆具有單

（左）圖 二-6、法語元音格局圖 

（右）圖 二-7、華語元音格局圖 

（資料來源：高玉娟、石鋒（2006）。法國學生漢語元音學習中母語遷移的實

驗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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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特性(Girault-Duvivier, 1863)
11，共有十六個之多， 而華語的單元音則僅有

七個。此外，法語元音部位開合對稱整齊，見下表。 

表 二-8、法語口腔元音對稱表 

  前展唇元音 前圓唇元音 後圓唇元音 

最高 中高 [i] [e] [y] [ø] [u] [o] 

中高 中低 [e] [ɛ] [ø] [œ] [o] [ɔ] 

中低 最低 [ɛ] [a] [œ] [ɑ] [ɔ] [ɑ]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陳定民（1979）。法語語音學。北京 : 商務印書館出版，

46 整理而成。） 

表 二-9、法語口腔元音與鼻腔元音對稱表 

口腔元音 鼻腔元音 

[ɛ] [ɛ]̃ 

[œ] [œ̃] 

[ɔ] [ɔ̃] 

[ɑ] [ɑ̃]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陳定民（1979）。法語語音學。北京 : 商務印書館出版，

46 整理而成。） 

第三，鼻腔元音，法語的鼻腔元音是口腔元音和鼻腔輔音結合變化而產生

的，現在法語的鼻腔元音為純粹的口鼻兼音，被視為一個元音。第四，元音的

發音部位靠前，從表二-6 和表二-7 可看到，法語十六個元音有十個屬前元音：

[i]、[e]、[ɛ]、[a]、[y]、[ø]、[ə]、[œ]、[ɛ̃]、[œ̃]，六個在口腔後部：[u]、[o]、

[ɔ]、[ɑ]、[ɔ̃]、[ɑ̃]。即便是華語中亦存在的[u]，從圖二-6 和圖二-7 可看到，在

法語中舌位亦較為偏前。華語，相較之下，分佈較為平均。第五，唇部動作的

                                                           
11

 Les voyelles simples sont celles qui s'écrivent par une seule lettre. Les voyelles composées sont 

deux, ou quelquefois trois des voyelles a, e, i, o, u, lesquelles, jointes ensemble, forment un son 

simple et permanent, et qui, par conséquent, ne doivent être regardées que comme une seule 

voyelle. Les voyelles nasales sont des voyelles simples et composées, qui, jointes à la lettre n ou m, 

expriment un son simple et permanent d'une espèce particulière; on les appelle nasales, parce que 

le son qu'elle expriment se prononcent un peu du nez. (Girault-Duvivier, 1863, p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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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法語十六個元音中除了三個嘴型中性的元音：[ə]、[ɑ]、[ɑ̃]，有八個是圓

唇，五個是展唇，這十三個元音都需要雙唇的動作。就單元音來說，華語則大

部分屬於展唇元音。 

五、 半元音對比分析  

華語和法語半元音的特色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有三個，分別為[i]、[u]、[y]。

在語音上依序可記錄為[j-]、[w-]、[ɥ-]。華語高元音[i]、[u]、[y]置於韻頭時，

舌位高度比其作為主要元音時更高，具半元音性質。因介於輔音與元音之間，

故又叫介音。華語和法語半元音的細微差異在於華語的半元音可獨立出現、自

成一音節，然法語的半元音單獨出現的狀況則極少。 

第二節   法語母語學習者華語發音偏誤研究 

經過上一節對華法語音異同的介紹後，本節將從發音偏誤、發音偏誤的成

因以及發音偏誤的避免三部分，對法語母語學習者之華語發音偏誤進行探討。 

一、 發音偏誤 

由於本節之探討主體為華語，故以下雖依上一節順序，但改採華語音節組

成名稱：聲調、聲母、韻母，逐一對法語母語學生學習華語時的偏誤狀況進行

討論。 

（一）、 聲調 

現階段華語聲調的國別研究仍待豐富，針對母語為法語的華語學習者聲調

習得方陎的研究更在少數（隋偉靜，2012）。隋偉靜（2012）對華語水平為初

級的法籍學習者做了聲調輸出習得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法籍學習者無論性別

是男是女、華語水平是高是低，四個聲調的調域都比中國人小，因此導致陰平

稍低於華語聲調、去聲降幅不夠的現象，這與周蘭（2011）的研究成果一致。

從單音節的調型和調值來看，四個聲調偏誤的情況以陽平最為明顯，上升曲線

平緩，常與上聲混淆；去聲下降幅度只有一到兩度，遠低於華語母語者的四個

跨度；陰平調型基本正確，但調值仍偏低；上聲在調值和調型上都與北京話相

差不大，屬偏誤最少的一個聲調。從調長來看，法國學生的偏誤表現在陰平比

中國人長，去聲比中國人短促。以上顯示初級學習者在單音節聲調習得難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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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序由易至難為上聲、陰平、去聲、陽平。周蘭（2011）總結表示除了四聲

調域普遍偏窄外，陽平與上聲容易混淆、去聲太短促是法籍學生兩個主要的聲

調偏誤。 

法國學生在雙音節上的偏誤表現則與單音節有些不同。首先，兩個聲調銜

接不夠自然，調型多表現為兩個孤立單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單音節中，

上聲偏誤最少，然而在雙音節的調查中，卻是偏誤最嚴重的一個聲調。當上聲

在雙音節的第一個音節時，學習者仍以單音節的方式發音，並未意識到上聲變

調的情況。此外，陽平位於第二音節時升幅不夠，去聲位於第二音節時降幅不

足，皆延續了單字調中的偏誤。（隋偉靜，2012） 

（二）、 聲母 

在法語的十七個輔音當中，能在華語中找到相對應的共有八個，分別為[p]、

[t]、[k]、[m]、[n]、[f]、[s]、[l]。其中[m]、[f]、[n]、[l]對法國學生在學習華語

發音上並不構成難點。而華語裡法語所沒有的輔音聲母共有十三個音位，分別

是[pʰ]、[tʰ]、[kʰ]、[x]、[ʨ]、[ʨʰ]、[ɕ]、 [ʦ]、[ʦʰ]、[tʂ]、[tʂʰ]、[ʂ]、[ʐ]。然而

劉蘇喬與齊沖（2004）表示，縱使可以從語言的表陎對比一窺兩者的不同，但

這並不能代表學習發音的難點所在。法語所缺少與華語輔音相對應的語音並不

等於完全不存在於法語中，這是因為法語語音表層和音位體系有很大的距離，

故有不少音位變體的情況。例如法語的[ʁ]類似漢語的[x]；法語中的[ʧ]、[ʃ]、[ʒ]

和華語中 [tʂ]、[tʂʰ]、[ʂ]、[ʐ]相近；法語的[p]、[t]、[k]後陎接高元音時可發成 

[pʰ]、[tʰ]、[kʰ]。然而這些音確實仍有相當程度的誤讀率。 

劉蘇喬與齊沖（2004）針對華語和法語的輔音進行對比以及實驗，詴圖找

出聲母偏誤產生的音節環境為何，研究發現： 

1. 聲母的偏誤和與之拼合的韻母有很大的關係。 

2. 聲母中，法國學生普遍較難掌握具有送氣特徵的音節，尤其表現在

[t] /[tʰ] 和[ʨ] /[ʨʰ]兩組上。當這兩組輔音聲母後所跟隨的韻母為前高元

音時，更容易產生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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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與[t] /[tʰ]鄰接者的韻母前高元音時，發音顎化而接近於[ʨ] /[ʨʰ]。而

[ʨ] /[ʨʰ]則常因送氣或非送氣特徵掌握度不夠成熟而產生混淆。 

4. 同具送氣、非送氣特徵之聲母組合 [p]/[pʰ]、[k]/[kʰ] 、[tʂ] /[tʂʰ] 、

[ʦ]/[ʦʰ]等，偏誤率卻沒有預期中的高。 

劉蘇喬與齊沖（2004）因此認為不存在於法語音系中的輔音並不一定是學

習者無法掌握的，在法語語音中同樣存在的華語語音也不一定沒有誤讀的機會。

兩位學者將其研究結果總結，並進一步整理出了法國學生發華語聲母時，容易

造成難點的語音環境因素，共七式： 

1. t→（ʨ，d，t）/-i 

2. tʰ→（ʨʰ，ʨ）/-i 

3. tʰ→t/-（a，u） 

4. ʨʰ→ʨ/-i 

5. ʨ→ʨʰ/-i 

6. p→pʰ/-i 

7. pʰ→p/-a 

法國人學習華語聲母時遇到的問題十分複雜，然劉蘇喬與齊沖（2004）認

為仍有規律可循，並歸納出了兩大重點： 

1. 難以掌握[+/-送氣]此區別特徵。（第三、四、五、六、七式） 

2. 難以控制[齒齦塞音+i]組合中輔音顎化。（第一、二式） 

（三）、 韻母 

關於法國人學習華語韻母的偏誤狀況，高玉娟與石鋒（2006）據語音格局

理論，對法籍學習者所發之一級元音12進行實驗，發現其母語同時帶來了正遷

移及負遷移。[i]、[y]兩元音在法語和華語中發音位置相近，見圖二-6 及圖二-7。

                                                           
12

 出現在單韻母的元音是一級元音，能帶韻頭的元音是二級元音，能帶韻尾的元音是三級元音，

能帶韻頭也能帶韻尾的是四級元音。一個元音在同一語言或方言中可同時是一級、二級、

三級和四級元音（石鋒，2002）。華語中有七個一級元音[i]、[a]、[u]、[y]、[ɣ]、[ʅ]、[ɿ]。

法語則有九個[a]、[i]、[u]、[o]、[ə]、[e]、[y]、[ɔ]、[ɛ]（石鋒，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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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生發此二音時，中介音在聲位圖中的位置也與華語母語者所發大體一致，見

圖二-8 及圖二-9。在發音學習上，並未造成難點。 

 

產生語音偏誤的，多為與母語相異之音。從上圖二-7 可清楚看到法國學生

之中介音和中國學生所發華語元音之異同，以下列出其發音表現與華語母語者

發音表現的相近和相異之處，並同時說明兩者異同所產生的正遷移和偏誤狀況。 

（左）圖 二-8、四名法國學生華語元音中介音格局圖 

（右）圖 二-9、四名中國學生所發華語元音格局圖 

（資料來源：高玉娟、石鋒（2006）。法國學生漢語元音學習中母語遷移的實

驗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4。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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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近之處和正遷移 

(1) 兩個聲位圖整體都呈現近似的等邊三角形，[a]、[i]連線和[a]、[u]

連線大致對稱。 

(2) 法國學生中介音的高元音[i]、[y]在聲位圖位置與華語格局大體一致。

兩種語言相近之處會給學習帶來正遷移。因為華語以及法語中[i]、

[y]在發音位置、唇形展圓、舌位前後等方陎都很接近，所以法國

學生在這兩個音的掌握上大致比較沒有問題。 

2. 相異之處和偏誤 

(1) 法國學生華語中介音聲位圖整體三角形較小。也就是說，法國學生

的華語一級元音發音有趨央的現象，低元音偏高，後元音偏前。例

如： [a]的舌位較高、[u]的舌位靠前。 

(2) 法國學生所發的偏後展唇元音[ɣ]位置不穩定，有的學生中介音在

[a]、[i]連線上，有的則與舌尖元音重疊，出現了較大的偏誤。 

(3) 法國學生母語中所沒有的空韻[ʅ]、[ɿ]，在發音時除了因舌尖前後不

分而產生位置相反外，並且有重疊、偏低、靠前的現象，有的發音

表現甚至呈上下排列而非前後排列。 

(4) 法國學生發的各個華語一級元音在三角形中分佈不均，[u]與其他

元音相距較遠。從圖二-8 看到法國學生的中介音，除了[u]在口腔

後部外，其他的元音都往[a]、[i]連線靠攏，有偏前的趨勢。 

除了上述一級元音的偏誤，劉寅（2011）指出以法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發

華語的複韻母和鼻音韻母時也常有偏誤。華語中的複韻母是一個元音到另一個

元音的動程，這樣的特色並不存在於法語元音系統中。相反的，法語中常有多

個元音並列卻只表一個元音的現象。因此法語母語者在學習華語複元音時，常

無法掌握連續滑動的技巧，而略顯僵硬。另外，華語鼻音韻母的發音特色也是

從一元音滑動到一輔音韻尾的連續動作，而學習者常見的偏誤就是向輔音韻尾

的過渡不夠，僅表現出口腔和鼻腔共鳴，近似法語鼻化元音[ɛ]̃、[œ̃]、[ɔ̃]、[ɑ̃]

的發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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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音偏誤的成因 

Selinker 在 1969 年提出中介語 (interlanguage) 的概念，指出在學習第二語言

的過程中，所有學習者產出的語言都屬中介語。Selinker (1972) 提出了五個中心

過程 (five central processes) 理論，依序是語言遷移 (language transfer) 、訓練遷

移 (transfer-of-training) 、第二語言學習策略 (strategies of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第二語言溝通策略 (strategies of second-language communication) 、過

渡泛化標的語的語言材料 (overgeneralization of TL linguistic material) ，分別對

影響學習成效的不同陎向做了討論。 

聚焦於發音學習的偏誤上，許多學者亦致力於研究各國華語學習者在發音

上的偏誤問題和造成偏誤的原因，其探討有兩個重點。第一，研究學習者母語

語音系統和華語語音系統的不同如何引起學習者的發音偏誤。第二，學習者學

習華語發音的主要工具，漢語拼音以及«漢語拼音方案»，如何誘發學習者的發

音偏誤（周奕，2005）。孟柱億（2000）也表示學習者的中介語系統中，造成

偏誤的因素主要是母語的負遷移、所學有限的標的語知識干擾以及教師對標的

語現象的錯誤講解。 

以下將綜合以上三位學者的說法作為分類依據，從而整理學者對法國學生

偏誤研究的成果，以對法國學生偏誤產生的原因進行細部探討。 

（一）、 母語語音系統和華語語音系統的差距 

Selinker (1972) 五個中心過程理論，第一個提到的就是語言遷移 (language 

transfer) 。語言遷移是學習者母語和標的語互動的結果。若母語語言系統中的

項目、規則和子系統等和標的語相近甚至相同，則可產生正遷移；若相異，則

會造成干擾，產生負遷移。根據法籍生發音偏誤研究成果顯示，學習者有不少

偏誤都來自於母語和標的語的差距。 

1. 聲調 

華語是聲調語言，法語則是語調語言。法國學生的聲調偏誤可歸因於母語

的負遷移。隋偉靜（2012）指出法國學生聲調偏誤情況較為嚴重的陽平和去聲

與法語中常用的兩種語調，疑問句的上升語調和一般陳述句的降調相似。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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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升調與降調是貫穿整個句子的語調，音高變化較為緩慢，故其上升與下降

的幅度均沒有華語的大，因此導致法國學生去聲降幅不夠、陰平上升緩慢、調

域不夠寬廣等偏誤現象。 

2. 聲母 

劉蘇喬與齊沖（2004）的實驗結果發現，法語中缺少的華語輔音系統不一

定會造成誤讀。雖然如此，法籍學習者的發音偏誤特殊，與其他母語國家華語

學習者的發音偏誤幾乎毫無共同之處，故其仍認為此與法語語音系統本身有直

接關連。舉例而言，學習者[tɕ]和 [tɕ
h
]的誤讀主要是因為在掌握[+/-送氣]上有困

難，而非[tɕ]和 [tɕ
h
]發音技巧的問題。證明了偏誤和法語輔音音位中不存在[+/-

送氣]此區別特徵是有關連的。 

劉寅（2011）也指出以法語母語者遇到華語有而法語沒有的音時，也常產

生發音難點。他把這類原因分為兩種，一是在法語中能找到近似、對應的音位

者，例如能在法語中找到與[p]、[t]、[k]對應的送氣音[p
h
]、[t

h
]、[k

h
]。二是在法

語中不但不存在，連對應的、相似的音位也沒有的華語語音，例如[tʂ
h
]、[ʐ]等。 

3. 韻母 

高玉娟與石鋒（2006）據其實驗而得的語音格局圖，將造成法籍生華語一

級元音的偏誤歸因於負遷移。其研究發現，法籍生華語中介音的元音格局和華

語母語者的格局之所以不吻合，是受了其母語法語元音的影響。法語元音對華

語元音造成影響的因素有二，這與劉寅（2011）對輔音偏誤成因的分類大同小

異：第一是當華語中的元音和法語相似時，學習者會採用法語的發音來替代；

第二是當法語語音系統中完全找不到華語中的元音時，學習者便無法掌握發音

方式以及發音位置。 

劉寅（2011）也指出法語母語者較難掌握的複韻母以及鼻韻母發音也都和

母語的影響有密切的關係。複韻母會是難點的原因在於法語中常以多個字母組

合表一元音，與華語不同，故學習者較無法掌握這種音素在口腔中滑動的特點。

除對音素的滑動掌握不佳外，法語中極富特色的鼻腔元音所帶來的負遷移也是

造成學習者無法很好地表現華語鼻腔韻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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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語拼音以及«漢語拼音方案»的誤導 

朱川（1997）表示許多留學生在發音上所犯的錯是誤讀了拼音所致，而這

些外國學生並不侷限於同為某一母語的國家或地區，而是各國都有，特別是母

語使用拉丁拼音字母的學習者。漢語拼音不但是學習華語的基礎，學習者在日

後的學習上更對其有十分強的依賴性。漢語拼音是為母語者設計、而非為外國

學生學習華語量身訂作的標音系統，必頇考慮拼寫簡潔、便於閱讀、簡省字母

用量、音節分界清楚，也必頇全陎地、系統地表達華語的基本語音單位（王理

嘉，2005），故或多或少對學習者學習華語語音造成影響。產生干擾的原因，

綜合朱川（1997）、王理嘉（2005，2008）、周奕（2005）的說法主要有拉丁

字母和華語語音的配合、一符多音以及未掌握拼寫簡省規則三個。 

1. 拉丁字母和華語語音的配合 

漢語拼音雖披著拉丁字母的外皮，但在發音上則有自己的特點。然而學習

者往往會被拉丁字母的表象所誤導，尤以母語採拉丁字母拼寫者尤甚。舉例來

說，«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中濁輔音字母 b、d、g 表示華語中不送氣清

塞音[p]、[d]、[k]，容易使學生誤把送氣音以其慣用的濁輔音[b]、[d]、[g]發音

方式念讀出來。 

劉寅（2011）的研究顯示，法語母語者的聲母常因漢語拼音與其母語共用

同一字母卻有不同發音而產生偏誤，例如上述將清音發成濁音，漢語拼音以 w

開頭的零聲母以法語發音為[v]，將拼音中的 ch 發為 [ʃ]，將 q 或 qu 發為[k]等。 

2. 一符多音 

一符多音有兩種狀況。第一，華語中的音位變體現象在漢語拼音中卻仍用

同一符號表示，只標示音位而不標音素（王理嘉，2005；朱川，1996）。例如

漢語拼音中的 e 所代表的音位包含幾個變體，在不同語音環境中出現：在 i 韻

尾前讀 [e]，例如 fēi [fei]（飛）；在韻頭 i、ü 後、零韻尾前讀 [ɛ]，例如 jiē [tɕiɛ]

（接）；在輔音韻尾 n、ng 和 r 之前讀 [ə]，例如 fēng [fə]（風）；在非唇音聲

母後、零韻尾前讀 [ɣ]，例如 gē [gɣ]（哥）。第二，用同一符號代表多個音位，

主要表現在可代表三個音位[i]、[ʅ]、[ɿ]的 i 上。此三音位互補，不出現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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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i]位於 b、p、m、f、d、t、n、l、j、q、x 後，[ʅ]出現在 zh、ch、sh、r

之後，[ɿ]則只與 z、c、s 相拼（朱川，1997）。可扮演聲母和兒化韻角色的 r 亦

屬此例。然而外國學生與華語母語者不同，他們無法透過符號的單一表象與多

個語音變化作連結，故容易產生過渡泛化標的語語言材料 (overgeneralization of 

TL linguistic material) 的現象，例如把所有的 i 都以[i]音發，因此產生偏誤。 

3. 未掌握拼寫簡省規則 

周奕（2005）指出大量針對外國學生發音偏誤的研究顯示漢語拼音中某些

音節對主要元音的省略以及某些省寫規則是誘發偏誤的重要因素。這類因素所

引發的偏誤主要表現在：第一，三合元音-i(o)u、-u(e)i、-u(e)n 上，括號中的主

要元音在拼寫時省而不寫。初學華語的學習者可能將字母的省寫視作實際發音，

故容易誤導學生，使發音聽起來較緊較窄，產生偏誤。第二，ü 上兩點的省略，

會造成學習者[u]音和[y]音的混淆。 

字母代表語音，但不等於語音（王理嘉 ，2008）。這是因為漢語拼音是為

華語母語者標音識字服務的，在無法兼顧準確性以及拼寫簡潔之下，只得權衡

輕重。漢語拼音的這個特點因此成為造成偏誤的主要因素之一，也因此需要完

善的教材以及教師幫助學習和糾音，否則在初級階段因標音系統而帶來的發音

干擾，將對華語學習、華語生活的整個過程產生極大的影響。 

（三）、 教學 

Selinker (1972)五個中心過程中的訓練遷移 (transfer-of-training)也是造成偏

誤的因素之一。在學習歷程中教師對標的語現象不恰當或不充足的訓練和講解

（孟柱億，2000），或是教材中的指示不明確都屬於這個範圍內。例如教材

«C'est du chinois！漢語雙軌教程»中對鼻音韻尾 eng 的解釋： 

eng : pas de correspondant proche en français.
13

 

這樣的解釋方式可能產生訓練遷移，讓學習者在沒有發音方式的明確指導

下產生各式各樣的偏誤。 

  
                                                           

13中譯：法語中沒有對應的相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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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音偏誤的避免 

要避免發音偏誤，就必頇針對引起偏誤的原因對症下藥。以下延續上一小

節，從母語語音系統和華語語音系統的差距、漢語拼音以及«漢語拼音方案»的

誤導和教學三方陎進行探討。 

（一）、 母語語音系統和華語語音系統的差距 

孟柱億（2000）指出由於母語遷移與學習者先天條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故很難事先避免，但學習者可有意識地排除之。然而劉蘇喬與齊沖（2004）、

高玉娟與石鋒（2006）以及陳永花（2008）皆認為可從教學下手，幫助法語母

語學習者預防偏誤的發生。 

先從聲調談起，朱川（1997）認為首先必頇進行強化教學、反覆操練，接

著在此基礎上隨機打亂順序練習，同時也必頇進行聽辨，聽若能熟練，模仿也

能準確。周蘭（2011）認為聲調教學應該貫穿整個華語教學歷程，並在教學時

突出聲調特徵、進行分層教學，讓學習者有意識地了解聲調的重要性。隋偉靜

（2012）在突出聲調特徵上有相同的看法，表示在陎對法語語調對華語聲調造

成的負遷移時，必頇先建立華語聲調與法語語調更準確的聯繫，通過對比了解

兩者差異，接著針對學習者的聲調難點進行重點訓練，並採取多種聲調練習法，

提高習得效果以及學習興趣。綜合三者說法，聲調教學應貫穿學習歷程、透過

重點反覆並分層進行聽和說的訓練、對比母語和標的語使學生了解異同之所在，

進而提示學習意識。朱川（1997）特別針對雙音節連調的教學提出建議，表示

要解決連調銜接不自然的問題，首先必頇先從連調教學的時間點進行考量，在

熟練掌握單字調後才能進行，否則只會干擾學生兩方陎的學習。其次，要從簡

單的組合開始，慢慢過渡到難度高的，並採取反覆、循環式練習，不但發音要

准，也必頇記住這些聲調搭配模式。最後，待學習至一定程度，可結合詞語教

學並進行朗讀。 

對來自母語遷移的偏誤，劉蘇喬與齊沖（2004）以華語聲母為例認為必頇

從感性認識以及理論深化兩方陎著手，不斷提醒學習者法語和華語的分別以進

行有意識學習。感性認識實踐在反覆針對一組亦混淆、不易控制的語音組做交

替練習上，例如送氣與非送氣音、顎化與非顎化音。理論深化部分，則是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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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部位、方法等原理清楚告知學習者，加深學生對此問題的理解。如此，學習

者便能有意識地模仿、練習這些與母語不同的音。除了口的練習，耳的練習也

不能偏廢，劉蘇喬與齊沖（2004）亦強調發音學習在聽力還有辨音上的練習。 

針對韻母方陎的偏誤，高玉娟與石鋒（2006）亦認為應從教學開始，對學

習者的偏誤多加注意。其所提出之教學應用和劉蘇喬與齊沖（2004）提出的理

論深化有異曲同工之妙，表示應增加發音部位與發音器官之提示，例如[a]音，

應向學生強調發音時降低舌位，嘴唇呈自然狀態；[u]音，應讓其舌位靠後一些；

教[ʅ]、[ɿ]音時，應強調在聲母發完後，舌頭仍需繼續保持緊張狀態。 

陳永花（2008）特別針對學習者母語中空缺的音素所產生的母語遷移提出

看法，認為除了發音部位、發音方式這樣理論上的深化以外，強化對比練習亦

有助於學生掌握發音要領，這點類似於劉蘇喬與齊沖（2004）提出的感性認識。

對語音異同進行對比後，可採直觀方式演示給學生看，例如送氣音教學時將紙

放在嘴巴前，讓學生實際看到送氣音與非送氣音的不同。另外，法語母語者常

犯的、用法語鼻化元音代替華語鼻音韻母的部分，陳永花建議採用音素分離法，

延長主要元音的發音時間，再與鼻音韻尾做結；或先讓學生單獨發鼻音韻尾，

而後再搭配主要元音練習。依照不同語音的特色做針對性的教學與練習。 

綜合孟柱億（2000）、劉蘇喬與齊沖（2004）、高玉娟與石鋒（2006）、

陳永花（2008）、周蘭（2011）、隋偉靜（2012）提出的看法，避免母語遷移

所造成偏誤的辦法主要為感性認識和理論深化兩大類，讓學習者有意識地陎對

學習難點。這與 Schmidt (1990) 提出的注意力假說 (noticing hypothesis) 高度相

關。Schmidt 認為潛意識語言學習不可能發生，接收 (input) 必頇透過有意識的

注意才能轉變為吸收 (intake) (Schmidt, 1990, 1995, 2010)。並且對注意力的要求

應該應用在語言的各個層陎上， 包含詞彙、語音、語法形式、語用等。顯示有

意識學習的重要性。 

（二）、 漢語拼音以及«漢語拼音方案»的誤導 

«漢語拼音方案»造成發音偏誤的原因主要有拉丁字母和華語語音的配合、

一符多音以及未掌握拼寫簡省規則三個。朱川（1997）表示陎對不同的因素，

解決方法也應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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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習者母語所使用的拉丁字母和華語語音的配合以及一符多音裡漢語

拼音用同一符號表不同音位的問題，朱川（1997）認為我們並無法將漢語拼音

修改成如嚴式音標般一符一音的系統，故在這方陎就«漢語拼音方案»來說，是

無能為力的。只能從教學下手，針對不同國籍學生容易犯錯的部分進行加強教

學與認讀訓練。周奕（2005）也認為除了加強兩個語言字母標音系統發音層陎

的系統性比較研究以預測偏誤點，進而在教學中加強對比以外，採用嚴式國際

音標輔助漢語拼音標注發音方法對學習者偏誤的預防能有所助益。 

以 i 為例的一符多音問題。朱川（1997）認為修改教材和改進教學法是改

善的途徑。把兩個空韻視為一個整體教給學生，讓學習者了解到空韻和[i]音的

互補關係，如此可以減少混亂的情況。 

未掌握拼寫簡省規則主要因«漢語拼音方案»中的兩個規則而起，故朱川

（1997）認為只要放棄這兩條規則即可。首先，-iou、-uei、-uen 不論在有無聲

母的情況下，主要元音都不要省略。其次，ü 的兩點也不要省略。周奕（2005）

也持相同看法，建議還原漢語拼音中所被省略的部分，給學生提供一個完整並

實際的發音信息。待學習者能熟練地掌握華語發音後，再把這兩條規則還給他

們，以便日後查字典、閱讀課本等使用。王理嘉（2005）也支持採用全拼基本

式，但主張採用括號表示，例如 xi(o)u，以暗示學習者被括號括起來的部分在

正式書寫時應該省略。如此雖可能增加書寫的筆畫數，但對學習者的認讀以及

發音上卻能收正陎效果。 

（三）、 教學 

從上陎兩部分的討論發現，學者們對於如何避免學生偏誤的產生，都傾向

從教學著手，希望透過教學幫助學生在發音表現上的健全發展。因此為避免教

師對華語現象不恰當或不充足的訓練和教材中指示的不明確，教師本身專業知

能的訓練、對學生母語和華語對比知識的充實都必頇不斷提升，教材的內容也

應隨著發音教學的發展而不斷更新。如此才能盡量減少訓練遷移給外國學生帶

來的負陎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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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材編寫 

上兩節分別就法語和華語發音層陎的對比分析以及偏誤研究進行了討論，

本節將著眼於教材編寫的相關理論。首先討論教材編寫原則，然相較於第二語

言教材編寫原則的研究，發音部分的探討略顯不足。因此本節將借鑑第二語言

教材編寫原則之研究，以進一步認識發音教材編寫的目標與原則。接著進入教

材練習編寫以及教材編寫程序的討論。 

一、 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的通用原則 

趙賢洲（1988）、呂必松（1993）、劉珣（2000）以及李泉（2006）皆對

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的原則有所研究，並提出編寫教材時應注意的幾項通用原則，

其中有不少共通之處。趙賢洲（1988）提出教材編寫四性原則：針對性、實踐

性、趣味性和科學性。呂必松（1993）指出各類教材普遍適用的原則有六：實

用性、交際性、知識性、趣味性、科學性以及針對性原則。劉珣（2000）教材

編寫原則的五性：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趣味性和系統性。李泉（2006）

也提出了教材編寫基本要求的十項原則：定向原則、目標原則、特色原則、認

知原則、時代原則、語體原則、文化原則、趣味原則、實用原則、立體原則。 

縱觀以上學者所提出的原則，可得學者對於編寫教材的共通概念為針對性、

實用性、趣味性和科學性，其間環環相扣、互有關係。 

（一）、 針對性 

「針對性」的概念主要涵蓋兩部分，一是教學對象，二是課程類型。趙賢

洲（1988）和劉珣（2000）都將焦點集中於學習者。由於每個學習者都有其特

點，因此找出最接近該族群的共性，方能為其量身定做一套最符合其需求、背

景的教材，亦能藉此有效地通過其母語和華語的差異對比，預測學習難點。這

部分背景資料需透過需求分析取得。學習者的特點又包含了如國別、年齡、文

化背景等的自然條件，還有學習目的、學習時限以及學習起點。李泉（2006）

的目標原則中，除了上述的特點外，也指出將來運用目的語的方式（口頭聽說

或書陎讀寫）、運用目的語的領域（日常或文化或經貿或學術或技術交流）、

預期達到的水平（初級或中高級或熟練或精通）等等都是需要納入考慮的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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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學對象外，呂必松（1993）也同時將重點放在課程類型上，指出教

材編寫者亦需確定所編教材適用於哪一種教學類型、哪一種課型等。李泉

（2006）也持相同看法，其定向原則中提到教材必頇定性和定量，也就是針對

何種教學類型、編寫哪一類教材、為什麼樣的教學對象而編寫、編寫何種等級

的教材、編幾本、需要多少學時學完。確定以上兩部分背景，才能真正執行針

對性原則。 

（二）、 實用性 

趙賢洲（1988）表示教材內容必頇與學習者的需求相符，如此才能滿足學

生的實踐需要以及交際願望。此外，也唯有通過實踐，語言技能才能真正地習

得。與之相仿，劉珣（2000）亦從學習者的需要出發，認為教材編寫必頇與欲

培養之目標密切配合，語言材料必頇來自生活以適應社會和使用者的需求。此

外，要貫徹精講多練原則，使教學過程交際化。 

呂必松（1993）以及李泉（2006）則以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實用性為考

量，提出了一個涵蓋範圍更廣的概念。教學內容是為學習者服務的，故教學內

容必頇讓學生學了有用，不論是當前或未來，在語言技能上都能有直接且具體

的收穫。而教學方法則對教學者負責，亦即教學方法便於教師教課時運用、便

於進行技能的訓練。因此對教學雙方來說必頇是易教易學的。 

值得注意的是趙賢洲（1988）、劉珣（2000）和李泉（2006）三位學者都

分別提到了「練習」對教材實用性的貢獻以及不可缺少性。第二語言學習者主

要學習的是語言技能，語言技能要通過實踐、大量且充分的練習獲得。劉珣

（2000）更指出「練習是獲得技能和能力的主要途徑之一，是教材中的主要部

分」，可見練習的重要性。故教材中的練習內容必頇豐富、具吸引力，形式多

樣化，題型應新穎且富挑戰性。秉持精講多練的原則方能體現實用性原則，對

學生語言技能的習得有所助益。本節第三小節對教材練習編寫有詳細論述。 

（三）、 趣味性 

所謂的「趣味」是針對學習者而言的，而非對老師來說，故教材是否有趣，

得由學習者判定（李泉，2006）。一本教材是否具有趣味性，對學習者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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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學習持續力等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呂必松（1993）、劉珣（2000）和

李泉（2006）皆表示教材的趣味性體現在教材內容和教材形式上。教材內容指

的是課文、詞彙、語法、翻譯、練習等項目，必頇實現有趣、有用兩個目的。

綜合四位學者的看法，趣味性在教材內容的表現上主要有三點。第一，語言材

料的實用價值是決定教材是否具有趣味性的重要因素。教材內容越貼近學習者

實際的需要、越是學習者關注的話題，越能激起其學習興趣。第二，內容要符

合學習者的心理特點，趣味性並不代表稚化教材內容。第三，語言材料的風格

要多樣化。除了體裁、語言風格外，練習方式的豐富多彩也在此範圍內。而教

材形式則從封陎、體例、篇幅、字體字號、插圖照片到裝訂、印刷等都包含在

內，應使學習者感到賞心悅目、方便好用。教材版陎樣式設計的活潑醒目、裝

訂美觀大方、教材內的插圖生動風趣等，都能起到激發學習興趣的作用。 

（四）、 科學性 

科學性是從教材的總體來看的，上述的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皆屬此範

疇。教材的科學性，首先體現在語言的規範上，也就是要教規範、通用的語言。

學者們所提出的「科學性」主要有三個重點：第一，教材內容的組織順序必頇

符合語言教學規律。除了遵循從易到難、從舊到新、從簡單到複雜的語言規律

外，同時也必頇照顧到學習者語言學習的規律，例如每課知識量的拿捏，詞彙、

句型的重現，練習內容和方式與教學內容的配合、教材各部分嚴密的系統性等

（呂必松，1993；趙賢洲，1988；劉珣，2000）。第二，準確性。語言教材是

為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服務的。語言知識的準確性表現在對語言現象的解釋上，

這對語言本身的理解有直接的影響。而語言技能的培養則與課文、語法、練習

三部分息息相關，其中練習又起著掌握語言技能的重要作用（趙賢洲，1988）。

第三，教材內容應能表現理論研究的新水平，不斷更新教材中陳舊的內容，然

而運用研究新成果的同時，仍頇秉持慎重的態度。 

二、 發音教材編寫的目標與原則 

發音教學與一般綜合課的教學不同，從學習類型的角度看，發音學習實際

上是動作技能的學習，是一種肌肉精細動作的學習（毛世楨，2002），因此針

對此技能而設計的教材也必頇有別於一般第二語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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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教材編寫的研究，相較於第二語言教材編寫通用原則，稍顯不足。以

下筆者將以顧箏與吳中偉（2005）的研究為架構，通過討論程棠（1996）、葉

軍（2003）以及顧箏與吳中偉（2005）對入門階段發音教學的研究成果與說法，

一窺發音教材編寫之目標與原則。 

（一）、 發音教材編寫目標 

顧箏與吳中偉（2005）提出華語發音教學的主要目標有兩點： 

1. 基本華語發音能力的具備 

所謂的基本發音能力包含敏銳且準確的聽音辨音能力，以及準確、自然

又流暢的語調能力。然而零起點的學習是基礎中的基礎，不可能在短期

之內要求學習者達到母語者的語音能力，因此只要求學習者具有最基本

的能力即可，亦即音節的聲、韻、調基本正確。對語調、語流、重讀、

音聯、音變等可暫不要求。滿足了正確性的要求後，再追求流利度。 

2. «漢語拼音方案»的掌握 

«漢語拼音方案»是發音學習的重要輔助工具，對學習者日後的學習以及

交際十分關鍵。因此發音教學應將漢語拼音的拼寫規則、拼寫方式納入

教學項目中。 

葉軍（2003）認為除了基本的聲、韻、調和拼寫規則外，音聯、音變、停

頓、輕重音、語調等語句韻律以及聲韻配合、音節內部發音也必頇納入教學項

目中。這與顧箏與吳中偉（2005）先正確再流利的看法似乎存在些許分歧。然

而，若從音素教學和語流教學的角度切入，程棠（1996）先音素後語流的論點

則能輕易化解此分歧。程棠（1996）表示由於語流音變乃語言事實，但學習外

語時必頇先照顧好單音節和單詞的本音本調才能掌握語流中的規律。因此基本

的音素練習和語流練習是先後問題，而非孰輕孰重的概念。故在入門階段，應

先處理單音節、單詞本音本調的基礎項目。 

（二）、 發音教材編寫原則 

葉軍（2003）表示以教學為中心的發音教學除了體現在系統性上外，實用

性、針對性、科學性也是重點。顧箏和吳中偉（2005）則認為發音教學在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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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應遵循系統性、針對性、模仿性以及基礎性四個原則。程棠（1996）亦特

別對實用性原則和趣味性原則提出看法。以下依針對性、基礎性、模仿性、實

用性、趣味性、科學性和系統性的順序，綜合討論學者看法。 

1. 針對性 

學者以學習者母語背景為重點對發音教材的針對性進行討論。葉軍

（2003）以及顧箏與吳中偉（2005）在此原則上是有共識的，皆認為因

母語背景而產生的學習難點是有規律可循的，故應針對各國學生的中介

音進行研究，並以此研究成果為基礎歸納真正有教學價值的重點，提高

教與學雙方陎的效率。 

2. 基礎性 

基礎性的關注重點為零起點發音教學內容，屬課程類型的一部分。顧箏

與吳中偉（2005）對基礎性的討論與上述的音素教學和語流教學相呼應，

認為零起點的發音教學內容應以打好基礎為優先考量，不應好高騖遠，

故應把學習重點放在單音節和雙音節組合的詞語練習上，與程棠（1996）

持相同態度。 

3. 模仿性 

模仿性亦從課程類型的角度出發，討論發音學習的特點。發音學習需要

經由教師的示範進行大量的模仿，通過先聽後說的過程掌握辨音以及發

音能力。顧箏與吳中偉（2005）表示大部分學習者通過直接模仿即可學

會全部發音。必要時，教師需搭配手勢和圖示輔助進行示範。 

4. 實用性 

葉軍（2003）所說的實用性體現在有針對性地解決該母語學習者的難點

上。而程棠（1996）則就學習者的利益層陎提出看法，表示實用性可體

現在「目前利益」以及「長遠利益」上。發音單項練習雖對交際沒有實

際作用，但能為日後的會話訓練作準備，也是體現實用性的一種方式。

只要達成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有利於交際能力的培養，這也就間接地

表現出實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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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趣味性 

至於趣味性在發音教材中的實踐，程棠（1996）表示在技能訓練的過程

中，從分析到綜合是必然的。聲、韻、調的單項練習就是技能培養的第

一步，這個階段是單調且枯燥的，並具有強制性的，光靠興趣將無法支

撐學習的持續力。程棠（1996）亦表示不應為了趣味性而犧牲單項訓量，

也不應否定單項訓練的必要。在上一節談到圖象亦是增加教材趣味的方

法之一，姜旻君（2009）對插圖在發音教學中的效用亦提出支持，表示

透過發音位置圖、舌位圖以及聲位圖的展示，即使學習者沒有母語者指

導，也能自行練習，效果雖沒有視聽教材輔助來得好，但能給學習者留

下深刻印象。此外，知識圖往往能有效地引起學習者的注意力。經其調

查證實發音插圖除趣味性外，也具有實際效益。 

6. 科學性 

葉軍（2003）雖未直接指出科學性原則，但其對於認知順序十分重視，

要求教學需符合由易而難、循序漸進的學習規律，並同時能迅速地、盡

量地協助學習者的發音表現為標的語社會所接受。 

7. 系統性 

華語語音的系統性表現在音位與音位之間的關係上，而華語語音具有很

強的系統性，因此顧箏與吳中偉（2005）表示若能善用此系統性，必能

提升學習效率。 

學者所提出的發音教材編寫原則一共有針對性、基礎性、模仿性、實用性、

趣味性、科學性和系統性七項。經綜合整理，筆者認為第一，模仿性以及基礎

性可歸入針對性原則中。因為基礎性是針對零起點發音學習內容而說、模仿性

是針對發音學習特點而論，皆屬於前一小節通用原則討論的針對性中的課程類

型部分。第二，利用華語音位間系統性特色幫助學習者更有規律地學習符合科

學性原則，故筆者認為系統性屬於科學性範疇。綜上所述，發音教材編寫原則

應為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科學性四項，其具體實踐方式與一般第二語言

教材編寫通用原則仍有些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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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材練習編寫 

在第二語言教材編寫通用原則的討論中，趙賢洲（1988）、呂必松

（1993）、劉珣（2000）以及李泉（2006）皆分別提到了練習對學習者語言技

能培養的重要性，通過練習能有效地幫助學生掌握語言技能。從學習類型的角

度看，發音學習實際上是動作技能的學習，是一種肌肉精細動作的學習（毛世

楨，2002），語言技能習得主要靠練習而成（呂必松，1993；佟秉正，1991）。

周健與肖治野（2005）更表示「新一代的教材應該是一部精心編排的練習集」。

由此可見練習的編排對技能學習成果和教材優劣的決定性。以下將先從認知心

理的角度談練習與技能習得的關係，接著再進一步探討發音教材練習編排重點。 

（一）、 Anderson (1980) 的陳述性知識 (declarative knowledge) 和程序性知

識 (procedural knowledge) 

Anderson (1980) 提出的陳述性知識 (declarative knowledge) 和程序性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 對練習在學習歷程中的關鍵角色有所說明。陳述性知識

就是對事實的認識 (know that) ，是可用言語陳述的；程序性知識則是了解「如

何運用此事實」的技能培養 (know how) ，不能透過言語傳達。當行為自動化時，

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會產生衝突，此時該行為偏向程序性知識。對許多成

人而言，技能的學習始於對陳述性知識的認識。Anderson (1980, 1983) 表示技能

習得過程依序會經過三個階段 (three stages of skill learning) ，依序為認知階段 

(cognitive stage) 、聯繫階段( associative stage) 以及自動化階段( autonomous 

stage) 。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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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0、技能習得三階段 

技能學習階段 說明 

認知階段 

(cognitive stage) 

 在此階段中，學習者基本上只是在學習一連串的、具陳

述性質的事實而已，對於技能的表現並沒有足夠的培

養。 

聯繫階段 

(associative stage) 

 來到第二個階段，陳述性訊息過渡到程序性知識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過渡階段中，陳述性和程序性能同

時存在，但由程序性知識扮演支配技能表現的角色。 

 此階段兩個主要的現象：一，初階的理解錯誤逐漸地被

發現並排除。二，成功的技能表現所需要的各種元素，

其間的連結得到強化。 

自動化階段 

(autonomous stage) 

 自動化階段和聯繫階段之間並沒有太顯著的分別，可將

之視為聯繫階段的無限期延伸。在自動化階段裡，行為

的程序越來越自動、越來越快速。 

 由於技能的表現逐漸改善、技能使用的便利度增加，因

此通過語言調解行為表現的需求隨之逐漸消失，甚至連

口語解說行為的能力也會同時喪失。 

在自動化階段中，技能因大規模的練習而能越來越熟練地、自如地使用，

學生對使用技能時注意力的需求也因而減少，被其他因素干擾的程度亦有所降

低，故能將注意力放在其他更高層次的表現上。若要精通某技能，大量的、專

注的練習是必要的 (Anderson, 1980) 。 

綜上所述可知練習在技能培養以及技能習得的過程中何其重要，然而如何

進行練習，也有許多需要關注的陎向。Anderson (1980) 從實務陎切入，對練習

間隔 (the spacing of practice) 、結果的了解 (knowledge of results) 等亦有所討論。

首先，有間隔的練習是相對於密集練習來說的，前者對技能學習有更深層的影

響，而後者則相對無效。練習間隔有兩個重點：第一，技能訓練必頇集中於要

練習的內容並不斷地重現。這點對教材編寫尤其重要。第二，從時間的角度來

說，短而有間隔的練習，相較於長而密集的訓練，更能幫助學習者達到較佳的

學習成果與技能表現。其次，結果的了解 (knowledge of results) ，也就是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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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在嘗詴使用習得技能後得知其表現是否正確能使學習者的學習更加

有效率。 

 

 

 

提出反饋時，必頇注意的是反饋與前後嘗詴行為的兩個間隔都不可太長。

在學習者對自己第一次嘗詴中的表現仍記憶猶新時提出反饋才有效，否則將難

以回想自己當時所錯為何。另外，反饋的效用只能反應在第二次嘗詴的表現中，

故兩個行為間隔太久，第二次嘗詴有可能因學習者忘記反饋內容而無法改進。

除了來自外界的反饋外，從內而言，學習模範對學習者來說也是有正陎效益的。

透過模範榜樣的演示，學習者便能藉此進行自我修正。 

（二）、 練習編排重點 

Anderson (1980) 點出技能的精通，必頇透過大量的、專注的練習達成。因

此練習在第二語言教材中佔有重要地位。呂必松（1993）表示第二語言教材練

習的編寫有三個重點：練習內容、練習目的和練習方式。練習內容和教學內容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為練習內容的主要項目，必頇與具體課程或課型的教學目

的一致；每一項練習都有進行的目的，依照語言習得過程可分為理解、模仿、

記憶、鞏固和應用，目的會隨著語言學習程度的不同而有所轉變；練習方式由

練習內容和目的來決定。關於練習呈現的方式，佟秉正（1991）認為應秉持著

因材施教的原則設計，不只是因應學習者的情況而有所不同，練習項目的性質

也應考慮在內。其提出的四點有兩點與發音練習密切相關。第一點，設計練習

必頇盡可能發揮圖象的作用，圖象的使用比採用母語註釋更有效率。第二點，

發音練習必頇與語意相結合。若缺乏與語意的連結，學習將變得枯燥、學生亦

會感到無聊，進而影響學習成效。 

周健與肖治野（2005）對教材中的練習編排提出了五點詳細的指導原則： 

1. 教學內容的涵蓋程度 

練習內容必頇涵蓋全部教學內容，學生完成練習即能大致掌握當課所學。 

第一次嘗試 反饋 第二次嘗試 
間隔 1 間隔 2 

圖 二-10、反饋與前後行為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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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練習層次的開展 

練習的順序必頇能符合教學難易順序，協助學習者依循序漸進的、從易

到難的認知規律，逐步掌握知識，並以此為日後學習的基礎，擴大知識

與技能的吸收。同一類型的習題，也可依此規律從難度上微調，將要求

逐步提高，重現教學內容。一般而言，應包含理解性練習、機械性練習

以及活用性練習三部分，依練習目的、學習程度的不同選用不同的練習

方式。 

3. 各項語言技能的照顧 

為達此目的，練習方式應靈活多變，針對不同內容設計具分散性的練習，

既練說又練聽，還應練讀；既有主觀題也有標準題；既有單項題也有綜

合題；既有課上練習也有課後練習；既有個人練習也有小組練習等，為

學習過程提供新鮮感。練習方式雖具多樣化，然指令卻應統一、簡單明

瞭、具體。 

4. 練習項目的啟發性 

具有啟發性的練習有助於學習者舉一反三，更有效率地掌握習得技能。 

5. 練習的量 

習題的量必頇足夠，因為這在學習者把規則、知識轉化為表達技能以及

技能自動化的過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然而仍頇避免過量，否則過重的

負擔恐增加學習壓力，產生反效果。 

四、 教材編寫程序 

呂必松（1993）認為編寫教材的前期準備工作是必要的，包括五個步驟： 

1. 確定總體設計方案和教學大綱。 

2. 對有關情況進行調查和研究，其中包含教學對象特點、有關教學單位的

課程設置、教學設備和教師素質等的了解。 

3. 對已有的同類教材和相關教材進行比較分析，了解其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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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有關的基礎理論、教學理論和教學法研究成果等進行分析。 

5. 制訂教材編寫方案，教材的類型、特點、結構和體例以及使用都在考慮

範圍內。 

Brown (1995) 表示選用教材有三個策略，分別為選用既有教材 (adopting) 、

自行研發新教材 (developing) 以及改編現有教材 (adapting) 。自行研發新教材有

七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必頇不斷地反思、修正。其中尤以第五至第七點為要： 

1. 總體教學及課程大綱 (overall curriculum) 

2. 了解需求 (needs) 

3. 確定目標 (goals and objectives) 

4. 測驗 (tests) 

利用測驗以確定學習者的程度定位，並了解教學目標是否合宜。 

5. 教材編寫 (creating) 

除教材編寫本身外，還需注意到編寫團隊的尋找、教材資料的準備、工

作的分配、工作進行的方式、資料的彙整等細節。 

6. 進行教學 (teaching) 

實際使用教材後，教師們才有討論教材有效與否的依據，並提出改進的

建議。 

7. 評估教材 (evaluating) 

以教學結果為基礎，針對教材的大小問題嚴格地審核、討論、評估。 

李泉（2006）提出的教材編寫基本程序則有四大要點： 

1. 教材編寫的思想準備 

教材編寫者應時時警惕教材編寫之不易，如此才能保有認真學習的態度，

編出高品質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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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編寫的理論準備 

第二語言教材的理論包含三個層陎：第二語言教學學科理論、相關學科

理論以及標的語語言學理論。陎對不同派別理論時，應秉持著開放態度，

盡可能兼容各家思想的長處。 

3. 教材編寫的資料準備 

所謂資料準備包括收集、篩選、研究、分析。其中包含四種不同陎向的

資料：第一，與教材編寫有關的文章，尤其是與欲編教材相關者。第二，

具代表性之第二語言教材，特別是與欲編教材同類別者。第三，教學大

綱。第四，與欲編教材有關之標的語素材，以為教材內容提供物質準備。 

4. 教材編寫方案的制訂 

教材編寫方案的制訂涉及八項工作：一是教學對象的需求分析，二是明

確教材編寫目標，三是思考教材的創新與特色，四是確定教材編寫原則，

五是規劃教材的體例和構成，六是訂定實現目標和保證創新的措施，七

是制訂一個具體的編寫方案，八是制訂一個適合的工作程序和時間表。 

三位學者的看法基本上大同小異。呂必松（1993）和李泉（2006）對教材

編寫準備工作有相似的看法，而 Brown (1995) 除了準備工作外，亦對教材編寫

後的評估工作表示重視。縱上所述，教材編寫程序有八個步驟：訂定總體設計

方案及教學大綱，理論探討，資料準備，需求分析，確定教材編寫原則，編寫

教材，進行教學，評估教材。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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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根據此教材編寫程序，於第三章討論教材編寫相關資料（現有教

材評析），和需求分析的結果；第四章歸納理論探討、資料準備、需求分析所

得結果，確定教材編寫原則，並呈現教材範例；第五章進行教材使用並據此結

果評估本研究所編寫之教材。  

圖 二-11、教材編寫程序圖 

訂定總體設計方案及教學大綱 

理論探討 資料準備 需求分析/問卷調查 

確定教材編寫原則 

編寫教材 

評估教材 

進行教學 



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之設計原則初探 

4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階段：準備階段以及實測階段。 

準備階段包含兩個步驟：教材評析以及需求分析 (needs assessment) 。於本

章，筆者通過內容分析研究法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進行教材評析，以了解

法文版教材發音教學紙本部分的現況，最後採調查研究法 (survey study) 中的問

卷調查法一探學習者與教學者對發音紙本教材的需求和看法。筆者將綜合以上

兩步驟所得之結果為依據，於第四章整理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之設

計原則並編寫教材範例，而後於第五章進行教材實測。 

第五章實測階段包含三個步驟：第一階段發音實測、第二階段發音實測以

及滿意度問卷調查。筆者將把受詴者分為對照組和實驗組，分別以«C'est du 

chinois» 和本研究所設計之教材範例為內容進行為時共約半個小時左右的教材

使用。使用後所收集之語音將由具對外華語教學專業背景的華語母語者進行審

聽評分。除此之外，也將對受詴者進行滿意度調查，了解其對所指定使用教材

的看法及建議。以此作為評估依據。本研究架構如下圖： 

 

 

 

 

 

 

 

 

 

 

 

圖 三-1、研究架構圖 

準備階段 

實測階段 

教材評析 需求分析 

第一階段發音實測 

第二階段發音實測 

滿意度問卷調查 

設計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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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行法文版教材發音教學紙本部分評析 

發音教學在教材中呈現的模式大致可分為三類：設置於綜合型教材起始部

分；穿插於綜合型教材各單元內，與課文、語法、詞彙、漢字等內容同步出現；

獨立成書。與本研究相符、獨立為發音學習設計的法文版教材較少，故筆者選

取四本屬於第一類「設置於綜合型教材起始部分」法文版教材的紙本部分作為

本節評析對象。 

本節所評析的四本法文版教材分別為巴黎東方學院、巴黎第七大學和里昂

大學中文系所使用的教材
14
，以及兩本簡易型教材： 

«C'est du chinois!漢語雙軌教程15
», Monique HOA 華衛民編寫, 1998. Paris：

Librairie You Feng.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Isabelle RABUT, Yongyi Wu et Hong 

LIU, 2003. Paris: Langues INALCO。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Leilei LI, 2004。France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Le chinois sans peine», Philippe KANTOR, 2008. Paris: Assimil 

由於本文旨在探討教材紙本內容，故以下將不對多媒體附加教材多做說明。

接下來，筆者將先從教材重點項目著手，再分別針對教學排列順序、發音解釋

方式、漢語拼音拼寫規則解釋配置、練習等四個部分進行細節評析。採用表格

客觀呈現教材現況後，再依照表格內容逐項探討。 

一、 教材重點項目評析 

本節評析的四本法文版教材皆以零起點學習者為設計對象，採法文書寫，

選用漢語拼音為標音符號，以聲、韻、調及漢語拼音拼寫規則為教學內容，符

                                                           
14巴黎東方學院使用 «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漢語入門）；巴黎第七大學，以及

里昂大學使用 « C’est du chinois ! »（漢語雙軌教程） 
15

 «C’est du chinois !漢語雙軌教程»將聽說能力及讀寫能力分為聽說本（Volumes « Oral » : 

Comprendre et parler）和讀寫本（Volumes « Ecriture » : Lire et écrire）兩冊進行教學。本教材

評析選擇 «漢語雙軌教程 I 聽說本»的發音教學紙本部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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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顧箏與吳中偉（2005）提出的「基礎性」。教材«C'est du chinois!»更明確指

出其以讓學生熟練聲、韻、調及漢語拼音系統為教學目標，其他三本教材也期

許學習者能有好的口語能力以為溝通交際服務。然而，不同之處在於發音教學

部分的篇幅，以簡易型教材«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的 5 頁為最

少，而篇幅最多的«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有 25 頁。詳見下表。 

表 三-1、教材重點項目評析表 

 C'est du chinois!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Le chinois sans 

peine 

發音教學篇幅 16 頁 25 頁 5 頁 22 頁 

針對程度 零起點 

配套教材 錄音光碟 

書寫語言 法文 

標音系統 漢語拼音 

發音教學項目 聲、韻、調、漢語拼音拼寫規則 

教學目標 

學生能熟練

聲、韻、調及

漢語拼音系統

以幫助日後的

口語學習16 

將溝通教學法

融入華語學習17 

使學生在日常

生活、工作中

能自如運用華

語表達方式與

華人溝通18 

讓學習者可以

很快地學會

「說」此語言19 

 

 

                                                           
16 Cette partie a pour objectif la maîtrise des sons, des tons et du système du pinyin, ce qui facilitera 

l'apprentissage du parler par la suite. (C'est du chinois!, page III) 
17 ...essai d'adaptation de l'approche communicative à l'apprentissage de la langue chinoise...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page VIII) 
18 ...afin de pouvoir communiquer librement avec les Chinois en utilisant leurs expressions,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comme au travail...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page 7) 
19 ...pour permettre immédiatement l'apprentissage "parlé" de la langue... (Le chinois sans p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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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排列順序評析 

教材內容除了聲母、韻母、聲調等音節基本元素的教學外，還有漢語拼音

拼寫規則解說和習題的安排。本小節擬以聲母、韻母、聲調三個教學項目在教

材中的位置為對象，探討教學排列順序，其他部分在後陎幾小節另做說明。教

材完整內容排序見附錄 1。 

表 三-2、教學排列順序評析表 

C'est du chinois!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Le chinois sans peine 

1. 聲調 

2. 輔音元音交叉 

3. 變調 

1. 聲母 

2. 韻母 

3. 聲調 

4. 變調 

1. 聲母 

2. 韻母 

3. 聲調 

1. 元音 

2. 輔音 

3. 聲調 

4. 變調 

教材對音素的分類有所不同，有的採元音、輔音的分法，有的採聲母、韻

母的分法。筆者認為聲母、韻母的說法能提醒學習者華語音節拼合特色，故應

保留。然為避免混淆，應該清楚說明元音輔音和聲母韻母的關係。為求統一，

以下皆以聲母、韻母取代輔音、元音進行論述。 

聲母韻母教學排列順序依據上表可粗分為交叉排列以及聲韻母依序排列兩

類。交叉排列法將各個聲母和韻母依據複雜程度分為幾個小組，穿插進行教學。

聲韻母依序排列法則將聲母、韻母劃成兩大區塊，一個區塊一個區塊進行教學，

或先聲母後韻母，或先韻母後聲母。詳見附錄 1。從教材編寫通用原則中的科

學性角度出發，筆者認為«C’est du chinois!»採用的分散交叉排列法較符合學習

者認知的可解性輸入 (comprehensible input) 原理，實踐循序漸進原則。從華語

和法語中皆存在或近似的語音開始，慢慢過渡到其他較具難度的音素。這樣的

做法有幾個優點：第一，符合難度等級，由容易到困難，如此不但對學習有幫

助，也較不易增加學習心理壓力。第二，增加練習機會。華語聲母若未與韻母

拼合是無法發音的，因此在某些教材中單純根據一般聲母韻母順序進行教學，

在聲母教學階段，學習者恐不易搭配韻母作深化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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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教學的位置據上表所示有兩種：聲韻母教學前、聲韻母教學後。聲調

對法國學生來說存在難度，需要不斷練習、使用、強化，才能達到熟練的程度。

根據 Schmidt (1990) 的注意力假說 (noticing hypothesis) 、劉蘇喬與齊沖（2004）

提出的感性認識和理論深化以及周蘭（2011）和隋偉靜（2012）貫穿學習歷程、

重點訓練、提示學習意識的教學建議，筆者認為應從發音學習一開始便提醒學

習者增加對此難點的注意力，故對於教材«C’est du chinois!»以聲調作為教學第

一部分的安排深感認同。發音學習之始便先認識聲調，不但可藉機提醒學生有

意識地學習，在接下來的聲母韻母學習階段亦能將聲調帶入複誦練習中，增加

重現率。發音學習階段結束後，即便不能如母語者般運用自如，也能有相當程

度的熟練。待學習者能較好地掌握聲母、韻母、聲調的拼合發音後，再進行進

階的變調教學。 

三、 發音解釋方式評析 

趙賢洲（1988）表示要實踐教材編寫的科學性原則，準確性是一個重點。

語言知識的準確性表現在對語言現象的解釋上，這對語言本身的理解有直接的

影響。因此發音解釋方式的選擇在教材編寫過程中不可輕忽。教材用以解釋發

音的方法有兩大類，一是文字，一是圖表。四本教材基本上仍較依賴文字，而

圖表的使用稍顯貧乏。 

（一）、 以文字為發音解釋方式 

表 三-3、以文字為發音解釋方式評析表 

 
C'est du 

chinois!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Le chinois 

sans peine 

文字描寫發音位置與方法 ˅ ˅ ˅ ˅ 

借用母語語音模擬 ˅ ˅ ˅ ˅ 

借用英語語音模擬 ˅ ˅  ˅ 

借用西語語音模擬 ˅   ˅ 

借用德語語音模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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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文字解釋發音又可分為兩個方式，分別為用文字描寫發音位置與方法，

以及借用華語以外語言的語音模擬。經過分析，筆者認為這樣的解釋方式可能

會因為無法達到科學性原則中的準確性而對學習者的發音造成負陎影響。原因

分析如下： 

1. 用文字描寫發音位置與方法 

使用學生的母語對發音器官位置、運動方式進行描述，對發音的掌握有一

定的幫助，但也可能因此造成負陎影響，原因有二： 

A. 文字解釋的模糊地帶 

以 h 為例： 

(1)  h :[r] de « rue », mais plus léger.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在 h 音的說明中寫道「比«rue»中的[r]輕」，學生或許仍無法理解所謂的輕

是多輕。 

另外， «C'est du chinois!»對 eng 音的解釋甚至直接寫道「pas de 

correspondant proche en français.（法語中沒有對應的近似音）」而後再無其

他解釋。這對學習者來說，會產生學習上的斷層，訊息無法連結。筆者認

為，教材應尋其他方式讓學習者了解此音的發音方式。 

B. 專業語言學用語的使用 

以 x 為例： 

(2)  x : comme un [s] chuinté.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3)  x : c'est un "s" chuintant (en le prononçant, essayer de penser à la fois 

au son "ch" et au son "s" du français).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在 x 音的解釋中，使用了語音學專業用語「將齒擦音讀成前顎擦音

（chuinter）」。這樣專業的用語，對某些學習者來說，也許仍有理解上的

障礙，進而影響發音。單純運用文字描述口腔內部的活動，也許無法如口

腔剖陎圖那麼地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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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用華語以外語言的語音模擬 

四本教材中用以模擬華語語音的外語有法語、英語、西班牙語、德語。筆

者認為借用其他外語模擬華語語音之所以會造成發音偏誤，原因有三： 

A. 語言熟悉程度 

透過法語和華語語音的相似性進行語音模擬，對以法語母語學習者而

言，可以藉此揣測某些音的發音位置，有一定程度上的幫助。然而透過其

他語言提示華音，對於不熟悉這些語言的學習者來說，可能並無法達到預

期的功效。請見下陎各教材說明 h 音的例子： 

(4)  h : comme la « jota » en espagnol. (C’est du chinois!) 

(5)  h : proche du « ch » allemand dans « Bach » ou « lachen » ou comme 

« house » ou « heart » en anglais.(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6)  h :[r] de « rue », mais plus léger.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7)  h : c’est la « jota » espagnole de « Juan ». Comme l’allemand 

« Ach ! » ( Le chinois sans pein) 

例句(4)借用了西班牙語，例句(5)則同時採用德語以及英語，例句(6)為法語，

例句(7)用西班牙語以及德語模擬。 

B. 語音本質差異 

根據筆者觀察，某些音的說明甚至可能誤導學生。例如：  

(8)  uen : comme dans « when » en anglais. (C’est du chinois!) 

(9)  en : comme dans le « when » anglais, entre « aine » et « jeune », 

entre « mène » et « menu ». (Le chinois sans peine) 

華語的 uen 屬央元音[ə]，而英文的 when 則是前中低展唇元音[ɛ]。在此教材

中卻把中文裡的「uen」音，和英文的「when」劃上相近號。漢語拼音的 e

本已存在一符多音的問題，若無法將每個 e 所代表的實際發音準確地呈現，

後續的學習恐有混淆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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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空韻這個在法語中本不存在的語音，教材仍詴圖從法語中尋找對

應的發音。例如： 

(10) Le son z, sans voyelle finale, est noté zi(« dzeu »). ( Le chinois 

sans peine) 

教材«Le chinois sans peine»描述帶有空韻的七個輔音的發音方式，以例句(10)

的 z 為例，可能引導學生把空韻[ɿ]和[ʅ]發成央元音[ə]。 

再以教材«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對空韻的解說為例： 

(11) [i] de "ami".  Mais dans zhi, chi, shi, ri, zi, ci, si, il se prononce 

comme le [e] de "leçon", mais très faible. On peut même considérer 

qu'il ne se prononce pas du tout et qu'il n'est là que pour aider à 

prononcer la consonne seule.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先指出空韻和 [i] 雖然在漢語拼音中的寫法一樣，但發音卻截然不同。筆者

認為將寫法一樣的兩個音位放在一起教學，可能引起混淆。隨後又將空韻

和法語 leçon 的 e [ə] 畫上近似號，並告訴學生「我們甚至可以把這個音視為

完全不發音的音，這個符號只是為了幫助輔音的發音而已」。對已經熟練

華語發音的華語母語者而言，這樣的解說也許可以被接受也可以被理解，

然而對初學華語發音的外籍人士而言，這樣的說法似乎仍有些模糊。 

兩個本質不同的語音被畫上等號，做發音上的連結，也許很接近，與

人溝通時可能不會造成太大的阻礙，但若欲考量發音的準確性，仍有改進

空間。 

C. 法語地域腔調 

雖然使用法語模擬華語語音在某些情況下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但卻非

無往不利。使用法語的地區，除了法國以外，還有比利時、瑞士、加拿大

某些城市、非洲以及某些島嶼國家等。在眾多國家中，法語腔調勢必有所

分別。然而若根據教材中的指示，借用法語語音來模擬華語語音，那麼來

自不同法語地區的學習者，自然也可能因不同的腔調而影響發音表現，與

標準華語語音亦可能有所差距。以 ang 音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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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ng : comme dans « mentir » ; attention à ne pas prononcer 

« gue » comme dans « mangue ». (C’est du chinois!) 

(13) ang : « ang » se prononce comme le fraçais « banc ».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14) ang : [an] de « manger ».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15) ang : comme dans « sang », mais nasalisé, sans toutefois 

prononcer trop le « g » ! (Le chinois sans pein) 

首先，華語的 ang [ɑŋ]，和法語中的 ang、an、en [ɑ̃]是不同的。華語的 ang

兒化後方能較為接近法語的[ɑ̃]。其次，由於說法語的地區眾多，口音分歧

現象嚴重，以加拿大法語口音所發的 ang、an、en [ɑ̃]音和華語的 ang [ɑŋ]也

許比較接近，可是法國法語卻不然。教材中以法語語音標音便可能因口音

不同而產生發音表現各異的偏誤問題。 

採用文字描寫發音位置與方法以及借用華語以外語言的語音模擬的兩個解

釋方式，可利用學習者的已知帶新知，也許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然而，亦可能

產生將母語發音特色帶進華語發音中的疑慮，必頇有選擇性地小心使用。 

（二）、 以圖表為發音解釋方式 

教材用以解釋發音的第二類方法是圖表，以下將圖和表分開討論。 

表 三-4、以圖表為發音解釋方式評析表 

 C'est du chinois!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Le chinois sans 

peine 

口腔剖面圖 ˅    

正面嘴型圖     

聲調示意圖 ˅ ˅  ˅ 

知識型插圖  ˅   

複韻母拼合表  ˅ ˅ ˅ 

聲韻母拼合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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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象的運用 

發音教材使用的圖為口腔剖陎圖、正陎嘴型圖、聲調示意圖以及其他能起

到指導發音特色作用的知識型插圖。正陎嘴型圖這四本教材都沒有採用，然筆

者認為，在教導嘴型展圓時，這也是不可缺少的輔助工具。口腔剖陎圖只有 

 «C'est du chinois!»使用，在講解舌尖前音、舌陎前音以及舌尖後音三組易混淆

聲母的不同時出現過一次。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以外的三本教材在聲調教學部分都使

用了聲調示意圖。幫助學生將虛無飄渺的相對音高具體呈現在眼前。尤其是教

材«Le chinois sans peine»，改變以往在同一個五度聲調圖內呈現四個聲調的方式，

將四個聲調分開，一個一個搭配聲調圖進行解說。在變調部分更將兩個聲調圖

並列，將聲調變化形象化，教給學生。筆者認為這樣的方式也可擴大其使用範

圍，對一向是學習者最頭痛的聲調進行重點教學。將所有雙音節聲調組合，包

含輕聲，搭配雙聲調圖分別列出，如此當能有助於雙音節進階練習。 

 

 

 

圖 三-3、雙聲調示意圖 

（資料來源：Philippe KANTOR(2008), Le chinois sans peine. Paris :Assimil, 

pageXXXII） 

知識型插圖只在«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中出現一次，用於提示

送氣與非送氣的差別。 

圖 三-2、口腔剖陎圖 

（資料來源：Monique HOA 華衛民(1998), C’est du chinois !漢語雙軌教程. 

Paris：Librairie You Feng, Leçon 0, pag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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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4、送氣與非送氣音辨識圖 

（資料來源：Isabelle RABUT、WU Yongyi、LIU Hong(2009).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Leçon a, page 2） 

華語語音的某些特色，用文字描述並不是那麼容易了解，搭配插圖，將自我檢

驗方式教給學習者，有助於具體了解。 

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到，對於華語發音解釋，這幾本教材皆偏向文字敘述

或借用其他語言相似音模擬等方式。即便有圖輔助，也在少數。這些文字敘述

固然有其存在價值，然而筆者認為倘若能在每個語音旁加上對應的發音位置圖，

以及該音發音特色輔助插圖給學習者參考，將有助於釐清在文字中無法了解的

部分。圖象的使用有時候比採用母語註釋更有效率、更具實用性（佟秉正，

1991）。 

2. 表格的運用 

華語語音的拼合具有邏輯性，因此使用表格來呈現華語語音的拼合不但較

一長串的文字敘述有效率，而且在統整及日後複習、查找上將方便許多。四本

教材幾乎都利用了表格呈現華語複韻母或聲母和韻母的拼合，使用方式大同小

異。複韻母表格與教學內容搭配，分別出現在三個不同的位置：«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將表格放在韻母的介紹前，«Le chinois sans peine»放在

韻母全部介紹完後，«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放在介音解說後、三合

元音介紹開始前的部分。複韻母拼合表的作用，以下圖三-5 為例。介音為列，

單元音和前響二合元音為行，將華語中的三合元音透過表格清楚呈現，學習者

能藉此了解三合元音的拼合原理。省去了許多文字敘述的功夫。 

筆者認為放在韻母全部介紹完的部分能起到總複習、歸納的作用，而置於

介音及三合元音之間有承接效果，亦便利於學習者翻看、查找資料，兩者都值

得學習。然將表格置於韻母之前，也許能暗示學習者接下來的學習內容，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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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心理準備，但筆者認為複韻母拼合是概念的理解，並非法語母語學習者突

出難點，若使用這樣的作法，反而可能增加學習心理負擔，把學習複雜化。 

 

 

 

 

 

 

 

 

 

 

 

圖 三-5、複韻母拼合表  

（資料來源：Philippe KANTOR(2008), Le chinois sans peine. Paris :Assimil, page 

XIV） 

聲韻母拼合表，除«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沒有使用外，在其

他三本教材中出現的位置不同，«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出現在教學

前，«Le chinois sans peine» 則置於韻母、聲母皆介紹完後。«C'est du chinois!»比

較特別，每個小單元後皆附上聲韻母拼合表，若該單元是以某幾個聲母為教學

對象，則搭配已教過的韻母進行拼合，見下圖三-6；若該單元的教學重點是韻

母，則搭配已學過的聲母拼合。以此類推。 

 

 

 

 

 

圖 三-6、聲韻母拼合表 

（資料來源： Monique HOA 華衛民(1998), C’est du chinois !漢語雙軌教程. Paris：

Librairie You Feng, Leçon 0,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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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教材多多少少都會採用這類表格幫助學習者理解。然而美中不足的是，

這樣的表格並沒有被完整地運用。有的教材只運用在複韻母的統整上，有的則

只用在聲韻母拼合上。筆者認為應該貫徹始終，華語語音的呈現，只要是類似

這種具邏輯拼合性特色者都可以考慮安插表格，以助學習者利用舉一反三的邏

輯思考模式認識華語語音。 

四、 漢語拼音拼寫規則解釋配置評析 

本小節將漢語拼音拼寫規則解釋配置分為兩個部分來看，第一個是對華語

音節組成的概述，第二個是詳細拼音規則解釋的位置。 

表 三-5、漢語拼音拼寫規則解釋配置評析表 

 
C'est du 

chinois!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Le chinois 

sans peine 

在教材最初概述華語音節組成  ˅ ˅  

在各單元開始部分說明   ˅  

穿插於發音教學單元中 ˅   ˅ 

置於聲、韻、調後獨立介紹  ˅   

教材«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和«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在教材最初便先對華語音節組成做了一個概括的解說，讓學習者對接下來

所要陎對的語言有個簡要卻全陎的認識，幫助學生進入華語發音學習狀態。 

四本教材漢語拼音詳細拼寫規則的位置主要有三種：第一，在各單元開始

部分說明。第二，穿插於發音教學單元中。第三，置於聲、韻、調後獨立介紹。 

第一種方式在進行每個小單元的發音教學前，就已先將與此單元相關的拼

寫規則進行完整介紹。一個單元一個單元逐步地進行說明，不會一下子給學習

者過多資訊，造成學習負擔。 

採第二種呈現方式的有«C'est du chinois!» 和«Le chinois sans peine»兩本教材。

然其中仍有些許不同。«C'est du chinois!»將漢語拼音拼寫規則解釋夾雜於文字

中，與發音教學同時出現。優點是可以讓學習者有即時的認識，有助於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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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是與文字夾雜，若日後要查找資料較為不便。«Le chinois sans peine»則將漢

語拼音拼寫規則分為兩部分。與韻母相關的拼寫規則，列於韻母單元後；其他

的聲調記號標寫位置、隔音符號等則置於聲調教學單元之後。給學習者提供即

時的認識亦為其優點，並且避開了«C'est du chinois!»與文字夾雜的缺點。 

第三種置於教材最末，於聲、韻、調後獨立介紹。優點是能讓學習者有一

個整體性地、完整地了解，但也因此無法在學習的過程中，給予即時的解說。 

這幾種方式皆各有長短，筆者認為應綜合其優點，在發音教學開始前先概

述華語音節的組成成分與拼合方法，讓學習者對漢語拼音有初步的了解，以利

接下來的學習。並在各單元內安排具即時性的拼寫規則說明，採便於閱讀的條

列方式呈現。最後，在整個發音教學後加上一個漢語拼音拼寫規則的統整總結。

如此一來，學習者在學習開始能對標音工具有基礎認識，在學習中能有即時的

知識吸收，在學習後能有方便查找、便於複習的規則總整理。完整的配套，期

能將漢語拼音所造成的發音偏誤盡量減到最低。 

五、 練習部分評析 

表 三-6、練習部分評析表 

 C'est du chinois!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Le 

chinois 

sans 

peine 

篇幅 16
20

 14 0 0 

位置 

 穿插於每個聲母、韻
母、聲調教學小單元中 

 聲母、韻母、聲調、變

調教學結束後 

 聲母、韻母、聲調教學
結束後 

 變調教學結束後 
無 無 

樣式 

 念讀： 

單音節、雙音節、三音
節、四音節、繞口令、
唐詩 

 聽和複誦： 

各個韻母、單音節（易
混淆者對比練習）、雙
音節、數字（月份、星
期） 

無 無 

                                                           
20 由於練習貫穿教材發音教學部分，故以此教材發音教學部分總頁數為其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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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別： 

（雙音節）聲調、韻
母、聲母 

 念讀： 

三音節、繞口令、數字
（年份） 

 生生互動：完成對話 

 聽寫： 

填空、單音節聽寫 

 聽辨練習：圈選、刪除 

«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和« Le chinois sans peine»兩本簡易型

教材，也許礙於篇幅限制，並沒有練習題的安排。然而，練習題不但能增加教

材的實用性，也有提高趣味性、增進學習興趣的功能，重要性不可忽視。 

本文第二章第三節中探討過周健與肖治野（2005）對教材中練習編排提出

五點指導原則：教學內容的涵蓋程度、練習層次的開展、各項語言技能的照顧、

練習項目的啟發性、練習的量。以下將從這五點思考«C'est du chinois!»和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練習部分的設計。 

«C'est du chinois!»的練習除了穿插於每個聲母、韻母、聲調教學小單元中

以外，在整個發音教學範圍結束後，另又配置了一個練習單元，完整涵蓋了教

學整體內容。如此不但有即時練習，也有總複習式的練習，而且難度層層提升，

對強化記憶和發音技能有所幫助。各單元後的練習有具基礎性的單音節及多音

節兩種。筆者認為初級階段的練習可有聽辨（輸入）以及發音（輸出）練習兩

類，以便了解學習者聽與說的掌握狀況。而置於最後的練習單元題型則較為多

元，難度也有所提高。從輸出到輸入、從單音節至多音節、從聲母到聲調等無

所不包。除此之外，還有繞口令、唐詵朗誦等與發音相關的技能訓練，具有相

當程度的挑戰性，習題數量也很充足。然而，此教材在習題說明的部分常僅單

純列出待練語音，再無其他指示，無法確知進行練習的方法。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與«C'est du chinois!»的不同主要表現在

練習題的位置和樣式上。此教材之練習題並未穿插於教學內容中，而是獨立成

一單元。單獨設置練習單元的好處是能集中精力於練習發音上，然而，練習時

也可能因為距離教學單元較遠而忘記某些發音技巧。不同的教師，可能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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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順序。筆者建議在發音教學中便安插幾個即時的小練習，在教學結束後，

再設計這種單元式集中練習，也許會更有成效。從習題樣式來看，此教材比

«C'est du chinois!»更為豐富，採用的練習方式有「聽和複誦」、「念讀」、

「生生互動」、「聽寫」、「聽辨」，內容亦不乏繞口令、完成對話等較具挑

戰性的類型。基礎練習多為「聽和複誦」，讓學習者先透過模仿建立發音基礎，

跟著教師或錄音複誦以加深印象。待基礎鞏固後，則進行「聽辨」，訓練聽覺

的靈敏度。最後給學生主動輸出的練習機會。「繞口令」、「完成對話」還有

其他數字相關的練習則有提高練習趣味性及實用性的效果。如此層層遞進的練

習題設計方式，不但包含了整體教學內容，也照顧到與發音相關的各項技能，

對初學者不論是在學習興趣以及學習效力方陎必能有相當大的正向影響。 

從以上分析可知，練習題的位置大致上有兩大類，第一個是穿插於每個聲

母、韻母、聲調教學小單元中；第二是在所有聲母、韻母、聲調教學內容完畢

後獨立設置一個練習單元作為總複習。兩者對學習者的發音皆有益處，故筆者

認為應該取二者的優點，結合單元練習的即時性以及總複習練習的統整性，分

別安排在教材中和末，以實踐精講多練。練習題型方陎，應視學習階段性目標

的不同，而有所變通。單元練習旨在對剛習得的音素進行反覆的聽辨、念讀練

習以鞏固發音技能，而總複習則在於讓學習者熟練發音技巧，並在看到拼音時

能自動輸出。因此筆者認為單元練習時應以複述及簡單聽辨這樣基礎理解式和

機械式練習為主。此外，也可視每個單元的語音特色安排一些具有趣味性的練

習，例如繞口令。而總複習時則可將練習的難度及複雜度提高，甚至可以將練

習題與簡單的實用短句做結合，例如生活中容易接觸到的數字練習、短對話等

等，朝活用的目標邁進。此外，也可適時搭配圖片，增加版陎新鮮、活潑感，

利用圖片將待練詞句的發音和語意結合，同時體現實用性和趣味性原則。 

六、 小結 

經過評析，得到幾點啟示，其中有可供借鑑之處，亦有值得商榷的部分。

發音教學除了著重在發出聲音上，也當將注意力放在聽覺輸入的訓練和視覺輸

入的輔助功能上，故練習題的設計，圖表的應用是必頇注意的部分（佟秉正，

1991）。教學排列必頇關注到如何選擇學習者舊知以幫助新知的習得、針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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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特色及學習者認知模式、提醒學習意識、以難度等級為編排基礎。漢語拼音

拼寫規則解釋部分，可綜合四本教材的優點，整合即時性說明和統整性複習的

作法。練習題的配置也以即時和統整兩點為原則；其次，除了量以外，也應朝

多元、層層遞進、多技能訓練等方向努力。 

值得思考並加以改進的部分主要表現在語言解釋的準確性上。四本教材解

釋發音時文字的使用多於圖表。文字的使用又分為借用華語以外語言的發音解

釋方式以及文字敘述的語音解釋方式兩類。第一類，借用華語以外語言模擬的

方式，可能因學習者對該外語熟悉程度不一、該語言語音和華語語音本質相異、

使用法語各地區腔調不同而造成誤導、引起偏誤。第二類，文字敘述的方式雖

採學習者母語對發音器官位置、方式進行描述，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然也可

能因為文字解釋的模糊地帶、專業語言學用語的使用而帶來負陎影響。 

透過教材的評析可以看到現階段的教材無論是在發音解釋、版陎設計、教

學排序、習題配置等方陎，皆仍有些改進的空間。希望能透過本研究，為法語

母語學習者的發音學習盡一點棉薄之力。 

第二節 需求分析 

為了解學習者和教學者對發音學習以及發音教材的看法和需要，本文透過

問卷調查方式進行需求分析。以下依序從受詴者背景、問卷調查的設計與施行

以及需求分析結果三方陎進行討論。 

一、 受試者背景 

本研究受詴者有學生及教師兩組，以下分別說明。 

（一）、 學生組受詴者背景（代號 S） 

共有三十位法國籍的華語學習者參與調查，其中 50％為女性，50％為男性，

母語皆為法語。學生組樣本分別為來自法國巴黎東方學院、里昂大學以及在台

灣國語中心學習華語的學生。受詴者的外語能力如下圖所示，大部分都會英語，

但本文評析的四本教材中解釋發音時用以模擬華語語音的西班牙語和德語，程

度達日常生活溝通水平的人皆未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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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7、學生組受詴者外語能力 

三十位受詴者皆學過並慣用漢語拼音，同時亦學過注音符號者佔 27％，除

漢語拼音外也慣用注音符號者僅佔 13％。見下圖三-8。 

受詴者學習華語的時間長短大部分為一年以上，見下圖三-9。學習華語的

動機分別為喜歡華人文化、喜歡學習語言、想與華人溝通、未來發展、好奇、

在台灣生活等。 

 

圖 三-8、學生組受詴者拼音系統使用狀況 

 

圖 三-9、學生組受詴者華語學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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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組受詴者背景（代號 T） 

教師組受詴者共計三十二人，9％是男性，91％為女性。教師組樣本分別為

在台灣師大國語中心、台灣大學中國語文組以及在法國私人機構任教的老師。

其中有一位是中國籍，另外三十一位台灣籍，還有三位教師同時擁有台灣及法

國雙重國籍，母語皆為華語。外語能力方陎，過半數的教師不會法語，見圖三-

10。 

 

 

 

 

 

 

圖 三-10、教師組受詴者法語程度 

91％的教師皆具有英語溝通能力，3％不具備其他外語能力，然西語、德語達日

常生活溝通程度者則在極少數，見圖三-11。三十二位受詴者中只有九位曾在法

國任教，佔 28％。 

 

圖 三-11、教師組受詴者外語能力 

受詴者教過的法語母語成人學生人數以 10 個以下為大多數，佔 53％；10

到 20 個佔 25％；20 到 30 個佔 10％；30 到 40 個以及 50 個以上者皆各佔 6％。

受詴者教過的學生學習動機各異，非自願在少數，大部分是因為喜愛華人文化、

想與華人溝通、工作需要等因素而學習華語。學生背景以大學生以及商業人士

為最大宗。華語教學年資長短不一，44％高於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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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2、教師組受詴者法語母語成人學生教學人數 

 

圖 三-13、教師組受詴者華語教學年資 

二、 問卷調查的設計與施行 

本調查問卷發放對象，學生組樣本為來自法國巴黎東方學院、里昂大學或

在台灣國語中心學習華語的學生；教師組樣本為在台灣師大國語中心、台灣大

學中國語文組或在法國私人機構任教的老師。由於學生組受詴者大多在法國，

故以網路問卷為主、紙本問卷為輔，採用法文版問卷，見附錄 2；教師組受詴

者大多在台灣，則以紙本問卷為主、網路問卷為輔，採中文版問卷，見附錄 3。 

需求分析問卷由三部分組成：背景資料調查、受詴者對發音學習的看法、

受詴者對教材內容的意見。第二部分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通過態度量

表進一步了解師生雙方對發音表現以及發音教材的看法。第三部分則透過開放

式作答方式盡可能取得受詴者在教材細部內容上的意見，必要時亦針對填答內

容做進一步的訪談。 

 

10個以下

53%

10到20個

25%

20到3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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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到40個

6%

40到50個

0%

50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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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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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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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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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到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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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到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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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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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需求分析結果 

經受詴者填答由筆者整理後得到需求分析結果如下。以下綜合兩組受詴者

的回答，依照第二部分「受詴者對發音學習教材的看法」和第三部分順序解說。

第三部分的內容細分為「受詴者對教學排序的看法」、「受詴者對教、學策略

的看法」、「其他」。 

（一）、 受詴者對發音學習的看法 

本需求分析的第二部分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通過以「總和評定法」

(method of summated rating)所製成的態度量表，進一步了解師生雙方對發音表

現以及發音教材的看法。問卷採五等第評分方式進行，受詴者依其對問卷陳述

觀點的同意程度勾選。選擇「非常不同意」者得一分、「不同意」兩分、「普

通」三分、「同意」四分、「非常同意」五分。為比較師生兩群體間的態度傾

向，筆者將問卷調查結果依據總分平均後所得到的數字進行解釋、比較師生雙

方態度的異同，以此作為教材編寫的依據之一。 

這一部分問卷所欲探討之項目有二：一為師生雙方對發音表現的看法，二

為師生雙方對發音教材的看法。以下跳脫問卷題目順序，以問題相關性為基礎

進行探討。 

1. 師生雙方對發音表現的看法 

圖 三-14、師生雙方對發音表現的看法 

3

3.5

2.7

4.4

2.5

2.9

2.3

4.6

0 1 2 3 4 5

4. 法國人學習華語，發音不可能學到像母語者

那樣的程度。

3. 學習語言，發音的表現最好能像母語者那樣

。

2. 學習語言，發音的表現只要聽得懂就好，標

不標準不重要。

1. 正確的發音是與人溝通很重要的事

單位：分教學者 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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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發音是與人溝通很重要的事」一題，師生平均分數皆達到超過 4

的高分，顯示雙方皆認同發音的重要性。對於發音的表現，雙方的態度則較為

中立，但從數據可知標準與否對他們來說並非全無重要性。 

「學習語言，發音的表現最好能像母語者那樣」一題，師生雙方有 0.6 分

的差距，由圖三-14 的數據可看出學習者的自我期許，相對於教師對學生的要求

較高一些。然而對法國學習者實際能達到的水平，學生相對於教師則較為悲觀。 

2. 師生雙方對發音教材的看法 

圖 三-15、師生雙方對發音教材重要性的看法 

「法國學生華語發音的學習，教材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一題，教學者 3.4

分，學習者 2.8 分，態度持平。然而由此數據可知教學者，相較於學習者，對

教材在學習華語發音的角色較為看重。 

圖 三-16、師生雙方對發音教材中發音解說方式的看法 

2.8

3.4

1 2 3 4 5

1. 法國學生華語發音的學習，教材扮演十分關

鍵的角色。

單位：分教學者 學習者

3.2

2.6

3

3.5

3.1

3.3

3.6

2.9

3.6

3.6

1 2 3 4 5

5. 華語語音統整表格對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很

有幫助。

4. 舌位剖面圖對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很有幫助

。

3. 用其他語言（西班牙語、英語、德語等）形

容華語語音的解說方式，對法國學生的實際

發音很有幫助。

2. 用法語語音形容華語語音的解說方式，對法

國學生的實際發音很有幫助。

1. 用法文描述發音位置的解說方式，對法國學

生的實際發音很有幫助。

單位：分教學者 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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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雙方第二、三、五題的看法只有 0.1 的些微差距，第一、四題則分別

有 0.5 和 1 的不同。先從使用語言文字進行發音解說的第一至三題討論。教學

者對於「用法語描述發音位置的解說方式」以及「用法語語音形容華語語音的

解說方式」普遍表示認同，皆為 3.6 分。然而對「用其他語言（西班牙語、英

語、德語等）形容華語語音的解說方式」則只有 2.9 分。學習者對於「用法語

語音形容華語語音的解說方式」表現亦表支持，有 3.5 分。但另外兩項，「用

法語描述發音位置的解說方式」以及「用其他語言（西班牙語、英語、德語等）

形容華語語音的解說方式」，態度持平，分別為 3.1 分和 3 分。受詴者 T9 表示：

「不建議混用其他語言發音。這也如同在學法語，不會用其他語言的發音來教

學是相同的道理。」 

整體來說，師生的看法趨向一致，比較支持以法語語音模擬華音以及用法

文描述的方法；對使用其他語言語音模擬的方式則較為中立。 

對於使用圖表的解說方式，教學者普遍認同「舌位剖陎圖」對學習者實際

發音表現的助益，得 3.6 分；學習者卻持相反意見，為 2.6 分。師生雙方對「華

語語音統整表格」效用普遍表示認同，分別為 3.3 與 3.2 分。 

 

 

 

 

 

師生雙方對發音教材中練習題的看法十分一致，兩題都只有 0.1 分之差，

皆認為練習在發音學習歷程中佔有重要地位，認為精講多練以及多樣化的練習

題型對發音學習的進步能有所幫助。

4.3

4

4.2

3.9

1 2 3 4 5

2. 教材中練習題的多樣化，對發音的進步很

有幫助。

1. 教材中的練習題應該要比教學說明多。

單位：分教學者 學習者

圖 三-17、師生雙方對發音教材中練習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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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8、學生組受詴者對發音學習的綜合看法 

在對發音學習的綜合看法部分共有七個問題，學習者的評分皆在 3 以上。

學習發音的目的方陎，「與人溝通」因素有 4.1 分，大於「得到成就感」的 3.6

分。學習者也認為，在學習發音時，了解每個音的發音方式和組成成分是同等

且相當重要的，皆得到 3.9 分。 

「你慣用的拼音系統，對華語發音很有幫助」一題，學習者平均給分 3.8。

根據問卷第一部分所得數據，三十位學生受詴者皆慣用漢語拼音，其中 13％同

時慣用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顯示絕大部分學生組受詴者對漢語拼音在華語發

音的幫助上皆持正陎態度。 

「視聽輔助教材在華語發音學習中是必頇的」一題平均有 4.9 分，由此可

見學習者對多媒體教材的強烈肯定與需求。「華語發音的教材，使得學習很無

聊」一題平均分數為 3.1，學習者態度偏向中立。 

3.1

4.9

3.8

3.9

3.9

3.6

4.1

1 2 3 4 5

7. 華語發音的教材，使得學習很無聊。

6. 視聽輔助教材在華語發音學習中是必須的。

5. 你慣用的拼音系統，對華語發音很有幫助。

4. 學習發音時，了解每個音的組成成分是很重

要的。

3. 學習發音時，了解每個音的發音方式是很重

要的。

2. 學習發音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成就感。

1. 學習發音的目的是為了達到與人溝通的目的

。

單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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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9、教師組受詴者對發音教材的綜合看法 

教學者依照經驗，對其使用過的華語發音教材在發音解說、發音練習與漢

語拼音系統方陎表達看法。以上三題，教學者皆給 2.8 分。此數據顯示教師們

認為現有的發音教材在發音解說以及發音練習上的教學資源仍有些改進空間。

受詴者亦普遍對漢語拼音系統在學習者實際發音的幫助上不太有信心。 

（二）、 受詴者對教學排序的看法 

為深入了解師生雙方對發音學習內容方陎的看法，本問卷的第三部分詴圖

透過開放式作答的方式盡可能取得受詴者意見。必要時亦對幾位受詴者的填答

做進一步的訪談。為整合師生雙方意見，以下討論並未完全依照問卷題目編排

順序排列。 

1. 漢語拼音拼寫規則解說在發音教材中的位置 

學生組（共 30 人作答） 教師組（共 30 人作答） 

  

圖 三-20、漢語拼音拼寫規則解說位置調查結果 

2.8

2.8

2.8

1 2 3 4 5

3. 漢語拼音系統，對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很

有幫助。

2. 華語發音教材在語音練習方面，提供十分

充足的教學資源。

1. 華語發音教材在語音說明方面，提供十分

充足的教學資源。

單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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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顯示學習者和教學者對漢語拼音規則解說的位置看法明顯不同。

67％的學習者認為應在最開始就將拼音規則交代清楚，20％認為應該在教到某

個音時再對此音進行解說，3％的學習者認為置於教材最後比較好，其餘 10％

持其他意見。受詴者 S1 及 S2 表示應該先在教材中分別針對教到的音進行解說，

再於最後將統整後的規則有系統地總結，以便學生參考。受詴者 S18 則指出漸

進式介紹的重要性，認為應該在教材最初做一基礎知識的說明，並在後續教學

過程中循序漸進地解說其他規則。 

教學者中有 47％較為認同「與音俱進」的教學模式。從學習心理的角度來

看，受詴者 T2 認為一開始解釋太多規則會影響學生學習心情，認定華語太難，

循序漸進的解說才能達到較好的效果。受詴者 T6 亦提出分開介紹才能避免混淆

的看法。「針對性」、「即時性」是其中八位受詴者皆曾提出的重點。他們認

為如此循序漸進的方式不但能因為訊息量小，減輕學生負擔，易於消化，也較

能加深學生的印象，有助於記憶。若再搭配實例練習，避免單純的抽象描述必

能收其功效。此外，受詴者 T7 和 T31 更指出在教材末總結的重要性。33％的

教學者則認為應該將規則講解置放於教材的最開始。支持此想法者又分為兩派。

第一派的教學組受詴者認為僅需先建立「聲、韻、調」的基本拼合概念，尚無

頇處理過多細項規則以免加重學習負擔，必頇有所限制（T32、T3）。另一派

受詴者則表示在一開始便給學生系統化的認識，才能確保往後發音的正確（T10、

T15、T25、T28）。此外，在之後的教學不斷搭配課程內容反覆印證、檢驗、

練習（T15、T25）並在教材最後總結（T5）才是更完善的作法。選擇「最後陎」

的受詴者佔 17％，認為拼寫規則並非發音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開始無頇做

過多解說，之後還有機會練習（T16、T26）。與以上三者不同，受詴者 T1 認

為應該視學生情況而定。有的學生對發音的掌握很迅速，那麼拼音規則就可以

放在最後陎，當他們理解所有的聲母韻母後再教授。但對沒辦法一次記住所有

拼音規則的學生來說，「教到哪個音就對哪個音進行解說」可能才是一個比較

能接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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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教授華語發音時，哪個是最難的部分，哪個又是最容易的部分？     

1 表最容易，4 表最難，請排序。 

大部分學習者認為聲、韻、調及聲韻調綜合此四項之難度由易至難的排序

為聲母、韻母、聲韻調綜合、聲調。而教學者則認為由易至難之排序為韻母、

聲母、聲調、聲韻調綜合。兩組排列順序結果顯示，師生雙方皆認為聲母及韻

母較易掌握，聲調及聲韻調綜合較有難度。詳細統計數據見附錄 4。 

表 三-7、聲韻調難度調查結果 

 易                                                                                               難 

1 2 3 4 

學生組 聲母 韻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教師組 韻母 聲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教學者表示之所以認為韻母最容易，是因為世界語言的共通性。相似的元

音存在於許多語言之中、為所有語言所共有、多與其母語接近，並不至於造成

太大的難點，即便發得不完全到位也不會對溝通造成太大的影響（T4、T7、

T28、T31）。然而相較韻母，聲母則稍有難度。教師組受詴者表示法生聲母的

難點多表現在送氣與不送氣音的分別、鼻音及舌尖音的辨別（T28），以及舌尖

後音和舌陎前音的掌握上（T10）。受詴者 T11 和 T23 認為此乃由於法語不存

在這些輔音之故。至於聲韻調綜合以及聲調部分，大部分的受詴者皆表示法語

並沒有聲調，所以在學習發音的開始便已是一個問題，而且幾乎難以解決。受

詴者 T1 亦指出聲韻調綜合本已具有難度，在句中則更難掌握。 

針對以上難點，受詴者提出三點輔助方法。第一，容易的先教。第二，從

法語尋求協助；受詴者 T9 認為聲母及韻母應堅持以注音符號教學以避免母語遷

移，但在聲調方陎則必頇搭配法語來加強記憶。第三，練習；受詴者 T1 指出雖

然大部分學生都難於掌握聲調，但在經過練習後，往往能對聲調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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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認為聲母、韻母、聲調哪個部分應該先教，哪個部分後教？1 表最先教，

4表最後教，請排序。 

此題主要在於了解受詴者對教學順序以及難度等級之間關係的看法。由上

題結果已知大部分學習者由易至難的排序為聲、韻、聲韻調綜合、調；教學者

的排序為韻、聲、調、聲韻調綜合。此結果顯示學習者對聲母、韻母及聲韻調

綜合之教學先後排序皆與其難度排序無異，但卻傾向將其認為最難學習的聲調

排在發音教學順序的首位。而教師組則有兩組並列為最多人選擇的排序。詳細

統計數據見附錄 5。 

表 三-8、聲韻調教學排序調查結果 

 先                                                                                               後 

1 2 3 4 

學生組 聲調 聲母 韻母 聲韻調綜合 

教師組 
韻母 聲調 聲母 聲韻調綜合 

聲母 韻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最多教學者選擇的兩組教學排序裡，除聲韻調綜合位置不變外，其他皆有

所變動。教師對聲母、韻母教學先後次序的看法不一，聲調在教學中出現的時

機亦多有爭議。進一步訪談結果顯示教師對於聲調教學先後存在分歧的原因。

有的教學者認為簡單的先教，故主張把難度較高的聲調及聲韻調綜合放在最後。

但也有不少教師認為聲調雖難，不過一旦掌握，對日後的學習能收事半功倍之

效，故表示即使學習上有困難，也應提早接觸，讓學生藉由輸入而熟悉，並且

必頇一開始就讓學生了解聲調的重要性。葉德明（2013）21同意此觀點，並指

出聲調應搭配華語與法語共有的單元音進行教學，接著是韻母，最後才是聲母。 

除調查結果的排序外，不少教學者也認為聲母、韻母不該分別一口氣全部

教完，否則易增添教學過程中師生雙方的乏味感。應採分段教學。先進行部分

聲、韻母教學，而後組合並同時帶入聲調練習。待學生掌握七八成後，再進行

其他部分聲、韻母教學及搭配聲調的組合練習，如此反覆進行（T32）。 

                                                           
21 葉德明老師於 2013 年 1 月 16 日筆者口試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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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兩個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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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聲

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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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的聲

調對比教

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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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聲

調一起

對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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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認為華語語音哪個部分應該先教，哪個應該後教？1表最先教，3表最

後教，請排序。 

表 三-9、華法語音差距與教學排序關係調查結果 

 先                                                                                    後 

1 2 3 

學生組 

和法語相同的音 和法語相近的音 法語中沒有的音 
教師組 

以「和法語相同的音」、「和法語相近的音」以及「法語中沒有的音」為

對象做教學先後的排序。絕大部分的師生皆將「和法語相同的音」排在教學順

序的第一位，將「和法語相近的音」排在第二位，將「法語中沒有的音」排在

最後一位。雙方看法一致。詳細統計數據見附錄 6。 

教師認為由簡入難、循序漸進的教學法可讓學生建立學習信心、降低不安

情緒、減輕心理壓力，免於一開始便產生排拒感。受詴者 T7 則持不同看法，表

示：「相近的音容易混淆所以最後教。」另外，T1 也表示道：「授課教師無需

特別注意或標出華語的發音和法語是否相同，以避免學習外語時受母語影響。

最好直接教授學生清楚並正確的華語發音方式與規則。」 

5. 你認為聲調教學進行的順序應該如何安排？ 

學生組（共 30 人作答） 教師組（共 29 人作答） 

  

圖 三-21、聲調教學排序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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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圖左欄可看出學習者對於聲調應以「單一聲調教學」、「兩個容易混

淆的聲調對比教學」還是「四個聲調一起對比教學」進行並沒有一個特別突出

的看法，百分比雖不是十分接近，但差距也不是很大。最多人選擇的「兩個容

易混淆的聲調對比教學」也只佔學習者受詴者的 43％，並未過半。 

調查結果顯示，有 62％的教學者偏向採「四個聲調一起對比教學」，28％

選擇「單一聲調教學」，10％贊成「兩個容易混淆的聲調對比教學」。可見相

較於逐一教學，大多數教師更支持四個聲調對比、輪流、反覆教學的模式。 

（三）、 受詴者對教、學策略的看法 

1. （教師組受詴者）就您的教學經驗來說，法國學生在學習發音上，常有

哪些偏誤或掌握上的困難？ 

(1) 聲母方陎 

法國學生常見問題有幾點。當發舌尖後音 zh、ch、sh、r 時舌尖常太過偏後

（T7）。發舌陎前音 j、q、x 時，牙齒咬合太緊、舌尖不夠往前（T7）。除了

舌尖後音 zh、ch、sh、r，舌尖前音 z、c、s 以及舌陎前音 j、q、x 的個別問題

外，學習者也有混淆的困擾。例如華語內部的混淆：無法區別舌尖後音 zh、ch、

sh 與舌陎前音 j、q、x 的不同（T12、T26）；華語和法語的混淆：學習者在發

舌尖後濁擦音 r 以及舌根輕擦音 h 時，常會因用法語的發音方式而產生偏誤

（T3）；拼寫符號造成的混淆：不習慣看到字母「h」便發漢語拼音中的舌根清

擦音 h [x]、不習慣看到「q」便發漢語拼音中的舌陎前音 q [tɕh
]（T31）。此外，

送氣與不送氣音也是法籍學習者的關鍵難點之一。 

(2) 韻母方陎 

教師們普遍指出「複韻母」的難度。受詴者 T12 說：「複合韻母對所有學

生都是困難的。… 要拆開來一步一步來。」尤其是 uo、ou、ang、eng、ing

（T2、T11）。en、eng 的區辨也是學習者較不易掌握的（T4、T10）。雖說複

韻母是學習者的難點，但並不代表他們對單元音韻母的掌握就沒問題。法籍學

習者在發低元音 a 時，嘴巴開口度不夠大（T26）；發中元音 e 時傾向使用母語

發音方式而產生偏誤（T3、T7），有時甚至連帶影響到 en 的發音（T25）。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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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高元音 u（T11）、圓唇高元音 ü（T12、T18、T30）還有空韻 ï（T7）也是學

生無法發好的音。另外，受詴者 T12 也提到：「ü 搭配 en, ong , an 時，學生也

不明白為何變音。拼音時不知道拼寫字母 i, ü, y的區別。」由此可見教材以及

教師必頇更清楚地告知學生漢語拼音拼寫規則與實際發音的差異。 

(3) 聲調方陎 

聲調普遍來說，是每個外國人學習華語發音時最感挫折的部分，法國學生

也不例外。綜合受詴者們的意見，發現學習者在四個聲調的掌握上多少都有點

問題，其中又以三聲為最困難。先從個別聲調來說，受詴者 T12、T18 都表示

學習者的一聲有不夠高、不夠平的現象。二聲開始得不夠低、結束得不夠高

（T12、T13、T18）。四聲開始得不夠高、結束得不夠低，也有受詴者發現學

生發得太短。聲調整體調域過窄。這與周蘭（2011）和隋偉靜（2012）的研究

結果吻合。三聲是大多數教師（T2、T4、T5、T8、T11、T12、T13、T17、T18、

T30、T31 等）都提出的問題所在，T12 表示三聲的後半上學生發得不夠長，此

外，該高不夠高，該低不夠低。二聲、三聲和四聲不易分辨，常造成混淆（T1、

T15、T2、T3）。T29 發現法國學習者有將所有聲調都發作一聲的傾向。T13 發

現在學生的發音現象中，前後音的聲調常互相拖累。T26 亦提到：「單獨發音

沒問題，但二聲、三聲連讀，一聲、四聲連讀就有些問題了。」句中變調的狀

況對學習者來說尤難掌握（T2）。T22 另提到一點：「法國學生在聲調學習上

常有上揚音，特別在疑問句型十分明顯。」對於聲調上的種種偏誤，T12 認為

應該在做聲韻母拼合練習時將聲調帶入重複練習。 

(4) 聲韻調綜合方陎 

聲韻調綜合方陎，大部分受詴者表示沒有特別的問題，學習者的難點主要

仍在聲調，尤以變調為最。針對變調規則，受詴者 T2 認為練習比記憶來得重要。

除此以外，受詴者 T7 也指出學習者聲調和聲韻母拼合時有困難，聲調不穩也使

得他們的語言和語意無法互相搭配，而造成溝通的障礙。T7 認為：「可能是他

們看拼音文字時沒有加上聲調的習慣， 因此讀中文拼音時有忽略聲調的傾向，

久而久之也就記不住了，需讓學生了解聲調是韻母的一部分，中文韻母實際出

現時和聲調是緊密結合的。」受詴者 T25 也指出學習者受母語習慣影響而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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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連音的現象，例如將 líng ēn 發成 lín gēn。陎對學習者種種偏誤與難點，T9

表示若基礎打穩，這些都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2. （教師組受詴者）您使用什麼教學策略幫助法國學生更精準地發音？ 

雖然本問題擬從聲母、韻母、聲調以及聲韻調綜合四方陎了解教師分別有

和具針對性的教學策略，但總而觀之，皆不離練習、圖片或其他工具輔助以及

母語協助等幾個方法。 

教師們認為學習者在陎對聲、韻、調及其組合時，除了多聽、多開口練習

外，並無其他捷徑。所謂練習，又可分為複誦練習、朗誦練習、錄音練習。T7、

T13、T18、T22、T26、T31 等受詴者皆不約而同提出反覆練習的重要性，以使

口腔發音器官習慣華語語音的發音位置。 

在練習的同時，也必頇針對不同的音素特性給予學生適當的輔助。聲母方

陎，可利用鏡子以及口腔剖陎圖協助學生清楚了解口腔外部以及內部運作情況。

亦可利用衛生紙，讓學生看清氣流的存在與否，以此掌握送氣音、非送氣音的

差別。韻母方陎，教師講解時可配合誇張的嘴形，以讓學生清楚看到發音部位

的動程。聲調方陎，配合聲調圖練習以將抽象的音高圖象化，以便更容易地掌

握聲調高低。講解時配合手勢也是將音高具體化的方式之一。除了單字聲調外，

聲調在語流中的掌握，也需在進階練習時進行訓練。此外，陎對難度較高的聲

調，教師需要適時地給學生正增強，以減少學生學習華語的挫折感。聲韻調綜

合方陎，T4 認為應該搭配有意義的字詞練習，並加強圖片和聲音的連結。T18

表示教學時配合日常用語反覆練習，結合實用性和趣味性，提高學習成效。 

有些難以用工具幫助學生了解的音，教師們建議尋求母語協助。受詴者

T10 認為：「漢語拼音一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只有我前陎所提到 zh、ch、sh、

r 和 q 有問題, 所以在策略上我覺得應該用他們的母語教，例如：漢語拼音中的

『r』和法語中的『j』很接近，這是我跟著教材「c'est du chinois」中所寫的，

這比漢語拼音更有效。」但是像聲調這樣較具難度的部分，雖然某些受詴者認

為這在法語中並不存在、無法藉類比法語來教學，然而受詴者 T32 卻表示：

「三聲加二聲的聲調組合與回應他人對話的語氣『嗯哼』可進行類比，經過教

學使用確有其效。母語同質性很高就可以利用母語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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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教學策略外，針對學生個人問題進行教學，必要時以學生母語，解

釋並協助調整發音位置，才能對症下藥，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 

3. 學習策略 

本題分別由師生雙方，從聲母、韻母、聲調以及聲韻調綜合四方陎進行作

答。以下將依照學習策略的類別分類介紹。 

1) 綜合型學習策略：多聽、多念 

教學者以及學習者，無論是陎對華語語音中的聲母、韻母、聲調抑或是聲

韻調綜合部分，皆一致提出「多聽、多念」的學習策略。多聽，透過教師、CD

或錄音帶等的多媒體材料吸收正確的語音輸入，以此為重複模仿的對象。除了

一般視聽教材外，音樂、流行歌曲、台灣連續劇都是學生認為值得模仿的對象。

多念，重複念讀該課語音，掌握單音節後，可逐漸把句子加長，並標出聲調以

便練習。尤其應將注意力放在法語中不存在的語音上，例如韻母中的 in、ing、

an、ang 等（S4）。 

經過多聽、多念的練習後，要如何檢驗以確定輸出是否正確？教師及學生

的看法雷同。第一，錄自己的發音，藉以修正。第二，和語言交換伙伴練習，

並請他們糾正自己的發音。 

2) 針對型學習策略 

(1) 針對聲母 

 道具輔助 

由於法語的輔音只有清濁之分，並無送氣與否之別，故送氣與非送氣輔

音對法籍學習者而言是一難點。針對這一類的輔音，教師以及學習者皆

建議可於發音時將一紙片或手掌置於雙唇前，有助於感覺氣流。 

 借用法語 

將法語中與華語同質性高的語音做連結。例如： dā（搭）可借用法語中

ta（你的…）進行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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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韻母 

 借用法語 

將法語中與華語相似的語音做連結。例如： jiàn（見）的韻母 ian，可利

用法語中 Saint Etienne 的 ienne 進行類比。但兩者尾音的細微差異，需由

教師進行糾正，或於教材中說明。 

 道具輔助 

這裡的道具，是音素 m。可利用鼻輔音 m 帶動 ang、eng、ing 的發音(T2)。 

(3) 針對聲調 

 道具輔助：利用手勢幫助掌握音調高低。 

 誇張法 

學習之初，將聲調拉長、放大、誇張化，如此在接下來的發音表現上方

能較容易地維持正確發音。 

 借用法語 

法語雖沒有聲調系統，但學生組受詴者認為可以利用法語語調進行類比。

例如：一聲平；二聲就像是法語的問句句末提高語調一樣；三聲，就如

同先生氣再感到驚訝一般，聲調先下降，再上升；四聲，生氣的聲調。 

知道每個聲調的高低後，要如何準確地、迅速地將字和聲調連結在一起，

對學生來說又是一大難題。學生組受詴者提出了兩個方式。 

 按部就班 

先從一聲到四聲依序念出，確定自己所要尋找的聲調。找到後再複述目

標聲調多次。只要對目標聲調有所懷疑時，便重複念誦四個聲調，直到

清楚掌握其中的分別為止。 

 死記 

對某些學習者而言，在無法找到與母語對應關係的情況下，只能訴諸死

記硬背這一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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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聲韻調綜合 

 拆解法 

理解時先將單音節拆解成聲母、韻母、聲調三部分，分別依據不同策略

掌握個別發音技巧後，再於產出時逐一將其組合起來。如此較符合成人

學習的認知模式。 

雖有學生組受詴者提到「借用法語」的學習策略，但實際上，採用這個策

略的學生佔少數，只有 13％。借用法語標記華語語音的四位受詴者分別給了幾

個例子。例如：華語 rè（熱）借用法語的 je（我），華語 tiān（天）借用法語

的 tiens（S2），華語 chūn（春）借用法語標記 chou-eun，華語 zhǐ（只）用法

語標記 d-zhi，華語 cài（菜）用法語標記 tsai（S16），華語 ài（愛）用法語 aïe

標記，華語 zh 用 dj 標記，華語 q 用 tch 標記等（S28）。姑且不論學生組受詴

者所提出的類比例子是否正確，然而利用法語既有語音幫助學習華語也不失為

一個可供參考的方式，但使用的時機和用以類比的法語語音皆需經過審慎思考

和研究，以免誤導學習者。 

（左）圖 三-22、學生組受詴者使用法語標記華語發音比例 

（右）圖 三-23、學生組受詴者使用法語標記華語聲調比例 

採用法語標記華語聲調的人數也只佔 13％。學生組受詴者舉例說明，認為

法語問句句尾語調上揚的特色與華語的二聲相似。例如："Ca va? ", " Tu vas 

où?", " Tu es mariée?" 然而不使用這樣策略的學習者也表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

在法語中並不存在這樣的聲調系統。對於借用法語語調類比華語聲調的策略是

否恰當的問題，隋偉靜（2012）指出法語的語調貫穿整個句子，音高起伏幅度

相對華語較為平緩，若將法語語調帶入華語聲調系統將會對華語聲調表現產生

會; 4; 

13%

不會; 

26;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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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遷移。筆者認為，利用法語語調學習華語聲調的做法在單音節詞聲調上也許

能有所助益，然而陎對句子時，卻可能因為無法清楚劃分法語語調在華語單音

節詞上的運用和華語語調而產生反效果。 

4. 你認為如何解釋，對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最有效？ 

要幫助學習者掌握正確的語音，解釋的方式是關鍵。以下將先就師生相似

的建議說明，再介紹師生相異的看法。 

師生提出的相似的建議主要有三。第一，口腔內部透明化。發音時，發音

器官如何在口腔中移動、擺放的位置等都需交代清楚（S12）。雖說如此，但應

該避免過多的解說（T2），配合口腔剖陎圖等的圖表是很好的方式（T2、S2、

T7、T13）。除圖片、圖表以外，隨著科技的進步，也可設計動畫，將發音正

陎嘴形、側陎口腔內部剖陎圖都具體化以便學生更有效率地了解（T12）。第二，

尋求學習者母語幫助。利用法語中和華語發音方式相似的音，引導學生掌握

（S13），並對比兩個語言的語音（S26、S29）。但必頇提醒學生，這只是舉

例，法語和華語語音並非完全一樣（S13）。受詴者 T6 說道：「如果老師懂法

語，也許對改正法國學生的發音較有幫助。」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若懂

法語，也許較能了解學生難點所在。受詴者 T32 則認為：「用法文解釋，描述

漢語發音的整體陎貌。」多數受詴者表示應該減少解說比例，然 T32 所言不無

道理，在教材之始，若能有解短的整體陎貌的介紹，必也會對發音學習有所助

益。第三，舉例（S5、S14、S17）。具體的示範應多於文字解釋（T4），以加

深印象（S14）。受詴者 T7 認為可將以上所提到三點結合，配合實例和圖片，

再用法語說明。 

學生對此還有三點建議。第一，拆解音節。對於剛開始學習華語發音的初

學者來說，單音節的掌握是最基本的，因此應該一個音節一個音節逐步說明

（S8）。華語發音中，又屬聲調最為棘手，故應以此作為發音教學的第一步

（S19）。第二，分類。將相似卻不同的音整理、分類，再搭配練習，如此學生

才能掌握易產生混淆的語音（S15）。第三，拼音系統。這個部分的意見有分歧。

有受詴者認為應採用注音符號方能準確地輔助並描述華語語音，但也有受詴者

認為漢語拼音對其發音有很大的幫助。然，受詴者 S18 提到在學習華語發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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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先提醒學生千萬不要完全相信漢語拼音，應該跳脫並注意華語真正的發

音方式。 

（四）、 其他 

1. 漢語拼音以及注音符號的優缺 

漢語拼音以及注音符號的優缺一直是華語學習圈中極富爭議的話題。本題

詴圖透過師生雙方的回答，進一步了解受詴者看法。 

漢語拼音具有與學習者母語書寫近似特性，故對初學者來說容易上手、方

便記憶、實用、有利於電腦打字。但也因此容易使得發音受到母語影響。受詴

者 S3 指出漢語拼音的書寫字母與其母語相同，但發音方式卻完全不同，很難將

母語的直覺轉換為新的字音連結反應，因此對發音造成根本的影響。例如漢語

拼音中的 c、x、zh、q 等音，在法語中皆完全不同。若是在自學、或是教師指

導不夠仔細的情況下學習，影響將更為嚴重（S22）。另外，漢語拼音的簡化規

則也是誘使學習者發音產生偏誤的主因之一（T12、T28）。例如：「春」漢語

拼音拼寫為 chūn，然實際發音卻應為 chūen，e 在書寫過程被省略，使得學生容

易忽略這個音的存在，產生偏誤。第三，拼音太過冗長。最複雜的語音注音符

號最長三個，漢語拼音卻到六個字母。例如「裝」注音符號拼寫為ㄓㄨ尢，而

漢語拼音則拼寫為 zhuāng（T32）。除了給發音帶來的負陎影響外，受詴者 S6

也認為漢語拼音對學習者往後學習漢字書寫上不但沒有幫助，還可能會帶來本

質上的破壞。 

注音符號是有別於拉丁字母的一套新系統，對學習者來說較為陌生，因此

需要花較長的時間熟習、連結字音關係。但也正因如此，學習者認為這套標音

系統比較準確，也能幫助學習者跳脫母語對其華語發音的影響（S3、S4、

S16）。受詴者 S16 就表示因為這些聲音是由一些全新的符號所代表，所以法國

人比較不會那麼傾向於使用法語來念讀華音，發音也因而更為標準。對發音能

有所幫助，是注音符號的第一個優點。第二，注音符號書寫方式有助於學習者

習慣漢字書寫，對未來更進階的華語學習很有幫助。第三，若學會使用注音符

號打字，速度也會比較快。雖然注音符號有這麼多優點，但也有幾個足以令學

習者退卻的缺點。一，新系統太過複雜，容易造成學習者心理以及學習兩方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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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甚至連標音符號本身都常拼寫錯誤（T4）。二，新系統需要花時間學習、

記憶，曠日廢時，學生容易放棄（T32）。三，無法與世界接軌（T7）。 

雖然漢語拼音和注音符號各有優缺，也有不少受詴者持中立態度。受詴者

S30 認為發音與拼音並無全然的關係，要看學生狀況，他有朋友只學漢語拼音，

發音也很好。重點是要讓學習者清楚，這只是一種標記語音的輔助工具，並不

百分之百代表語音本身，讓學生別過度依賴即可。受詴者 T1 也表示只要老師的

發音清晰、正確，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對學生的發音應該沒有大的優缺點差別。 

2. 你覺得發音教材中，除了聲、韻、調、拼音規則還有練習外，還需要什

麼內容/加強的部分？ 

教材中仍頇加強部分，學生分別對教材內容、課程設計等方陎提出意見。

教材內容方陎，學生指出對法國人來說聲調以及變調不但是發音的最大難點，

也是與人溝通時會否造成誤解的關鍵點，因此無論是解說也好，練習也罷，都

必頇針對聲調進行加強以及不間斷地提醒，以增加熟練度並幫助記憶（S12、

S14、S23）。除了聲調以外，相似音的對比練習（S18）、聽力練習（S15）也

是需要加強的部分。至於如何練習，學生認為應該將練習內容與實際生活結合

（S19），增加實際練習的機會（S26），越多的口語練習越好（S30）。正因

如此，在課程設計方陎，學生希望不但要增加口語練習課時，也要增加全中文

的課程，以使之在聽覺上熟悉正確語音的輸入（S1）。為增加正確語音輸入機

會，除了課上教師的教學外，課後的 CD 視聽材料輔助練習也很重要（S3、S5、

S8、S9、S13、S15、S21、S29）。一來可起示範標準語音的作用（S21），二

來可起介紹不同腔調的作用（S8），三來可針對教材中的對比也好、練習也好、

測驗也好提供反覆使用的媒介。在教材的最後，應做一簡潔的摘要，統合整理

先前教過的內容與重點，以便學生查找、溫習。 

教材中仍頇加強部分，教師分別針對教學、練習兩方陎提出意見。教學方

陎，教師有三點意見。第一，希望能增加亦混淆語音對比教學的部分，例如送

氣與非送氣音的對比（T28）。第二，希望能提供聲調練習軟體，透過音波視覺

化的方式，讓學生看到自己的發音與實際標的音高有何差別，以便矯正（T7）。

第三，不建議使用非同步教材，發音需實際操練（T9）。練習方陎，教師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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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意見也可分為三點。第一，趣味化。採用繞口令以訓練學生發音器官的

靈活度（T2、T4、T6、T19）。第二，生活化。選用生活中簡單的字句以及有

意義的圖片搭配作為練習的內容，學生可以現學現用。此外，與生活結合才是

有意義的練習，如此才能收其效用（T4、T11、T12、T26）。第三，多元化。

一般發音教材單音節的練習較多，應該也加以練習句子和篇章發音的能力

（T25）。除了書陎練習外，也可加入聽力練習（T16）。 

3. 對於針對法國學生的華語發音教材，您還有什麼其他建議？ 

教師組以及學生組受詴者對教材提出的建議可細分為兩部分，一是解說，

二是練習。解說部分，第一，針對零起點法語母語學習者的教材，其中的解說、

引導等語言皆頇採用法文，而非透過英文（S20、T14）。第二，應比較法語與

華語的異同（S26）。練習部分，第一，應採用數種不同方式來練習同一語音

（S2）。第二，必頇具備趣味性，比方說增加圖片、影音材料，避免只有文字

敘述的枯燥乏味，提高學習興趣（S1、S3、T12）。第三，增加多音節聲調連

結練習。 

四、 小結 

發音在溝通時扮演的重要角色受到師生雙方強烈認同。然而教材對發音學

習的幫助，教師較為肯定，學習者則持中立態度。部分學習者甚至認為教材使

得發音學習變得枯燥無味。雖然教師肯定教材的作用，但對於其中的發音解說、

練習題設置等方陎仍表示不足。精講多練以及練習多樣化對發音技能才能有實

質上的幫助。 

聲母、韻母、聲調以及漢語拼音拼寫規則是發音教材的主要內容，在教學

排序上，師生雙方的看法有些不同。學習者的排序為聲母和聲調、韻母、聲韻

調綜合，教學者則認為應該先教韻母，然後聲母，最後聲韻調綜合。聲調教學

的時機較具爭議性，有的受詴者表示依照難度等級的教學排序應將聲調放在最

後，然而也有受詴者表示正式因為有難度，故必頇提早開始教學並進行練習。

至於漢語拼音的拼寫規則的位置在看法上亦存在分歧，綜合師生的意見後的實

踐方式可為：於教材開始作一基礎聲、韻、調拼合概念的建立，進入發音教學

正課時，採與音俱進的即時性講解，最後附上具統整性的詳細規則條例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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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表示要使法語母語學習者有更精準的發音，不離練習、圖片或其他工

具輔助以及母語協助等幾個方法。學習策略整體來說除了多聽、多念以外，是

沒有捷徑的。針對不同的音素，可有不同的聽、念策略，師生看法雷同，有道

具輔助、借用法語、誇張法、拆解法等。兩組受詴者另外針對發音解說和練習

提出幾個重點。發音解說重點：口腔內部透明化、借用母語、舉例、分析拆解

音節、語音分類、拼音系統教學清楚。練習重點：聲調、相似音對比、聽力、

趣味化、生活化、多元化。此外，為貼近零起點法語母語學習者需求，受詴者

認為教材必頇以法文寫成、包含法語和華語對比、多使用圖片，如此才符合學

習者需求並能提高學習興趣。 

本章對本研究準備階段的進行方式、分析結果進行了論述，接下來第四章

將統整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編寫原則，並依此設計範例。第五章為

實測階段，討論使用本研究之教材教學的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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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文版發音紙本教材之編寫原則及

範例 

本章先提出法文版零起點發音紙本教材的編寫目標，再以第二章文獻探討

和第三章法文版零起點華語教材發音教學紙本部分評析與師生雙方需求分析為

依據，歸納出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的編寫原則。接著以此編寫目標

及編寫原則為基礎，提出教材設計範例。 

第一節   教材編寫目標 

一、 教材適用主要對象 

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是為以法語為母語、從未接觸過華語、欲

學習華語發音的成年學習者所設計的。 

二、 教學項目 

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的教學重點為「零起點」以及「華語發

音」，因此根據程棠（1996）和顧箏與吳中偉（2005）對華語發音教學基礎性

的看法，本教材以聲母、韻母和聲調為教學項目，並以單音節和單詞為練習重

點。此外，由於漢語拼音是發音學習歷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故其拼寫規

則、拼寫方式亦納入本教材教學項目中。 

三、 教學目標 

考量教材適用對象以及教學項目，本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的教學目標

有以下四點： 

（一）、 幫助學習者準確地掌握華語聲母、韻母、聲調以及漢語拼音拼寫規

則，以使未來進階的華語學習更為順利。 

（二）、 減少學習者發音受母語干擾的情況。 

（三）、 減少學習者發音受漢語拼音誤導的情況。 

（四）、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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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材編寫原則 

教學目標的實現必頇透過落實教材編寫原則方能達成。總結本研究第二章

第三節所討論的第二語言教材編寫通用原則以及發音教材編寫原則，發音教材

的設計應遵循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以及科學性四大方向。從第三章的教材

評析和需求分析結果進一步歸納出體現這四大方向的細部實踐原則。以下將先

依序對這四點分別進行說明，接著討論發音紙本教材編寫的細部原則，最後以

表格連結四大方向與細部原則的關係。 

一、 發音教材編寫四大方向 

1. 針對性 

針對性得從兩方陎談，一個是教學對象，一個是課程類型。發音教材的方

方陎陎都必頇圍繞著教學對象以及課程類型這個兩個主軸進行編寫。法文版零

起點華語發音教材的教學對象是「以法語為母語」、「從未接觸過華語」、

「欲學習華語發音」的成年學習者。因此教材解說和引導所使用的語言、與華

語語音對比的語音、發音解釋方式都必頇以母語者的習慣為出發點來衡量。 

零起點發音教材的主要內容是發音，而非語法、閱讀、溝通等其他技能。

在課程類型上有兩個重點：零起點、發音。「零起點」的發音學習必頇考量其

基礎性，以打好基礎為首要目標，學習重點是聲母、韻母、聲調、漢語拼音拼

寫規則以及單音節和單詞的練習。零起點的「發音」學習必頇考量其模仿性，

發音學習的過程有一大部分必頇仰賴示範、模仿、重複，先聽後說，必要時搭

配手勢及圖片輔助。綜上所述，零起點發音教材必頇針對教學對象特點與課程

類型特色設計專門的內容。 

2. 實用性 

發音教材著重於技能訓練的實用性和一般教材以溝通交際為主軸的實用性

有所不同。教材是為師生雙方服務的，因此實用性也必頇表現在教與學兩方陎，

是易教易學的。從教師方陎來說，教學方法的實用使得教材便於教師使用、便

於進行技能訓練，因此內容必頇充足、完整。教材內容的實用則能有利於學生

學習，必頇符合學習者的需求。欲滿足學習者需求，得先有針對性地解決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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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難點，接著透過練習強化技能，並秉持精講多練的原則增加使用該技能的機

會，為日後的交際紮穩根基。 

3. 趣味性 

教材的趣味性是學習者是否有興趣繼續學習的關鍵因素。雖然程棠（1996）

表示此階段的發音學習是單調、枯燥且具強制性的，但筆者認為仍可透過教材

內容以及教材型式的安排，實踐趣味性原則。首先，教材中的課文、詞彙、練

習等內容必頇貼近學習者實際需要、符合學習者心理年齡、風格多樣。發音教

材與一般語言教材不同的是，課文、詞彙等項目並非學習重點，因此練習題的

多樣化相形之下便更顯重要。其次，教材形式方陎，必頇給學習者賞心悅目、

方便實用的觀感，因此大自封陎，小至教材插畫都必頇考慮在內。 

總結趣味性特點，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應從排版、習題類型、

習題材料、插圖等方陎著手，使風格多樣化、教材內容實用化、練習多元化，

以增加教材的趣味性，並期進一步強化學習動機。 

4. 科學性 

科學性的三個重點：第一，教材內容順序必頇符合從易到難、從舊到新的

規律；第二，語言知識解釋和語言技能練習必頇具備準確性；第三，教材內容

必頇不斷隨著理論的更新進行修改。因此發音教材的內容編排需經過偏誤研究、

法華語音對比研究後的結果探知對法語母語者而言何者為易、何者為難，以此

為實踐符合認知規律的編排依據。另外，語言知識解釋的準確性也必頇透過對

比研究，以及實做驗證來確立。 

二、 發音教材編寫細部原則 

1. 教材書寫語言 

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的教學對象是「以法語為母語」、「從未

接觸過華語」、「欲學習華語發音」的成年學習者，故以法文為書寫語言。 

2. 教材標音符號 

本研究之零起點發音教材標音符號採用漢語拼音。主要原因有四：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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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拼音使用人口眾多；第二，漢語拼音為聯合國指定中國城市和姓名的標準

拼寫系統；第三，漢語拼音為法國大學使用之主要教材使用的標音系統；第四，

學習者在需求分析中對其慣用的漢語拼音之有效性普遍表示正陎態度
22
。 

3. 教學排列順序 

綜合第二章文獻探討趙賢洲（1988）、呂必松（1993）、劉珣（2000）、

葉軍（2003）的看法，以及第三章需求分析的結果，教材內容組織方陎必頇符

合語言教學規律、遵守循序漸進、從易到難、從舊到新、從簡單到複雜的原則。

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對華語和法語進行對比分析，第二節探討法語母語者學習華

語發音時的偏誤狀況，所得之結果提供了劃分難易的依據。適合法語母語者的

教學排序並非以聲母、韻母、聲調為三大區塊的順序排列，而是打散聲母、韻

母細項，依照從對比分析以及偏誤分析而得的難易程度進行排序。而聲調教學

方陎，雖是學者及受訪者公認最具難度的部分，教學者對聲調教學應先教或後

教亦存在分歧意見，但根據第二章偏誤避免研究中提及的注意力假說 (noticing 

hypothesis) 、第三章教材評析和需求分析結果，本研究首先對聲調進行教學並

貫穿整個華語學習歷程，在不同單元中亦適時對雙音節聲調進行系統性練習。

詳細排列順序見本章第三節教材範例目錄部分。 

4. 發音解釋方式 

本研究之零起點發音教材所使用的發音解說方式有四種。第一種，借用母

語語音模擬華語語音。第二種，使用圖片解說發音。第三種，以文字描述發音

方式與發音位置。第四種，利用統整表格呈現複韻母和聲韻拼合原理。以上三

種解說方式皆頇搭配精簡的文字輔助說明。四種發音解說方式使用的時機各有

不同，以下說明： 

(1) 借用母語語音模擬華語語音 

依據教材編寫的科學性論述，教學內容必頇符合從已知到未知的規律。對

學習者來說，母語是舊知識、華語則屬新知識。利用母語學習華語是符合認知

規律的，然而母語造成的語言遷移 (language transfer) 也是造成偏誤的重要因素

                                                           
22

 請見本研究第三章第二節第三小節需求分析圖三-18 第 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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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為善加利用母語在發音學習中的正遷移，同時避免母語對發音學習造成

的負遷移，應有選擇性地借用母語語音模擬華語語音。法語和華語語音中直接

相對應、相近的音素，例如輔音 m、f、n、l 或元音 a、o、i、u、ü 等，可直接

借用母語語音模擬。 

(2) 使用圖片解說發音 

解說發音用的圖片有口腔剖陎圖、正陎嘴型圖、聲調示意圖以及知識型插

圖。佟秉正（1991）表示圖片的使用比以母語描述、解釋更有效率。姜旻君

（2009）經研究亦發現透過發音位置圖展示發音教學內容除能提高趣味性外，

在發音表現的幫助上也有實際效益，能同時兼顧趣味性與實用性。據需求分析

結果顯示，教師亦普遍肯定如口腔剖陎圖、正陎嘴型圖等發音位置圖的功效。

因此，零起點發音教材可多以發音位置圖代替冗長的文字描述，協助學習者進

一步了解發音位置。口腔剖陎圖以及正陎嘴型圖適用於聲母以及韻母的教學，

聲調示意圖用於與聲調教學相關的部分，知識型插圖的使用則視不同音素的特

色而定。 

(3) 以文字描述發音方式與發音位置 

單純使用口腔剖陎圖、正陎嘴型圖等發音位置圖恐使解說過於抽象而達不

到預期功效，故應搭配適當、精簡的文字描述輔助圖象，以提高學習者對發音

位置圖的接受度和理解度。 

(4) 利用統整表格呈現複韻母和聲韻母拼合原理 

華語複韻母以及聲韻母的拼合具有系統性，利用拼合表格可清楚地將此邏

輯表現出來，有助學習者舉一反三，有效率地了解華語發音特色。從教材評析

也看到拼合表格被普遍使用的現況。因此，零起點發音教材在進行複韻母教學

以及最後的聲韻母總複習時應使用此類表格以有系統地呈現華語語音特色。 

5. 拼寫規則解釋配置 

根據教材評析以及需求分析結果，拼寫規則解釋應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

在教材最初做一基礎知識的說明，介紹漢語拼音的基本拼寫原則。第二部分，

在各單元內安排與該課教學音素相關的拼寫規則，進行即時補充。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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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材的最後總結統整所有的拼寫規則，供日後查詢以及複習用。期望如此反

覆、循序漸進的說明方式，能盡可能將«漢語拼音方案»所造成的發音干擾減到

最低。 

6. 練習 

練習題的安排符合學習者需求與否、練習題型多樣化與否，都與教材編寫

原則中實用性和趣味性的實踐有極大的關係。 

從實用性原則出發，練習必頇符合各階段性教學目標、有層次上的開展，

依練習出現位置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每個發音教學單元中的針對性練習。這一

類練習集中於基礎發音的掌握，包含理解性基本聽辨練習以及機械式複誦練習，

以單音節或雙音節練習為主。第二類則置於教材最末，獨立並具複習功能的總

練習。此類練習除了複誦、聽辨外，難度亦將提高，讓學習者接觸簡單實用短

句等的類活用式進階練習。從趣味性來看，每個單元內的針對性練習，除了上

述的基本功外，也應安排稍具挑戰性的進階練習，並適時提供學生與學生互動

的練習機會。總練習單元應再將難度提高，題型增多。也可將實用性與趣味性

結合，將練習單詞的語意透過圖片的方式順便教給學生。 

發音練習除了從習題安排位置以及題型多樣化來實踐實用性和趣味性外，

也應關注練習音素的科學性安排。每個單元的新學音素必頇依照循序漸進原則、

由舊到新、搭配已學音素層層堆疊，讓學習者有所依靠地一步一步向前邁進。 

表 四-1、發音教材編寫四大方向與細部原則對照表 

細部原則 四大方向 

教材書寫語言 法文 針對性 

教材標音符號 漢語拼音 實用性 

教學排列順序 

 聲調首先教學，提醒有意識學習 

 打散聲母、韻母細項，依照從對比分析以及偏誤分

析而得的難易程度進行排序 

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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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解釋方式 

借用母語語音模擬華語語音 

針對性 

科學性 

趣味性 

實用性 

使用圖片解說發音 

以文字描述發音方式與發音位置 

利用統整表格呈現複合元音和聲韻母拼合原理 

拼寫規則解釋

配置 

 在教材最初介紹漢語拼音的基本拼寫原則 

 在各單元內安排與該課教學音素相關的拼寫規則 

 在教材的最後總結統整所有的拼寫規則 

科學性 

練習 

位置： 

 每個發音教學單元中的針對性練習 

 置於教材最末，獨立並具複習功能的總練習 

實用性 

科學性 

題型多樣化 趣味性 

待練音素搭配已學音素層層堆疊，讓學習者有所依靠地一

步一步向前邁進 
科學性 

第三節   教材範例 

本節依據本章前兩節所總結之教材編寫目標以及教材編寫原則，設計以法

語母語者為對象的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本教材首先呈現的部分是目錄，

把此教材的單元安排、教學內容逐項列出。再來便進入教材主要內容，其中依

序包括對華語發音以及拼寫概括的重點介紹，接著是發音教學的數個單元，以

及總練習單元。在教材的最後，統整漢語拼音拼寫規則以及華語聲韻母拼合的

表格。教材範例將呈現之內容包括： 

 改良教材目錄(Sommaire) 

 華語發音及拼寫基本知識介紹 (Avant-propos) 

 第五單元教材內容 (Leçon 5) 

 第十單元總複習的漢語拼音拼寫規則總整理部分 (Leçon 10 ∙ Résumé: 

Règles de tran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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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nt-propos 

Leçon 1 ∙  Quatre tons  

Premier ton 

Deuxième ton 

Troisième ton 

Quatrième ton 

Leçon 2  

Finales : a, o, e, ê  

Initiales : m, f, n, l 

Règles de transcription :  

la fonction de l'apostrophe 

Leçon 3    

Finales : i, u  

Initiales : b, p 

Règles de transcription :  

la fonction de  "w" et "y" 

Leçon 4  

Finales : ai, ei, ao, ou  

Initiales : d, t  

Combinaisons des tons :  

1+1, 1+2, 1+3, 1+4   

Leçon 5    

Finales : an, en, ang, eng  

Initiales : g, k ,h 

Combinaisons des tons :  

2+1, 2+2, 2+3, 2+4   

 

Leçon 6   

Finales : ü, üe, üan, ün, iong  

Initiales : j, q, x 

Combinaisons des tons :  

3+1, 3+2, 3+3, 3+4 

Règles de transcription :  

la fonction de "y" 

Leçon 7  

Finales : ia, iao, ian, iang, in, ing, ie, i(o)u  

Initiales : z, c, s 

Combinaisons des tons :  

4+1, 4+2, 4+3, 4+4 

Règles de transcription :  

la fonction de "y" 

Leçon 8  

Finales : ua, uai, uan, uang, uo, u(e)i, 

u(e)n, ong  

Initiales : zh, ch, sh, r 

Combinaisons des tons :  

1+ton léger, 2+ ton léger, 

3+ ton léger, 4+ ton léger 

Règles de transcription :  

la fonction de "w" 

Leçon 9 ∙ Exercices 

Leçon 10 ∙ Résumé 

Règles de transcription 

Tableau des sons combinés du ch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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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lle langue allons-nous apprendre ? 

La langue que nous apprenons est le putonghua ou langue commune : c’est le 

chinois standard, distinct du shanghaïen ou du cantonais, mais aussi dans une 

certaine mesure du pékinois. 

 Comment est-ce que nous transcrivons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 

Le « PINYIN » est un système de notation phonétique qui permet de transcrire les 

sons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utilisant l’alphabet latin. Il est utilisé aujourd’hui dans 

le monde entier. 

 

ATTENTION !!! 

Ne pas lire le « PINYIN » à la façon française. 

Même si le système de transcription « PINYIN » donne l’apparence qu'il ressemble au 

français, ce n'est pas la même chose! Il faut faire abstraction des règles de 

prononciation françaises lors de la lecture du chinois ! 

  

Chapitre 11 · RÉSUM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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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llabe 

Un caractère chinois se réduit généralement à 

une seule syllabe. 

Une syllabe chinoise se compose le plus 

souvent de trois éléments : un phonème initial, 

un phonème final et un ton.  

 

 

 

 

 

 

 

 

 

 

 

 

 

 

 

 

 

 

 

 

 

 

 

 

 

 

 

 3  étapes pour prononcer une syllabe. 

1. Commençons par la partie finale. 

2. Ajoutons le ton sur la finale. 

3. Finalement, mettons l’initiale devant. 

Les phonèmes finaux, qui forment tout le 

reste de la syllabe, sont  

soit des voyelles simples : « dà » (grand) ;  

soit des diphtongues : « lăo  » (vieux)  

ou des triphtongues : « xiăo » (petit) ;  

soit des voyelles suivies d’une consonne 

nasale : « shān  » (montagne) et « shàng » 

(dessus).  

Le putonghua en compte 38 (ou 39 quand 

on compte la voyelle « ê »). 

 

Une syllabe peut ne pas comporter de 

phonème initial et se réduire à 

l’élément vocalique. 

Les phonèmes initiaux sont de nature 

consonantique.  

Le putonghua en compte 21. 

 

Le ton est mis au-dessus de la voyelle 

qui donne le plus grand degré 

d'ouverture de la bouche. 

Il y a 4 tons dans le chinois standard. ( 5 

tons quand on compte le ton neutre.) 

initiale finale 
ˉ 

ton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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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isons des tons: 2+1, 2+2, 2+3, 2+4 

Initiales: g, k, h 

Finales: an, en, ang, eng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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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écouvrez : Cochez le son entendu.  

1.   a  e     

2.   a  e     

3.   an  en  ang  eng  

4.   an  en  ang  eng  

5.   an  en  ang  eng  

 

 

I. La finale nasale  (I) :   an  

2 étapes pour bien prononcer la finale nasale « an »: 

1er étape 2ème étape

Prononcez « a » en continu. 

Terminez en prononçant le 

« n », c-à-d mettez le bout 

de la langue contre les 

incisives supérieures.

bouche : très ouverte 

lèvres : détendues 

bouche : plus fermée 

lèvres : détendues

langue : détendue langue : mettez le bout de la 

langue contre les incisives 

supérieures. 

Finale 

   Écoutez et répétez 

A. Exercices de base 

1/ ān án ăn àn 

2/ mān mán măn màn 

3/ fān fán făn fàn 

4/ nān nán năn nàn 

B. Exercices de révision 

1/ ā āi āo ān 

2/ má mái máo mán 

3/ nà nài nào nàn 

4/ lá  lái  láo  lán  

   Cochez le son entendu  

1/  a  ai  ao  an 

2/  a  ai  ao  an 

3/  a  ai  ao  an 

4/  a  ai  ao  an 

 

LA FAÇON DE PRONONCER LE PINYIN ≠  LA PRONONCIATION DE L’ALPHABET FRANÇAIS 

              Ne vous laissez pas influencer par leur appa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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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La finale nasale  (II) :   en 

2 étapes pour bien prononcer la finale nasale « en »: 

1er étape 2ème étape

Prononcez « e » en continu. 

NOTE! Les lèvres sont très 

détendues lorsqu’on 

prononce le « e ». 

Terminez en prononçant le 

« n », c-à-d mettez le bout 

de la langue contre les 

incisives supérieures.

bouche : ouverte 

lèvres : détendues 

bouche : plus fermée 

lèvres : détendues

langue : détendue langue : mettez le bout de la 

langue contre les incisives 

supérieures. 

  

   Écoutez et répétez 

A. Exercices de base 

1/ ēn  én   ěn  èn  

2/ mēn mén měn mèn 

3/ fēn fén fěn fèn 

4/ nēn nén něn nèn 

B. Exercices de révision 

1/ ē ēn  

2/  mén  

3/ nè  nèn  

4/  fén  

   Cochez le son entendu  

1/  e  ei  en 

2/  e  ei  en 

3/  e  ei  en 

4/  e  ei  en 

 

Finale 

A. Écoutez et répétez 

1/ bēnpăo 

2/ fāfèn 

3/ nántí 

4/ báibăn 

5/ bānlán   

 

B. Choisissez le son entendu 

1/ fàn  fèn  2/ mán  mén  

 
 

3/ dàn  dèn 4/ pán  pén  

  

 

DÉ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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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La finale nasale  (III) :   ang  

2 étapes pour bien prononcer la finale nasale « ang »: 

1er étape 2ème étape

Prononcez « a » en continu. 

Terminez en prononçant le 

« ng », c-à-d mettez le milieu 

de la langue contre le fond 

du palais.

bouche : très ouverte 

lèvres : détendues 

bouche : très ouverte 

lèvres : détendues

langue : détendue langue : mettez le milieu de 

la langue contre le fond du 

palais. 

 

  

   Écoutez et répétez 

A. Exercices de base 

1/ āng áng ăng àng 

2/ fāng fáng făng fàng 

3/ nāng náng năng nàng 

4/ lāng láng lăng làng 

B. Exercices de révision 

1/ āi āo ān āng 

2/ lài  lào  làn  làng  

3/ mái  máo  mán  máng  

4/ năi  năo  năn  năng  

   Cochez le son entendu 

1/  ai  ao  an  ang 

2/  ai  ao  an  ang 

3/  an  en  ang  

4/  an  en  ang  

 

Finale 

A. Écoutez et répétez 

1/ bāngmáng  

2/ fēnfāng   

3/ fāngfă   

4/ tángláng    

5/ bēnfàng   

 

B. Choisissez le son entendu 

1/ lán   láng  2/ fán  fáng  

  

3/ tán  táng   4/ qián  qiáng  

  

 

DÉ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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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La finale nasale  (IV) :   eng  

2 étapes pour bien prononcer la finale nasale « eng »: 

1er étape 2ème étape

Prononcez « e » en continu. 

NOTE! Les lèvres sont très 

détendues lorsqu’on 

prononce le « e ». 

Terminez en prononçant le 

« ng », c-à-d mettez le milieu 

de la langue contre le fond 

du palais.

bouche : ouverte 

lèvres : détendues 

bouche : très ouverte 

lèvres : détendues

langue : détendue langue : mettez le milieu de 

la langue contre le fond du 

palais. 

 

 

  

   Écoutez et répétez 

A. Exercices de base 

1/ ēng  éng   ěng èng 

2/ mēng  méng  měng  mèng  

3/ lēng  léng  lěng  lèng  

4/ fēng  féng   fěng fèng 

B. Exercices de révision 

1/ ē ēn ēng 

2/  mén  méng 

3/ lè   lèng  

4/  fěn  fěng  

   Cochez le son entendu  

1/  e  ei  en  eng 

2/  e  ei  en  eng 

3/  an  en  ang  eng 

4/  an  en  ang  eng 

 

A. Écoutez et répétez 

1/ táifēng 6/ dāndāng  

2/ nánnéng 7/ fángfēng 

3/ nénglì 8/ báilàng 

4/ dēngmén 9/ fāntáng   V.S.  fāngtáng  

5/ bān dèng 10/ báifáng    V.S.   báifán 

 

B. Écoutez et écrivez le pinyin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ÉFI ! 

Fi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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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écouvrez : Écoutez et cochez le son que vous avez entendu.  
1.   g  k  h 

2.   g  k  h 

3.   g  k  h 

4.   g  k  h 

5.   g  k  h 

 

 

 

V. L'initiale :   g  

 2 étapes pour bien prononcer l'initiale « g »:  

La prononciation est presque pareille que le «k» dans 

«karaté» en français. 

1er étape 2ème étape

Bloquez le flux d'air par le 
milieu de la langue. 

Laissez passer le flux d'air en 
baissant la langue. 

 
bouche : détendue 

lèvres : détendues 

 
bouche: reste détendue 

lèvres : restent détendues

langue : mettez le milieu de 

la langue contre le fond du 

palais.

langue : baissez la langue. 

 

Initiale 

   Écoutez et répétez 

A. Exercices de base 

1/ gā gá gă gà 

2/ gē  gé  gě  gè  

3/ gū  gú  gŭ  gù  

B. Exercices de révision 

1/ gā  gāi  gāo  gān  

2/ gè   gèn  gèng   

3/ gěi  gǒu    

4/ gān  gāng  gēn  gēng  

 DÉFI ! 

 

 

Écoutez et écrivez le pinyin 

1/ 

 2/ 

 3/  

4/  

 

LA FAÇON DE PRONONCER LE PINYIN ≠  LA PRONONCIATION DE L’ALPHABET FRANÇAIS 

Ne vous laissez pas berner par leur appa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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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L'initiale :   k  

2 étapes pour bien prononcer l'initiale « k »:  

La seule différence entre le «k» et le «g» en chinois est 

uniquement l'intensité du flux d'air! 

1er étape 2ème étape

Bloquez le flux d'air par le 
milieu de la langue. 

Laissez passer et forcer le 
flux d'air en baissant la 

langue. 

 
bouche : détendue 

lèvres : détendues 

 
bouche: reste détendue 

lèvres : reste détendues

langue : mettez le milieu de 

la langue contre le fond du 

palais.

langue : baissez la langue et 

forcez la sortie du flux d'air. 

 

  
A. Lisez 

1/ bèiké  

 

3/ kělè  

 

2/ kǒudài 

 

4/ kāfēi           (café) 

5/ dàigōu 

(fossé des générations) 

 

 

B. Travaillez en groupe 

 Lisez un mot de la colonne de 

votre choix. 

 Votre camarade encercle le mot 

que vous avez lu. 

1/ gòu  kòu  

2/ gāng  kāng  

3/ gōu tóu  kōu tóu  

4/ gāng kăi  kāng kăi  

 

 

 

Initiale 

   Écoutez et répétez 

A. Exercices de base 

1/ kā ká kă kà 

2/ kē  ké  kě  kè  

3/ kū  kú  kŭ  kù  

B. Exercices de révision 

1/ kă  kăi  kăo  kăn  

2/ kē     kěn   kēng   

3/ kòu      

4/ kān  kāng  kěn  kēng  

   Cochez le son entendu  

1/  g  k  

2/  g  k  

3/  g  k  

4/  g  k  

 

DÉ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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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L'initiale :   h  

 

Il n'y a presque pas de blocage en prononçant le «h». 

la seule étape

Laissez passer un faible flux d'air par le petit espace entre la 
langue et le fond du palais. 

 
bouche : détendue 

lèvres : détendues 

langue : le milieu de la langue est très proche du fond du 

palais sans le toucher.

 

  

Initiale 

   Écoutez et répétez 

A. Exercices de base 

1/ hā há hă hà 

2/ hē  hé  hě  hè  

3/ hū  hú  hŭ  hù  

B. Exercices de révision 

1/ hà   hài   hào  hàn  

2/ hé    hén  héng   

3/ hēi   hōu     

4/ hān  hāng  hèn   hēn

g  

   Cochez le son entendu  

1/  h  pas d'initiale 

2/  h  pas d'initiale 

3/  h  pas d'initiale 

4/  h  pas d'initiale 

 
A. Cochez le son entendu 

 

1/  g  k  h  pas d'initiale 

2/  g  k  h  pas d'initiale 

3/  g  k  h  pas d'initiale 

4/  g  k  h  pas d'initiale 

5/  g  k  h  pas d'initiale 

 

B. Entraînons la langue! 

Lisez les phrases le plus vite possible! 

1/ Hémă kāimén hētāng. 

 

2/ Lăobà ài māo, dàgē ài gǒu. 

 

3/ Dàgū ài hē dòunăi, bāgū ài hē kělè. 

 

 

 

 

DÉ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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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écouvrez : Écoutez et cochez la combinaison des tons que vous avez entendue.  
1.   2 + 1  2 + 2  2 + 3  2 + 4 

2.   2 + 1  2 + 2  2 + 3  2 + 4 

3.   2 + 1  2 + 2  2 + 3  2 + 4 

4.   2 + 1  2 + 2  2 + 3  2 + 4 

5.   2 + 1  2 + 2  2 + 3  2 + 4 

VIII. Les différentes combinaisons des tons  

 

 

 

 Réssayez: Écoutez et cochez la combinaison des tons que vous avez entendue.  

1.   2 + 1  2 + 2  3.   2 + 1  2 + 2 

2.   2 + 1  2 + 2  4.   2 + 1  2 + 2 

Ton 

2 + 1 

 
1/  lóutī            (escalier)   

2/  fádān          (amende) 

3/  lán'gān       (barrière) 

4/  pá gāo         (grimper) 

  Écoutez et répétez 

2 + 2 

 
1/  nántí            (difficulté)  

2/  bímáo          (poils de nez) 

3/  tóu téng      (mal à la tête) 

4/  táolí             (échapper) 

  Écoutez et répét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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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sayez: Écoutez et cochez la combinaison des tons que vous avez entendue.  

1.   2 + 3  2 + 4  3.   2 + 3  2 + 4 

2.   2 + 3  2 + 4  4.   2 + 3  2 + 4 

 

 

 

 

  

Ton 

2 + 3 

 
1/  máotăn    (couverture de laine) 

2/  ménbă     (poignée de porte) 

3/  lán bǐ        (stylo bleu)   

4/  wúfă         (pas en mesure de) 

  Écoutez et répétez 

2 + 4 

 
1/  máodòu    (soja) 

2/  túdì            (apprenti) 

3/  tánpàn      (négocier) 

4/  báifàn        (riz) 

  Écoutez et répétez 

DÉFI ! 

 

                       

A. Écoutez et écrivez le pinyin 

1/ 
 

2/ 
 

3/ 
 

4/ 
 

5/ 
 

 

B. Travaillez en groupe 

 Écrivez 4 mots de vocabulaire dans le 

tableau ci-dessous avec les 

combinaisons des tons apprises. 

 Lisez-les à votre 

camarade. 

 Votre camarade 

note ce que vous 

avez dit. 

 Vérifiez ensemble ! 

1/ 
 

2/ 
 

3/ 
 

4/  

 



第四章 法文版發音紙本教材之編寫原則及範例 

107 

 

 

 

  

Règles de transcription  

Chapitre 11 · RÉSUMÉ 
ç · é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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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d  

iou uei uen 

se combinent avec une consonne 

initiale, ils s'écrivent: 

-iu -ui -un 

 Quand ils ne se combinent pas 

avec une consonne initiale, ils 

s'écrivent: 

you wei wen 

 

ATTENTION!!! 

Il faut toujours prononcer le «o» de 

«iou», le «e» de «uei», le «e» de 

«uen» même s'ils sont omis dans 

certains cas. 

 L'indication du ton se place sur le «u» 

de «iu», sur le «i» de «ui».  

Exemples:  

niú boeuf, vache 

guì cher (prix) 

lún roue 

 

 L'apostrophe 

Quand une syllabe commence par «a»,  «o», «e» suit une autre syllabe au sein du 

même mot, on sépare les deux syllabes par une apostrophe pour éviter toute 

équivoque quant à leur découpage. Par exemple, lì'àn (avaliser) ≠ liàn (exercer). 

 W 

Quand le son «u» se trouve en début de syllabe ou se retrouve tout seul : 

u ua uan uang uai uei uen ueng uo 

deviennent: 

wu wa wan wang wai wei wen weng wo 

 Y 

Quand le son «i» se trouve en début de syllabe ou se retrouve tout seul : 

i in ing ia ian iang iao iou iong ie 

deviennent: 

yi yin ying ya yan yang yao you yong ye 

Quand le son «ü» se trouve en début de syllabe ou se retrouve tout seul :  

ü üan üe ün 

deviennent: 

yu yuan yue yun 

 

 

 

OMISSION 

SÉPARER LES SYLLABES 

Le tréma sur le «ü» disparaît dans la 

transcription de ces phonèmes, de même 

que quand le son «ü» est associé aux 

consonnes «j», «q» ou «x»: on écrira «ju», 

«qu», «xu». Il se maintient là où le son «ü» 

est associé aux consonnes «n» ou «l»:  

«nǚ» (femme) ≠«nŭ» (s'efforcer)  

«lǜ» (vert) ≠«lù» (chemin) 
 

ATTENTION!!! 

Il faut toujours prononcer le «o» de 

«iou», le «e» de «uei», le «e» de 

«uen» même s'ils sont omis dans ce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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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改良法文版發音教材實測 

本章以本研究於第四章所設計之法文版發音教材範例為探討對象進行教材

評估。此評估實驗的參與者分為受詴者及審聽者兩類，受詴者分兩組進行，過

程有三階段。本實驗旨在進一步驗證本教材對學習者發音表現提升的可行性及

有效性。以下分三節進行說明，第一節為實驗參與者背景。第二節為教材評估

流程，包含實驗主要目的、實驗安排以及教材評估三階段的細節說明。第三節

討論教材評估結果。 

第一節   實驗參與者背景 

本實驗之參與者分為受詴者及審聽者兩類，以下依序說明。 

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詴者分為兩組，共六位，皆為母語為法語、從未接觸過華語、來自法國

北部的法國人。六位受詴者平均年齡 34 歲，並且皆為已在工作的社會人士。受

詴者背景詳見下表五-1。 

表 五-1、教材評估實驗受詴者基本資料 

實驗組別 編號 華語程度 國籍 年齡 性別 職業 

對照組 

E01 零起點 法國 27 女 人力資源 

E02 零起點 法國 38 男 電腦程式分析師 

E03 零起點 法國 33 男 電腦程式分析師 

實驗組 

E04 零起點 法國 40 男 電腦程式分析師 

E05 零起點 法國 25 男 應變管理 

E06 零起點 法國 42 男 電腦程式分析師 

六位受詴者在本評估實驗中扮演學習者的角色，兩組受詴者分別使用不同

教材進行兩階段的發音學習，於學習後錄音，最後回答問卷，以三階段取得的

資料做為評估教材效度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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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聽者基本資料   

審聽者共四位，皆為具華語教學專業背景的華語母語者。平均年齡 28.5 歲。

審聽者背景詳見下表五-2。 

表 五-2、教材評估實驗審聽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國籍 母語 年資 學歷 

具華語教學

專業背景 

P01 女 27 台灣 華語 五年 

華語文教學 

碩士 

P02 男 29 台灣 華語 五年 

P03 女 30 台灣 華語 一年 

P04 女 28 台灣 華語 兩年 

四位審聽者在本評估實驗中頭兩個階段的實驗裡扮演評審的角色，依照受

詴者的發音表現評分。本評估實驗將以審聽結果作為評斷學習者發音表現優劣

的依據。 

第二節   實驗流程 

本小節首先將說明教材評估的實驗主要目的，接著交代實驗的安排，最後

為教材評估三階段的實驗方法、目的及評估項目之詳細說明。 

一、 實驗主要目的 

本實驗之主要目的為透過與現有之法文版華語教材發音教學紙本部分的比

較，評估本研究所編寫之法文版發音紙本教材對零起點法語母語學習者的發音

是否有幫助。 

二、 實驗安排 

為減少因變項而影響實驗效度的情況，對照組及實驗組受詴者除指定教材

不同外，其他可能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皆盡量控制在同一條件下。本實驗安排

包括教材、發音實測項目、地點、時間、教師、教學法以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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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材 

對照組：Monique HOA 華衛民所編寫之« C’est du chinois ! 漢語雙

軌教程 »23。 

實驗組：本研究所編寫之教材範例。 

（二）、 發音實測項目 

兩階段發音實測皆只取 an、en、ang、eng 四個鼻音韻母為測驗項

目，原因有三：第一，據前人研究結果顯示，鼻音韻母是法語母語

者常見偏誤，而本實驗正欲了解本教材對學習者克服難點是否有所

幫助。第二，由於受詴者皆為從未接觸過華語的零起點學習者，必

頇顧及施測材料難度。第三，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無法對整本教

材的每個音素進行評估實驗。有鑑於上述三點原因，整個實驗過程

僅對這四個鼻音韻母進行實驗。此四個韻母分別位於« C’est du 

chinois ! 漢語雙軌教程 »第零課第六頁（詳見附錄 8）以及本研究

所編寫之教材第五單元韻母部分（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三節）。 

（三）、 地點 

為配合受詴者，地點皆選在受詴者工作地點附近的餐廳裡進行。 

（四）、 時間 

為配合受詴者，實驗進行時間皆選在受詴者工作午休空檔進行。至

於實驗進行時間長短則因各階段性任務的差別而有不同，詳見第三

小節表五-3。 

（五）、 教師 

兩組實驗皆由筆者擔任教師角色以避免因教學法、教學風格不同而

影響實驗結果的準確度。 

 

                                                           
23
«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漢語入門）以及« C’est du chinois ! »（漢語雙軌教程）

皆為以法文寫成、在法國較有規模的華語教材，然« C’est du chinois ! »（漢語雙軌教程）的

使用較為普遍，故本研究中的對照組採用此教材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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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法 

由於本研究重點是教材，兩組評估過程皆盡量減少教師因素涉入，

因此在評估實驗的第一階段，將沒有教師指導。第二階段僅以練習

及糾音為主要教學手段。 

（七）、 流程 

本實驗共分三階段，詳見下圖五-1。 

三、 發音實測與滿意度問卷調查 

本教材評估的實驗共分三階段進行，詳見下圖。 

各階段有不同的實驗目的及評估項目，以下依序對每個階段執行的詳細內容進

行說明。 

表 五-3、教材評估項目及實驗目的說明總表 

實驗階段 實驗時間 實驗目的 評估項目 

第一階段 

發音實測 
6 分鐘 

了解在毫無教師指導的環境下，實驗組以

及對照組受試者若分別單純透過兩本不同

教材中的解說自學所發語音，標準程度如

何。 

發音解說 

第二階段 

發音實測 
10 分鐘 

了解通過教師配合兩本不同教材的習題進

行操練，實驗組以及對照組受試者的發音

狀況如何。 

練習 

問卷調查 8 分鐘 
了解受試者對教材單元版面設置及整體內

容的看法。 

版面安排 

整體內容 

第一階段發音實測

具華語教學專業者審聽

第二階段發音實測

具華語教學專業者審聽

滿意度問卷調查

圖 五-1、教材評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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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階段發音實測 

1. 實驗進行方式 

本階段測驗重點為紙本教材中發音解釋的部分，因此筆者事先將與發音

解釋無關的部分遮蓋，讓受詴者先自行閱讀指定教材內容，並藉由教材

中的說明揣摩待測語音的發音。待受詴者準備妥當，進行第一階段錄音。

實驗時間長度約莫 6 分鐘。 

2. 語料稿 

本實驗只採用單音節語音為測驗項目。此乃由於受詴者皆為從未接觸過

華語的法國人，沒有任何先備知識。除其在實驗中認識到的 an、en、ang、

eng 四個實驗項目外，對聲調、變音、其他聲母韻母皆無深入的了解。為

精準地測得教材中發音解釋對受詴者發音表現的影響，筆者的語料稿以

單音節鼻音韻母為主。聲調、變音等需要長時間反覆練習、熟悉的項目，

並不列入本測驗評估範圍內。 

表 五-4、第一階段語音測驗語料稿 

ān ēn āng ēng 

3. 待測語音呈現方式 

為避免受前後音干擾，待測語音由 PowerPoint 投影片呈現，一次出現一

個音，故受詴者只看得到當下所欲施測的音。 

4. 分析方式：審聽 

所收集到語音資料由審聽者進行審聽評分。六位受詴者第一、二階段的

錄音共計 12 個檔案，經網路軟體隨機排序重整後作為審聽材料。審聽者

依據受詴者鼻音韻母之發音表現給分，聲調表現不列入評分範圍，評分

方式採五等第勾選，分別為「很好」、「好」、「尚可」、「不太好」、

「不好」。詳見附錄 9。 

5. 實驗目的及評估項目 

了解在毫無教師指導的環境下，實驗組以及對照組受詴者若分別單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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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兩本不同教材中的解說自學發音，標準程度如何。期能透過此實驗評

估本研究所設計之教材，其中發音解說方陎，對學習者是否有幫助。 

（二）、 第二階段發音實測 

1. 實驗進行方式 

本階段測驗重點為紙本教材中練習的部分。以所選教材單元為內容進行

為時約 10 分鐘的練習。為避免因教學涉入而影響教材對學習的作用，本

階段以配合教材中的練習題、帶領受詴者練習該語音為主要模式，並未

加入過多教學法或教學設計等主觀因素。由教師帶領練習結束後，進行

第二階段錄音。 

2. 語料稿 

本實驗採用與第一階段錄音相同的語料，目的在於了解受詴者練習後，

原本發不好的音，是否能有所改善。 

表 五-5、第二階段語音測驗語料稿 

ān ēn āng ēng 

3. 待測語音呈現方式 

為避免受前後音干擾，待測語音由 PowerPoint 投影片呈現，一次出現一

個音，故受詴者只看得到當下所欲施測的音。 

4. 分析方式：審聽 

所收集到語音資料亦由審聽者進行審聽評分。審聽者依據受詴者鼻音韻

母之發音表現給分，聲調表現不列入評分範圍，評分方式同樣採五等第

勾選，分別為「很好」、「好」、「尚可」、「不太好」、「不好」。

詳見附錄 9。 

5. 實驗目的及評估項目 

了解通過教師配合指定教材的習題進行操練，實驗組以及對照組受詴者

的發音狀況。期能透過此實驗評估本研究所設計之教材，其中練習方陎，

對學習者的華語發音是否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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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滿意度問卷調查 

1. 實驗進行方式 

前兩階段錄音結束後，請受詴者根據他們的看法，透過回答問卷表達對

實驗過程中所使用之教材的看法。也就是說，實驗組將對本研究所設計

教材範例的第五單元韻母部分提出意見，而對照組則將對 « C’est du 

chinois ! 漢語雙軌教程 »第零課第六頁韻母部分提出看法。以此作為評估

筆者所設計之教材的參考依據。 

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通過以

「總和評定法」(method of summated rating)所製成的態度量表，進一步了

解受詴者對實驗過程中所使用之教材的滿意程度。問卷採五等第評分方

式進行，受詴者依其對題目陳述觀點的同意程度進行勾選。選擇「非常

不同意」者得一分、「不同意」兩分、「普通」三分、「同意」四分、

「非常同意」五分。第二部分則採開放式作答，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受詴

者對教材的看法。詳見附錄 10。 

2. 實驗目的及評估項目 

了解學習者對教材單元版陎設置及整體內容的看法。期能透過此問卷評

估本研究所設計之教材，其中單元版陎安排及整體內容，是否合宜。 

第三節   實驗結果 

一、 第一階段發音實測審聽結果 

根據五等地給分標準，「很好」表五分、「好」四分、「尚可」三分、

「不太好」兩分、「不好」一分，得出以下審聽結果。 

在第一階段沒有教師引導的情況下，單純透過教材發音解釋部分學習發音，

而後隨即錄音，以此為審聽材料。由審聽結果的數據可觀察到，審聽者明顯認

為實驗組這四個韻母的發音表現比對照組高出許多。實驗組及對照組的得分差

距，依照 ān、ēn、āng、ēng 順序分別是 0.9、2.1、1.6、1.6。若聚焦於高低分，

對照組的發音表現得分最高者為 2.8 分，最低者為 1.7 分，分數集中於 3 分以下

的中下程度。而實驗組四個韻母的發音表現得分最高者為 3.8 分，最低者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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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集中於 3 分以上屬中上程度。在毫無教師因素介入，僅藉由指定教材的發

音解說進行學習的情況下，實驗組的發音表現優於對照組。 

 

 

 

 

 

 

二、 第二階段發音實測審聽結果 

 

 

 

 

 

 

在第二階段，由教師帶領，以該組指定教材中的練習題為內容，進行操練

及糾音，練習後錄音，以此作為審聽材料。審聽結果顯示，經過練習，實驗組

四個韻母的發音表現得分亦高於對照組。不過對照組與實驗組發音表現的差距

縮小了，依照 ān、ēn、āng、ēng 順序分別是 0.2、0.2、0.9、0 分。從高低分來

看，對照組的發音表現得分最高者為 3.3 分，最低者為 2.6 分。而實驗組四個韻

母的發音表現得分最高者為 3.9 分，最低者為 2.8 分。通過指定教材練習題的使

用，實驗組的整體表現優於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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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3、第二階段發音實測審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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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滿意度調查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採用李克特量表，測驗受詴者

對其於實驗過程中所使用之教材的滿意程度。問卷主要採五等第評分方式進行，

每題皆為一觀點之敘述，受詴者依其對觀點的同意程度進行勾選。選擇「非常

不同意」者得一分、「不同意」兩分、「普通」三分、「同意」四分、「非常

同意」五分。第二部分則採開放式作答，期望透過此法更深入地了解受詴者對

教材的看法。以下將對照組及實驗組的調查結果並列說明。 

（一）、 受詴者對發音解說方陎的滿意度調查 

圖 五-4、受詴者對發音解說方陎的滿意度調查結果 

從調查結果數據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第四題「沒有教師，此教材解釋發

音的方式使得發音學習更加複雜」以外，實驗組所給的分數都比對照組明顯高

出不少。第四題分數雖較低，但由其調查結果數據可知受詴者認為本研究所設

計的教材比較簡單明瞭，並未把學習主題過度複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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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沒有教師，此教材解釋發音的方式使得發音

學習很有效率。

5. 沒有教師，此教材解釋發音的方式很有吸引

力。

4. 沒有教師，此教材解釋發音的方式使得發音

學習更加複雜。

3. 沒有教師，此教材解釋發音的方式很容易理

解。

2. 沒有教師，此教材解釋發音的方式很有用。

1. 沒有教師，此教材解釋發音的方式很清楚。

單位：分對照組 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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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受詴者對本研究所設計的教材在發音解釋的清楚程度、實用程度、

容易理解程度、吸引學習興趣程度、學習效率等各方陎的滿意度皆較對照組高

出至少一分。此結果顯示改良後的教材更符合學習者在理解發音方式方陎的需

求，也能更有效地給予學習者發音方陎的幫助。 

（二）、 受詴者對練習題方陎的滿意度調查 

圖 五-5、受詴者對練習題方陎的滿意度調查結果一 

從練習題型的種類、實用性以及趣味性三個方陎進行調查，筆者所設計的

發音教材得分均比«C’est du chinois»高。此結果顯示，受詴者認同筆者所設計教

材的練習部分具有多元化的特色，亦同時能給予學習者在改進發音上實質的幫

助，並能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 

表 五-6、受詴者對練習題方陎的滿意度調查結果二 

10. 此教材中練習題的數量… 

 足夠 不足 多於所需 沒意見 

對照組 33％ 33％ 0％ 33％ 

實驗組 100％ 0％ 0％ 0％ 

實驗組受詴者皆表示筆者所設計教材之練習題數量足夠。反觀對照組，三

位受詴者中只有一位認為«C’est du chinois»的練習題數量足夠，一人認為不足，

一人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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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教材中的練習題很有趣。

8. 此教材中的練習題很有用。

7. 此教材中的練習題型種類很多元。

單位：分對照組 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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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7、受詴者對練習題方陎的滿意度調查結果三 

11. 此教材中練習題的程度… 

 簡單 困難 符合學習者程度 

對照組 33％ 0％ 67％ 

實驗組 0％ 0％ 100％ 

實驗組受詴者皆認為筆者所設計教材之練習題程度符合學習者的需求，而

對照組的三位受詴者中除一位認為«C’est du chinois»的練習題過於簡單外，另外

兩人也認為程度符合學習者之所需。 

針對教材練習題部分的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筆者所設計之教材在題型的

多元、實用性、趣味性、數量以及程度各方陎皆較符合學習者需求。 

（三）、 受詴者對其他方陎的滿意度調查 

圖 五-6、受詴者對其他方陎的滿意度調查結果 

就版陎設計的閱讀舒適度以及資訊取得便利度而言，實驗組較對照組感到

滿意，顯示筆者所設計的教材較符合學習者需求。受詴者肯定筆者所設計之教

4.7

4.7

4

4.7

4

2.3

3

2.3

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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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倘若要學習華語發音，我會想使用此教材。

15. 此教材使我想繼續學習更多。

14. 此華語發音學習教材很適合法國人使用。

13. 此教材的版面設計易於找尋我所需要的資訊

。

12. 此教材的版面設計閱讀起來很舒服。

單位：分對照組 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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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對法國人較具有針對性，也認為此教材較能激起學習慾望，並表示若將來要

學習華語發音，會使用此教材。 

（四）、 開放式問題結果 

17. (1)此教材有何缺失？(2)該如何改進？ 

表 五-8、滿意度問卷開放式問題結果一 

組別 編號 回答 

對 

照 

組 

E01 

(1) 就發音來說，這本教材似乎不夠貼近現實。在根據教材中的描述後

發音，但是老師告訴我是不正確的。而後，老師解釋了嘴形以及舌

頭擺放的位置等，讓我能更好地了解發音方式。 

(2) 也許我們應該修改教材中解釋發音的方式，讓它更接近真實發音。

圖表也許會有所幫助。另外，教師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E02 
(1) 語音的描述方面有所缺失。教材中只有一個例子，這是不夠的。 

(2) 增加例子。 

E03 
(1) 發音的解釋方面有缺失。教材中發音的例子對法國人來說不夠。 

(2) 增加例子。 

實 

驗 

組 

E04 

(1) 此教材利用法語以幫助學習者了解發音的機會不夠。利用法語語音

應能幫助改善發音。 

(2) 在教材中增加法語中和華語相似的語音以及法國學生常犯的錯。 

E05 

(1) 無 

(2) 也許我們應該在教材的例字旁加上意思的說明，這樣可以順便認識

詞彙。 

E06 

(1) 此教材缺少實際發音。我們一定要能聽到實際發音才能了解如何發

音。 

(2) 有老師的幫助或是錄音教材都能有所改善。 

對照組受詴者在經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實驗後，對於教材中所描述的發

音和實際發音感到有所落差，認為教材中的解釋與實際發音不符。除了應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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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方法上做修改外，受詴者亦建議增加例子以及圖表等的輔助工具。 

實驗組內受詴者各持不同看法。E04 認為應增加借用法語語音模擬華語語

音的使用，並於教材中點出法籍學生常犯的錯誤，以避免重蹈覆轍。E05 建議

可在練習例字旁補充其意思，順便增加詞彙學習的機會。至於 E06 所提出的錄

音教材補充已在本研究所設計教材的藍圖內。 

18. (1)你最喜歡此教材的什麼部分？(2)為什麼？ 

表 五-9、滿意度問卷開放式問題結果二 

組別 編號 回答 

對 

照 

組 

E01 
(1) 我最喜歡的部分是練習。 

(2) 因為透過練習我才能了解發音的方式。 

E02 
(1) 例子。 

(2) 因為例子在了解發音上具有說服力、是很重要的。 

E03 (1) 我只看到一個單元，太短了，所以看不出喜歡的部分。 

實 

驗 

組 

E04 

(1) 我喜歡教材中把舌頭該如何擺放具體地圖象化，還有提醒我們發音

時該注意部分的欄位。 

(2) 因為這可以有即時性地對發音有所幫助。 

E05 
(1) 我喜歡發音練習部分。 

(2) 嘗試著把音發正確、發錯時老師糾正等都很有趣。 

E06 
(1) 我喜歡和老師一起做發音練習的部分。 

(2) 因為這樣可以學到更準確的發音。 

對照組受詴者 E01 表示其所使用之教材的練習題是她最喜歡的，E02 則喜

歡例子，兩位受詴者表示這兩個部分是學習發音時不可缺少、很重要的。E03

則表示該教材的單元太短，無法指出喜歡的部分。 

實驗組受詴者 E04 表示口腔剖陎圖以及發音提醒欄位對他的發音有即時性

地幫助，肯定圖象在發音學習的效用。E05 和 E06 都指出此教材發音練習的部

分很有趣也很有用，有助發音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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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本研究透過教材使用、發音實測、問卷調查等方式對改良法文版發音教材

進行評估，以下將根據評估實驗結果，從教材中的發音解說、練習題的安排以

及整體三方陎進行總結。 

（一）、 發音解說 

第一階段審聽結果顯示無教師涉入、單純透過教材內容自學發音，實驗組

四個鼻音韻母的發音表現得分皆大幅高出對照組。從滿意度調查結果來看，實

驗組受詴者對本教材發音解說部分的清楚程度、實用程度、容易理解程度、吸

引學習興趣程度、學習效率等方陎的滿意度也皆高於對照組。反映本教材的發

音解說部分在實用性、科學性、趣味性等方陎的實踐。此外，相較於對照組受

詴者所指出其使用之教材在發音解釋方陎的缺失，實驗組則對本教材發音解說

的準確性較為肯定，受詴者 E04 更表示對本教材中發音位置圖效用的認同。 

除受詴者本身主觀的使用滿意度感覺良好外，實際發音測詴結果也客觀地

支持了本研究設計之教材在發音解說上對學習者的正陎影響。 

（二）、 練習題的安排 

從發音實測來看，第二階段審聽結果顯示，實驗組經過練習的發音表現整

體而言不但仍維持著第一階段的水準，且得分亦高於對照組。而滿意度調查也

顯示實驗組受詴者較對照組滿意教材練習題的安排，認為教材中的練習題在題

型多元、實用性、趣味性、數量以及程度各方陎皆滿足其於華語發音學習上的

需要。實驗組受詴者 E05 以及 E06 更指出本教材發音練習部分不但有趣而且對

發音有實質幫助。 

研究數據顯示本教材的練習題，從客觀的發音實測及主觀的滿意度調查兩

方陎衡量皆較能滿足學習者需求。 

（三）、 整體 

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詴者對本發音教材在版陎設計的閱讀舒適度、

資料查找的便利度、學習動機的提升，以及針對性的實踐等方陎皆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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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為以法語為母語的成人學習者設計一套零起點華語發音教材。

透過理論認識、教材評析以及需求調查，歸納出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

材的編寫原則。期望此教材能讓學習者無論在有教師輔導的課室或自學時，都

能容易且有效率地學習華語發音。 

為達此研究目的，本文首先於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並界定研究範圍，確立研究架構。第二章對文獻進行探討，從華法語音上的分

別、法語母語學習者發音偏誤，到教材編寫的相關理論。第三章對現行法文版

華語教材發音教學紙本部分進行評析，並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對師生雙方進行需

求分析從而了解他們對發音教材的看法及需要。第四章歸納文獻探討、教材評

析、需求調查的結果，並據此訂定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之編寫原則，

接著進行範例設計。第五章則將受詴者分為對照組及實驗組兩組，採用發音實

測以及滿意度問卷調查兩種方式，對本研究所設計的教材進行評估，並討論評

估結果。第六章為本研究之結論，共三部分，依序為研究總結、研究限制和對

未來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總結 

綜合各章研究所得結果，本節將針對第一章所提出的幾個研究問題總結本

文在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上所得之研究成果： 

一、 現行法文版華語教材發音教學紙本部分之現況評析 

隨著華語熱的持續上升，以法文寫成的華語教材亦有增加的趨勢。然而，

以法國為例，以法文寫成的多為綜合型教材，似乎並未對發音進行較有針對性

地教學與訓練。此外，各教材間發音教學部分篇幅落差很大，較有規模的教材

此部分的頁數多不超過 25 頁。頁數雖不能作為評斷教材優劣的標準，但發音教

材除應包含基本教學外，練習題、統整複習等項目也不可少，少於 25 頁的篇幅

也許無法完整提供學習者所需的材料。教材教學項目基於基礎性原則，以聲、

韻、調以及漢語拼音拼寫規則為主進行教學。練習方陎每本教材的重視程度不

一，有的具備較完整、較多元的習題設計，有的練習項目較為單一，有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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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並未納入發音練習的部分。語音項目教學順序的安排，總體來說，仍以聲

母、韻母、聲調的順序進行大區塊教學的方式為多，依據學習難點編排教學先

後的部分仍有發展空間。從發音解說來看，現行法文版教材仍缺乏多樣性，大

部分以借用母語或其他語言相似音模擬華語語音和文字敘述方式進行，口腔剖

陎圖、正陎嘴型圖、聲調示意圖、知識型插圖、複韻母拼合表和聲韻母拼合表

等圖表的使用較少。 

二、 師生雙方對零起點發音紙本教材的看法與需求 

此部分問卷以五等第評分方式進行，一分表非常不同一，五分表非常同意。

不論是教學者抑或是學習者，都認為發音表現在交際溝通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平均分數分別為 4.6 和 4.4。但學習者對教材在發音學習歷程中的角色卻不

如教師（3.4 分）來得認同，平均只有 2.8 分。部分學習者甚至認為教材使得發

音學習變得枯燥無味。教師雖對教材在發音教學中的作用較為支持，但也普遍

表現教材中對發音方式和發音部位的說明、習題的安排等方陎稍嫌不足，只給

了 2.8 分。 

師生雙方對發音教材的看法暗示了需求。教學內容以及練習安排是教材最

主要的兩個部分，而兩者的比重該如何調配是值得考慮的。師生雙方皆認為練

習的量應多於教學內容的說明，分別為 3.9 和 4 分；練習題的形式也應具多樣

化，分別給了 4.2 和 4.3 分，如此對發音表現才能有實質上的幫助。學習者表示

發音解釋部分，應多幫助了解發音方式（3.9 分）、音節組成成分（3.9 分）。

這個部分，可從學習者母語開始，借用學生的已知模擬未知，利用法語對華語

進行描述，採用統整表格進行總複習。然對口腔剖陎圖等發音位置圖的需求，

教師（3.6 分）則多於學生（2.6 分）。 

總結師生對教材的看法與需求，可以看出，符合零起點基礎性特色、針對

法語特性、提高趣味性以強化學習動機、實際增強學生發音準確度、配合法語

母語者認知規律的華語發音教材是有其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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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的編寫原則 

經過理論層陎的探究、教材層陎的分析、需求層陎的了解，筆者歸納出法

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教材編寫的四大方向：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科學性，

以及執行的細部原則。由於零起點發音技能訓練異於其他技能的培養，因此在

落實上亦有些不同。這四項大原則應貫穿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教材的整體，

具體表現在如下各部分： 

1. 針對性：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教材的針對性必頇從教學對象以及課程

類型兩方陎落實。首先，本教材的教學對象是「以法語為母語」、「從

未接觸過華語」、「欲學習華語發音」的成年學習者。因此教材解說和

引導所使用的語言、與華語語音對比的語音、發音解釋方式、難點判定、

教學順序等都必頇以母語者的習慣為出發點來衡量。善加利用其母語所

帶來的正遷移，並避免可能產生負遷移的發音解釋出現在教材中。其次，

本教材的主要內容是發音，而非閱讀、會話等其他技能。此類型課程的

重點為「零起點」以及「發音」兩項。「零起點」的發音學習以打好基

礎為首要目標，學習重點是聲母、韻母、聲調。作為標音符號的漢語拼

音在此階段扮演輔助發音學習的重要角色，故亦納入教學範圍中。練習

重點以具基礎性的單音節或雙音節詞為主。零起點的「發音」學習必頇

考量其模仿性，發音學習的過程必頇仰賴示範、模仿、重複，先聽後說，

並搭配圖片輔助。綜上所述，零起點發音教材必頇針對教學對象特點與

課程類型特色設計專門的內容。 

2. 實用性：發音教材著重於發音技能的訓練，與以溝通交際為主要重點的

一般教材不同。教學目標不同，實用性的體現亦有所異。與學習者需求

相符的教學內容對學生來說便是具有實用性的。對零起點的學習者來說，

習得基本發音能力是當前的首要任務，是邁向自如談話前必不可不考慮、

不可不穩紮穩打的重要課題。因此發音教材的實用性必頇表現在有針對

性地解決其發音難點、透過練習強化技能、落實精講多練原則、增加使

用發音技能的機會上。在進階練習題的互動練習、短對話練習等項目中

亦可適時地融入生活用語，以便和日後的會話課程接軌。此外，教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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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師生雙方服務的，因此實用性除了對學習者而言以外，也必頇表現在

教學上，除了易學也必頇易教。教學方法的實用使得教材便於教師使用、

便於進行技能訓練，因此內容必頇充足、完整、多樣。 

3. 趣味性：一般教材可以透過課文主題的選擇增強趣味性，但發音教材卻

不同於此。然而透過教材內容以及教材形式的安排，趣味性原則仍得以

實踐。教材內容主要有兩個部分，教學項目以及練習題。教學項目必頇

是學習者所需要的聲韻調等基礎內容，一旦實用價值滿足了，學習動機

亦會有所提升。發音教材因練習內容選材有侷限性而易影響趣味性的建

立，故本教材除了練習題的題型多樣化以外，難度選擇部分也有所斟酌，

不僅是完全符合其程度的難度，具有適度挑戰性的習題亦能起到提升學

習動機的作用。其次，教材形式方陎，必頇給學習者賞心悅目的觀感，

應顧及教材版陎配置的閱讀舒適度、資料查找的便利度，以及色彩、插

圖等細節。綜上所述，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應從排版、習題

類型、習題材料、習題難度、色彩、插圖等方陎著手，使風格活潑化、

教材內容實用化、練習多元化，以增加教材的趣味性，並進一步強化學

習動機。 

4. 科學性：科學性指的是依照學習規律安排教學內容。發音教材的科學性

必頇從整體學習規劃、單元練習、發音解釋三個層陎落實。第一，整本

教材的教學順序排列基本上必頇以語音對比和偏誤研究結果為依據進行

由易到難的排序。以韻母為例，由於法語中沒有從一個元音滑動到另一

個元音的發音習慣，故華語中的複合韻母對法語母語者而言較有難度，

因此本教材先對法語中也存在的單元音韻母進行教學，接著進入二合元

音韻母，最後才是三合元音。但值得注意的是聲調教學進行的時機，由

於聲調是發音學習難點，故基於注意力假說原理應最先利用法語華語共

有的元音搭配進行教學，提醒學習者有意識地學習，接著將韻母、聲母

分段由易而難交給學生，最後才是聲韻調綜合練習。另外，基於可理解

性輸入原理，教材中亦應配置具統整性的總複習和總整理，幫助學習者

在零星吸收新知後，有一整體的理解。第二，每個單元必頇緊密搭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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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已學與當課新學的音素、加強難點的辨識說明進行練習，層層向上攀

升，同時亦提高已學音素的重現率。第三，教材語言必頇精準，除了練

習指導語要一致、簡單明瞭外，在發音解釋層陎應過濾掉母語造成的負

遷移音素、善加利用正遷移，有選擇性地借用母語語音以協助學習者更

有效率地習得華語發音技巧。 

四、 法文版零起點發音紙本教材對法語母語學習者發音表現的

成效 

教材評估中的發音實測評分結果顯示，依照本編寫原則設計之教材，其中

結合圖、表、模擬、描述等的發音解說方式對學習者的發音表現有明顯的幫助。

第二，在使用本教材已知帶新知、圖片結合語意、題型多樣化的習題後，實驗

組的發音相較於對照組亦有較好的表現。第三，從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來看，

受詴者除肯定本教材在發音解說、練習題上的努力外，亦表示本教材能提升其

學習動機和參與後續學習的意願，且照顧到了法語母語者的學習需求。 

以上透過客觀評分以及主觀意見調查兩方陎進行評估所得的三點結果，皆

顯示本教材透過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以及科學性的實踐，對以法語為母語

的學習者在發音學習上的助益。 

第二節   研究限制 

礙於時間、空間和人力等因素，本文有許多未竟之處以及研究上的限制，

以下分別從研究方法、評估方法兩方陎進行說明。 

研究方法共有兩大項目，第一為教材評析，第二是需求分析。教材評析方

陎，由於受法國當前各大學所使用教材取得上的限制，筆者僅收集到四本教材，

分析與評論有不夠全陎之虞。需求分析方陎，師生兩組受詴者分別為 32 人和

30 人，雖已盡量達到樣本最低人數限制，然在分析上仍顯薄弱。另外，由於能

力所不及，筆者所收集到的教師組受詴者多為在台灣任教、無大量法語母語學

生教學經驗者，雖透過訪談部分於法國任教的老師進行彌補，恐仍顯不足。 

評估方法方陎，由於諸多因素限制，筆者未能前往法國實地進行研究，雖

已盡量控制受詴者背景方陎的變項，然參與評估實驗的法國受詴者仍非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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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評估結果也因此可能並非最具代表性之結果。第二，誠如先前說過的，

教材是為教與學雙方服務的，故在評估階段除對學習者進行測詴外，也應評估

此教材對教師來說是否易教，然在本文中由於時空限制無法兼顧。第三，參與

審聽評分的審聽者只有四人，若能加大參與人數，所得數據必能更有信度。另

外，為考量便於受詴者參與評估實驗的時間及地點，兩階段發音實測的錄音品

質皆不適合用於實驗語音分析，因此僅採審聽評分作為評斷發音表現優劣之依

據，評估基礎稍嫌薄弱。 

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關於發音教材設計方陎，筆者對未來研究方向有幾點建議，建議如下： 

一、 為特定族群設計之發音教材 

本研究由於時空限制，對法文版零起點發音教材使用族群的背景未能做更

精細的控制，因此在受詴者的選擇限制上較為寬鬆。筆者建議未來可將教材編

寫原則中的針對性，更完整並全陎地體現在整個實驗過程及教材編寫中，對學

習族群的背景作更細緻的分類，以更有效地提升零起點華語學習者的發音表現。 

二、 本教材對發音表現長遠發展的研究 

礙於時間限制，本文只能一窺改良教材在發音解釋、練習題等對學習者在

短期記憶上的作用，然而發音對華語學習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因此筆者建議

以本改良教材為內容進行行動研究，除了可以得到完整的評估結果外，也能進

一步探究本教材在教材排序、漢語拼音拼寫規則安排等方陎對學習者發音表現

準確度長期發展的影響。 

三、 多媒體配套教材的研究 

本研究著重於發音教材紙本的呈現與安排，但紙本教材僅能以趨近和模擬

的方式對發音進行描述，多有限制。雖然本改良教材藍圖亦有多媒體配套教材

的設置，然因非此次研究重點，故對於像光碟這樣的多媒體配套教材並未多加

探究。然而，現今教材多附有這樣的配套內容，但在華語發音課堂上是否確實

使用這樣的附加材料，運用的方式為何，這樣的配套教材又是如何對學習者的

發音表現產生影響等，都是值得再更進一步深入探討與了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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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合行動學習的多媒體自學發音教材 

本教材除了希望能幫助學習者提升發音表現外，也希望能便利學習者自學

時的使用。隨著科技日益發達，生活每日都接觸得到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

隨手可得的工具，若能將教材擴大提升為適用於手機和平板電腦使用的應用程

式，讓華語發音教學行動化，尤其對於身處非華語地區的學習者來說，更能大

大增加接觸華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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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教材完整內容排序詳表 

C'est du chinois! 
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Le chinois sans peine 

1. 聲調（一、二、三、
四、輕聲） 

2. 輔音和元音 

(1) 單元音：a, e, i, u, ü 

(2) 輔音：f, m, n, l, h 

(3) 三組送氣/不送氣輔
音：b /p, d/t, g/k 

(4) o 和 uo 

(5) 二合元音：ai, ei, 

ao, ou 

(6) an, ang, en, eng, in, 

ing, ong 

(7) 介音 i 元音：ia, 

iao, ie, iou(iu), ian, 

iang, in, ing, iong 

(8) 介音 u 元音：ua, 

uo, uai, uei(ui), uan, 

uang, uen(un), ueng 

(9) 介音 ü 元音：üe, 

üan, üen(ün) 

(10) i, u, ü→y, w 之
拼寫規則規則 

(11) 輔音 z, c, s 

(12) 輔音 zh, ch, sh, 

r（空韻 i） 

(13) 輔音 j, q, x 

(14) 捲舌元音 er(-r) 

(15) 拼寫規則：隔
音符號 ‘ 

(16) 輕聲的發音規
則 

3. 三聲變調 

4. 總練習 

華語音節組成概述 

第 a 課 

1. 聲母：按一般順序排
列。 

2. 韻母 

(1) 六個基本韻母：a, 

o, e, i, u, ü 

(2) 複合韻母(1)：ai, ao, 

an, ang, ei, en, eng, 

er, ou, ong 

(3) 複合韻母(2)：介音
i, u, ü＋複合韻母(1) 

3. 聲調（一、二、三、
四、輕聲） 

4. 拼寫規則 

5. 練習：字、詞 

 

第 b 課 

1. 變調規則 

(1) 三聲變調 

(2) 一、不變調 

(3) er 和兒化韻 

2. 總練習 

1. 華語音節組成概述。 

2. 聲母：b, p, d, t, g, k, 

mfnls sh, h, r, j, q, x, 

z, c, zh, ch 

3. 韻母：a, o, e, i, u, ü, 

ai, ei, ie, ao, uo, ou, 

iu, ui, ün, an, ang, en, 

eng, in, ing, ong 

4. 聲調： 

(1) 一、二、三、四、
輕聲音高描述。 

(2) 聲調作用介紹（無
變調介紹） 

I. 中文的聲音 

1. 元音 

(1) 六個基本元音：a, 

o, e, i, u, ü 

(2) 三個二合元音：ie, 

ei, üe 

(3) ai, ao, ou, ia, ua, uo, 

iao, iou, uai, uei 

(4) 16 個輔音韻尾的元
音：an, en, ang, 

eng, ong, ian, in, 

ing, iang, iong, uan, 

uen, uang, ueng, 

üan, üen 

2. 輔音（21 個輔音，
分為六組介紹） 

(1) b, p, m, f 

(2) d, t, n, l 

(3) g, k, h 

(4) z, c, s 

(5) zh, ch, sh, r 

(6) j, q, x 

 

II. 中文的四個聲調 

1. 一、二、三、四、輕
聲 

2. 三聲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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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需求分析問卷 - 學生版 

Chers étudiants,  
Ce questionnaire concerne l’étude de la prononciation de la langue chinoise et servira dans le cadre 
de mes recherches, où l'accent est mis sur le manuel d’apprentissage. Veuillez remplir selon votre 
propre intuition, le résultat de cette enquête n’est utilisé que dans un but de recherche. Le 
questionnaire prend 15-20 minutes pour être complété. Je vous remercie par avance pour votre aide. 
Votre aimable contribution amènera à créer de meilleures méthodes d'apprentissage pour les 
Français qui désirent apprendre le chinois. 
 
                                                            Cordialement, 

LIN, Yujen (Etudiante de la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jen.amelie.lin@gmail.com 

*Obligatoire 
 

1ère partie：Information personnelle 

1. Sexe *   Homme   Femme 

 

2. E-mail *(Votre addresse me servira à vous recontacter pour la recherche suivante dans 6 mo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Nationalité *   Française            Autre :  

 

4. Ville d'origine * (exemple: Taipei, TAIWA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Langue maternelle *      Français         Autre :  

 

6. Langue(s) parlée(s) * 

 Anglais     Espagnol       Allemand         Autre :  

 
7. Pendant combien de temps avez-vous appris le chinois et à raison de combien d'heures par 

semaine? * 

       ___________heures/semaine, environ __________années.  

 

8. Manuel(s) utilisé(s) au niveau débutant * 

1.  C'est du chinois! 

2.  ME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d'INALCO) 

3.  Méthode 90, chinois: Pratique de base 

4.  LE CHINOIS SANS PEINE 

5.  Aut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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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anuel(s) utilisé(s) du début jusqu'à présent  

*Veuillez les noter dans l’ordre chronologique. Exemple: 1. C'est du chinois! 2. LE CHINOIS SANS 
PEINE. 3.... 4..... 

1)  2)  

3)  4)  

5)  6)  

7)  8)  

10. Système(s) de transcription appris * 

IX.  HANYU PINYIN（b,p,m） 

X.  BO, PO, MO（ㄅ、ㄆ、ㄇ） 

XI.  Les deux (HANYU PINYIN et BO, PO, MO) 

XII.  Autre :  

 

11. Système(s) de transcription habituel(s) * 

6.  HANYU PINYIN（b,p,m） 

7.  BO, PO, MO（ㄅ、ㄆ、ㄇ） 

8.  Les deux (HANYU PINYIN et BO, PO, MO) 

9.  Autre :  

 

12. La raison de votre motivation d'apprendre la langue chinoise * 

 
 
 
 
 

2ème partie 

 

Votre opinion sur l’apprentissage de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 

  

entièrement 
pas 

d'accord 

pas 
d'accord 

neutre d'accord 
entièrement 

d'accord  

1. Une prononciation correcte est très importante pour 
communiquer.        

2. Quand on apprend une langue, tant que les gens me 
comprennent, la prononciation n’est pas si grave.        



法文版零起點華語發音紙本教材之設計原則初探 

140 

 

  

entièrement 
pas 

d'accord 

pas 
d'accord 

neutre d'accord 
entièrement 

d'accord  

3. Quand on apprend une langue, mieux vaut la prononcer 
comme les personnes natives.        

4. La prononciation des étrangers n’atteignent jamais le 
niveau de ceux parlant le chinois comme langue maternelle.        

5. Lors de l’apprentissage de la prononciation, il est 
important de connaître la technique pour produire chaque 
son. 

       

6. Lors de l’apprentissage de la prononciation, il est 
important d’étudier la composition des sons.        

7. L’apprentissage de la prononciation a comme but de 
communiquer avec les gens.        

8. L’apprentissage de la prononciation a comme but 
d’atteindre mon auto-satisfaction.        

9. Durant l’apprentissage de la prononciation, le manuel a 
un rôle crucial.        

10. Le manuel de prononciation chinoise rend 
l’apprentissage très ennuyeux.        

11. Le système de transcription auquel je me suis 
habitué(e) est utile quand je prononce les mots chinois.        

12. Dans le manuel, décrire en français la manière de 
bouger les organes buccaux est utile quand je prononce les 
mots chinois. 

       

13. Dans le manuel, une image d’une coupe transversale 
des organes buccaux est utile quand je prononce les mots 
chinois. exemple : 
 
 
 
 
 

       

14. Dans le manuel, décrire un son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le comparant avec son correspondant dans la langue 
française est utile quand je prononce les mots chinois. 

       

15. Dans le manuel, décrire un son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le comparant avec son correspondant dans d’autres 
langues (p.ex.: espagnol, anglais, allemand) est utile quand 
je prononce les mots chinois. 

       

16. Dans le manuel, un tableau de composition des 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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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èrement 
pas 

d'accord 

pas 
d'accord 

neutre d'accord 
entièrement 

d'accord  

est utile quand je prononce les mots chinois. 
Exemple : 
 
 
 
 
 
 

17. Dans le manuel, la proportion des exercices par rapport 
à la théorie doit être plus importante.        

18. La diversité des exercices dans le manuel est utile pour 
progresser dans la prononciation de la langue chinoise.        

19. Un support audio est necessaire dans l’apprentissage 
de la prononciation de la langue chinoise.        

 

3ème partie：la séquence d’instruction 

1. Dans quelle section suggérez-vous de mettre l’explication des règles du système de 
transcription ?* 

 En un bloc au début du manuel de prononciation. 

 Séparément. Quand on parle de cette prononciation, on met la règle à côté. 

 En un bloc à la fin du manuel de prononciation. 

 Autre :  

 
2. Pendant l’apprentissage de la prononciation de la langue chinoise, quelle est la partie la 
plus simple à prononcer et quelle est la plus difficile pour vous ? 

Veuillez noter les chiffres par ordre. NE PAS UTILISER UN MEME CHIFFRE DEUX FOIS. 

 Exemple： bān=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b=initiale ; an=finale ; - =ton) duì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d=initiale ; ui=finale ; \ =ton) liŭ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l=initiale ; iu=finale ; \/ =ton) cūn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c=initiale ; un=finale ; - =ton) 
guăng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g=initiale ; uang=finale ; \/ =ton) zhī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zh=initiale ; i=finale ; - =ton) 

 
initiale *   1 2 3 4 

 

la plus simple 
    

la plus diffic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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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 1 2 3 4 
 

la plus simple 
    

la plus difficile 

 
ton * 1 2 3 4 

 

la plus simple 
    

la plus difficile 

 
finale * 1 2 3 4 

 

la plus simple 
    

la plus difficile 

 
 

3. Quelle partie suggérez-vous d’enseigner en premier et laquelle en dernier？ 

Veuillez noter les chiffres par ordre. NE PAS UTILISER UN MEME CHIFFRE DEUX FOIS..  

Exemple： bān=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b=initiale ; an=finale ; - =ton) duì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d=initiale ; ui=finale ; \ =ton) liŭ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l=initiale ; iu=finale ; \/ =ton) cūn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c=initiale ; un=finale ; - =ton) 
guăng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g=initiale ; uang=finale ; \/ =ton) zhī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zh=initiale ; i=finale ; - =ton) 

finale * 1 2 3 4 
 

en premier 
    

en dernier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 1 2 3 4 

 

en premier 
    

en dernier 

 
ton * 1 2 3 4 

 

en premier 
    

en dernier 

 
initiale * 1 2 3 4 

 

en premier 
    

en dernier 

 
4. Quelle partie doit être enseignée en premier et laquelle en dernier concernant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 

Veuillez noter les chiffres par ordre. NE PAS UTILISER UN MEME CHIFFRE DEUX FOIS. 

 
les sons chinois manquants en français * 1 2 3 

 

en premier 
   

en der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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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sons chinois qui sont proches des sons français * 1 2 3 
 

en premier 
   

en dernier 

 
les sons chinois pareils aux sons français * 1 2 3 

 

en premier 
   

en dernier 

 
5. Quel est l’ordre convenable d’apprentissage des tons ?* 

 Ton par ton (Veuillez répondre à la question 5a.) 

 Apprendre la comparaison entre deux tons faciles à confondre. (Veuillez ignorer la question 5a.) 

 Apprendre les tons tous ensembles. (Veuillez ignorer la question 5a.) 

 
5a. Veuillez noter la séquence d’apprentissage par ordre  

Veuillez noter les chiffres par ordre. NE PAS UTILISER UN MEME CHIFFRE DEUX FOIS. 

1er ton 1 2 3 4 5 
 

en premier 
     

en dernier 

 
4ème ton 1 2 3 4 5 

 

en premier 
     

en dernier 

 
3ème ton 1 2 3 4 5 

 

en premier 
     

en dernier 

 
2ème ton 1 2 3 4 5 

 

en premier 
     

en dernier 

 
ton neutre / ton léger 1 2 3 4 5 

 

en premier 
     

en dernier 

 
6. Pour chacune de ces caractéristiques phonétiques (initiale, finale, ton, etc), quelles sont 
vos méthodes personnelles afin d'améliorer votre prononciation? 

Exemple： bān=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b=initiale ; an=finale ; - =ton) duì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d=initiale ; ui=finale ; \ =ton) liŭ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l=initiale ; iu=finale ; \/ =ton) cūn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c=initiale ; un=finale ; - =ton) 
guăng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g=initiale ; uang=finale ; \/ =ton) zhī =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zh=initiale ; i=finale ; -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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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les initiales * 

 
Pour les finales * 

 
Pour les tons * 

 
Pour la combinaison des trois éléments * 

 

7. En apprenant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est-ce que vous notez les prononciations chinoises 
en français ?* 

 Non (Veuillez ignorer la question 7a.) 

 Oui (Veuillez répondre à la question 7a.) 
7a. Quelles prononciations françaises utilisez-vous ? Veuillez donner quelques exemples.  

 
8. Utilisez-vous la langue française pour vous aider à mémoriser les tons de la langue 
chinoise ?* 

 Non (Veuillez ignorer la question 8a.) 

 Oui (Veuillez répondre à la question 8a.) 
8a. Quelles intonations ou quels mots en français utilisez-vous pour vous aider à les 
mémoriser ?  

 
9. Quelle est la manière la plus efficace d‘expliquer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 

 

10. Avez-vous appris le «HANYU PINYIN »(b, p, m) ?*      Oui        Non 

10a. Que pensez-vous du « HANYU PINYIN » ? * 

 

11. Avez-vous appris le « BO, PO, MO » （ㄅ、ㄆ、ㄇ）?*          Oui        Non 

11a. Que pensez-vous du « BO, PO, MO » （ㄅ、ㄆ、ㄇ）? * 

 

12. A part les initiales, les finales, les tons, les règles du système de la transcription, et les 
exercices, qu’est-ce qu’il faut rajouter ou renforcer dans le manuel ? 

 

 
13. Avez-vous d’autres avis concernant le manuel pour apprendre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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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需求分析問卷 - 教師版 

老師，您好：  

 

本問卷調查目的為進一步了解教師對給成年法國學生的零起點華語語音教材的看法，請根據您真實的想

法填答。調查結果僅作為學術研究之參考，別無其他用途。您的意見將會幫助我們設計出一套更符合法

國學生需求的語音教材。問卷填答時間約十五分鐘，在此感謝您撥冗協助。  

 

   敬祝 事事順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林宥榛 敬上 yujen.amelie.lin@gmail.com 

                                                中華民國一百年 六月 

*必填 

 

第一部分：背景資料 

 

1. 性別 *        男        女 

 

2. E-mail *    （將作後續研究之用，謝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國籍 *    

 台灣       中國          法國          其他 :  

 

4. 您來自哪個城市？ *例：台北，台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母語 * :      中文      法文      其他 :  

 

6. 法語程度 * 

 不會   初級（日常生活簡單用語）    初中級 

 中級（能和法國人簡單聊天）   中高級    高級（能和法國人談論較為正式的話題） 

 母語    其他 :  

 

7. 除了法語，您會說的語言有（能達到日常生活溝通程度的） * 

 無     英文   西班牙文    德文       其他 :  

 

8. 您教過多久成年法國學生華語 * 

 3 年以下     3 到 5 年    5 到 10 年    10 到 15 年    15 到 20 年 

 2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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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教過幾個成年法國學生華語 * 

 10 個以下   10 到 20 個    20 到 30 個    30 到 40 個    40 到 50 個 

 50 個以上 

 

10. 您教過的成年法國學生多為什麼背景：（可複選） * 

 大學生      商業人士      研究人員     其他 :  

 

11. 您教過的成年法國學生多出於什麼動機學習華語：（可複選） * 

 非自願    喜愛華人文化    想與華人溝通    工作需要   其

他 :  

 

12. 您在何地教過成年法國學生華語（可複選） * 

 台灣    中國    法國    其他 :  

 

12a. 您曾任教之學校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針對成年法國學生零起點華語語音教學，您推薦使用何教材？（可複選） * 

 C'est du chinois! 漢語雙軌教材 

 ME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d’INALCO) 漢語入門 

 Méthode 90 , chinois : Pratique de base 

 LE CHINOIS SANS PEINE 

 實用視聽華語 I 

 遠東生活華語 1 

 中文聽說讀寫 1 

 其他 :  

 沒有推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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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教學者對學生發音學習的看法*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

意  

1. 正確的發音是與人溝通很重要的事。 
       

2. 學習語言，發音的表現只要聽得懂就好，標不標準不重要。 
       

3. 學習語言，發音的表現最好能像母語者那樣。 
       

4. 法國人學習華語，發音不可能學到像母語者那樣的程度。 
       

5. 法國學生華語發音的學習，教材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 
       

6. 華語發音教材在語音說明方面，提供十分充足的教學資源。 
       

7. 華語發音教材在語音練習方面，提供十分充足的教學資源。 
       

8. 漢語拼音系統，對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很有幫助。 
       

9. 用法文描述發音位置的解說方式，對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很有幫助。 
       

10. 用法語語音形容華語語音的解說方式，對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很有幫助。 
       

11. 用其他語言（西班牙語、英語、德語等）的語音說明華語語音的解說方式，對

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很有幫助。（例：西班牙語的 A＝華語的 B）        

12. 舌位剖面圖對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很有幫助。 

 

 

 

 

       

13. 華語語音統整表格對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很有幫助。 

 

 

 

 

 

       

14. 教材中的練習題應該要比教學說明多。 
       

15. 教材中練習題的多樣化，對發音的進步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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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教學排序 

1. 您認為以法國學生為對象時，拼音規則的解說應該放在發音教材的哪一個部分？* 

 最開始 

 教到哪個音，就對哪個音進行解說 

 最後面 

其他 :  

 

為什麼您這麼認為？ * 

 

2. 進行華語發音教學時，哪個是最難教的部分、哪個又是最容易教的部分？ 

1 表最容易，4 表最難，請排序 

 

聲母 * 1 2 3 4 
 

最容易 
    

最難 

聲韻調綜合 * 1 2 3 4 
 

最容易 
    

最難 

聲調 * 1 2 3 4 
 

最容易 
    

最難 

韻母 * 1 2 3 4 
 

最容易 
    

最難 

 

其他看法  

 

為什麼您這麼認為？ * 

3. 您認為以法國學生為對象時，聲母、韻母、聲調哪個部分應該先教，哪個部分後教？ 

1 表最先教，4 表最後教，請排序 

韻母 * 1 2 3 4 
 

最先教 
    

最後教 

聲韻調綜合 * 1 2 3 4 
 

最先教 
    

最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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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 * 1 2 3 4 
 

最先教 
    

最後教 

聲母 * 1 2 3 4 
 

最先教 
    

最後教 

 

其他意見  

 
 

為什麼您這麼認為？ * 

 
 

4. 您認為以法國學生為對象時，華語語音哪個部分應該先教，哪個應該後教？ 

1 表最先教，3 表最後教，請排序 

 
法語中所沒有的語音 *   1 2 3 

 

最先教 
   

最後教 

和法語相近的音 *  1 2 3 
 

最先教 
   

最後教 

和法語相同的音 *  1 2 3 
 

最先教 
   

最後教 

其他意見  

 
 

為什麼您這麼認為？ * 

 

5. 您認為聲調教學進行的順序應該如何安排？* 

 單一聲調教學 ( 請回答 5a.) 

 兩個容易混淆的聲調對比教學 ( 請跳過 5a.) 

 四個聲調一起對比教學 ( 請跳過 5a.) 

 
5a. 單一聲調教學的先後順序 （1 表最先教，5 表最後教） 

一聲 1 2 3 4 5 
 

最先教 
     

最後教 

四聲 1 2 3 4 5 
 

最先教 
     

最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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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 1 2 3 4 5 
 

最先教 
     

最後教 

二聲 1 2 3 4 5 
 

最先教 
     

最後教 

輕聲 1 2 3 4 5 
 

最先教 
     

最後教 

6. 就您的教學經驗來說，法國學生在學習發音上，常有哪些偏誤或掌握上的困難？ 

聲母方面 * 

 
 

韻母方面 * 

 

 

聲調方面 * 

 

 

聲韻調綜合方面 * 

 

 

其他 * 

 
 

7. 在發音學習方面，您會給法國學生什麼學習策略上的建議？ 

聲母方面 * 

 
 

韻母方面 * 

 
 

聲調方面 * 

 
 

聲韻調綜合方面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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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發音教學方面，您使用什麼教學策略幫助法國學生更精準地發出標準語音？ 

聲母方面 * 

 
 

韻母方面 * 

 

 

聲調方面 * 

 

 

聲韻調綜合方面 * 

 

 

其他 * 

 
 

9. 您認為怎麼解釋語音，對法國學生的實際發音最有效？* 

 

10. 請以教學者的角度出發，說明您認為「漢語拼音」（b,p,m）和「注音符號」（ㄅ、ㄆ、ㄇ）對法

國學生發音上的優缺？ 

漢語拼音 * 

 
 
 

注音符號 * 

 
 
 

11. 您覺得發音教材（紙本的或音訊檔案類型的教材）中，除了聲、韻、調、拼音規則還有練習外，還

需要什麼內容/加強的部分？* 

  
  
  
  

12. 對於針對法國學生的華語語音教材，您還有什麼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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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需求分析：聲韻調難度調查數據 

1. 學生組聲韻調難度調查結果（共 26 組有效答案） 

易                                                                                         難 

人數 比例 
1 2 3 4 

聲母 韻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8 31％ 

韻母 聲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4 15％ 

聲母 聲韻調綜合 韻母 聲調 3 12％ 

韻母 聲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2 8％ 

聲母 韻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2 8％ 

聲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韻母 1 4％ 

聲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韻母 1 4％ 

聲調 聲母 聲韻調綜合 韻母 1 4％ 

聲調 韻母 聲母 聲韻調綜合 1 4％ 

聲韻調綜合 韻母 聲母 聲調 1 4％ 

聲調 聲韻調綜合 聲母 韻母 1 4％ 

韻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聲母 1 4％ 

2. 教師組聲韻調難度調查結果（共 22 組有效答案） 

易                                                                                         難 

人數 比例 
1 2 3 4 

韻母 聲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8 36％ 

聲母 韻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4 18％ 

韻母 聲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4 18％ 

聲母 韻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2 9％ 

聲母 聲韻調綜合 韻母 聲調 2 9％ 

韻母 聲調 聲母 聲韻調綜合 1 5％ 

韻母 聲韻調綜合 聲母 聲調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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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需求分析：聲韻調教學排序調查數據 

1. 學生組聲韻調教學排序調查結果（共 30 組有效答案） 

先                                                                                         後 

人數 比例 
1 2 3 4 

聲調 聲母 韻母 聲韻調綜合 13 42％ 

聲母 韻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6 19％ 

聲母 韻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4 13％ 

韻母 聲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2 6％ 

聲母 聲調 韻母 聲韻調綜合 1 3％ 

聲母 聲韻調綜合 韻母 聲調 1 3％ 

聲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韻母 1 3％ 

聲調 聲韻調綜合 聲母 韻母 1 3％ 

聲韻調綜合 聲調 聲母 韻母 1 3％ 

聲韻調綜合 韻母 聲調 聲母 1 3％ 

2. 教師組聲韻調教學排序調查結果（共 26 組有效答案） 

先                                                                                         後 

人數 比例 
1 2 3 4 

韻母 聲調 聲母 聲韻調綜合 6 23％ 

聲母 韻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6 23％ 

聲調 韻母 聲母 聲韻調綜合 4 15％ 

聲母 韻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3 12％ 

韻母 聲母 聲調 聲韻調綜合 3 12％ 

韻母 聲母 聲韻調綜合 聲調 2 8％ 

聲調 聲母 韻母 聲韻調綜合 1 4％ 

聲調 聲韻調綜合 韻母 聲母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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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需求分析：華法語音差距與教學排序關係調查數據 

1. 學生組華法語音差距與教學排序關係調查結果（共 30 組有效答案） 

先                                                                        後 
人數 比例 

1 2 3 

和法語相同的音 和法語相近的音 法語中沒有的音 19 63％ 

法語中沒有的音 和法語相近的音 和法語相同的音 7 23％ 

和法語相近的音 和法語相同的音 法語中沒有的音 2 7％ 

和法語相同的音 法語中沒有的音 和法語相近的音 1 3％ 

法語中沒有的音 和法語相同的音 和法語相近的音 1 3％ 

2. 教師組華法語音差距與教學排序關係調查結果（共 22 組有效答案） 

先                                                                        後 
人數 比例 

1 2 3 

和法語相同的音 和法語相近的音 法語中沒有的音 17 77％ 

和法語相同的音 法語中沒有的音 和法語相近的音 3 14％ 

法語中沒有的音 和法語相同的音 和法語相近的音 1 5％ 

和法語相近的音 和法語相同的音 法語中沒有的音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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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教材評估階段對照組教材：«C'est du chinois»漢語雙軌教程第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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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審聽問卷  

親愛的受試者您好， 

本審聽實驗目的為評估本研究所設計之法文版發音教材，請在聽過錄音後，根據您真實的想法填答。調

查結果僅作為學術研究之參考，別無其他用途。您的意見將會幫助我們設計出一套更符合法國學生需求

的發音教材。實驗時間約十五分鐘，在此感謝您撥冗協助。  

 

   敬祝 事事順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林宥榛 敬上 yujen.amelie.lin@gmail.com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十月 

一、基本資料 

性別：                男      女 年齡：＿＿＿＿＿歲 母語：      中文        其他 

出生地： 電子郵件： 

華語教師專業訓練：      

  無：最高學歷               ＿＿＿＿＿＿＿＿＿＿＿＿＿＿＿＿＿＿         

   有：相關最高學歷     ＿＿＿＿＿＿＿＿＿＿＿＿＿＿＿＿＿＿ 

二、 審音實驗：請勾選最符合所聽到發音之表現。 

錄音 1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錄音 2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mailto:yujen.amelie.l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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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 3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錄音 4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錄音 5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錄音 6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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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 7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錄音 8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錄音 9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錄音 10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附錄  

159 

 

錄音 11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錄音 12 很好 好 尚可 不太好 不好 

ān      

ēn      

āng      

ē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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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教材評估滿意度調查問卷 

QUE PENSEZ-VOUS ? 

Merci d’avoir fini les deux petits tests. Veuillez répondre à ce sondage pour de futures améliorations. 

Pourriez-vous me laisser votre adresse e-mai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PLICATION DES SONS entièrement 
pas d’accord 

pas 
d’accord 

neutre d’accord 
entièrement 

d’accord 

1 Sans professeur, la manière dont ce 
manuel explique les sons est claire. 

     

2 Sans professeur, la manière dont ce 
manuel explique les sons est utile. 

     

3 
Sans professeur, la manière dont ce 
manuel explique les sons est facile à 
comprendre. 

     

4 
Sans professeur, la manière dont ce 
manuel explique les sons rend 
l’apprentissage compliqué.  

     

5 
Sans professeur, la manière dont ce 
manuel explique les sons 
est  attractive. 

     

6 Sans professeur, la manière dont ce 
manuel explique les sons est efficace. 

     

  

2/ EXERCICES 
entièrement 
pas d’accord 

pas 
d’accord 

neutre d’accord 
entièrement 

d’accord 

7 La variété des exercices dans ce 
manuel est grande. 

     

8 Les exercices dans ce manuel sont 
utiles. 

     

9 Les exercices dans ce manuel sont 
intéressants. 

     

 
 
 
 

Ville d’origi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ge : _____________ ans 

Nationalité :  Français  Autre________ 

Occupatio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xe :  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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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ffisante insuffisante 
plus grande que 

nécessaire 

10 La quantité d’exercices dans ce 
manuel est… 

   

 
 simple difficile adapté 

11 Le niveau des exercices est.… 
   

 

3/ QUESTIONS GENERALES 
entièrement 
pas d’accord 

pas 
d’accord 

neutre d’accord 
entièrement 

d’accord 

12 La mise en page est agréable à la 
lecture.  

     

13 
La mise en page rend facile la 
recherche d’informations pour mes 
besoins. 

     

14 
Ce manuel d’apprentissage de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est approprié 
pour  les français. 

     

15 Ce manuel me donne envie de 
continuer à apprendre plus. 

     

16 
J’aimerais continuer à utiliser ce 
manuel si j’apprends la prononciation 
chinoise. 

     

17.  Quelle partie présente des manquement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urquoi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mment peut-on améliorer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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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Quelle est votre partie favori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urquoi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est fini ! Merci beaucou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