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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文化－以台灣學生日語–2 型名詞重音偏誤為中心－ 

倪文誠、黃恆宇 

指導教師：郭獻尹、輔導教師：林宗德 

簡介 

    本自主學習計畫的成員同學們，在學習日語的過程中，總是不免對課堂上所

學與實際日常所聽到的差異深感疑惑，便籌組本學習計畫，欲一窺究竟台灣人說

日語時可能會犯下之錯誤。比如說，我們察覺到老師教的日語詞彙重音與祖父母

的日語發音有出入，亦或周圍同學不會閩南語卻仍有俗稱的台式重音，而且似乎

無論以前(日治時期)還是現在，台式重音始終存在。因此我們想探討導致錯誤的

原因，同時也能在研究過程中能掌握日語說話的原則，並且想辦法幫助別人以及

改善自己的發音，道出一口流利好日語。 

    為了釐清所謂台式重音，經由郭老師說明、講解，我們發現這現象與日語重

音特性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一般台灣人所使用的語言，無論是華語、閩南語抑

或客語，皆屬於聲調語言。所謂聲調即在一漢字一音節情況下，「聲調」的變化

乃產生在一音節內。反觀日語重音為「高低重音」，其產生於兩音節間的高低差，

也就是兩個假名之間。對於母語、教育語言中不存在「高低重音」的台灣人而言，

可想而知其在唸日語時很容易犯下重音方面的錯誤。有感於重音錯誤之普遍，於

是我們將研究著重於日語發音，決定針對重音作為以下內容之研究目標。隨後我

們從前人的研究文獻中，我們得知前人稱所謂「-2型重音(重音放在倒數第二音

節)」為台式重音，而且此錯誤是來自母語也就是閩南語，抑或日本統治下教育

背景的緣由而受影響。不過，有鑑於前人研究年代已稍嫌久遠，無法反映現今情

況，我們首先的問題點即為現在台灣日語學習者表現出的日語重音為何，進而推

論其中與母語之間是否存有關係。 

    我們為了掌握台灣學習者日語表現情形，設計問卷訪問 20 位正在學習日語

的大學生，四分之三為清華大學的學生。首先在受試者背景方面，除了了解其家

庭母語背景，亦包括學習年資/程度、學習方法、留遊學經驗及文化影響等與可

能影響重音習得的潛在因素。其次，我們讓受試者唸出選定之 20 個日語名詞的

重音，再錄下他們的發音，加以分析、討論。 

    此次報告目的是為了要驗證日語的重音習得是否會因為學習者的母語影響

而有所差異。從我們的實驗結果發現，出現「-2 型重音」錯誤很少，與前人研

究認為錯誤普遍的結果不相符，而且「-2 型重音」錯誤出現在不會說閩南語的

學生身上，會閩南語的學生卻看不到此情形，反而出現「-3 型重音」或「平板

型重音」，與先前假設大不相同。此外，也發現其他重音錯誤類型，例如：(1)

日語中不存在的重音讀法(低低高)、(2)受試者容易在詞彙中不自覺加入促音、

(3)單詞中的清濁音混淆。因此得到的結論分為以下兩點：(1)台灣日語學習者唸

「-2型重音」的情形並不普遍、(2)無論學習者是否會閩南語，與日語名詞的重

音習得並沒有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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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次報告也有所侷限，例如：(1)納入分析的學生(樣本數量)不夠多

易有偏差，比較難以代表全體、(2)實驗對象多為校內同學及年齡層僅限於年輕

世代，學習背景較為一致，無法說明不同學習背景、世代的學習者是否也有此情

形。總結以上，此次報告說明了台灣日語學習者的「-2 型重音」與母語並無明

確關係，亦即難以說明其與文化的關係。未來則可作為日語教學者針對台灣學習

者情況調整種音教學之依據，也能當作進一步研究「-2 型重音」是否為台灣學

習者獨有的台式重音或泛文化現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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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本自主學習計畫的成員同學們，便是因為在學校修習日語的過程中，覺得在

學校學到的日語與日常所聽到大家說的不盡相同，總會思索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

如此大的差異？於是我們籌組了本計畫，欲進一步探究台灣人在說日語時可能會

犯下之錯誤。究竟使我們日語聽起來「很台」的原因為何？比如說，我們察覺到

老師教的日語詞彙重音與祖父母的日語發音有所出入。不過，周圍同學不會閩南

語卻仍有俗稱的台式重音，而且似乎無論以前(日治時期)還是現在，台式重音始

終存在。因此我們想探討導致錯誤的原因，同時也能在研究過程中能掌握日本語

說話的原則，並且想辦法幫助別人以及改善自己的發音，道出一口標準又道地的

好日語。 

    郭老師曾告訴過我們：「日語音節結構雖然簡單，但其重音學習卻很困難。」

再者，重音學習通常在日語教學中容易受忽略，而且重音錯誤似乎普遍存在於台

灣的日語學習者中，於是我們將研究著重於日語發音，決定針對重音作為以下內

容之研究目標。同時我們也想知道，日語重音與華語聲調的差異性是否受到語言

文化的影響？ 

 

二、研究方向與假設 

    為了要研究此問題，首先就是要收集與整理關於「台式重音」的研究文獻，

了解前人研究在這方面的看法，做為參考並做出假設，以便我們進行接下來的研

究。由於前人文獻年代稍嫌久遠，為求接下來研究準確，我們也要掌握現在台灣

學習者日語發音的情況，同時亦可作為減少「台式重音」錯誤的參考。至於我們

的假設則為：學習者的母語背景(華語、閩南語、客家語)、學習年資、學習方法

或其他文化因素等，皆有可能造成了所謂的「台式重音」。  

 

三、文獻探討 

    此議題在之前的二三十年已有前人著手研究，從其研究文獻中，我們首先得

知學界將以日語發音規則中的「-2 型ア 1」，也就是「-2型重音」，稱為前面所提

到的「台式重音」，而在先行研究中其認為造成「-2 型ア」的因素分為以下兩點： 

(1)受華語影響， 

(2)或閩南語影響。 

    首先，根據王(2018)研究，其以中國北方日語學習者為對象，從學習者對日

語名詞重音的聽辨、發音、背景知識做了調查。結果發現，學習者可以聽出重音

的位置，但是無法正確發音，對於日語重音的知識缺乏。但是經過複誦學習的方

法後，學習者的發音有明顯的進步，也可以得知，學習者對於日語重音的背景知

識有所掌握。而且學習者有喜歡將名詞重音讀成「平板型」及「-2型」的現象，

但並沒有說明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 

    其次，認為受華語影響的文獻中，蔡（1983）以北京、上海、四川、大連的

                                                      
1 -2 型ア，即「-2 型アクセント」，中譯為「-2 型重音」。「アクセント」讀作「a-ku-s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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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學生為對象進行調查，發現有「–2型ア」的存在，認為是受華語裡輕聲

及重音節的影響(引述自陳(2016))。陳（2016）則認為華語 1個音節等於日語 2

個音拍的長度，華語詞彙最後一個音節通常喜歡下降，因此產生了「–2 型ア」

的重音型態。 

    然而，支持閩南語影響的文獻中，張（1989）認為「–2型ア」來自閩南語

輕聲的影響。重松（1996）則認為「–2型ア」是日語學習者把閩南語的詞彙套

用到日語文節上的結果。此外，田中（2010）、田中（2011）認為戰前及戰後不

分年齡長幼都可以發現「–2型ア」的存在，這並非單純受閩南語音位系統的影

響，尚須考慮閩南語以外之其他原因(除田中(2011)以外，皆引述自陳(2016))。 

    此外，陳(2016)亦提及台灣人的「-2 型重音」乃因日本統治下教育背景的

緣由而受影響。當時來台的日本人多以鹿兒島、熊本及福岡為主，大多使用所謂

「九州方言(腔)」，而九州方言與標準語「東京腔」在用法及重音表達上有很大

差異，因此影響了台灣人的日語發音及表達。 

    以下將前人研究的觀點加以分類，並整理成表格，但王(2018)未論及是否受

母語影響，故不列入表格： 

 

前人研究 

母語音位系統影響 

A閩南語  

張（1989）、重松（1996）  

B華語  

蔡（1983）  

非母語音位系統影響 

(尚有其他因素影響之可能) 

閩南語  

田中（2010）  

田中（2011）  

母語與目標語言間相互影響 
閩南語  

陳（2004）  

母語詞彙發音習慣之影響 
華語  

陳（2016）  

 

四、日語重音的特性及華語聲調 

    日語的重音為「高低重音 2」，其產生於兩音節間的高低差，也就是兩個假名

之間，共分以下四種：(1)平板型(あきらめ
．．．

)(a-ki-ra-me)、(2)頭高型(あ
．
いさ

つ)(a-i-sa-tsu)、(3)中高型(-3 型)(あみ
．
もの)(a-mi-mo-no)、(4)尾高型(おとう

．．

                                                      
2日語的詞調為「高低重音（pitch accent）」，其規則有二：(1)第一拍與第二拍的高度必須不同，

沒有高高或低低相接。(2)詞彙內重音一旦下降便不再上升，也就是瀑布式的自然下降（down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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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
．
)(o-to-u-to)。其中，平板型與尾高型看似相同，不過尾高型單詞後接的助詞

(如は、が)音調會下降(おとうと
．．．

は)(o-to-u-to-wa)，平板型則維持上揚的音調(あ

さくさは
．．．．

)(a-sa-ku-sa-wa)。反觀台灣人熟悉的華語、閩南語及客家語皆屬於聲調

語言。所謂的聲調就是在一漢字一音節的情況下，「聲調」的變化產生於一音節

內，因此日語與華語雖皆為聲調語言，但表現形式卻大不相同。現在人們在學校

及補習班所學的日語為標準語 3(東京腔)，其重音特性為第一音節與第二音節為

「高低」或「低高」，而且語彙中具有大量的-3 型及平板型之單詞。也就是說，

前一章節提到陳(2016)認為台灣人是受到「九州方言」影響(不像東京腔多為-3

型及平板型詞彙)，才導致會唸「-2型重音」的結果。 

 

五、實驗方法 

    為了能掌握台灣日語學習者時下重音發音情況，以及隨後分析其與文化之間

的關係，我們分別使用了問卷調查、訪談及錄音來進行實驗。首先，我們設計出

一份問卷，其中包含以下五個部分： 

(1)實驗對象：本問卷及錄音的受試者，分別挑選了男女生各十人，年齡範圍以

18~25歲的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為主，共 20位。其中，受試者的日語程度分別

為：具備五十音基礎者 4 人、初級日語程度者 5 人、中級日語程度者 4 人、

中級日語以上程度者 7人。以上的區分標準以清大日語課程分級標準如下： 

(a)具備五十音基礎：未受過正規日語教育(如《大家的日本語》系列教材)，

但至少能正確讀出平假名/片假名，並能夠理解簡單日常用語(如おはよう

(o-ha-yo-u))。 

(b)初級日語程度：於校內修過初級日語者(《大家的日本語》初級一)或通過

N5檢定者。 

(c)中級日語程度：於校內修過中級日語者(《大家的日本語》初級二)或通過

N4檢定者。 

(d)中級日語以上程度：於校內修過高級日語者(《大家的日本語》進階一、

二)或通過 N3及以上者。 

(2)問卷內容：此部分包含了受試者的成長背景及日語資歷，成長背景又細分為

居住地及成長地、母語種類及母語程度；日語資歷則細分為學習日語的年資

及程度、學習方法，以及是否有遊留學日本的經歷，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 

(3)實驗語：我們從東京大學開發之OJAD線上日語重音辭典篩選共20個實驗語，

詞彙長度介於二音節至五音節。為求實驗結果清晰可辨、易於分析，我們避

開了有不具有重音之含有鼻音、促音、連音的詞彙，而且為初學者少見之日

                                                      
3 日語之標準語，又稱「共通語」，現今以東京方言為基準。其中，東京方言之特徵為語彙中多

為平板型及中高型（–3 型）及母音無聲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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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名詞」詞彙。形容詞由於文法修飾之故皆為-2型詞彙，動詞則不外乎為

平板型或-3 型詞彙，唸法皆有規則可循，因此我們才會以名詞作為實驗語。

再者，因為超過五音節的詞彙多為複合字，也就是單一詞彙可能有不只一個

重音的情況，不易於施測及分析，因此僅選用五音節內詞彙。(見下頁) 

-3型詞彙 平板型詞彙 

いがく(i-ga-ku)          医学     醫學 おとな(o-to-na)         大人     大人 

くつした(ku-tsu-shi-ta)      靴下     襪子 しろ(shi-ro)           白       白色 

いけばな(i-ke-ba-na)         生け花   插花 はな(ha-na)           花       花 

やまのぼり(ya-ma-no-bo-ri)  山登り   登山 からだ(ka-ra-da)        体       身體 

かぞく(ka-zo-ku)        家族     家族 さかな(sa-ka-na)      魚       魚 

かくち(ka-ku-chi)       各地     各地 すきやき(su-ki-ya-ki)    鋤焼    壽喜燒 

けしき(ke-shi-ki)            景色     景色 あじ(a-ji)         味       味道 

くだもの(ku-da-mo-no)    果物     水果 ちかてつ(chi-ka-te-tsu)   地下鉄   地下鐵 

せつび(se-tsu-bi)     設備     設備 わすれもの(wa-su-re-mo-no) 忘れ物   遺失物 

おとこのこ(o-to-ko-no-ko)   男の子   男孩 できあがり(de-ki-a-ga-ri)  出来上がり 完成 

 

(4)錄音方法：於安靜且無雜音的情況下錄音，且為確保受試者能順暢唸出實驗

語，以錄下清晰、完整音檔，會依受試者需要讓其先行熟悉詞彙約十五分鐘，

練習時不可翻閱課本或以其他方式查找或詢問單字的念法。錄下受試者施測

內容時，我們要求每個詞彙必須朗讀三次，每次間隔一秒，且三次朗讀必須

相同，以保證沒有亂唸的情形。 

 

六、實驗分析 

    本次實驗選出的詞彙中，為平板型及–3 型詞彙各十個字，因此實驗分析也

會以平板型及–3型詞彙分別著眼，並且從以下幾點進行探討： 

(1)-2型重音錯誤是否為普遍存在？ 

(2)是否有其他非-2型重音錯誤之存在？ 

(3)造成發音錯誤的原因及其與文化的關係。 

    (一)-3型詞彙： 

        首先，從-3型詞彙錯誤比例的柱狀圖中(見下頁)，可以看到正確率普  

    遍不高，唯獨いがく、かぞく、かくち、けしき 四個詞彙正確率超過五成，   

    其中かくち及けしき的正確率更分別高達六成及八成。之所以有少數詞彙正  

    確率特別高，我們推測可能與受試者由於教學者特別強調或平常經常聽到相 

    關。再者，隨著音節數越多，正確率也越低，從三音節單詞正確率 40～80%，  

    四音節單詞 20～30%，到五音節單詞 25～45%。另一方面，唸出–2型重音 

    的錯誤率也隨著音節數增加而有所增長，從三音節單詞 5～15%，四音節單  

    詞 5～35%，到五音節單詞 25%，出現平板型重音的錯誤率亦有此趨勢。此   

    外，「無法辨別」部分分別在くつした、やまのぼり二單詞中，有高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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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15%的出現率，我們推測受試者可能沒有重音概念，再加上有些詞彙音節   

    數較長，不易掌握所導致。 

 

 

        以圓餅圖來看的話(見下圖)，可以看出整體-3型詞彙正確率僅有 43%， 

    錯誤則有 52%，而且還有 5%屬於無法辨別，即為日語中不存在的重音讀法。  

    其中，以整體錯誤率來說，平板型對比-2型的錯誤率為 7：3。由此可見，      

    受試者在-3型詞彙重音表現上並不理想，若又將「無法辨別」部分也納入  

   「錯誤」計算，錯誤率達 57%，將近六成。不過，整體錯誤以平板型錯誤為      

    主，-2型重音錯誤並未普遍存在於-3型詞彙當中。因此，這代表受試者在     

    唸-3型詞彙時，容易傾向唸出平板型重音。 

 

40% 45% 45%
35%

15% 20%
35%

55%
45%

25%

5%
5%

35%

25%

5%
15%

10%

15%
15%

25%

50%
30%

20%

25%

80%
60%

55%
25% 40%

45%

5%
20% 15%

5% 5% 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平板型) -2 -3 -4 -5 無法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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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平板型詞彙： 

        從平板型詞彙錯誤比例的柱狀圖中(見下圖)，可以得知比起-3型詞彙  

    正確比例，平板型正確率普遍較高，除了できあがり，正確率皆超過五成， 

    其中さかな的正確率更是高達了九成。接下來，從音節數多寡來加以區分的 

    話，同樣也有隨音節增加而正確率遞減與錯誤率遞增的情況。二音節單詞正 

    確率落在 80%，三音節單詞則降至 65～90%，接下來四音節單詞為 55～70%，     

    最後五音節單詞則為 35～70%。反之，以錯誤率來看，二音節單詞僅有 20%， 

    三音節單詞為 10～30%，其後四音節單詞為 30～45%，最後五音節則為 30～ 

    60%。在此有一要點必須加以說明，因為二音節單詞只有一種錯誤類型，即     

    -2型重音錯誤，故在以下圖表中，有三個單詞僅出現-2型錯誤率。此外，     

    與受試者在-3型詞彙表現相比，「無法辨別」部分並無普遍分布，僅出現在  

    おとな及できあがり二單詞。 

 

正確

43%

無法辨別

5%

–2型
31%

平板型

69%

錯誤

52%

–3型詞彙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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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同樣以圓餅圖來看的話(見下頁)，平板型詞彙正確率將近七成，  

    明顯比-3型的正確率高上許多，這表示了受試者更容易掌握平板型詞彙的    

    讀法。錯誤率則僅有三成，其中-2 型對比-3型錯誤率為 2：1，尚有大約 1%  

    的極少數受試者會發生-4錯誤的情形。此外，出現「無法辨別」的情形比     

    起-3型詞彙也少了許多，僅有 1.5%，可見受試者在平板型詞彙表現中，比     

    較沒有發生不符合「高低重音」規則的唸法。整體來說，平板型詞彙表現的   

    錯誤有別於-3型詞彙，錯誤類型反而以-2型重音錯誤為主。 

 

 

 

正確

68%

無法辨別

1.5%

–2型
66%

–3型
33%

錯誤

30%

平板型詞彙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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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求分析精確，我們將不可能有-3型重音錯誤的三個二音節單詞加以  

    排除，進一步製成圖表如下圖(因-4型錯誤數據過於微小，故直接省略)。     

    受試者表現的正確率維持在六成五，錯誤也在三成左右，與前圖差異不大。   

    不過，-2型與對比-3型錯誤的比例，與前圖 2：1相比，僅有約 3：2而已。    

    由此可見，即便平板型詞彙表現中乃以-2型錯誤為主，仍難以看出有普遍 

    -2型錯誤的現象。 

 

 

 

   分析至此，我們再以錯誤類別分別整理出-2型及-3型重音錯誤比例的表格，

並加以分析及探討如下： 

 

☆-2型重音錯誤比例： 

-3型詞彙 錯誤比例 平板型詞彙 錯誤比例 

いがく 5% おとな 25% 

くつした 5% しろ 20% 

いけばな 35% はな 20% 

やまのぼり 25% からだ 20% 

かぞく 5% さかな 5% 

かくち 15% すきやき 25% 

けしき 10% あじ 30% 

くだもの 15% ちかてつ 15% 

せつび 15% わすれもの 15% 

おとこのこ 25% できあがり 25% 

正確

65%

無法辨別

2%

–2型
58%

–3型
42%

錯誤

33%

平板型詞彙分析結果(排除二音節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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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型重音錯誤比例： 

-3型詞彙 錯誤比例 平板型詞彙 錯誤比例 

いがく N/A4 おとな N/A 

くつした N/A しろ N/A 

いけばな N/A はな N/A 

やまのぼり N/A からだ 10% 

かぞく N/A さかな 5% 

かくち N/A すきやき 5% 

けしき N/A あじ N/A 

くだもの N/A ちかてつ 25% 

せつび N/A わすれもの 15% 

おとこのこ N/A できあがり 35% 

 

    從以上表格中，可以清楚發現在所有的詞彙中，-2 型錯誤比例實則普遍不

高，最多也只有いけばな及さかな二詞錯誤率超過三成，看不出有普遍出現-2

型錯誤的情況。至於-3 型錯誤比例，亦沒有發現存在普遍錯誤。而且在-2 型錯

誤比例中，二音節單詞有更容易唸錯之情形。 

    其中，尚有一個部分必須加以說明。「無法辨別」部分，如前所述，就是出

現日語不存在的重音讀法，造成我們再分析上的困難。以くつした一詞為例，就

有三人(錄音樣本 TF2/TF5/TF6)出現此情形，唸出「低低低高」之奇特讀法，我

們推測受試者可能是以平常說華語的方式唸日語所導致。另外，再分析錄音結果

過程中，也有發現受試者有誤讀情形，包含擅自在詞彙加入促音(TF3 將けしき

唸成けっしき(ke-sshi-ki))、清濁音混淆(TF4將さかな唸成さがな(sa-ga-na)、

かぞく唸成かそぐ(ka-so-gu)或かぞぐ(ka-zo-gu))，以及在詞彙加入長音(TF5

將わすれもの唸成わあすれもの(wa-a-su-re-mo-no))。再者，還有少數受試者

的重音表現有嚴重偏誤，例如 TF2 有唸-2 型重音的傾向，幾乎每一單詞皆為如

此；TF10 有唸平板型重音的傾向，「每一」單詞皆如此；TM5 則有大量錯誤，似

乎沒有重音概念，其正確率不到五成。 

    最後，關於學習年資及日語程度部分，實驗所得到的結果也看不出有明確關

聯。比如說 TF2學習日語三年，也已通過日檢 N3，不過其卻出現大量-2型重音；

TF6 學習日語兩年，程度中級，正確率卻僅三成；也有尚餘初學階段之 TF1，才

學了一學期，其重音正確率卻有六成五，可見一般所認為「學得越久，唸的越正

確」說法並不成立。 

    總結以上，針對前述(1)「-2型重音錯誤是否為普遍存在？」的問題，前人

研究雖認為台灣人日語發音受到閩南語影響，有普遍-2 型重音錯誤的現象，不

                                                      
4 由於–3 型錯誤僅會出現於三音節以上單詞，故二音節單詞不會有此類錯誤，而且有些三、四、

五音節單詞本身的正確讀法即為中高型（–3 型），也沒有此類錯誤，故一律以「N/A」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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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從我們的實驗結果來看，並沒有特別多-2重音錯誤。接下來(2)「是否有其他

非-2型重音錯誤之存在？」，就實驗結果而言，尚有平板型、-3型、-4型錯誤，

甚至還有無從辨別的特殊唸法。那麼最後關於 (3)「造成發音錯誤的原因及其與

文化的關係」，所得到之結果為-2型錯誤與文化並沒有一定關聯性，與前人研究

認為受閩南語的觀點大不相同。我們發現-2 型重音錯誤出現在不會說閩南語的

學生身上，會閩南語的學生卻看不到此情形，反而還會出現-3 型重音或平板型

重音，並不符合先前之假設。 

 

七、結論 

    本自主學習計畫經過一連串問卷調查、錄音及分析音檔後，發現台灣日語學

習者無論在平板型或-3 型詞彙的重音表現上，並沒有如前人所謂普遍有-2 型重

音錯誤的情況，原先假設的-2 型重音受閩南語聲調影響也不成立，實驗結果也

未發現-2 型重音錯誤與文化層面的關聯性。此外，日文程度、日文發音標準與

否、通過日檢與否，從結果分析看來，三者之間的關係實則有待商榷，受試者的

學習背景似乎也難以說明-2型重音錯誤之情況。 

 

八、回顧與展望 

  受限於本自主學習計畫的規模，此次報告也有所侷限，例如：(1)納入分析

的學生(樣本數量)不夠多易有偏差，比較難以代表全體、(2)實驗對象多為校內

同學及年齡層僅限於年輕世代，學習背景較為一致，無法說明不同學習背景、世

代的學習者是否也有此情形、(3)因受限於時間、實驗規模，未能將錄音結果以

語音分析軟體加以分析，以致結果分析內容相當有限。總結以上，此次報告說明

了台灣日語學習者的「-2 型重音」與母語並無明確關係，亦即難以說明其與文

化的關係。 

    此外，王（2018）的研究指出大陸北方的日語學習者有喜歡將名詞重音讀成

「平板型」及「-2 型」的現象。由此可知，既往研究所認定之「-2 型」重音錯

誤，其實並非是台灣才有的現象，有可能是一種跨語言都可以看到的錯誤。這似

乎也呼應了本實驗的結果，即與文化沒有明確關係，且與受閩南語(母語)影響也

不成立。探究「-2型重音」起因及是否為泛文化現象都將做為今後的研究課題。 

    再者，近來日語教學領域愈發重視「重音教學」，再加上學習者的需求也在

改變，從過去「能讀寫、會說就好」至今要能說一口標準且流利的日語，足見日

語重音在學習過程中顯得非常重要。因此，這次的研究成果未來可作為日語教學

者了解台灣學習者情況之參考，進而成為調整重音教學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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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日語學習之調查 

 

一、本問卷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自主學習課程「從台灣看日

本－現代漢語及現代日語的比較來看語言間文化的差異性－」之修課

報告所需所進行的調查。 

課程指導教師：外國語文學系郭獻尹助理教授 

課程輔導教師：通識教育中心林宗德副教授 

參與成員：特教系黃恆宇同學、特教系倪文誠同學、電機系游子岳同

學、化學系周宜臻同學、資工系李旺陽同學 

二、本問卷除了需要受試者提供基本的個人資料外，因實驗性質必須

收錄受試者的聲音。這些資料及音檔都不會公開，以匿名方式處理，

並呈現於報告中。敬請放心填妥！調查分析過程中若有任何問題，請

允許我們可以再與您聯繫。 

三、受試者之基本資料 

①姓名：                ②系級： 

③居住縣市： 

  成長縣市（出生地）： 

④母語：華語、閩南語、客家語、其他（請填寫）__________ 

⑤母語程度（請自評）：優、良、普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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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學習日語資歷： 

⑦日語程度（請自評）：優、良、普通、差 

⑧是否通過日語能力檢定    有□    無□ 

有的話，請圈選級數：N1、N2、N3、N4、N5 

⑨是否有遊留學或居住日本的經驗    有□    無□ 

遊留學或居住時間多久： 

⑩學習方法（請圈選，如果沒有請於「其他」一項描述）： 

  1.學校 

  2.補習班 

  3.家教 

  4.網路教學、函授 

  5.自學（看書、電視教學、網路 youtobe 或 fb、日劇、日語歌曲等） 

  6.語言交換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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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錄音詞彙 

閱讀以下詞彙，練習約 15～20 分鐘。請於安靜的場所，以正常速度，

並不加思索地直接朗讀一個詞彙三次，每次中間停頓一秒，並錄下聲

音。每個詞彙錄好，請立即存一個音檔並命名。例如： 

第一個詞彙 きく（停頓一秒） きく（停頓一秒）きく存檔並命名 

第二個詞彙 あめ（停頓一秒） あめ（停頓一秒）あめ存檔並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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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おとな         大人（大人） 
 

2. しろ           城（城堡） 
 
3. いがく        医学（醫學） 
 
4. はな           鼻（鼻子） 
 
5. からだ         体（身體） 
 
6. くつした      靴下（襪子） 
 
7. いけばな      生け花（插花） 
 
8. やまのぼり    山登り（登山） 
 
9. さかな         魚（魚） 
 
10. かぞく        家族（家族） 
 
11. すきやき       鋤焼（壽喜燒） 
 
12. かくち        各地（各地） 
 
13. あじ          味（味道） 
 
14. ちかてつ       地下鉄（地鐵） 
 
15. わすれもの     忘れ物（遺失物） 
 
16. けしき        景色（景色） 
 
17. くだもの      果物（水果） 
 



18 
 

18. せつび        設備（設備） 
 
19. できあがり     出来上がり（完成） 
 
20. おとこのこ    男の子（男孩子） 



語言與文化

－以台灣學生日語–2型名詞重音錯誤為中心－

指導老師：郭獻尹、諮詢老師：林宗德

組員：黃恆宇、倪文誠



發表大綱

• 一、為何對這個有興趣？

• 二、研究方向與假設

• 三、文獻探討

• 四、採樣方式

• 五、實驗方法

• 六、實驗分析

• 七、研究限制

• 八、未來可以做什麼？



一、為何對這個有興趣？

• 關於過去學界主張之「–2型重音錯誤（以下統稱–2型ア）」
是否仍存在於台灣日語學習者？

• 不同世代學習者的日語詞彙重音是否有所差異？

• 日語音節結構簡單，但其重音學習卻很困難。日語重音與華
語聲調的差異性是否受到語言文化的影響？



二、研究方向與假設

• 整理關於–2型ア的前人研究。

• 探討–2型ア形成的原因：

• 實驗對象的母語（閩南語、客語、華語等）

• 實驗對象的學習資歷

• 實驗對象的學習方法

• 是否與華人文化等其他因素有關

• 學習日語的詞彙重音時，如何減少–2型ア的錯誤？



三、文獻探討

• 蔡（1983）以北京、上海、四川、大連的日文系學生為對象進行調查，
發現有「 –2型ア」的存在，認為是受華語裡輕聲及重音節的影響。

• 陳（2004）認為「–2型ア」是由於台灣閩南語向日語借來的詞彙，其發
音與日語的發音混合，產生詞尾降調的結果。

• 陳（2016）認為華語1個音節等於日語2個音拍的長度，華語詞彙最後一
個音節通常喜歡下降，因此產生了「 –2型ア」的重音型態。



三、文獻探討

• 張（1989）認為「 –2型ア」來自閩南語輕聲的影響。

• 重松（1996）認為「 –2型ア」是日語學習者把閩南語的詞彙套用到日語
文節上的結果。

• 田中（2010）認為戰前及戰後不分年齡長幼都可以發現「 –2型ア」的存
在，這並非閩南語音位系統的影響，而是還有其他的因素。



三、文獻探討

• 潘（2003）認為華語及閩南語的變調規則是造成學習者將尾高型聽成平
板型的原因，算是一種中介語。

• 田中（2011）以外來語當實驗語來測試，發現平板型重音的詞彙，並沒
出現-2型的錯誤。此外，音節數與「 –2型ア」的錯誤沒有對應關係。雖
然說閩南語對重音可能有影響，但是也必須考量到其他的因素。



三、文獻探討

• 王（2018）

• 以中國大陸北方日語學習者為對象，從學習者對日語名詞重音的聽
辨、發音、背景知識做了調查。

• 結果發現，學習者可以聽出重音的位置，但是無法正確發音，對於
日語重音的知識缺乏。

• 經過複誦學習的方法後，學習者的發音有明顯的進步，也可以得知，
學習者對於日語重音的背景知識有所掌握。



文獻探討的整理

母語音位系統的影響

A閩南語
張（1989）、重松（1996）

B華語
蔡（1983）

非母語音位系統的影響
(尚有其他因素影響之可能)

閩南語
田中（2010）
田中（2011）

母語與目標語言間相互影響
閩南語
潘（2003）
陳（2004）

母語詞彙發音習慣之影響
華語
陳（2016）



四、採樣方式

•問卷

•訪談

•錄音



五、實驗方法

• 問卷內容

• 實驗對象

• 實驗語

• 錄音方法

• 追加訪談



實驗對象

• 男女各10人

• 18〜25歲，以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為主。

• 受試者之日語程度

• 具備五十音基礎者 4人

• 初級日語程度者 5人

• 中級日語程度者 4人

• 中級日語以上程度者 7人

五十音

程度

初級程

度,
中級以

上

中級程

度, 五十音程度

初級程度

中級程度

中級以上



問卷內容

• 受試者的成長背景

• 居住地、成長地

• 母語、母語程度

• 受試者的學習背景

• 學習資歷、日語程度

• 學習方法

• 日本遊留學的經驗



實驗語

• 使用東京大學開發之OJAD線上日語重音辭典篩選實驗語。

• 避開不具有重音之鼻音、促音、長音、連母音的詞彙。

• 選出2音節至5音節，受試者少見的名詞詞彙，共20字。



實驗語的重音類型

–3型詞彙 平板型詞彙

いがく 医学 醫學 おとな 大人 大人

くつした 靴下 襪子 しろ 白 白色

いけばな 生け花 插花 はな 花 花

やまのぼり 山登り 登山 からだ 体 身體

かぞく 家族 家族 さかな 魚 魚

かくち 各地 各地 すきやき 鋤焼 壽喜燒

けしき 景色 景色 あじ 味 味道

くだもの 果物 水果 ちかてつ 地下鉄 地下鐵

せつび 設備 設備 わすれもの 忘れ物 遺失物

おとこのこ 男の子 男孩 できあがり 出来上がり 完成



錄音方法

• 錄音前讓受試者確認詞彙讀音約15分鐘，避免有誤讀假名的現象。

• 練習時不可翻閱課本或其他方式查找，也不可詢問。

• 為求嚴謹，受試者錄音時，每個詞彙讀三次，每次間隔一秒，且三次讀
法必須相同。

• 於安靜且無雜音干擾情況下進行錄音。



追加訪談

• 若出現與不符預期、錯誤傾向嚴重的情況時，深入進行個別訪談。

• TF2有「 –2型ア」的傾向，符合預測

• TF10有平板型重音的錯誤傾向

• TM5有大量念錯之情形，需要深入探討其語言學習歷程。

https://picosong.com/w8hyt
https://picosong.com/w8hyP


六、實驗分析

• 成果分析

• 「 –2型ア」的錯誤是否普遍存在？

• 是否有其他非「 –2型ア」的錯誤？

• 造成發音錯誤的原因？

• 與文化的關係？



日語的重音

• 平板型（實驗語）

• 頭高型

• 中高型（實驗語）

• 尾高型



實驗語的重音類型

–3型詞彙 平板型詞彙

いがく 医学 醫學 おとな 大人 大人

くつした 靴下 襪子 しろ 白 白色

いけばな 生け花 插花 はな 花 花

やまのぼり 山登り 登山 からだ 体 身體

かぞく 家族 家族 さかな 魚 魚

かくち 各地 各地 すきやき 鋤焼 壽喜燒

けしき 景色 景色 あじ 味 味道

くだもの 果物 水果 ちかてつ 地下鉄 地下鐵

せつび 設備 設備 わすれもの 忘れ物 遺失物

おとこのこ 男の子 男孩 できあがり 出来上がり 完成



–3詞彙的發音產出比率

0(平板型), いがく, 40%
0(平板型), くつした, 45%0(平板型), いけばな, 45%

0(平板型), やまのぼり, 35%

0(平板型), かぞく, 15%
0(平板型), かくち, 20%

0(平板型), けしき, 35%

0(平板型), くだもの, 55%
0(平板型), せつび, 45%

0(平板型), おとこのこ, 25%

-2, いがく, 5%
-2, くつした, 5%

-2, いけばな, 35%

-2, やまのぼり, 25%

-2, かぞく, 5%

-2, かくち, 15%

-2, けしき, 10%

-2, くだもの, 15%

-2, せつび, 15%

-2, おとこのこ, 25%

-3, いがく, 50%
-3, くつした, 30%

-3, いけばな, 20%

-3, やまのぼり, 25%

-3, かぞく, 80%
-3, かくち, 60%

-3, けしき, 55%

-3, くだもの, 25%
-3, せつび, 40%

-3, おとこのこ, 45%

-4, いがく, 0

-4, くつした, 0

-4, いけばな, 0

-4, やまのぼり, 0

-4, かぞく, 0
-4, かくち, 0

-4, けしき, 0
-4, くだもの, 0

-4, せつび, 0
-4, おとこのこ, 0-5, いがく, 0

-5, くつした, 0

-5, いけばな, 0

-5, やまのぼり, 0

-5, かぞく, 0
-5, かくち, 0

-5, けしき, 0
-5, くだもの, 0

-5, せつび, 0
-5, おとこのこ, 0

無法辨別, いがく, 5%

無法辨別, くつした, 20%

無法辨別, いけばな, 0

無法辨別, やまのぼり, 15%

無法辨別, かぞく, 0
無法辨別, かくち, 5%

無法辨別, けしき, 0
無法辨別, くだもの, 5%

無法辨別, せつび, 0
無法辨別, おとこのこ, 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いがく くつした いけばな やまのぼり かぞく かくち けしき くだもの せつび おとこのこ

0(平板型) -2 -3 -4 -5 無法辨別



–3型詞彙分析結果

銷售

正確

43%
43%

無法判斷

6%

–2型

31%

平板型

69%

錯誤

52%



平板型詞彙的發音產出比率

0(平板型), おとな, 65%

0(平板型), しろ, 80%0(平板型), はな, 80%
0(平板型), からだ, 70%

0(平板型), さかな, 90%

0(平板型), すきやき, 70%0(平板型), あじ, 70%

0(平板型), ちかてつ, 55%

0(平板型), わすれもの, 70%

0(平板型), できあがり, 35%

-2, おとな, 25%

-2, しろ, 20% -2, はな, 20%

-2, からだ, 20%

-2, さかな, 5%

-2, すきやき, 25% -2, あじ, 30%

-2, ちかてつ, 15%

-2, わすれもの, 15%

-2, できあがり, 25%

-3, からだ, 10%
-3, さかな, 5% -3, すきやき, 5%

-3, ちかてつ, 25%

-3, わすれもの, 15%

-3, できあがり, 35%

-4, ちかてつ, 5%無法辨別, おとな, 10%
無法辨別, できあがり, 5%

0%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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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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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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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00%

おとな しろ はな からだ さかな すきやき あじ ちかてつ わすれもの できあがり

0(平板型) -2 -3 -4 -5 無法辨別



平板型詞彙分析結果

銷售

正確

68.50%
68%

無法辨別

1.5%

–2型

66%

–3型

33%

錯誤

30%

–4型
1%



–3型詞彙 錯誤比例 平板型詞彙 錯誤比例

いがく 5% おとな 25%

くつした 5% しろ 20%

いけばな 35% はな 20%

やまのぼり 25% からだ 20%

かぞく 5% さかな 5%

かくち 15% すきやき 25%

けしき 10% あじ 30%

くだもの 15% ちかてつ 15%

せつび 15% わすれもの 15%

おとこのこ 25% できあがり 25%

–2型錯誤的比例



–3型錯誤的比例

所選詞彙(平假名) –3型比例 所選詞彙(平假名) –3型比例

おとな N/A すきやき ５％

しろ N/A かくち N/A

いがく N/A あじ N/A

はな N/A ちかてつ ２５％

からだ １０％ わすれもの １５％

くつした N/A けしき N/A

いけばな N/A くだもの N/A

やまのぼり N/A せつび N/A

さかな ５％ できあがり ３５％

かぞく N/A おとこのこ N/A



音節數量 重音位置 所選字詞 -2型錯誤比例

2音節
0

城（しろ） ２０％

味（あじ） ３０％

鼻（はな） ２０％

-3 N/A N/A

3音節

0

体（からだ） ２０％

魚（さかな） ２５％

大人（おとな） ５％

-3

医学（いがく） ５％

家族（かぞく） ５％

設備（せつび） １５％

各地（かくち） １５％

景色（けしき） １０％



音節數量 重音位置 所選字詞 -2型錯誤比例

4音節

0

鋤焼き（すきやき）
２５％

地下鉄（ちかてつ） １５％

-3

生け花（いけばな） ３５％

果物（くだもの） １５％

靴下（くつした） ５％

5音節

0

忘れ物（わすれもの） １５％

出来上がり
（できあがり）

２５％

-3
男の子（おとこのこ） ２５％

山登り（やまのぼり） ２５％



其他錯誤類型

• 重音顛倒及無法判定的錯誤

• (TF1)部分詞彙將0號音念成–3重音， –3重音念成0號音。

• 出現日語沒有的高低重音讀法，因此無法判定錯誤的情形。以

くつした為例，有三人(TF2/TF5/TF6)出現此情形。

• 誤讀

• (TM3)促音添加

• (TF4)清濁混淆

• (TM5)長音添加

https://picosong.com/w8hyM
https://picosong.com/w8hYx
https://picosong.com/w8hYX
https://picosong.com/w8hYP
https://picosong.com/w8hYC
https://picosong.com/w8hkm
https://picosong.com/w8hkG


造成發音錯誤的原因

• 根據前人研究，台灣人日語發音會受到閩南語影響，產生了

–2型ア的錯誤。

• 就我們的實驗結果來看，並沒有特別多–2型ア的錯誤。



以母語聲調發音的錯誤

• 根據前人研究（陳2004、張1989、重松1996 ） ，台灣人的日語發音會受
到閩南語的影響，而產生大量–2型ア的錯誤。然而，本研究的調查結
果發現，受試者會不會閩南語與–2型ア的錯誤沒有直接關係。



與文化的關係

•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並未發現–2型ア的錯誤與文化層面的關聯性。
因此，語言與文化間的互動，將作為今後進行追蹤研究的課題。



結論

• 前人研究（陳2004、張1989、重松1996） 認為–2型ア的錯誤是受到受試
者母語的影響。然而，本研究的受試者裡，不會閩南語的TF2出現許多–

2型ア的錯誤。會閩南語的TM1，反而少見–2型ア的錯誤。因此， –2型
ア的錯誤是否可以斷言與母語有關，值得商確。



七、研究限制

• 實驗對象較少，難以說明其代表性。

• 實驗對象多為校內同學，學習背景較為一致，希望未來可以多
元觀察其他學校同學的情況。



八、未來可以做什麼？

• 本次研究無外籍人士的實驗對象，因此無法證明–2型ア的錯誤
是否為泛化現象。

• 了解發音的錯誤，最終希望可以提出解決之道，未來的研究希
望可以替日語學習者思考出學習日語重音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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